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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THROUGH

7 月的黄海之滨，水面波涛万顷，一排排百

米高的白色风机迎风摇曳。水下暗流涌动，硕

大的风机桩直插海底，一个黄色的方形机器人

正吸附在风机桩上，完成它的又一次水下巡检

作业。

记者 7 月初从南通大学获悉，一款集目标

识别、表面清理、无损探伤和湿法焊接多功能

于一体的智能水下检修机器人，在该校电气工

程学院研发成功，为海工企业未来的检修工作

提供了新的方向。

茫茫无际的大海上，每天都有许多的船只穿

梭航行。水面以上，这些船只乘风破浪，威风凛

凛；而水面以下，各种隐患暗处潜伏：船体焊接裂

缝、海水侵蚀受损……这些细小问题往往意味着

后患无穷。

出现了这些问题怎么办？最直接的方式，就

是把船拉进船坞进行维修。但对于船只在航行

过程中遇到的急需修复的问题，这种方法显然是

不适合的。因此，人们想到在水下修复船只。

1802 年，一位名叫汉弗莱的学者发现电弧能在

水下连续燃烧，这为水下焊接创造了可能。

经过多年发展，水下焊接形成干法、湿法和

局部干法三种主要方式。其中，湿法焊接是三者

中应用最多的技术，但其缺陷在于水具有导电

性，安全性较差。

目前，水下焊接的实现在现阶段还是依靠人

力。焊接工作本身就是一个辛苦的职业，更何况

是在水下进行焊接，其难度不言而喻。工人们往

往需要经过专业的潜水培训，下水前，焊条焊机、

潜水头盔、潜水服、铅块腰带、空压机、氧气瓶、对

讲机等全部都要配备齐全。在水下，他们不仅要

面临高水压和温度的挑战，如果水质污浊，还会

成为“睁眼瞎”。

2019 年 12 月，作为南通大学的一名学生，

言淳恺跟随指导老师在南通开沙岛船舶海工企

业考察时，了解到水下人工焊接的种种不便。

“行业内能够下水检修的专业人员非常少。中

国船级社今年公布的数据，国内持有无损探伤

水下焊接证书的人不超过 150 个，这导致船舶

检修行业存在巨大的人力资源缺口。即使开出

20 万的月薪，能做、愿意做的人也很少。”言淳

恺感慨道。

面对行业严峻的现实以及企业的需求，言淳

恺在老师的指导下组建学生科研团队，提出解决

设想，设计研发出一款能代替人类下水检修的机

器人。

月薪20万的工作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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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水下检修机器人的研发过程中，团队利用结

