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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国网天津电科院高压试验大厅中，科

研人员正在检测一个像鱼一样的机器人的各项性

能。这条“机器鱼”在变压器矿物绝缘油中，可以清

晰、准确、快速地识别、检测出大型变压器内部碳痕、

电树枝放电等典型缺陷，并实时传回清晰的画面。

这就是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以下简称国网

天津电力）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变压器智能内检

“机器鱼”，它具备图像自主识别、空间自主定位、

三维路径规划、下潜深度悬停等功能。日前，“基

于微型机器鱼的大型变压器内部缺陷智能诊断

与识别关键技术研究”项目通过了由国内变压器

行业专家组进行的性能测试和科技项目验收。

油浸变压器人工巡检麻烦且危险

近几年，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

科技的不断渗透，各行各业都迎来了飞速发展，同

时也面临越来越大的供电需求。在供电系统中，变

压器担负着电压转换和能量传输的重要作用。

根据采用的绝缘介质的不同，可以分为油浸

式变压器、干式变压器和气体绝缘变压器。其中

油浸式变压器主要由线圈、铁心以及油箱构成，

线圈和铁心都封闭在油箱里。油箱里充满了矿

物绝缘油，对线圈起到绝缘保护作用。

“矿物绝缘油起到绝缘、冷却、灭弧的作用，

能够保护变压器，但当发生疑似缺陷时，油浸式

变压器检查维修起来非常困难。”国网天津电科

院变压器专业负责人魏菊芳介绍，以往检修人员

通过外部电气及油色谱分析试验，很难判断变压

器内部异常及部位。通常需要采用人工钻入变

压器本体或吊罩的方式进行检查，存在着工作效

率低、检查准确性差和安全风险隐患高等三大难

题，每次检查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以一台 220千伏异常变压器为例，放油检查

处理费用约 30万元，检查大约需 10天。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国网天津电力考虑用机

