
4月12日，为迎接第四届“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湖
南师大树达学院院团委青创部联
合树达创业团队举办了一场创新
创业培训会。 此次培训会的主讲
人罗太石为该校2014级硕士研究
生， 目前担任湖南易水航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

会上， 罗太石分享了自己的
创业故事。2012年，他作为湖南师
范大学博爱队副队长赴四川大凉
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瓦岩乡支
教，在支教期间的所见所闻，让他
下定决心创业。 罗太石是从2012
年开始接触教师资格证的培训，
直到2015年8月，才注册成立了易
水航公司， 在培训教育行业实现

了创业梦想。
罗太石认为， 初创企业困难

不少， 但是将困难梳理后也会有
很多办法应对。他认为，要进入一
个行业，先熟悉该行业尤为重要，
通过成熟的领路人或者企业可以
快速有效地了解行业现状， 在创
业过程中，制定了目标，那就要如
期完成，勇于尝试。

据了解， 树达学院创业团队
同样为在校大学生组成， 共计60
余人。其队长贾胜华，为湖南师范
大学树达学院 2015级在校大学
生， 目前已创立湖南走四方文化
传媒公司， 是该校创业生中的优
秀代表。

■记者 朱蓉

传统药品检测缺陷需要大量人工且无法精准识别
其中“猫腻”，如今，药品分拣有了“火眼金睛”！今年年
初，英国的媒体纷纷聚焦于一项发明：德国一家专注于
药品行业包装系统的专业公司借助机器视觉技术开发
出计数和检验系统， 能高精度、 高速度完成散装产品
（药片或胶囊）的外观合格检测和产品计数，并将产品
装入瓶子中。消息一出，国外媒体纷纷评价其“堪称一
项真正的成就”。

不过，长沙纳威尔公司创始人刘浪看后不以为然：
“我们在2016年就突破了这项技术！”他笑着说，“正是
因为这项技术创新让我们实现了创业的梦想！”纳威尔
公司由3名90后于2017年初合伙创办， 都来自长沙理
工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曾小维是2013届电子信
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生，刘浪和陈建成分别是2014
届和2015届光电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生。 近日，
记者采访了三名合伙人，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创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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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90后为药品分拣打造“火眼金睛”

师兄弟成合伙人，产品打入北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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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创业的时候，首先就想
到了回长沙，回到母校。这里是我
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遇到问题的
时候， 我们也可以直接回学校来
寻求支援， 总感觉回来就更有底
气了。”刘浪说。

3个年轻人对长沙和母校有着
特殊的感情。“我来自农村，来大学
前都不知道光电子专业是干什么
的，第一学期的高等数学课直接把
我上蒙了，我甚至都开始怀疑我的
智商。”刘浪回忆说。总得给自己找
点事情做，于是他走进了学院的电
子设计实验室。“实验室全天候开
放，每天都有老师进行指导，设备
也免费提供，做什么也全凭兴趣。”
看着高年级的同学投入地摆弄各
种元器件，他也来了兴致。

从一块电路板的焊接， 到一
个电脑程序的反复运算， 刘浪从
此一发不可收拾， 成为实验室呆
得最久的“钉子户”。这时，师兄曾

小维的创新团队里正好缺人，看
中了这个执著的小学弟， 后来又
发现了对软件尤为热爱的陈建
成，一个互补的铁三角形成了。

2012年的寒假，3人为了准备
2013年湖南省电子设计大赛，春
节都没有回家，在实验室学习模数
电，恶补线性代数知识。长沙的冬
天又冷又湿， 实验室没有空调，握
着鼠标的手都冻僵了，只好把被子
都带到了实验室；学校食堂和周边
的餐厅都歇业了，于是在超市买了
20斤面条，饿了就煮一碗。

为完成选题设计， 三人轮流
上阵，3天4夜，在几近放弃时挺了
过来，最后，他们团队获得了全国
一等奖。“有了这次经历， 我们更
自信， 再遇到困难， 感觉轻松多
了。”三人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
谊和信任， 这也成为他们创新创
业的基础。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通讯员 喻玲 邓崛峰

母校情结 创业首选长沙，“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

链接新闻 湖南师大树达学院举办创业分享会

创业路上一波三折

有了核心技术， 成立创
业公司也就顺理成章。2017
年2月，纳威尔（长沙）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
刘浪介绍，“我们进行过市场
调研， 机器识别的市场估值
在60亿-70亿，这是个极具市
场潜力的领域。”然而，创业的
艰难不亚于创新，何况还是三
个潜心技术的理工男。好不容
易做出了产品， 第一次推销，
他们就带着几页产品介绍，连
PPT演示都没有，一个个打电
话，一家家拜访，好不容易有
人接待， 却不到3分钟就被
“请” 了出来。“企业给我们上
了产品市场化的第一课。”刘
浪苦笑着说，“企业认为3个毛
头小伙， 既没背景又没品牌，
一个大企业都完成不了的任
务，说得这么简单，不靠谱”。

