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拼“博”中实现梦想，取舍间彰显智慧 

         ——记东北大学十佳研究生胡军 

 

 

“在中国人自己的实验室，通过团队合作，勤勤恳恳地搞科研，取得的研究结果得
到国内外专家的赞赏，并能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这就是胡军攻读博士的梦想。“选择了
一条正确的道路，不管困难多大，努力拼搏，不为利益所左右，不断前行，实现自己
的梦想”是他谨记心头的口号。日复一日的工作和三点一线的生活在他看来是值得的。 

 

该生现就读于东北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材料加工工程专业，在轧制技术及连轧自

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RAL) 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杜林秀教授。 

他的人生在硕士即将毕业时出现了众多的岔路口，高薪企业和公派留学都是不错

的选择。面对高薪的诱惑，他选择了继续攻读博士，因为他知道我们正处在一个崇尚

知识、崇尚创新的新时代。面对国外教授抛来的橄榄枝，他选择继续留在东北大学，

选择了 RAL，因为他懂得这是一个尊重学术的集体。RAL 给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施展才

华的平台，身边一件件点点滴滴的小事让他不断成长。 

换到一个新的专业，来到一个新的实验室，分配到一个新的课题，此时他专业知

识欠缺，和周围的老师同学不熟悉，而且对于各种设备的操作方法也是一头雾水，在

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感觉到了孤独无助。这时同学们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推荐他阅读

专业书籍文献，师兄师姐亲手指导如何使用实验设备，让他感觉到了实验室的温暖。

RAL 中多名老师和同学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们还积极参加

学校学院组织的各类党的活动，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在他们

的感染下，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党课培训，在此过程中，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一

层的认识。他全面系统地学习了党章，学习了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观

看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的影片，他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在党组织中，他担任 RAL 博士生党支部组织委员，他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完成党

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并结合自身特点，在同学们当中积极组织学术交流活动，在此

过程中不但帮助了他人，也提高了自身素质，更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对他来说，本科是一个对专业知识认识了解的过程，硕士研究生是在学习基础上

的实践过程，前两个阶段都是泛杂而不精深，他深知博士研究生要做和以往不一样的

事，学习再好也只能接近前人的水平。要达到新的高度，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知

识，除了需要坚强的毅力和付出更多的努力之外，还必须掌握创新的研究方法。所以

光学会书本上的知识和精通实验设备的操作是完全不够的。进入实验室三周后，在一

次和导师杜林秀教授去马钢进行项目汇报的出差过程中，杜老师对他的课题做了深入

的剖析，并结合现场的生产设备进行了详细的讲解。杜老师还向他介绍，RAL 是以应用

基础研究为主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为企业服务是实验室的特色，

多年来在引领轧制技术的进步和解决国家重大需求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这

样的背景下，开展与之相关的高水平的基础理论研究对于实验室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鼓励他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下功夫。导师的悉心教导使他的科研工作从此不再迷茫。 

在科研工作中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在已有的知识体系上增加新的内容，不仅体

现在通过实验发现新的现象和新的规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对这些实验现象和规律进

行提炼和归纳整理，并在相关的学术刊物发表。所以发表高水的学术论文不仅是研究

者个人学术水平的体现，也是对人类知识体系的贡献。进行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发表

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这是博士研究生的主要任务，而在胡军同学的内心深处，发表高

水平的学术论文更意味着研究成果被同行们的认可。于是，他娱乐休闲看电视剧的时

间少了，他删除了电脑中的游戏程序，不再去攀比穿衣戴帽的品味，全身心地投入到

科研工作当中。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他还十分注意研究方法，他会根据自己的研究内

容有选择的阅读相关书籍文献，并在实验前进行详细的论证，避免了大量盲目的实验，

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他平时积极参加学术活动，通过与同行们的交流启发实验灵

感。凭借着拼搏的精神和认真的态度，研究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胡军同学博士课题的研究方向是铁素体非均匀形核及纳米晶钢块体材料的制备。

在含 V微合金钢铁素体非均匀形核理论方面，首先在 Ti-V 微合金钢中发现 V(C,N)包裹

于 Ti(C,N)析出物外表面，对 Ti(C,N)析出物的表面具有改性作用，促进了晶内铁素体

的形核，从而显著细化晶粒，并大幅提高带钢的强韧性能。继而在 VN 微合金钢中发现

奥氏体中 10-20 nm 的 VN 析出物对针状铁素体的形核具有促进作用，明确了纳米尺度

析出物对铁素体非均匀形核的有效影响温度区间，并将这一理论研究结果成功地应用

于热轧特厚钢板的组织性能控制，在小变形量及低冷却速率的条件下利用 VN 析出物促

进了奥氏体内针状铁素体的形成，避免了热轧超厚板心部经常出现的粗大粒状贝氏体



及魏氏体等脆相组织，在解决高强韧性特厚钢板生产这一世界性难题方面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此外，还系统地研究了钒氮微合金钢的焊接性能，在利用 VN 析出物促进铁素

体非均匀形核进而改善单道次焊接粗晶热影响区及多道次临界再加热粗晶热影响区的

冲击韧性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在大尺寸纳米晶钢制备方面，提出了通过化学成分调整

增加过冷度并与轧制工艺相结合的技术路线，综合利用晶内铁素体形核、动态相变、

动态再结晶等机制，首次在实验室制备出厚度 6mm，宽度 100mm 的大尺寸纳米晶钢样品。

除此之外，他还参与了热轧超高强汽车板的研究开发工作，产品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和