器人替代人工完成这项复杂而又危险的工作。

“考虑到机器人要在矿物绝缘油中工作，因此

我们采用了‘机器鱼’的设计。‘机器鱼’可在水平

面上 360度原地旋转，具有全方位巡航能力。它

的水平巡航速度可达 2米每分钟，上浮下沉速度

可达1.5米每分钟，自主下潜深度悬停误差控制在

3厘米以内，还可根据设定的目标点，自主规划巡

检路径。”国网天津电科院研发人员刘力卿介绍。

“机器鱼”可用于大型油浸式变压器移位、变

形、过热等内部状态检查，具备体积小、移动灵活

的优点，可在不影响变压器内部环境的基础上，

在变压器内部对其状态进行检查，判断变压器内

部是否存在异常，有效提高变压器检修效率，大

幅缩短变压器停电检修时间，降低检修费用，具

有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智慧大脑让“机器鱼”耳聪目明

让“机器鱼”在油中灵活地“游动”，并且“耳

聪目明”地对变压器进行各种识别和检测，离不

开国网天津电科院为这条鱼打造的“智慧大脑”。

最初，这条“机器鱼”远没现在这么“聪明”。

在研制过程中，项目研发团队遇到了缺陷图像自

主识别、定深悬停等技术难题。而解决这些难题

对“机器鱼”准确识别变压器内部缺陷至关重要。

“当时国内并没有研发先例可供借鉴，也没

有成熟的硬件平台作为载体。”刘力卿回忆说，例

如“机器鱼”在变压器内部检查过程中，会受到变

压器油清晰度、相机补光强度、“机器鱼”移动和

拍摄角度等影响，使传输出的图像较为模糊，对

准确识别目标缺陷造成不利影响。

另外，在巡检变压器的时候，需要“机器鱼”巡

视范围广，视觉画面变化快。为解决这一问题，项

目研发团队经过长时间探索，尝试研究了多种图

像处理方法，最终确定了适用的图像增强方法和

目标缺陷自主识别方法，达到了良好效果。

“最终，我们应用了三维空间定位技术、姿态

控制技术、全局路径规划技术以及图像自主识别

技术，解决了‘机器鱼’在变压器封闭空间内的无

线定位、无线控制、无线图像传输等难题，使其能

在变压器内部灵活、准确移动，并快速确定变压

器内部状态及故障位置。”刘力卿说。

接下来，国网天津电力将围绕小型化、便捷

化、智能化方向对“机器鱼”进行迭代升级，优化

其物理结构，完善图像识别功能，提升典型缺陷

自主识别能力，增强操控方式便捷性，并选取天

津试用区域变压器进行重点推广，提升变压器巡

检智能化水平，有力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这条“鱼”可替代人工完成变压器巡检

像搭积木一样建造房子，机器人自动绑扎钢筋……近日，2022川渝住房城

乡建设博览会在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众多智慧建设工业化装备亮相。

扎钢筋效率提高4倍

在中建科技集团的展台前，只见在工作台上6根钢筋被纵横交叉放置，工

业机器人启动后，伸出机械臂“戴”上了一个操作“手套”就开始了它的工作。

在视觉识别的帮助下，它准确地找到了第一排第一列钢筋的十字交叉点，迅

速地绑扎好了钢筋，随即移动到下位置。9个钢筋交叉点70秒就绑扎完毕。

中建科技集团西部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谢翔介绍，这是他们研发的智能

钢筋网笼绑扎工作站，该工作站使用了他们自己研发的视觉识别技术，0.2

秒即可识别视野范围内 200 多个绑扎点的位置坐标，可提升生产效率 4 倍，

良品率提升至 95%以上。目前，该工作站已经应用于中建科技深汕 PC构件

厂，为长圳公共住房项目 2万套钢筋飘窗提供自动化绑扎作业。

建房子就像搭乐高

将在工厂加工制作好的建筑用构件和配件运输到建筑施工现场，通过

可靠的连接方式在现场装配安装成建筑，这样不仅装配速度快、施工效率

高，而且绿色环保。像这样使用搭“乐高”的建设方式修建的房屋便是装配

式建筑。目前，这种建设方式已经在川渝各项目工地上被广泛运用。

“我们建立了预制预应力高效装配混凝土框架体系（PPEFF）。”谢翔介绍，

PPEFF由柱贯通的多层预制混凝土柱、中心带孔道的预制混凝土叠合梁、连接

预制梁和预制柱的后张无粘结预应力钢筋、预应力空心楼板或叠合楼板、位于

叠合梁顶面并与预制柱连接的耗能钢筋、与基础相连的新型高延性柱脚共同组

成，具有较强的抗侧能力和自复位能力。该体系已通过世界最大五层足尺寸结

