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团队进行全面系统的

研发，所研制的新型技术成果

通过降低蔬菜中腐败菌的原始

污染量、防止腐败菌快速繁殖、

动态调整包装微环境气体氛围

等不同途径，有效延长了果蔬

菜保质期。

◎本报记者 陈 曦 通讯员 张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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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团队经过项目团队经过2020多多

年的研发年的研发，，首创了一种由首创了一种由

22自由度平面机构自由度平面机构、、集成集成

铰链和铰链和66自由度支链构成自由度支链构成

的混联加工机器人新机的混联加工机器人新机

构构，，打破了国外的专利壁打破了国外的专利壁

垒垒，，在航天航空在航天航空、、轨道交轨道交

通通、、船舶制造等领域具有船舶制造等领域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广阔的应用前景。。

看过电影《摩登时代》的人都还记得，喜剧大

师卓别林饰演的工人查理每天唯一的任务就是

在流水线上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扭紧六角螺

帽。如今在现代智能制造工厂，查理这种重复性

强、学习性弱、危险性高的工作，已经被工业机器

人所取代。

用工业机器人替代机床实现高柔性、低成

本加工正在成为智能制造装备技术的重要发

展趋势。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系教授

刘海涛项目团队经过 20 多年的研发，首创了一

种由 2 自由度平面机构、集成铰链和 6 自由度

支链构成的混联加工机器人新机构，打破了国

外的专利壁垒，在航天航空、轨道交通、船舶制

造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日前，“高性

能混联加工机器人”技术成果获得天津市技术

发明一等奖。该项目还先后获国家发明专利

33 件、发表学术论文 59 篇。

如今，在汽车、电子、物流等各个工业领域，

我们经常能看到多关节机械手或多自由度的机

器装置，这些都是工业机器人。

“串联机器人出现时间早，具有运动灵活、工

作空间大等优点。而并联机器人与串联机器人

相比，具有承载能力强、刚度大、精度高、动态特

性优等特点。”刘海涛用了个比喻来解释，串联机

器人就像一个手臂，由各个关节串联在一起。而

并联机器人是一个闭环结构，就像把两只手握在

一起，由两条手臂共同完成一件事。

串联和并联机器人虽然各有优势，但也都有

其劣势。“串联机器人是‘孤掌难鸣’，一条手臂负

载能力有限，其刚度和精度具有局限性。而并联

机器人由于是两只手握在一起，运动灵活性下

降，工作范围变小。”刘海涛介绍，混联机器人在

一定的操作空间内拥有灵活多角度的操作，又能

保证高速高精度的特性。

混联机器人目前已成为机器人加工技术的

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同时，由混联机器人构成的

机器人化加工装备（以下简称混联加工机器人），

也是我国航天航空等重点领域实现高性能制造

急需的核心装备。

2000 年初，刘海涛所在课题组便开始投入

对混联加工机器人的研究，此时我国尚未建立起

这类机器人系统完整的研发体系，既无成熟产

品，更无在高端领域的应用。

市场上，西班牙龙信和瑞典艾克斯康公司生

产的混联加工机器人是世界上仅有的两款商业

化的产品，通过专利壁垒长期独霸国际市场。

“应用国外产品价格高，而且整个系统包括

工艺流程等都是封闭的，除了维护费用高以外，

未来工艺改革等都受到一定限制。”刘海涛说，因

此这种局面亟待突破，需要研发、生产我国自主

可控的混联加工机器人。

高性能制造急需的核心装备

然而混联加工机器人并不是串联和并联机

器人的 1+1=2，其研发和产业化难度非常大。

首先，最大的难点就是混联加工机器人的构

型，也就是骨架的设计，包括铰链类型、数量及其

空间布置形式等。“能实现同样运动的构型浩如

烟海，就好比人和鱼的骨架虽然不同，但都能在

水里游。”刘海涛说，这么多构型最终只有极少数

具有工程实用价值，结构是否简单、受力是否合

理、可否低成本制造以及是否便于灵活布局等都

是技术难点。此外，作为一个闭环结构，由于混

混联加工机器人研发生产难度大

目前，刘海涛项目组开发的以混联加工机器

人为核心的全向移动铣削、光学元件超精密抛

光、空间型线搅拌摩擦焊接、汽车模具抛磨等系

列新型工艺装备，率先实现了在航天航空、新能

源、汽车制造等领域的工程应用，解决了一批我

国重大工程中的制造难题。

刘海涛举例说，传统的机械加工都使用机

床，机床加工技术已有百年发展史，技术成熟且

加工精度高，因此航天领域很多重要的工件都是

由机床加工而成。然而随着航天制造领域需要

加工的工件尺寸越来越大，像航天舱、火箭燃料

贮箱等，使用机床完成局部加工就有些“力不从

心”了。

“占地大、造价高，同时还要保证高精度，对