“他们不认可自己的产
品，就像在侮辱自己的亲人一
样。”为证明自己，他们提出不
需要企业预付款，而是根据要
求先提供设备，使用满意后再
付款。 缺人缺钱缺营销经验，
连预付款都没有，维持公司运
转谈何容易？

有一次，曾小维发着高烧
还坚持去给药厂安装设备，完
成设备调试，人都近乎虚脱。一
段时间的试用后， 企业发现他
们的设备灵活性强， 可以根据
不同的要求调节参数， 性价比
很高。 从不相信到怀疑再到信
赖， 纳威尔迅速抢占了云南白
药、 香雪制药等医药行业和四
川长虹电视电子行业的市场。

2017年， 公司年产值达
到200万；2018年的市场预测
是500万。企业开始走向正常
轨道，一些风投向他们伸出橄
榄枝。“我们并不急于融资。”

刘浪正进行喷码标识质量检测系统的演示。

把实验室的技术产品化
后，他们第一次在上海某公司
试机。“我们自主研发的机器
识别装置与分拣设备，可以在
原有生产线上直接安装，实现
识别分拣一体。” 刘浪介绍，
“安装一台设备可以让企业减
少5-8名检测工人， 而且稳定
性和准确性也得到大幅提
高。” 尤其是价格仅为国外设
备的1/2。

“小试锋芒”后，他们成功
地进入了云南白药集团的产
品检测。云南白药气雾剂瓶底
是一个凹陷的球面，上面喷有
字符标码。如何对快速运动的
不规则标识尤其是被称为“非
标”类产品进行精准识别并分
类？云南白药当时邀请了号称
全世界机器视觉行业老大的
美国康耐视公司来解决机器
识别分拣的问题，但这家全球
技术最先进的企业不愿意为

之付出太多精力而离场。
“我们是一个小团队，并

没有大公司那么多标准的序
列，那就把它作为标准来搞。”
曾小维说， 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们的技术无疑将领先同行。
经过无数次尝试，他们成功地
完成了“对任意角度旋转的点
阵字符识别”这一更高难度的
技术研发。

他们研制的机器视觉识
别系统可适用于各种固体药
片的尺寸、缺陷、表面污渍以
及色差检测等；能综合判断药
粒是否合格，误检率、漏检率
都能控制到极低；自动监测光
源亮度，如有异常自动进行反
馈调节并报警；具备自学习功
能，参数调节方便简单。“我们
的技术市场广阔！” 刘浪自豪
地说，目前，他们的核心产品
不仅在国内遥遥领先，而且已
经扩展到了印度、北美市场。

2014年，刘浪一毕业就被
一家制药机械设备厂高薪聘
请，并迅速成为公司的技术骨
干，负责制药包装行业设备的
研发。“他工作投入，头脑又灵
活。” 公司负责人如此评价刘
浪。 在调试设备的过程中，他
看到制药行业的药品分拣还
处于原始的人工阶段，检测成
本占药价比重大。“这要浪费
多少人力资源啊！精准分拣很
难吗？” 刘浪问自己，“能不能
用机器进行识别？” 一个大胆
的想法冒了出来。但是，目前
国内药品设备企业却并不热
衷于技术研发与创新，有需求
时更希望直接购买国外的设
备，“国外的机器动辄一台几
百万元， 没有几家企业舍得
买。我们总感觉自己有一种责
任，也想挑战一下自己。”曾小
维说。

当时，刘浪的大学师兄曾
小维研究生快毕业，师弟陈建
成也在大型制药行业工作快

一年。 他们虽然不在一个城
市，但共同的兴趣让他们经常
保持着联系。刘浪的想法一说
出来，便得到了师兄师弟的支
持。三人白天上班上学，晚上
埋头攻关， 用他们自己的话
说，“创新的梦想挥之不去”，
“从来没有问自己有什么，只
问自己想要干什么。”

技术研发的过程极其煎
熬，完全得靠自己摸索。他们
用撕日历的方式记录熬通宵
的日子，一年下来发现日历被
撕掉了60多页。有一次，3个人
连续加班十多天，还是没有结
果，焦躁不安的情绪被放大到
了极点。“我们每个人心里都
憋着一口气， 但都不敢发出
来， 怕影响其他人的情绪，感
觉气氛都要结冰了，敲键盘的
声音明显焦躁又急促。” 刘浪
回忆说。 后来只好3人轮流尝
试， 一个累了另一个接着来
算。终于，梦想开花结果，技术
实现突破。

创新梦想挥之不去

核心产品扩展到北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