构抽柱连续倒塌系列实验，即使其中一个支撑柱被截断，房屋也不会倒塌。

此次大会上，四川、重庆两地住建部门再次携手，共同发布川渝住建领

域机会清单，涉及项目 523个，投资总规模 6290亿元。本次川渝住博会开幕

活动上发布的机会清单，涉及多个四川市州和重庆区县，重点围绕城市更新

提升、轨道交通、城市道路、管网设施、乡村振兴等领域。

机器人扎钢筋、像搭积木一样造房子

川渝住博会新型智慧建造设备亮相

◎本报记者 雍 黎 通讯员 李春志

“我们把它称为电网的‘贴身保镖’，这个‘保镖’的动作既要准、又要

快。”近日，在南京举行的全省科技奖励大会上，南瑞集团电网应用研发中

心副主任吴通华，凭借着在大电网继电保护领域的创新成果，荣获 2021 年

度江苏省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

吴通华告诉记者，继电保护听起来陌生，但是它与所有人的生活休戚

相关。通俗的说，就是当电力系统的输电线路、变压器等设备发生各种类

型故障时，继电保护要在故障发生的一二十毫秒内快速识别出故障并解

除，以保障电网和设备安全。

电网日趋复杂，亟须精准快速辨识故障

随着“西电东送”战略的实施，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和外送，我国逐步建成

了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距离最远、交直流混联的特大型复杂电网。

大电网快速建设发展，电网故障形态也日趋复杂。随着电网电压等级

不断提升、规模和复杂度持续加大，呈现线路分布电容电流成倍增长、大容

量变压器励磁涌流与故障电流波形更趋相似、故障暂态电流幅值大衰减慢

等特征，多次造成了差动保护（电流差动保护是继电保护中的一种保护）误

动或慢动，导致电网事故扩大和设备损坏，差动保护精准快速辨识故障难

度愈加凸显，面临严峻挑战。

因此，快速、灵敏、可靠解除故障成为保障复杂电网安全最迫切的要

求。吴通华团队针对复杂电网的继电保护进行了长期攻关。

一名合格的“贴身保镖”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首先要正确判

断危险。输电线路的分布电容电流经常会影响差动保护对故障的识别。

在电压等级低、线路短的情况下，分布电容很小，可以忽略其对差动保护的

影响；但在特高压长线上，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吴通华团队通过长期攻关，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原理上天然不受分布

电容电流影响的线路差动保护技术，攻克了线路电容电流这个“拦路虎”，

让继电保护装置的灵敏度提高了 1.5倍，这个技术目前为我国独有。

突破技术瓶颈，创新装备用于重要工程

除了要“又准又快”，提升差动保护的可靠性也是项目组一直以来的研

究方向。输电线路的差动保护，要求来回的信道延时保持一致，即要求来

回的信道路由需保持一致。在我国曾因信道路由不一致发生过保护装置

不正确动作，造成输电线路被误切断的情况。

吴通华团队从 2010 年开始攻关这个难题，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方案调

整，终于找到了一种电气量和通信信息协同的方法，利用这种方法不仅可

以实时监测到路由不一致的情况，而且经过优化算法，还可以在路由不一

致时，确保保护功能始终正常运作。

除了输电线路，吴通华团队还对变压器、母线、电抗器、调相机等重要

电气设备的保护实现了多项创新，构建了整个复杂电网的差动保护体系，

相关成果获得 2020年的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目前，项目团队研制的系列继电保护装置已广泛应用于我国220千伏—

1000 千伏各电压等级电网，涵盖大多数特高压交流工程、新一代调相机组

工程以及川藏联网、藏中联网等重要工程，并拓展到轨道交通、石化、钢铁

等多个领域，产品出口至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为我国电网的安全运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做出了贡献。

有了“贴身保镖”

