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丽云
通 讯 员 朱 虹

足桨式多模态水陆两栖机器人解决了机器人难以在浅足桨式多模态水陆两栖机器人解决了机器人难以在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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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江耘 实习生许源 通讯员吴瑶瑶 李婷婷）近日，记

者从浙江大学获悉，该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尹建伟团队开发了首个面

向用户的、支持多量子计算机并行调度的超导量子计算云平台“太元一

号”。该团队成员介绍，这一平台利用可视化的编程环境，降低量子计算机

的使用门槛，可为量子计算机在多行业的广泛应用打下基础。

针对现有量子计算机存在的量子比特数受限、用户学习成本高、价格昂

贵等应用难点，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联合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

创中心量子计算创新工坊，基于该科创中心自研的“天目 1 号”超导量子芯

片，共同开发了“太元一号”量子云平台，以期让更多的社会公众体验量子

计算。

浙江大学研究员卢丽强介绍，该量子云平台拥有三大亮点：一是基于

“天目 1号”芯片，开发了面向用户的、支持多量子计算机并行的作业调度方

案，提升可用量子比特的规模，提高量子计算的效率；二是构建了友好的编

程环境，云平台自研了交互式可视化编程框架，从而提高了量子程序的可理

解性，降低了非专业用户量子计算的开发门槛；三是云平台开放接口，支持

用户自定义构建各类领域的量子算法应用，用户通过远程访问即可使用量

子计算机进行计算。

团队成员表示，希望通过“太元一号”量子云平台的建设，能够积极推

进“量子+”交叉学科领域研究，加速量子计算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从而

推动量子计算产业蓬勃发展。

“太元一号”量子云平台发布

降低非专业用户开发门槛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近日，记者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车株机）获悉，由其自主研发的首列胶轮地铁列车已在株洲下

线。这一将运行于墨西哥城地铁 1 号线的列车，是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中车）首个海外整体现代化工程“系统+”项目，也是我国首

次出口海外的胶轮地铁。

据了解，墨西哥城有着全球最大的胶轮地铁车辆市场，胶轮地铁车辆保

有量超 2000辆。全长 18.83公里、设有 20个车站的墨西哥城地铁 1号线，于

1969年开始运营。墨西哥城地铁局局长吉列尔莫·考尔德隆表示，1号线投

入运营已达半个世纪之久，翻新该线路的所有系统，刻不容缓。

2020年 12月，中国中车与当地政府签署墨西哥城地铁 1号线整体现代

化改造“系统+”项目。基于这一项目的具体合作内容，中车株机针对当地

环境，自主研制了极具墨西哥风情的个性化胶轮地铁。

列车总长 150.9米，宽 2.52米。全车为 9节编组，最高运营时速 80公里，

最大载客量 2252 人，具备 8%的爬坡能力（传统钢轮地铁爬坡能力一般为

4%），具备 45米曲线半径通过能力。列车转向架设计采用了大胶轮走行、小

胶轮导向结构，有效降低了运行过程中的噪声。此外，车辆还配备了钢轮作

为安全轮，为车辆在极端情况下安全运行提供“双保险”。

为助力当地地铁的系统化升级，列车设计搭载的信号控制系统，可实现

车地间双向通信，确保行驶安全和高效运营。与此同时，与此前墨西哥城地

铁列车相比，中车株机生产的列车采用新材料、新技术和轻量化设计结构，

整车能耗也大为降低。

我国胶轮地铁列车

“开”向墨西哥城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曦 通讯员焦德芳）日前，天津大学宋东坡课题组

成功研发具有靓丽结构色的光子晶体颜料。这种新型光子颜料具有生物安

全性好、可降解的优点，有望为美妆行业带来颠覆性的技术革新。该成果已

发表于业内权威期刊《德国应用化学》。据悉，该项目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在日常生活中，塑料微珠常作为填充剂、成膜剂、增稠剂及悬浮剂等应

用于指甲油、洁面乳、防晒霜、粉底液等产品中。人们使用后，塑料微珠很容

易通过下水道最终排进海洋，被海洋生物吸入体内，再经过食物链进入人

体。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无毒可降解的塑料微珠替代品。

宋东坡课题组利用“有序自发乳化原理”，成功研制了具有靓丽结构色

的光子晶体颜料。这种新型光子颜料采用聚乳酸等可生物降解的聚酯材料

制备，其中的光子微珠可以完美替代塑料微珠，起到去死皮角质、按摩皮肤

等效果。

团队选取了大肠杆菌、蛋白核小球藻、大型蚤和斑马鱼等不同营养级的

典型水生生物进行严苛的环境安全评价。实验结果表明：新型光子晶体颜

料未显现出任何毒性，未对上述生物的行为造成任何不良影响，证明此类材

料能用于化妆品和其他工业产品中，且对环境友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新型光子颜料的内部纳米结构为“蛋白石结

