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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国际著名刊物《化
学通讯》发表了天津工业大学教授桂
建舟团队最新研究成果。论文题为《可
控合成等级结构交叉金属氧化物纳米
片阵列用于柴油车碳烟颗粒的消除》，
相关研究成果受到审稿人的高度评
价，并被评选为封面文章。

近年来，雾霾天气的爆发引起人们
对空气污染物越来越多的关注。众所周
知，粒径小于 2.5 μm 的颗粒污染物

（PM2.5）是构成霾的主要成分，对人体
的伤害巨大，是导致雾霾天气的“罪魁
祸首”。其中，柴油车尾气是 PM2.5 的重
要来源之一，它主要以碳烟颗粒的形式
存在，因此，研发控制柴油车尾气中碳
烟颗粒排放的技术，对于治理雾霾、保
障人体健康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催化氧化与颗粒过滤捕集器相耦
合被认为是目前消除尾气中碳烟颗粒
的最有效技术。但是由于碳烟颗粒尺
寸比较大（大于 25 nm），难以进入传
统的催化剂孔道内部，阻碍催化剂与
碳烟颗粒之间的接触，导致碳烟颗粒
消除效率低下。相比之下，纳米阵列
基薄膜催化剂既可以实现催化剂与
碳烟颗粒之间的有效接触，又能促进
反应气氛及产物的传递，是未来最有
前景代替传统颗粒催化剂的高效催化
剂之一。但是常规的合成方法步骤烦
琐，工艺复杂，难以放大，严重限制其
实际应用。

桂建舟课题组将实验室研究与实
际应用相结合，研发了一种新型纳米
片基薄膜催化剂合成方法。该研究团
队首先通过对商业铁片进行低温焙
烧，得到了含有氧化铁物种的整体式
基底，然后将含有金属硝酸盐的溶液
直接滴覆在基底上形成一层硝酸盐
薄膜，将基底再次进行热处理，最终
得到了一系列具有等级结构的交叉
金属氧化物纳米片基薄膜。该方法操
作过程简单，实现了碳烟颗粒的高效
催化消除并且兼具普适性，有望实现
纳米阵列基薄膜催化剂大规模的工
业化生产和商业应用，对机动车尾气
碳烟颗粒的高效催化消除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

该 研 究 获 得 了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No.
21736191、No. 21576211）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
等，No. 2017M610164）的资助。

该论文第一作者马爱静现为天津工业大学 2016
级博士后，2015 年博士毕业于南澳大利亚大学，随后在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化学与生物医药工程学院从事新型
膜材料研究一年。马爱静主要从事新型纳米催化材料、膜
材料的合成及环境催化的相关研究，目前已在化工和化
学相关领域的高水平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并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的资助。 （马爱静桂建舟）

张正竹是安徽农业大学的一名“茶专家”，也是
一名党的十九大基层代表。他对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的“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到脱真贫、真脱贫”深
有感触：“脱贫攻坚已经到了攻城拔寨的冲刺阶段，
农业科技工作者必须冲锋在一线。”

多年从事农业科技的他深知“产业脱贫是持
久稳定脱贫的首要途径”，为此，他提出“把茶产业
发展与脱贫攻坚、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田园综合
体等有机结合，促进农民增收，培育乡村振兴的新
业态新亮点”。“做大做强徽茶”成了张正竹的关键
任务。和他一样，安徽农业大学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都加快了脚步，让一项项技术变成老百姓手中的

“真金白银”，让一项项产业成为贫困地区致富的
“造血干细胞”。

技术绝活：让田地里长出“黄金”

大畈村是安徽农业大学的对口帮扶村，地处大
别山腹地，平均海拔 580 米，村民世世代代靠着一
点田地过日子，是典型的高寒贫困村。安徽农业大
学专家的到来，让村里面貌焕然一新。

陈堂宏没想到，以前家里的几亩“烂田”，现在
却成了“聚宝盆”。老陈以前只会打理些常规农作
物，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老陈也成了村里典型
的贫困户。转机出现在 2015 年，安徽农业大学蔬菜
专家汪承刚教授带着团队来到这里，指导乡亲们种
植高山茭白。老陈在将信将疑中试种了 4 亩，没想
到年底纯收入达到 1.35 万元。尝到甜头的他今年
又扩大了种植规模，单凭高山茭白这一项收入，老
陈就成功摘掉了戴了一辈子的“贫困帽”。