电网故障解除又快又准

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

程研究所（以下简称青岛能源所）获悉，该研究所

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心围绕镁电池中的关键科

学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在镁金属二次电池

关键科学问题和核心材料方面取得系列成果，该

系列成果近期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德国应化》

《先进材料》和《先进能源材料》上。

极具潜力的镁金属二次
电池

镁金属二次电池并不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概

念。从以色列科学家多伦·奥尔巴赫（Doron

Aurbach）在 2000 年首次提出镁金属二次电池模

型至今，该电化学体系已发展二十余年。青岛能

源所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心研究员崔光磊解释

说，镁金属二次电池是指以金属镁为负极的可循

环电池，组成镁金属二次电池的核心是镁负极、

电解液及能嵌入镁的正极材料。

据介绍，金属镁具有极高的体积容量，是

作为高体积能量密度电池负极的极佳选择。

镁金属二次电池的工作原理与锂二次电池原

理相同，但与锂二次电池相比更安全，其原因

在于镁及多数镁化合物都是无毒或低毒的，且

镁不如锂活泼，易于加工操作，同时也比锂安

全；镁电池没有类似锂电池的枝晶生长问题；

在价格方面，由于镁在地壳中的丰度更高，所

以其价格较锂更便宜。

随着“双碳”战略的实施，新能源迎来跨越式

发展。二次电池作为新能源领域被广泛应用的

关键装备之一，其重要性受到各方的重视。

崔光磊表示，尽管研究人员在储镁正极、导

镁电解质、镁金属负极等关键材料方面已经取得

了重要进展，但是镁金属二次电池还有诸多基础

科学问题亟待克服，产业化应用也尚处于初期探

索阶段。

具体而言，镁金属二次电池的开发主要面

临两大瓶颈问题。崔光磊表示，一是镁电解质

作为电池体系中的“血液”，起到在正负极之间

传输镁离子的重要作用，它在电池体系内部直

接与正负极材料接触，因此需要同时兼顾镁金

属负极与高能储镁正极的特殊需求，这极大地

限制了镁电解质组分的可选择范围，开发与正

负极界面兼容性良好的新型镁电解质体系意

义重大；二是因为二价镁离子不仅带有两个电

荷，而且“个头小”，这既是镁离子能够在相同

体积条件下存储更多电荷的奥秘，同时也造成

了镁离子具有电荷密度大、极化作用强的特

性，而强极化作用会导致镁离子在正极材料晶

格内部受到较大库仑力作用的牵制，从而造成

镁离子扩散速度缓慢，因此镁金属二次电池常

见的嵌入型正极材料结构普遍表现出较差的

可逆脱嵌镁离子能力，开发新型高效储镁正极

材料迫在眉睫。

解决镁金属二次电池研
发系列难题

围绕上述镁电池待解的关键问题，在崔光磊

的带领下，青岛能源所科研团队多年来开展了大

量研究工作。

针对镁电解质方面的问题，崔光磊研究团队

通过大量的筛选测试和理论分析，确立了硼（铝）

基镁盐的合成路线，开发出一系列高性能硼（铝）

基镁电解质体系，其表现出优异的镁离子传输特

性和镁金属负极兼容性。

崔光磊表示，研究人员通过镁金属负极的

界面优化工程进一步拓展了镁电解质组分的

可选择范围，极大地提升了多种镁电解质体系

与镁金属负极的界面兼容性。研究团队还深

入解析了镁金属负极界面处的微观电化学反

应过程，实现了镁金属沉积/溶出行为的高效

调控，为镁金属负极的高效、循环利用奠定了

重要理论基础。

“除了上述液态镁电解质体系，为了充分

发挥镁金属电池的高安全特性，研究人员基于

技术中心在固态锂电池方面多年的技术积累，

还设计开发了多种单离子导体概念的聚合物

基固态镁电解质体系，该体系表现出优异的室

温镁离子传输性能和正负极界面兼容性。研

究人员还成功制备了相应的固态镁金属二次

电池器件，实现了镁金属电池的宽温区、长循

环工作，为研发适应地下资源勘探、太空探索

等极端工况的特种电源提供了充足的技术储

备。”崔光磊说，此外，针对储镁正极材料方面

的问题，研究团队则重点关注具有高比容量特

性的转化型正极。

崔光磊认为，在众多在研的新兴电池技术

中，镁金属二次电池凭借高体积能量密度、高安

全性、高自然丰度以及低成本等诸多优势，成为

“后锂离子电池”时期极具发展潜力的电池体系

之一。

目前，研究团队及合作伙伴们已经在镁金属

二次电池领域发表高影响力 SCI论文三十余篇，

申请相关专利十余项，基本形成了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镁金属电池核心技术。在实际应用

场景方面，该团队以中国科学院深海智能技术先

导专项为牵引，已突破了镁金属二次电池制作工

艺上的关键技术瓶颈，开发出能量密度 560 瓦

时/千克的单体电池。基于该单体电池设计组装

的镁硫电池系统，不仅顺利通过了深海高压环境

的模拟打压测试，而且已经跟随中国科学院深海

所科考船，在南海实现了深海环境下连续 30 小

时的稳定工作，成功实现了镁金属二次电池的示

范应用。目前，更大的应用示范项目也正在筹备

进行当中。

崔光磊表示，尽管镁金属二次电池的大规模

应用还处于初期探索阶段，但是其在提升二次电

池的安全性、降低二次电池的成本、缓解二次电

池的污染等方面都有重要潜力，有望在多个应用

场景中部分替代锂电池或铅酸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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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通过验收，建议加快科研成果转化推