机床加工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工件上下

机床过程复杂，导致加工周期长。”刘海涛说，而

使用混联加工机器人可以实现原位加工，工件不

动，机器人可以灵活“游走”，还能多机同时进行

操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混联加工机器

人还可以与测量、传感技术集成，真正体现了制

造业的“智慧”。

据悉，目前“高性能混联加工机器人”成果已

经向广州数控等企业实施专利许可 2项，获得欧

盟 CE安全认证并出口英国。

刘海涛表示：“未来，面向我国高端制造领域

对机器人化加工装备的重大需求，项目组将持续

深入地开展机器人—测控—工艺系统集成技术

研究，努力拓展所研发的混联加工机器人的应用

领域，为提升我国高性能加工机器人的技术水

平、推进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解决我国重大工程中的制造难题

◎本报记者 吴纯新 通讯员 顿小玲 李奇蒙

机床加工大尺寸工件机床加工大尺寸工件““力不从心力不从心”？”？
灵巧的混联机器人来了灵巧的混联机器人来了

联加工机器人是多轴联动的，因此如何实现高精

度运动也是一个难点。

“构型虽然有理论方法，但是设计出来的骨

架大多数都不适用，没有规律可循，设计需要一

定的灵感。”刘海涛说，“灵感其实也是来源于工

程的实践中。”

项目组通过四代工程样机的迭代开发，最终

首创了一种由 2 自由度平面机构、集成铰链和 6

自由度支链构成的混联加工机器人新机构。同

时，通过将机器人学、机床动力学、数字样机技术

有机结合，提出了主参数关联设计和层次化设计

策略，发明了尺度—结构—驱动器集成设计新方

法，突破了混联加工机器人动态设计核心技术，

保证了机器人兼具优良的运动灵活性、静刚度和

动态特性。

其次，产品不可能都处于理想状态，在零部

件的加工和装配过程中，都会产生误差影响到精

度。因此控制和补偿技术也十分重要，项目组可

以通过这项技术调控装备的精度，从而保证机器

人末端的高精度运作。

为了提高机器人的静动态精度，项目组将机

器人学、结构动力学、大数据分析有机结合，突破

了高速高精度五轴联动控制、位姿误差综合补

偿、平滑与运动平稳轨迹规划、高效精准视觉定

位等一系列核心关键技术。

最后，从应用的角度来看，混联加工机器

人会有很多应用场景。不同的工艺有不同的

生产需求，这都需要混联加工机器人和装备相

适应。刘海涛举例说，比如铣削加工就有很多

工艺参数，包括使用什么样的刀具，用多快的

进给速度进行加工，刀具的转速是多少等，而

打磨、焊接、抛光等不同的应用也都有各自的

工艺要求。

“只有把理论和最后应用需要形成一套完整

的体系才能实现产业化。”刘海涛说。

项目组不仅解决了混联加工机器人机构创

新、设计理论、精度调控中的难题，还突破了加工

工艺中的关键环节，打通了从自主设计到工程应

用的全链条。混联加工机器人可搭建各类适用

于铣削、制孔、焊接、抛磨、装配等作业的单机和

多机制造系统。

经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项目组研发生产的

混联加工机器人性能指标与国外同类产品技术

水平相当，实现了从追赶到并跑的技术跨越。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讯员 张 青

科技日报讯 （洪恒飞 杨策弘 张洪成 记者江耘）近日，记者从中铁

建工集团获悉，湖杭高铁新建车站杭州西站湖杭场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

段。预计 7月，杭州西站站房将完成全部施工内容，为全线早日开通运营

奠定坚实基础。

杭州西站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衔接商合杭、杭临绩、杭温、杭黄

及沪乍杭，是“轨道上的长三角”重要节点工程，也是 2022 年杭州亚运会

重要交通保障工程。由中铁建工集团承建的杭州西站站房，于 2020年开

工建设。站房工程总建筑面积约 51万平方米，其中站房建筑面积 10万平

方米，共分 8层，站房最高处约 57米，是亚洲超大型高铁站房之一。

2020 年 8 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印发《新时代交通强国铁

路先行规划纲要》，明确了“绿色骨干优势充分发挥”的发展目标，铁路

系统的建设发展，强调最大限度降低铁路建设发展的能耗，不断实现铁

路清洁能源化、绿色低碳化。站房是铁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节能

的重要板块。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西站光伏发电项目充分利用站房建筑的屋顶资

源，铺设 7540 块 400Wp 单晶硅光伏组件，铺设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采用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并网模式，预计该光伏电站年均发电量可达 231