构光来增强焊缝特征，以便摄像头快速找到缺陷处，离

线焊缝跟踪后进行焊接作业。

因为操作相对繁琐，团队在湿法焊接方面耗费了将

近一年的时间。通过不断试错推演，团队终于克服了

水下焊接修复的难点，实现了水深小于5米的稳定焊接

作业。

带着这样的想法，团队成员首先对市面上的

水下检修机器人做了调查。他们发现，在国内能

够将检测和焊接技术融于一体的水下检修设备

是业内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存在一定技术难度

多项创新助力水下自主检修

在今年 5 月份的“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

科技学术竞赛江苏省赛中，“智能水下检修机器

人”从 706 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江苏省特等

奖并且入围国赛。由于一代设备作业时稳定性

欠佳，团队成员听从专家建议，对一代设备进行

了改进升级，主要针对面向海上风电桩基础的检

修设计吸附固定装置。

“机 器 人 水 下 作 业 时 ，水 流 影 响 较 大 ，最

初，我们设计了 2 个臂，通过磁吸附的方式将

机器人固定于风电桩。通过实验，发现稳定性

还有待提高。于是在机器人下方位置增加了

1 个臂，并将 3 个臂设计为可前后伸缩，三角形

的构造让机器人更稳定。”指导老师、南通大

学教师杨慧说。

改进后的第二代机器人，相较于一代有了不

少改进，那么走出实验室，在实际检修工作中，它

能不能为海工企业带来惊喜？

杨慧告诉记者，智能水下检修机器人研发成

功后，他们立即与企业进行了合作，检验机器人

的性能。

在龙源考察时，杨慧了解到，该公司的维修

人员并不具备水下维修资质，因此无法对水下

部分进行定期检修，只能被动地等风电桩出现

问题后，把风电机组关停再进行维修。与龙源

携手后，团队的智能水下检修机器人帮助龙源

进行海上风电桩基础的水下巡检，发现了多处

轻度腐蚀。

今年上半年，团队又与大连中远海运海事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合作，对万吨级船舶

进行检修，大大提高了检修作业效率，在船侧板

的检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海洋工程产业已涉及油气、风电等多个

领域，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日益广泛

和深入，将人工智能成功运用于船舶行业能

够有力推动海工装备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目

前 设 备 服 务 对 象 主 要 针 对 船 体 和 海 上 风 电

桩，未来有望延伸至核电站塔架等多种场景

中。”杨慧说。

有望运用于更多场景中

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人““下海下海”，”，水下检修不再难水下检修不再难

◎本报记者 陆成宽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祝华 通讯员安维峥 孙钦）7月 22日，中海油研

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研究总院）对外宣布，由该公司自

主研制的我国首套浅水水下控制模块高压舱测试成功，全面验证了该装

置在模拟海洋环境中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各项指标达到国际同等水平，标

志着我国高端海洋油气关键装备国产化取得重要突破。

水下控制系统是海上油气田生产的核心设备，它控制着水下阀门的

开关、采集水下生产系统的温度、压力和流量等信号，是海洋油气水下生

产系统的“大脑”，是海上油气田水下开发模式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装备，其

制造工艺和质量水平直接关系到油气田开发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

中海油研究总院科研技术人员安维峥告诉记者，本套浅水水下控制

模块将应用于渤海气田开发。研发团队经过多轮仿真推演和实验验证，

攻克紧凑式布局、精密化控制、可靠性分析等行业难题，完成了复合电液

式水下控制模块的设计、加工、组装及测试，并形成完全具有我国自主知

识产权的研发技术体系。

研发团队主要攻关人员陈宏举介绍，该项研发实现多个国内首次：首

次将水下控制模块从采油树分离并单独设计，简化了采油树尺寸，同时实

现了水下控制模块对采油树的异地控制；首次在控制模块上集光纤和电

力载波两种通信方式于一体，并实现无缝切换，保障了海上生产平台与水

下生产系统的通信可靠性；首次实现控制模块的故障诊断和预测，完成水

下智能化 1.0。首次以信息安全为导向完成水下控制模块设计，并通过权

威机构测试和认证。

“可靠性是控制系统的关键指标。”陈宏举介绍，经过温箱从-18℃到

70℃的 10 个循环，在极端高温和低温条件下连续运行 48 个小时，还要在

高压舱里保压 6个小时，该控制模块始终保持性能稳定。

“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该控制模块重量降低 10%、成本降低 30%、交

货周期可缩短 50%，技术服务费更是国外的零头。”中海油研究总院项目

总负责人米立军说。

记者了解到，为满足我国油气增储上产对高端海洋油气关键装备国

产化的要求，中国海油从 2011年开始开展水下控制模块研发工作。2021

年，中海油研究总院将水下控制模块原理样机升级打造为浅水水下控制

模块工程化应用产品，成为国际上极少数具备浅水水下控制模块研发技

术的企业之一。

米立军表示，浅水水下控制模块的研制成功，相当于中国水下油气生

产系统有了自己的“最强大脑”，开辟了浅水油气田的作业新模式，为实现

海洋关键装备的工程化示范应用提供了“中国智慧”。

浅水水下控制模块研制成功

海洋油气生产有了“最强大脑”