构”，可以形成类似蝴蝶翅膀和孔雀羽毛的“结构色”，“结构色”具有靓丽持

久、可响应变色等特点，在不同光线角度下，能反射出不同颜色，从而产生传

统颜料所不具备的变色效果。

“此类新型光子颜料有望广泛替代化妆品及个人护理用品中的非降解

塑料微珠和人工合成色素，同时也可作为紫外线反射剂替换防晒霜中的纳

米氧化钛等。”宋东坡介绍，“排入水体后，它能在几个月内自发降解成无毒

害的乳酸等，不会对水生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化妆

品使用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新型光子颜料让化妆品更环保

一大早，国网江苏苏州供电公司员工童充来

到该公司大楼楼顶，对他牵头研发的“智能电网

动态防雷系统”探测预警装置开展多频谱信号测

试，并记录测试数据，为即将开展的第二代高精

度雷电传感器改造升级工程做准备。近日，凭借

着首创的动态防雷技术，童充当选“2022 年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先锋”。

全球首套地区级“智能电网动态防雷系统”

测试运行 5年来，成功预警并避免了苏州地区 30

余起电网事故，挽回经济损失超 1亿元。

防不胜防的雷电灾害

雷电一旦击中人或生产设备，就会造成生命

和财产的重大损失，因此电网、通信、铁路、石化

等重要行业，都把防雷技术和防雷装置作为安全

防护体系的关键环节之一。

童充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传统防雷技术并不

能完全防止雷击事故的发生。据统计，目前全球

电力网络仍有 50%以上的故障是雷电造成的，

2019 年 8 月英国大停电事故就是因雷击触发导

致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造成大范围电网瘫痪。

目前，传统的防雷装置主要是各类避雷针、

避雷器等，其主要原理就是把雷电产生的强电流

引入地下。为了保证防雷效果，避雷装置安装得

越来越密集。同时，在避雷装置的安全半径范围

内，不能安装其他电子电器设备，这就导致避雷

装置占用了许多土地资源。

为了提前预报雷电，科学家研究出气象多普

勒雷达、大气电场强度仪等设备，但是受制于客观

条件，这几种方式也不能精确预报雷电的发生。

可预测雷电并超前预警

“雷电发生时，我们能听到打雷声，看到电光

闪耀，其实本质上就是放电，不论是云间放电还

是云地放电，都会向外辐射电磁波。”童充由此想

到，能否通过探测空间电磁波，来精确预测、定位

雷电的发生呢？

为此，2005 年童充提出动态防雷技术，通过

研制高精度雷电探测装置，搭建智能化防雷系

统，预测雷电并超前预警，最大化降低雷电危害。

动态防雷研究涉及气象、通信、电力等多个领

域的知识，在国际上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借鉴，童充

依靠自学补足跨专业知识。为了及时和国外雷电

专家交流，童充时常半夜“上线”。经过多年的研

究，童充首创了雷电广谱传感可视化跟踪技术、基

于雷电跟踪的电网多维联合预测技术等，形成了集

“跟踪、预测、控制”于一体的动态防雷技术体系。

“一个雷电打下来就相当于一根巨大的导线

在释放电磁波，但是不同的雷电释放的电磁波频

段不完全相同，有高频、低频和甚低频，距离雷电

几百公里到上千公里的地方都可以探测到。”童

充介绍说，为了提高对雷电的精确预报、定位能

力，他通过长期的实践观测，不断提升技术体系

的灵敏度和探测效率。

由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立项，童充团队

主导的全球首套地区级“智能电网动态防雷系

统”于 2017年 5月在苏州研发成功。该系统可探

测 1万平方公里内的雷电活动，有效保护范围达

1000 平方公里。“我们还在不断优化系统的预测

和控制性能，希望在减少雷电危害方面发挥更大

作用。”童充说。

长期以来，传统防雷领域的国际标准仅由少

数发达国家牵头制订。2017 年，国际防雷科学

委员会将动态防雷技术列为战略研究方向，并于

10月发布动态防雷国际标准的制订规划。

“标准在人家手里，标准一更新，我们就得花

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跟随。只有让中国主

导制定国际标准，才能真正实现防雷技术的全球

引领。”童充说。2018 年 3 月，童充积极参与国

家电网有限公司主导发起的智能电网动态防雷

国际标准制定工作。

2019 年 10 月 22 日，由童充主导制定的全球

首个动态防雷国际标准获得了国际大电网组织

的正式立项。目前，童充团队研发的动态防雷技

术已经在海南、湖南、湖北等地推广使用，累计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 20余项。童充主导及参与的 10