广！”近日，由宁夏大学主持的自治区重点研发计

划“宁夏酿酒葡萄智能化农机装备研发与应用”

重大项目通过专家验收。

宁 夏 葡 萄 酒 产 业 基 础 良 好 ，更 有 广 阔 发

展空间。得黄河水生态涵养、贺兰山立地优

势，世界酿酒葡萄主流优新品种扎根于此，表

现优异。

贺兰山东麓常年降水少、日照时间长、有效

积温高、水热系数佳、土壤通透性好、富含钙钾等

矿物质，北纬 37°43′—39°23′黄金带具备

生产高端优质酿酒葡萄的最佳条件。

从 1984 年酿造出第一瓶葡萄酒开始，宁夏

始终坚持对标世界主要产区，立足本土实际，借

鉴先进模式。

这里的酿酒葡萄从冬季埋藤防寒到春季

挖藤作业，共有 13 个主要生产环节。其中，埋

藤和挖藤作业用工占比达到 16%以上，由于机

械化水平低、人工量需求量大，使得生产成本

骤然增加。

“尤其是挖藤作业，目前仍处于半机械化水

平，植保作业也存在农药浪费严重和农药利用率

低的问题。这些都成为制约宁夏葡萄产业发展

的瓶颈。”项目负责人、宁夏大学教授杨术明说。

打造酿酒葡萄智能化植保、高效埋起藤装备

迫在眉睫。

2018 年，在自治区科技厅的支持下，宁夏

大学联合江苏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

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宁夏农业机械化技

术推广站、宁夏智源农业装备有限公司，共同

实施了“宁夏酿酒葡萄智能化农机装备研发

与应用”。

项目聚焦埋藤、挖藤及植保作业存在的主要

问题，综合应用激光探测、静电喷雾、变量作业及

机电液气一体化等技术，结合宁夏酿酒葡萄种植

模式进行埋挖藤和植保机械装备的集成创新。

四年一剑，亮相惊艳。

针对传统静电喷头空气压力过高和配套功

率过大的问题，项目完成了自走式智能对靶超低

量静电喷雾机的研制；静电喷头的低压高效雾化

技术，使叶片正、反面均能实现高密度雾滴沉积，

达国家标准的 2—8 倍；农药利用率超过 55%，减

少农药使用量 20%以上；自走式跨行机型还可实

现 3行葡萄同时喷雾作业。

针对埋藤作业质量低的问题，项目采取犁旋

结合埋藤技术，完成纵向圆锥式葡萄埋藤机的研

制，碎土率接近 90%，高于相应地方标准规定 20

个百分点。

针对挖藤作业机械化和智能化水平低的问

题，项目完成了立柱自动避让控制器的研发，有

效解决了执行部件回位滞后和振动难题，采取刮

旋、刮刷及气吹结合的技术方案，完成接触式和

非接触式挖藤机的研制，清土率超过 80%，高于

相应标准规定 30 个百分点，可使挖藤作业成本

降低 30%。

针对酿酒葡萄挖藤机有机器无标准的问题，

项目组制订了相应标准和鉴定大纲，使葡萄挖藤

机有了生产、检验和性能评价依据……

项目围绕宁夏酿酒葡萄作业各个工作环

节，共研制机型三类 11 种、其中葡萄埋藤机 4

种、挖藤机 5 种、精准作业植保机 2 种；申报专

利 43 项，完成新产品鉴定和第三方性能检测共

3 项；制定企业标准、团体标准，鉴定大纲及作

业规程共 8 项。

“这些研发与应用研究对提高产区酿酒葡萄

生产机械化、智能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宁夏科

技厅农村科技处处长徐小涛表示。

项目还建立了宁夏地区葡萄种植基地土壤、

葡萄藤茎力学特性等基础数据库 1套；试验基地

累积示范面积 6200 亩；培养中青年技术骨干 25

人、硕士生 19人。

智能化农机设备让葡萄种植模式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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