万度，可供车站广告、商业、空调等使用，预计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830 余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2300余吨，有效降低车站用电成本。

“目前，现场每天有施工机械 500余台，施工人员 6000余人，室内外装

修完成率均达到了 70%，争取为 8 月的开通运营打下良好基础。各参建

单位加紧推进各项施工任务，确保西站高铁如期通车。”中铁建工集团杭

州西站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杜理强告诉记者。

湖杭高铁杭州西站

进入联调联试阶段

科技日报讯 （记者符晓波 通讯员欧阳桂莲）以 C60为代表的富勒烯

被誉为“纳米王子”，在绿色能源、生物医药、催化剂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

用，例如在化妆品制备中可作为抗氧化因子，在太阳能电池中也是关键材

料。近日，C60可作为合成气制备乙二醇的“电子缓冲剂”功能被我科学家

揭晓，《科学》杂志刊登了厦门大学谢素原院士、袁友珠教授团队的这一研

究成果。这项研究首次将 C60作为电子缓冲剂改性铜基催化剂，打通了从

合成气制备乙二醇的常压加氢催化技术难关，完成了在近常压和低于

200℃的条件下草酸二甲酯加氢制备乙二醇的规模化试验。

据悉，将富勒烯作为电子缓冲剂与过渡金属催化剂结合，尚属首次。

“该技术核心在于将 C60与铜催化剂结合，实现了草酸二甲酯加氢制乙二

醇从高压到常压的颠覆性催化性能提升，给碳团簇催化注入了新的生

机。”谢素原介绍。

乙二醇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与对二甲苯衍生的对苯二甲酸聚合

可生产出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的聚酯纤维（涤纶）和塑料，其还可以用于

汽车防冻液和工业溶剂等，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乙二醇产品主要从石

油经环氧乙烷线路合成得到，但因我国石油高度依赖进口，发展非石油路

线合成气制备乙二醇技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这项研究显示，在 C60 的缓冲下，合成气制备乙二醇将更加绿色、安