科技日报讯 （记者魏依晨）化肥农药使用量大、利用率低，是我国

水稻产业发展中目前需要迫切解决的关键共性问题。在农业绿色发

展的大背景下，培育高效节肥减药水稻新品种是水稻育种的新方向。

7 月 26 日，记者从江西省农业科学院获悉，该院首次从土壤微生物有

益共生的角度出发，开发出了具有高效节肥减药效果的水稻新品系

“赣菌稻 1 号”。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组织优势团队，历时 10 年协同攻关，克隆出了世

界首个促进水稻与丛枝菌根高效共生基因 OsCERK1DY 并获得基因专

利，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新植物学家》（New Phytologist）

上。该项成果为水稻绿色高产高效分子设计育种提供了极具利用价值

的基因资源，绿色超级稻新品系赣菌稻 1 号系利用 OsCERK1DY 基因培

育成果。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合作处研究员沈显华介绍，丛枝菌根真菌是

土壤中分布最为广泛的一类真菌，能够与植物的根部产生共生体——丛

枝菌根。丛枝菌根真菌不仅可以帮助植物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矿物盐，

提高植物抗旱、抗逆能力和营养条件，还能改善土壤特征特性，对生态环

境保护也具有重要作用。此前，国内外对丛枝菌根真菌影响植物生长的

差异性做了大量分析与研究，但尚未有效克隆出促进水稻与丛枝菌根真

菌共生、正向提高水稻产量的共生信号识别基因。

上海市农业基因生物中心专家罗利军表示，田间试验表明，此次产品

具有“投入少、产出多、抗倒抗逆、环境友好、再生能力强”等特点。这说明

菌根在“起作用了”。

新品系菌根高效共生水稻

有效提高农药利用率

中海油研究总院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套浅水水下控制
模块高压舱测试成功 受访者供图

7月 22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航空遥感

系统正式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并将对各领

域用户开放。该系统由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

新研究院承建。

验收委员会认为，建设单位通过多项自主创

新，实现了我国中型航空遥感平台和系统从无到

有的跨越，建成了我国目前综合能力最强的航空

遥感平台和科学实验平台，推动了相关产业技术

的革新与发展，对促进我国航空遥感技术与应用

实现重大原创突破具有重要意义。设施综合性

能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同意该项目通

过国家验收。

未来该系统主要履行
“四个平台”任务

遥感技术是十分重要的对地观测手段，应用

范围非常广，包括农业、林业、应急、水利、海洋、

测绘等。比如在减灾方面，我国近年来历次重大

地震、洪涝灾害等，都利用遥感影像进行解译和

研判，评估道路损毁、山体滑坡、房屋倒塌等情

况；再比如农业估产，遥感可以更客观地反映农

业生产建设的情况，避免人为因素产生的误报和

瞒报。

航空遥感系统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立

项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建设内

容包括两架国产中型遥感飞机平台、10 余种遥

感载荷、具备综合遥感多源信息数据处理能力的

航空遥感数据综合处理与管理系统，以及位于北

京的航空遥感系统综合楼和位于辽宁营口机场

的飞机库。

“我们的目标是将航空遥感系统建设成为我

国综合能力最强的航空遥感平台和科学实验平

台，建设成为一个国家的航空遥感实验室。”中国

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

士吴一戎介绍，未来该系统主要履行“四个平台”