村民叶丙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省城来的水
稻专家丁克坚时的情景。“听说有专家来讲课，反正
没事就去凑凑热闹。”没想到这个课堂却大不一样。丁
克坚来到稻田里，皮鞋一脱，跳进泥田里，拔起一棵水
稻开始滔滔不绝讲解。这让叶丙向顿时刮目相
看。从病虫害防治，到田间管理，丁克坚讲得头头是
道，“种了一辈子地，没想到种地还有这么多门道。”

有一件事让大畈高山有机香稻米合作社负责
人叶乃兵对丁克坚“佩服得五体投地”。一次，叶乃
兵陪着丁克坚查看水稻的情况，走到一块地前，丁
克坚一眼就觉得水稻有问题。叶乃兵不相信，“看着
长得好好的，怎么可能有问题？”丁克坚拔起一棵，
一看里面果然有小虫子。

改良品种、改进技术……从生产、管理到加工、
销售，丁克坚团队为高山有机稻产业提供了全产业

链服务。这剂“良方”，让产业起死回生。2013
年，金寨县两个高山有机米基地遭遇严重
的病虫害，基本颗粒无收，现在亩产从 300
斤提高到 600 斤，最高达到 800 斤，2014 年
每亩综合效益增加了 500 元，2015 年增加
1000 元。

金寨县现在有 6 个高山有机米合作
社，高山有机米总种植面积达 1.5 万余亩，
销售收入达到 5000 多万元，已经成为当地
八大重点产业之一。

产业联盟：为脱贫注入“造血干细胞”

“对于农业高校来说，打好脱贫攻坚
战，关键是要发挥人才和技术优势，以扶持
产业为重点，彻底解决贫困农民的持续增收问题。”
安徽农业大学校长程备久说。

为此，学校依托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牵住产业
的“牛鼻子”，送技术下乡，让产业扎根，形成了“学
校扶产业，产业聚企业，企业带大户，大户联贫户”
的产业扶贫模式。

颍上县吴寨村也是学校的对口帮扶村，村里有
成片农田，但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不少
农田被撂荒，留守的老弱病残或劳动能力较低的村
民，基本只种一季水稻或小麦，耕作形式单一，产量
低，收入少，村民致富找不到门路。

学校组织专家对该村进行了全面评估，提出从
蔬菜产业入手，逐步恢复“造血功能”。汪承刚带领
团队来到这里，帮助该村筛选扶贫产业、制定产业
发展规划，开展技术培训、技术示范和技术指导。

2016 年 1 月，学校投入 20 万元资金，帮助吴
寨村建起了第一座占地 7 亩的现代化联栋温室大
棚，并将学校选育的口感好、产量高的优良酥瓜品
种引入该村进行生产。5 月初，第一茬酥瓜正式上
市，平均亩产 5000 斤以上，平均价格 2.5 元，亩收入
超 12500 元，亩均纯收入达到 8000 元。

在酥瓜产业的示范引领下，2016 年，该村的蔬
菜大棚从无到有，发展迅速，两年时间发展到 200
多亩，先后成立酥瓜种植合作社、芦笋种植合作社，
注册了董瓜瓜酥瓜品牌，设施蔬菜已经成为该村脱
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强农基因”：流淌在农大人的血液中

张子军是安徽农业大学江淮分水岭试验站站

长、农区草牧业特色试验站站长，从试验站启动建
设以来，他就一头扎进去，把帮扶当地农业产业发
展当成了头等大事。两个试验站，一个在定远县，一
个在颍上县，他马不停蹄奔走在两地，就像一个不
停转的陀螺。

张子军的儿子正在读高中，正是学业的关键
期，实在没有时间照顾家庭，他“索性”把家搬到了
定远，把孩子从省城的学校调到了这个县的高中。
爱人是实验员，白天做实验工作，晚上还常常“兼
职”给在试验站实习的学生们做饭。