余项省部级及以上科技项目，多次获得国家级、

省部级以上科研奖项。

动态防雷技术为电网织就新型“避雷衣”
◎本报记者 张 晔

通 讯 员 黄 蕾 张 聪 孙雅雯

7 月的新疆阿克苏市，盛夏的烈日分外灼

人，在一望无际的棉田里，李振业的衣襟早已湿

透，但是他却毫不在意。

今年刚放暑假，南京林业大学机械电子工程

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振业和他的团队成员就来到

阿克苏，对长绒棉分拣设备进行维护和检修，保

证设备为棉农服务时不出差错。李振业带领的

双创团队，历经 5 年成功研发长绒棉分拣设备，

分拣效率达到人工分拣的 20倍。带动阿克苏市

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的长绒棉种植户增长到

3600 户、长绒棉种植面积超过 5 万亩，使当地长

绒棉产业增收约 1亿元。

棉田面临“白色污染”之困

新疆长绒棉以棉铃大、纤维长、颜色白而著

称，又被称作“棉中极品”，做成衣被暖和、透

气、舒适，是老百姓日常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物资。

新疆是我国唯一的长绒棉生产基地，这里

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夏季温差大，阳光

充足，光合作用充分，病虫害发生较轻，棉花生

长时间长。

近年来，地膜覆盖栽培技术（一种用聚乙烯

塑料薄膜作为掩盖物的爱护性栽培技术）的大面

积推广，为棉农带来丰厚回报的同时，也带来了

不可避免的“白色污染”。

2016 年 ，李 振 业 跟 随 南 京 林 业 大 学 研 究

生 支 教 团 ，在 新 疆 实 地 走 访 棉 农 ，了 解 到 废

旧 地 膜 在 分 拣 、回 收 、加 工 再 利 用 等 方 面 的

难题。

过去，当地主要靠人工捡拾废旧地膜，每亩

地要花费 70 元左右的人工费，成本太高。如果

用简易的钉耙式废旧地膜捡拾机，回收作业时，

棉花秸秆和地膜混合在一起，又会给后期地膜分

拣加工带来很大麻烦。

“如果棉田里的废旧地膜不捡拾干净，棉花

籽刚好长在残留的地膜上，就会直接影响棉花的

出苗率。时间一长，遭到污染的土壤将无法耕

种。”李振业告诉记者，由于地膜分拣困难导致种

植成本增加，因此很多当地老百姓都不愿意再种

植棉花。

回到学校后，李振业在学院领导、老师的帮

助支持下，成立了一支涵盖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和博士生的双创团队，先后走访了 200 余户棉

农、30 余家农村合作社、10 余家棉花加工厂，找

寻棉田“白色污染”的破解之道。

应用光谱技术识别并剔除地膜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团队发明了一种针对棉

花地膜杂质进行光谱识别的技术，该技术利用高

光谱成像配合独创的 GWO-ELM 算法，可以精

准识别出传统机器无法识别的透明细小杂质。

“传统识别只可见光谱段成像信息，地膜识别率

仅为 30%；而通过我们的技术可见近红外光谱成

像信息，地膜识别率高达 98%，足足提高了 3 倍

多。”团队成员、南京林业大学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学生刘晨晖说。

在这项技术的基础上，团队还首创了多级压

强自适应 Smart Wind地膜剔除系统。该系统可

实现先“识别”再“剔除”，区别于传统滚筒钉齿直

接剔除，该系统尽可能地避免了破坏棉花长度、

马克隆值（棉花质量指标参数）。“这项技术不仅

在剔除率上能达到 97%以上，高于传统机械 80%

左右的剔除率，更能把剔除精度缩小到 4平方厘

米，成品棉花的含杂率小于 3%。”团队指导教师、

南京林业大学机械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倪超说。

为了要让更多的棉农“眼见为实”，团队成员

们挨家挨户地推广宣传，免费为棉农们提供棉花

分拣除杂服务。2021 年，仅在阿瓦提拜什艾日

克镇库木霍依拉村就累计分拣了长绒棉 700 余

吨，不仅保障了该村近 150 名棉农的收入，还为

他们增加了 2.4万元的人均年收入。

光谱识别+智能分拣，助棉田摆脱“白色污染”
◎本报记者 张 晔

通 讯 员 方彦蘅 董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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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足桨可变型关节和多模态驱动，机器人