任务。

航空遥感系统首先是一个新型航空和航天

载荷的实验验证平台。发展新型传感器，包括卫

星上的和其他的新型载荷，一般都是先在飞机上

验证。建设大中型飞机平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

是为了搭载更多的有效载荷。

同时，该系统还是支撑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

综合平台。“我们希望能够从多个维度、多个要

素，获取地球上的包括大气、水文、地表等各种物

质在内的图形学和光谱学信息。通过这样的获

取能力，来进行地球要素的信息获取，并进一步

进行各类信息的反演，从而支撑地球系统科学的

研究。”吴一戎说。

更重要的是，航空遥感系统还是国家各类遥

感应用的数据获取平台和国家应急响应平台，也

就是国家级的减灾、应急监测平台。

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国
家航空遥感系统

项目团队经过多年的自主创新和集成创

新，全面完成了建设任务。“航空遥感系统 80%

的遥感设备为自主研发并实现了核心技术的

自主可控。该系统的建成，填补了国内长航

程、多功能、多观测窗口的中型航空遥感飞行

平台的研制空白，以及多谱段、多时相、多极

化和多角度等不同维度信息获取能力的综合

观测系统研制空白，为我国地球系统科学研究

提供了关键技术手段，为提高和发展我国遥感

信息科学与技术提供了重要实验平台。”中国

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副院长、航空遥感

系统项目总工程师丁赤飚说。

传统遥感有两个平台，分别是航天平台和航

空平台。丁赤飚说，与航天遥感相比，航空遥感

有两大优势，一是测绘的分辨率和精度更高，影

像更清晰；二是应急响应快，可以对一个区域进

行连续性的监测、覆盖，特别是对地震、水灾这样

的情况，卫星会受到过境等因素限制，航空遥感

则可以开展连续、全天时的拍摄。

“航空遥感系统具有自主性强、信息维度

广、数据精度高、综合效率高、使用灵活方便等

优点，能够获取包括陆地、海洋、大气在内的多

类型遥感数据，服务领域可广泛覆盖农业、林

业、海洋、测绘、环境、灾害等，可提供科学实验

模式、巡航模式、应急反应模式和订单模式等

多类型航空遥感服务。”航空遥感系统项目主

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

高级工程师朱金彪说。

谈及航空遥感系统在技术性能上取得的突

破，丁赤飚表示，该系统的综合性能达到了国际

先进水平，也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国家航空遥

感系统，很重要的一点是系统功能非常全，可在

一个飞行平台上综合多项功能。比如，它可以同

时开设 10个窗口，同时装载多个载荷，可以同时

开展作业，同步获取观测信息。此外，平台上还

具备机上实时处理和卫星通信功能，可在应急减

灾等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大科学装置航空遥感系统通过验收并投运

载荷实验、对地观测、应急减灾它都行

南通大学师生团队开发的智能水下检修机器人南通大学师生团队开发的智能水下检修机器人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7月17日，在乌兰察布集宁机场，工作人员检查国产中型遥感飞机平台。
新华社记者 刘磊摄

的同时，市场前景广阔。

从 2020年 2月开始，团队一头扎进了水下自

主检修机器人的研究开发中。

机器人进行水下作业的首要步骤是进行

目标识别。系统会根据图片原理，基于先验

机制，依次划分海底线和目标结构件，实现粗

定位。

“我们曾经去江苏海上龙源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龙源）进行实地考察，发现海底

的水比较浑浊，直接影响到水下能见度。”言淳

恺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团队在原有的视觉

识别基础上，运用声呐增强声信号，并且在机

器上添加辅助光源和偏振片，在后期图像上也

做了增强处理。

由于长时间的浸泡，风电桩基础和船只底板

的表面会有海洋生物附着，因此目标识别结束后

需要用高压水射流清理表面后再进行无损探

伤。一开始，团队尝试用单一的超声波技术进行

探伤，但效果不佳。后来，他们将超声波和视觉

探视相结合，有效提高了探伤精度。

检修完毕后，就需要进行焊接。实际作业

时，水下能见度很低，因此水下焊接往往十分依

赖经验。工人一手拿着焊条一手拿着焊机，自主

把控焊接的角度和力度，如果稍不留神，手套就

会被烫坏。

在智能水下检修机器人的研发过程中，团

队利用结构光来增强焊缝特征，以便摄像头

快速找到缺陷处，离线焊 缝 跟 踪 后 进 行 焊 接

作业。

“因为操作相对繁琐，我们在湿法焊接方

面耗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言淳恺说道。通

过不断试错推演，团队终于克服了水下焊接

修复的难点，实现了水深小于 5 米的稳定焊接

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