全。有别于目前广泛使用的需要较高氢气压力的催化技术，该项研究成

果可以实现常压合成，这意味着可以大大减少氢气泄露、爆炸等安全隐

患。除此之外，常压合成也能克服副反应较多且催化剂易失活等问题。

这项研究历时 7 年，得益于 6 个课题组的精诚合作。《科学》杂志在推

介该成果时指出，这一成果将在学术界和产业圈产生重要影响，并将走向

成熟。

“纳米王子”出手

乙二醇生产更绿色

随着食材食品种类越来越丰富，以及气候与

环境的变化，传统保鲜方式已无法满足更深层次

的保鲜需求。

5月 8日，科技日报记者从江南大学了解到，

该校食品学院教授姚卫蓉科研团队，针对新鲜果

蔬储藏易腐烂变质难题进行攻关，先后研制出的

清洗消毒技术（超声波技术、天然植物源清洗消

毒剂）、新型冷杀菌技术（低温等离子体技术、辐

照技术），以及防腐保鲜剂、活性包装膜等，已在

国内果蔬基地和储运业得到全面应用。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校长陈卫看

来，老百姓的食物需求日益多样化，应用现代技

术手段，解决鲜果蔬储藏难题，对于确保市场供

应和推动乡村振兴，都将起到重要保障。

姚卫蓉介绍，叶菜类等容易腐烂，主要是由

于水分含量比较高、采摘后生理活动比较旺盛、

原始微生物污染量比较高、且对贮藏条件要求比

较高。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关保藏措

施，以达到调整温度、空气湿度和气体氛围等贮

藏条件。

为防止新鲜蔬菜腐烂变质，在储藏上大多选

择 的 是 冷 藏 保 存 。

近年来，尽管速冻蔬

菜越来越多，但这种

方式一般会先进行

漂烫预处理，该过程

和食用前解冻都容

易造成矿物质和维

生素的丢失。

陈卫介绍，我国

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结

构最初以粗粮消费占

主导，如今正快速转

型到蔬菜、水果、肉、

奶、蛋等禽畜产品、水

产品与加工食品并存

的饮食结构。这种变

化使民众吃得更加安全健康、营养均衡。

目前，国际上最有效的蔬菜存储方式主要是

采取气调保存法、辐照保存法，分别通过改良环

境气体成分、利用辐照的方式抑制微生物或者蔬

菜组织的生长，并起到杀虫杀菌的效果。

“我们团队进行全面系统的研发，所研制的

新型技术成果通过降低蔬菜中腐败菌的原始污

染量、防止腐败菌快速繁殖、动态调整包装微环

境气体氛围等不同途径，有效延长了果蔬菜保质

期。”姚卫蓉说。

记者了解到，今年 1 月，江南大学与 TCL 合

作研发的“磁场保鲜技术”，通过了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组织并主持的项目技术鉴定会。这标志着

我国打破了分子保鲜技术的国外垄断，从技术追

赶步入了技术引领。

相关专家介绍，分子保鲜技术，就是利用磁

场感应实现不受限的微观矢量保鲜，让食材达到

润、养、颜、净、活、鲜的 6D 保鲜效果。这是因为

水分子、有机化合物和生物大分子都属于抗磁性

材料，所以会对外加磁场发生感应。

目前，这项具有锁水、抗氧化、抑菌多重功效

的产教融合最新技术成果，已在国内应用。

在姚卫蓉看来，这些技术基本上可解决果鲜

储藏难题。但光有技术，不注重应用和储藏方式

也不行。

目前，一些农业生产基地、储运企业，仍很难

有针对性地对各类蔬菜进行包装、贮藏，往往为

降低成本，运输贮藏采取粗放、简单包扎等就进

入运输、贮藏流程，压根都没有独立包装，导致蔬

菜没有得到很好的防护。

尤其是对于大批量混合运输的各类蔬菜，蔬

菜会相互挤压，造成人为机械损伤，这就加快了

果蔬的腐烂变质，致使严重浪费。

陈卫认为，我国在推动农产品与食品产业

高质量、差异化发展上，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待

解。其中，如何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

等各类食物的有效市场供给，还亟待从技术

端、供给端等发力，打通从农田到餐桌的“最后

一公里”，让最新科技成果得到广泛应用，以进

一步满足消费者对食物多样化、精细化、营养

化、生态化的需求。

这些最新技术成果，让新鲜果蔬储藏不再难
“经过现场测产，专家组宣布‘中油杂 501’油菜籽单产达每亩 419.95

公斤，刷新了长江流域油菜高产纪录。”近日，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联合襄阳市农科院在襄阳襄州区召开油菜绿色革命核心技术观摩会，油

菜“双 50”高产油新品种测产专家组组长、西南大学教授李加纳在会上正

式宣布这一喜讯。

“中油杂 501”由中国农科院油料所王汉中院士团队在中国农科院创

新工程稳定支持下，经过多年攻关选育而成，具有耐密植、高产、高油、优

质、抗病、抗倒、抗裂角、适合机械化收获等优点。每亩油菜种植密度，从

1.5万株提高到 3万株。产油量（即单产与含油量的乘积）高达每亩 211.57

公斤，标志着我国油菜产业绿色革命核心技术获重大突破。

该品种在全国油菜新品种试验中，连续两年排名第一，含油量高达

50.38%，是国家新品种试验中含油量最高的品种，品质优于国际双低标准。

据介绍，目前，我国油菜大面积生产种植密度偏低，仅每亩 1.5万株左

右，制约耐密型品种高产潜力的发挥。全国油菜平均单产仅每亩 138.5公

斤，含油量为 43%，平均产油量仅为每亩 59.6公斤。

当前，我国食用植物油对外依存度高达 70%，且进口来源地高度集

中，供给安全面临巨大风险。油菜是我国第一大油料作物，占国产食用油

50%左右，在保障我国食用油供给安全中占据核心地位。

与会专家表示，大力培育和推广“中油杂 501”等耐密高产高油多抗

适合机械化油菜新品种及其配套密植高产技术，有望引领一场油菜产业

新的绿色革命，实现单位面积产油量倍增。

李加纳认为，“中油杂 501”的含油量在 50%以上，达到进口油菜的含

油量水平，对长江流域优质油菜带发展、保障百姓“油瓶子”安全和助力乡

村振兴都具有重要意义。

亩产419.95公斤

长江流域油菜创高产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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