可在沙滩和水下智能切换奔跑模式和游动模

式。这就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王刚副教授科研团

队的最新研究成果——足桨式多模态水陆两栖

机器人。这款水陆两栖机器人解决了机器人难

以在浅滩环境中敏捷游动和快速奔跑的业界难

题。日前，机器人领域国际顶级期刊《IEEE 机器

人学汇刊》在线发表了这一成果。

该论文由哈尔滨工程大学水下机器人技术

重点实验室独立完成，王刚为论文的通讯作者，

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研究生马鑫盟和刘开鑫为

共同第一作者。

新思路让系统化繁为简

两栖机器人的研究一直是机器人领域的热

点之一，为了在水陆两种不同的介质中运动，大

部分两栖机器人既要有轮子又要有螺旋桨，但由

于水陆环境介质密度相差巨大，尤其是连接海洋

和陆地的浅滩，浪流扰动剧烈，地面干湿颗粒力

学特性存在很大不同，因此不利于机器人的敏捷

运动。

而王刚团队提出的足桨式多模态水陆两栖

机器人方案，为两栖机器人设计提供了一种新思

路。通过推进装置的独特构型和参数优化方法，

团队将足桨自身的多模式推进能力与机体的变

型能力相结合，实现了机器人在两栖环境下的运

动模态切换，降低了机器人系统的复杂程度，同

时满足了水中、陆上两种完全不同环境下对于机

器人敏捷运动的需求，解决了传统方法将爬游功

能叠加造成的机器人运动性能不敏捷、作业效率

低的问题。

这款水陆两栖机器人由机体框架、变型驱动

关节、控制舱、电池仓、足桨驱动装置组成。在奔

跑模式下，机体在变型驱动关节的驱动下展平，

足桨驱动关节以低速模式驱动足桨，机器人依靠

足部的推进力在海底或沙滩奔跑；在游动模式

下，机体在变型驱动关节的驱动下折叠，足桨驱

动关节以高速模式驱动足桨，机器人依靠桨的推

进能力在水面、水中游动。

奔跑速度优于同类机器人

让科研成果落地是团队奋斗的目标。团队

研发的机器人无论是在石地、草地、沙滩，还是

水底、水中、水面，都表现出了比同类机器人更

优越的运动能力和负载能力，“体能测试”成绩

十分优异。

凭借独特的构型，足桨式多模态水陆两栖机

器人在水下陆上均能实现高速运动。团队通过

弹性刚体—颗粒介质—两相流体耦合仿真方法，

对机器人的足部几何参数和奔跑过程的运动参

数进行优化，极大地提高了其在沙滩和海底的运

动能力。

同时，团队采用多传感器感知和信息融合技

术，让机器人可自动识别当前的环境并调整运动

模式。与同类机器人相比，在已公开发表的研究

成果中，该机器人在颗粒介质地面的奔跑速度可

达到 4 倍体长/秒，是目前同类型机器人中运动

速度最快的。

大部分两栖机器人下水后易悬浮于水中，而

该机器人入水后处于负浮力状态，可直接沉入海

底，这为机器人在海底工作提供了可能。该机器

人高度仅有 0.22 米，当它紧贴海底时，比悬浮式

机器人受水流的影响更小，作业更稳定。在海底

作业时，遇到大面积水草、珊瑚礁，机器人直接穿

过必然会造成一定生态破坏，此时机器人可由爬

行状态切换为游动模式，当切换为游动模式时，

它在水中能够敏捷地在各类障碍物中穿梭。

此外，借助游动模式，机器人可运动到水面

附近接收定位与通讯信号，对自己的位置信息进

行校准。

研发团队平均年龄26岁

这支机器人研发团队十分年轻，除了王刚，

还有 3 名博士生和 5 名硕士生，团队成员平均年

龄只有 26岁。

想要完成一个具有优异性能的机器人，需要

团队在系统集成、智能控制、环境感知等方面都

不能有短板。在机器人的重量与负载能力、陆上

与水下介质受力差异、快速性与操纵性等各种关

系中寻找平衡点是研发过程中的最大难点。

团队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从陆到水整个过程

中的颗粒介质力学特性不同，而现有理论都是以

干颗粒为研究对象，湿颗粒研究成果则寥寥无

几。没有可以参考的研究成果，团队便从最基础

的机器人足部与颗粒介质交互过程的力学性质

入手。通过建立机器人在沙滩和海底奔跑过程

的动态阻力模型，团队实现了对机器人在颗粒介

质地面奔跑过程的预测和参数优化；借助计算流

体力学、离散元和多体动力学耦合仿真等方法，

团队完成了机器人的设计和优化过程。虽然“从

头开始”拉长了整个研究周期，但在这个过程中，

同学们迅速成长起来。如今，在这个仅有 9人的

团队里，从设计到装配，从接线到调试，从编程到

试验的各个流程都有“专家”。

王刚表示，该论文是对团队过去探索过程的

一次回顾，希望这篇论文能起到一定的示范作

用，让同学们认识到在应用实践中找到真问题，

静下心来脚踏实地解决它，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产

出。未来团队将针对机器人在两栖环境运动过

程中的基础力学理论继续深入研究，为提高机器

人的智能化水平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