安徽农业大学常年有 350 多位专家奔波在农
业生产一线。在扶贫攻坚中，安徽农业大学倾全校
之力，为贫困地区送去一项项技术，扶起一个个产
业。扶贫攻坚，成了每一个安农人的“战场”。

安徽农业大学通过构建的新型大学农业推广
服务体系，与脱贫攻坚任务结合，在国家级、省级扶
贫开发重点县投入了大量的创新资源，提供了有力
的人才技术支撑。学校把 4 个综合试验站、3 个特
色产业试验站布局在国家级、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近三年累计投入资金超过 1.3 亿元，其中在贫
困地区投资总金额 5500 万元。与金寨、颍上、临泉、
埇桥等县区合作成立 76 个农业主导产业产学研联
盟，成立一支 260 人的推广专家队伍，带领 271 名
地方专家和农技人员，扎实开展对 856 个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技术服务。

安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江春说，脱贫攻坚是重
大的政治任务，对于农业大学来说，兴农强农是永
恒的责任和使命，这就像流淌在每一个安农人血液
中的基因，学校将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全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农业做强，让农民富裕。

作为中国“新四大
发明”之一，高铁向世界
展示了“中国速度”，为
大众出行提供了极大便
利。在不久的将来，为保
障列车安全运行而对钢
轨进行的“健康体检”，
也即将走向智能化。

由华东理工大学机
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易建
军教授团队与上海航天
控制技术研究所、挪威
工程技术大学联手研制
的“全自动超声波钢轨
探伤车”，利用超声波探
测技术，可以实现对钢
轨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
测，并通过深度学习，对
钢轨的缺陷进行智能化
诊断。

这种探伤小车不
但体积小、成本低，更
重要的是，可快速检车
并精确判断钢轨的缺
陷，为维修决策提供重
要支撑。

擅长与时间赛跑，
智能高效

钢轨的健康情况直接关系到列车能否安全
运行，这就需要经常对钢轨进行“体检”，而对钢
轨的检查和维修，只能在铁路线路空闲的两三个
小时“天窗”时段进行，因此必须高效、精准。

与高铁的风驰电掣不同，传统的钢轨探伤
却需徒步进行，耗时耗力且存在安全隐患。近
些年使用的大型探伤车，则存在体积庞大、灵
活性差、使用成本高、离线检测等不足，虽然已
有自动探伤小车问世，但高达 300 万元的成本
让人望而却步，且只能离线检测。

开发一款高效、精准、低价、轻便的探伤小
车势在必行。易建军团队用近两年时间研制的
全自动超声波钢轨探伤小车，虽然成本不足 50
万元，但每小时高达 30 公里的行驶速度，可完
全化解探伤维修作业时间短和保证探伤周期
的矛盾。

在华东理工大学实验十楼里，记者看到，两
条约 10 米长的标准钢轨上，停放着一辆黄色探
伤小车。这辆小车长约 1.78 米、高约 1.6 米，看似
简易却大有学问。据易建军介绍，小车由探伤系
统、主控制系统、驱动系统、制动系统、供电系统、
操纵系统等组成，而每个系统又由不同的模块组
成，如探伤系统的超声波探轮是用来探测钢轨是

否有裂纹以及裂纹深度、形状等，涂料喷头则是
在探到裂纹后通过喷墨进行定位。

模块化设计，使探伤小车的装卸、维修和运
输都更加便捷。易建军介绍说，此外，探伤小车还
具有无线传输、实时定位、远程操控等特点。

基于深度学习，低价精准

如同冰山只有一角露出水面，除了小体积、
自行走、易操作、实时监测这些显性特征外，这款
探伤小车还隐藏着巨大的创新之处。基于深度学
习的钢轨探伤数据处理就是其中之一。

探伤的精确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超声波
探轮的质量。但是，顶尖的超声波探测仪器成
本高，且探伤的速率慢、效率低。有没有一种方
法，可以让价格低的超声波探轮也能得到相同
精准度的探测？

易建军做到了。“我们利用大量探伤数据
进行深度神经网络的训练，得到可用于实际轨
道探伤应用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以保障轨道
探伤的高精度及准确率。”易建军解释说，他们
通过高精尖的超声波探轮采集大量样本，再将
这些样本进行深度学习算法处理，确定基于特
征的规则，而这些规则一旦移植到计算机上，
即使通过不太精确的超声波探轮来“诊断”，同
样可以得到精确的结果。