应用，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科研过程中，他目光敏锐，善于发现问

题和解决问题，总结提炼和归纳整理的能力强，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与国外专家、

学者长期保持沟通交流，时刻关注所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博士学习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已经在国际著名材料冶金类学

术期刊 Scripta Materialia (SCI 影响因子 2.821)，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 (SCI 影响因子 2.108)，Metallurgical and Materials Transaction A 

(SCI 影响因子 1.627)，Materials and Design (SCI 影响因子 2.913)上以第一作者且

通讯作者身份发表 SCI 论文 10 篇，累积影响因子超过 23。他还多次为国外著名 SCI

期刊审稿，得到编辑与作者的一致肯定。获得了 2012 年教育部学术新人奖、2012 年研

究生国家奖学金、2013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综合评测成绩名列前茅。 

科研工作的进展和发表高水平的论文对于博士生来说固然重要，但他知道这并不

是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部。读博士的过程是要养成一种态度、学会一个方法、提高一项

能力。这种态度在于能吃苦，敢担当，这种方法在于能快速发现解决问题，这种能力

在于能和谐的处理个人和集体间的关系。对此，王国栋院士对胡军同学有过评价，他

说：“胡军同学不仅科研工作能力强，而且非常的 open，对自己的研究工作从不捂着

盖着，非常愿意和大家分享交流。”不保守，经常与其他同学交流学习经验、方法，

并主动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同学，带动他们共同进步，这是胡军同学为人的一个重要特

点。 

实验室内前辈们很多真实感人的事迹对于他的成长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一

次一同与王国栋院士参加学术会议的经历让他记忆犹新，王院士首先做了精彩的报告，

接下来全天时间内，王院士都认真地听取各单位的报告，并认真地记录笔记。以往胡

军同学参加学术会议的态度就是关注相关的领域，遇到不相关的话题就去茶歇室吃点

水果甜点休息放松，听报告从来都不做笔记。王院士认真的精神，对同行及青年学生



尊重的态度深深地感染了全体参会代表，也深深地触动了他。还有一次个人的申请材

料需要第二天早上提交，时间紧任务重，而且有些学术问题需要导师把关，他草草的

写完后，给导师打电话，电话里导师说现在家里有点急事在外地，马上赶回来，晚上 8

点钟导师的办公室灯亮了，10 点钟他接到电话说改好了，此刻他内心的感动油然而生。

还有许多这样的小事让他领悟到要认真做事，真心待人。因此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同学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在老师和同学当中口碑极好。 

读博士的压力很大，许多身边的同学都有过积劳成疾的经历，他知道要身心全面

发展，因此平时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各项体育活动，在游泳、乒乓球、篮球等

课余活动中不但舒缓了科研的压力，也锻炼了良好的体魄，更增进了与同学们之间的

关系。同时他还负责 Formaster 相变仪的设备使用、维护及检修等工作，在为同学们

服务的同时，还积极与同学们交流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技术，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

的一致好评。 

枯燥乏味的研究工作很难得到亲友的理解，最常听到的话莫过于“念了多少年书

了，还得念多少年，你做的东西有用没，别学傻了，差不多就行”。面对质疑，他总

是笑而不语，他希望用实际行动改变人们对于博士生这个小众群体的认识。“千淘万

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三年的埋头苦干换来的是沉甸甸收获的果实，他获得了

2013 年辽宁省优秀毕业生、2013 年东北大学校三好研究生及 2013 年东北大学材料与

冶金学院院长奖章等多项荣誉称号。 

胡军同学对科学研究抱有极高的热情，对材料加工专业怀有深厚的感情，ral 国家

重点实验室是一个充满创新意识、团结向上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他像海绵一样如

饥似渴地吮吸知识的营养，在这个舞台上他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能。他也深知，荣誉

的取得是对他过去成绩的认可，他也清醒地知道现在的成绩还远远不够，与国际一流

研究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还需艰苦的努力。他感到自己的力量很单薄，他相信团队

协作的力量。他希望今后把自己的经历、所学所知与更多的学弟学妹们分享，带动更

多身边的同学共同进步，使自己的一小步变成集体的一大步。他决心再接再厉，勇攀

高峰，为母校，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他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国外 SCI 论文如下： 

1. Effect of V on intragranular ferrite nucleation of high Ti bearing steel, Scripta 

Materialia. 

2. Effect of welding heat input on microstructures and toughness in simulated CGHAZ of 



V-N high strength steel,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 

3. Effect of cooling procedure on microstructures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hot rolled 

Nb-Ti bainitic high strength steel,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 

4. Structure-mechanical property relationship in low carbon microalloyed steel plate 

processed using controlled rolling and two-stage continuous cooling,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 

5. Microstructures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a new as-hot-rolled high-strength DP 

steel subjected to different cooling schedules, Metallurgical and Materials Transactions A. 

6. Cooling process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design of hot-rolled low carbon high 

strength microalloyed steel for automotive wheel usage, Materials and Design. 

7. High toughness in the intercritically reheated coarse-grained (ICRCG) heat-affected 

zone (HAZ) of low carbon microalloyed steel,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 

8. A nanograined/ultrafine-grained low-carbon microalloyed steel processed by warm 

rolling,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 

9.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MCP heavy plate microalloyed steel,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 

10. Effect of weld peak temperature on the microstructure, hardness, and transformation 

kinetics of simulated heat affected zone of hot rolled ultra-low carbon high strength Ti-Mo 

ferritic steel, Materials and Des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