“就是把复杂的经验转换成规则的过程。”易
建军说，“深度学习使探伤小车更加智能化。”

拥有云服务平台，未来可期

这款探伤小车的智能化，还体现在易建军团
队搭建了超声波钢轨探伤云服务平台。

轻轻按下操作台上的按钮，小车在钢轨上
缓缓前行，位于小车前部的显示屏开始出现均
匀波纹，“这一处有裂纹。”易建军指着屏幕上
的一道斜纹告诉记者。

人类通过 CT 等超声波仪器可以检测身体
是否存在健康隐患，轨道也一样。探伤小车的超
声波探轮在轨道上行驶，就可以“诊断”这段钢轨
的健康状况，而且检测结果可以像 CT 成像一
样，通过电脑画面显示出来。

“将超声波轨道探伤数据进行存储、分析及
可视化显示，可以为轨道探伤的后续监控、维护、
处理、追溯等提供平台云服务支持。”易建军说，
云服务化不但可以实现高速在线检测和远程操
控，在精准探伤检测的同时，还可以像人类定期
体检一样对钢轨的健康状况进行预测，为各部门
提供数据共享、决策支持、资源调度等服务。

对于应用前景，易建军充满信心：“不仅可以
对火车、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等运行的轨道进行
探伤，而且可拓展应用于其他类似的金属轨道、
索道等的健康诊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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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农业大学：

扶起产业 拔掉“穷根”
姻本报通讯员 曹雷 见习记者 王之康

燕山大学视翼团队：

“VR+”让虚拟世界更真实
姻本报见习记者 王之康 通讯员 褚玉晶

双创故事

顾客体验视翼 VR 的产品。

说到看海，也许你首先想到的是浪漫，但
对于燕山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虚拟现实
实验室的小伙伴们来说，却恰恰相反，甚至可
以用痛苦来形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去年冬
天的一段日子，他们每天都步行去学校附近的
渤海湾看海。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做
的虚拟海洋变得更真实。”实验室成员、在读博
士刘宇涵说。他们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兴趣所
至、玩玩而已，而是立志要在 VR（虚拟现实）
行业闯出一片天地。去年 11 月，他和几个小伙
伴一起成立了视翼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立足市场做内容

如今说起 VR，很多人都不再觉得陌生，
因为自 2014 年开始，VR 就以游戏体验等形
式在大众中风靡起来。而在刘宇涵看来，当前
的 VR 市场存在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内容的
缺乏，尤其是优质内容。

之所以能清楚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刘
宇涵自进入燕山大学读研，成为河北省计算机
虚拟技术与系统集成重点实验室的一员起，就
开始接触这项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前沿技术。

“这个实验室是 2009 年通过建设的，也是
目前河北省唯一一个 VR 领域的重点实验
室。”刘宇涵说，燕山大学开始 VR 方面的研究
则更早，始于 1999 年。

对于虚拟现实，刘宇涵的导师、该校信息
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唐勇深有感触。

“当时，我读到一本书，叫《灵境(虚拟现实)
技术的理论、现实及应用》，讲的就是虚拟现
实。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无法瞬间跨越时间和
空间，但在虚拟世界里却可以实现，所以我瞬
间就被吸引了。”唐勇说，就是从那时开始，他
为研究生开设了一门虚拟现实课，也开始了自
己对虚拟现实的研究。

起初，刘宇涵只是对这一研究领域感兴
趣，真正萌生让 VR 与产业相结合这一想法，
则是从去年参加了第二届中国“互联网 +”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开始。

当时，刘宇涵带领自己的团队，以河北赛
区一等奖的成绩进入该项赛事的全国大赛，最
终取得银奖。而在这一届的近 12 万个参赛项
目中，获得金奖和银奖的仅有 120 个。

“从 2015 年开始，VR 市场经过了一个爆
炸式发展阶段，但是后来很多人都在抱怨 VR
体验并不好，甚至很差。”刘宇涵说，“在参赛现
场，一些评委和投资人非常认可我们的产品，
尤其是‘VR+ 内容’的思想，这也就激发了我
们创业的信心。”

于是，在参加完“互联网 +”全国赛后，他
就带着几个硕士研究生于 2016 年 11 月成立
了公司。

过程：千磨万击还坚劲

虽然下定决心要创业，但要想真正做起来
并且做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间面临诸
多资金筹集、技术攻关等问题。

正如文章开头提到的，他和伙伴们为了让
虚拟海洋看上去更真实，在零下十摄氏度左右
的大冬天去看海，直到最后“想吐的心都有
了”。

“要做虚拟海洋是非常难的。”刘宇涵说，
一是海洋的规模很大，二是海浪生成没有任何
规律可循，三是细节处理很复杂，“所以我们只
能不停地去海边，盯着渤海湾，感受大海带来

的视觉冲击，观察海浪和泡沫的形状等，早已
记不清去过多少次了”。

还有一次，为了做好仿真衣物，他们跑到
市场上，买了可以找到的上百种布料。

“因为布料是柔性物体，有很多难以复现的
特质，要想做到最好的虚拟仿真，只有通过观察、
触摸，了解它们的不同特性和质感。”刘宇涵说，
只有这样，才能让衣物在虚拟世界里变得更真
实，这可以“为虚拟购物打下很好的基础，在虚拟
世界试衣，也有真实穿衣服的感觉”。

而类似于这样的事其实还有很多，“这只
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也正因如此，他的创业团
队才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核心技术———自主研
发的 VR 图形引擎。

以图形引擎为基础，刘宇涵的团队通过开
发“VR+ 优质内容”，可以为大中型传统装备
制造行业提供 VR 解决方案，比如大规模的
VR 场景绘制、虚拟装配、教育培训、虚拟实
验、概念设计可视化等。

“同时，我们也在探索 VR 技术与人机交
互技术的深度融合，将图形图像算法、人机交
互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融入企业需求，自主研
发沉浸式虚拟现实装配系统，并成功应用在大

型机械装配等层面，并且在算法层面拥有多项
自主知识产权。”刘宇涵说，公司成立以来，在市
级、省级、国家级赛事中获得十余项荣誉，目前
已经与相关领域的多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

收获：育人发展相结合

在成立的短短一年时间内，公司能取得这
些不错的成绩，离不开团队 30 多名成员的刻
苦努力，也离不开合理的战略布局，以及河北
省计算机虚拟技术与系统集成重点实验室的
科研与人才积累。

“第一年是蓄能期，主要是储备人才、积累
经验。”站在公司成立一年的当口，刘宇涵满怀
信心地说着自己的三年规划，从现在的第二年
开始，就要花大力气去推广积累转化出来的科
研成果；到了第三年，相信一定会到爆发期，“至
少会有一到两款的 VR 应用产品‘引爆’市场”。

今年夏天，为了储备人才，视翼科技面向燕
山大学全校本科生开展创想计划，吸引了多个学
院的近百名学生报名参加。之后，他通过邀请学
院老师、实验室的前辈等授课，讲授 VR 知识，调
动学习兴趣，进行项目实践，最终选取 7 名优秀
的学生留在团队中，共同完成创业梦想。

“VR 可以说是一个交叉学科，不仅涉及
计算机科学，还涉及艺术设计、人工智能等，所
以需要不同专业的人才。”刘宇涵说。

现在读大二的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
刘博雅就是今年新入团队的一名成员，在两个
多月时间里，她完成了从玩家到制作者的角色
转变，对 VR 建模所需工具的操作使用也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确实会了很多以前不
会的新技术”。

此外，视翼科技有限公司也与燕山大学河
北省计算机虚拟技术与系统集成重点实验室
形成相互促进的整体。

“实验室大都是研究生，学院的本科生要
想了解 VR 方面的知识，就可以前往视翼，它
可以为学生提供实践、锻炼的平台。”唐勇说。

“同时，我们公司还是实验室对外的一个
窗口，实验室可以根据公司反馈的市场需求，
为我们提供最新的技术支撑。”刘宇涵表示，目
前正在与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接洽明年暑假
安排学生到公司实践的事宜，“相信此举也可
以为 VR 行业储备更多的人才。”

张子军（左一）在指导饲草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