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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雷达技术的新飞跃：提升无人驾驶等新技术的安全性！
智能手机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无人驾驶汽
车（也称为“自动驾驶汽车”）势必也
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有
机构预测，2030 年全球无人驾驶汽车
的市场机会将比 2020 年增加一倍以
上，从 400 亿美元增长到 870 亿美元。

得益于摄像传感技术进步、芯片
速度提升、人工智能算法、智慧交通
规划等诸多因素，无人驾驶技术正加
速从理论变为现实。如今，许多在道
路上行驶的汽车已经具有一些自动驾
驶辅助功能，例如，自适应巡航控制

（ACC）和车道保持辅助（LKA）。

然而，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彻
底的无人驾驶”：汽车可以完全自动控
制车辆，全程检测交通环境，实现所
有的驾驶目标。驾驶员在任何时候都
无需对车辆进行操控。为了打造这样
的无人驾驶汽车，我们需要的不仅仅
是传统的摄像头和雷达技术，而是一
项新技术 ：激光雷达。许多人将这项

技术形象地比喻为无人驾驶汽车的“眼
睛”。

激光雷达（LiDAR）全称为“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即“ 激
光探测和测距”，又称“光学雷达”。
LiDAR 是一种测距技术，它利用激光
光波先向目标发射探测信号，然后将
其接收到的信号与发射信号相比较，
从而获得目标的位置 ( 距离、方位和高
度 )、运动状态 ( 速度、姿态 ) 等信息，
实现对目标的探测、跟踪和识别。

LiDAR 与 RADAR（ 使 用 的 无
线电波导航，主要由舰船和飞机使用）
以及 SONAR（使用声音的水下物体探
测和导航，主要由潜艇使用）非常相
似，都是使用波的反射原理进行物体
探测和距离估计。区别在于 ：RADAR

基 于 无 线 电 波，SONAR 基 于 声 音，
LIDAR 基于光束（激光）。

激光雷达系统很有可能在未来科

技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安装
在无人驾驶汽车的顶部使车辆可以实
时“看见”周围环境，或者嵌入到最
新的电子产品如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
脑中，使他们可以绘制三维图像，或
者用于提升电子游戏中的增强现实效
果。然而挑战在于 ：这些三维成像系
统占据太多空间，造价昂贵，而且难
以缩小至这些即将出现的应用所要求
的尺寸。

近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
分校的研究人员朝着解决上述问题迈
出了一大步。在一篇于《Optica》杂
志上发表的新论文中，他们描述了一
款新型硅芯片（不含运动部件或电子
元件），可以改善激光雷达系统所需的

分辨率和扫描速度。
这项研究的领导作者、电气与计

算机工程系博士纳珍·道斯达特表示 ：
“我们正在找寻一个理想的方案，就是
用这个扁平的小芯片取代庞大笨重的
激光雷达系统。”

目 前 商 用 的 激 光 雷 达 系 统 使 用
大型旋转镜来引导激光光束，从而创
造出三维图像。过去三年中，道斯达
特及其同事们一直在研究一种引导激
光 光 束 的 新 方 法， 称 为“ 波 长 转 向

（wavelength steering）”。 在 这 种 方
法中，每个波长或者说“颜色”的激
光指向一个独特的角度。

他们不仅开发出一种方法，可以
同时沿着两个维度（而不是只有一个
维度）制作这个图像，而且还实现了
彩色，采用“彩虹”图案来拍摄三维
图像。因为光束很容易通过改变颜色
来控制，因此可以同时控制多个相控
阵以创造出更大光圈以及更高分辨率
的图像。

这 项 研 究 的 合 著 者 以 及 电 气 与
计 算 机 工 程 系 教 授 开 尔 文· 瓦 格 纳

（Kelvin Wagner）表示 ：“我们搞清
楚了如何将这种二维彩虹放到极小的
芯片中。”

虽然雷达系统在尺寸方面取得了
巨大进步，但迄今为止它们仍然是无
人驾驶汽车中最昂贵的部件，每个价
值可高达 7 万美元。

为了有一天能在消费市场上广泛
应用，激光雷达必须变得更便宜、更

迷你、更简单。某些公司正在尝试采
用硅光子学实现这一壮举，硅光子学
是电气工程中一个用硅芯片来处理光
的新兴领域。

该研究团队的新发现是用于激光
雷达系统的硅芯片技术的一项重要进
展。波士顿大学工程学院副教授、论
文合著者之一的 Milo Popovi 表示 ：

“电通信已经达到了绝对极限。光学必
须发挥作用，并且这就是为什么所有
这些大玩家都在致力于让硅光子学技
术在工业上可行。”

这些硅芯片制造得越小越简单（同
时在成像中保持高分辨率和精确性），
它们可以应用的技术就越多，包括无
人驾驶汽车和智能手机。

已经发布的 iPhone 12 将配备激
光雷达摄像头，就像目前的 iPad Pro 
一样。这项技术不仅可以提升人脸识
别的安全性，而且有朝一日也将辅助
绘制登山路线图，测量距离并甚至能
辨认出动物的踪迹或植物。

将 继 续 在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弗吉尼亚州兰利研究中心工
作的道斯达特表示 ：“我们正在提出一
个采用芯片技术实现激光雷达的可扩
展方案。这是第一步，是这个方案的
第一块基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航柯）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光子微系统项
目组开发的单芯片上的激光雷达系统，
不含运动部件，量产成本很低，可应
用于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机器人
等领域。

Cruise Automation 无人驾驶汽车
车顶上有五个 Velodyne LiDAR 模块。

具有蛇形光学相控阵（SOPA）“小
瓷砖”阵列的硅芯片。在 8 乘 4 的阵
列中，32 个“小瓷砖”的光栅设计略
有不同，这里显示了一对匹配的“小
瓷砖”在这个视角下“发光”。所绘制
的叠加图像是来自两块匹配的“小瓷
砖”的光线和以及远场光束干涉图案，
显示了“小瓷砖”光束的形成。

第四代 iPad Pro 上的 LiDAR 扫描
仪。

Junior，2009 年 10 月在斯坦福大学，
以大众帕萨特为基础改装的自动驾驶
汽车。

OCSiAl公司利用
石墨烯纳米管解决
无痕抗静电实心
轮胎生产难题

OCSiAl 公司最近研发的利用石墨烯纳米管
的解决方案有效地解决了生产无痕抗静电实心
轮胎的问题，通过避免静电积聚来确保军用车
辆、工业卡车、叉车和手推车的安全运行。经
过测试，石墨烯纳米管是唯一符合 EN 和 ISO
静电放电（ESD）标准且不影响轮胎耐用性的
经济高效解决方案。

在军事和工业的许多应用场景中，均必须
使用具有导电或抗静电特性的无痕实心轮胎，
避免静电放电。在具有潜在爆炸风险的区域一
直受到 ATEX 法规和 EN 1755 标准的严格控制，
目前这类法规和标准也同样适用于许多其他行
业，如化学、制药、食品和饮料、废物、化妆品、
国防军事制造业、仓储物流等面临火灾威胁的
工业领域。因此，相关行业的从业厂商和制造
商，必须遵守在上述行业环境中使用的所有重
型设备的脚轮和车轮外部材料最大表面电阻低
至 109Ω 的要求。

上述严格要求促使工业界必须寻找最合适
的解决方案，在满足表面电阻要求的同时，还
要保留轮胎的坚固耐磨无痕特性。由于基于无
电抗聚合物迁移到橡胶表面的机理，现有解决
方案显示出不稳定的导电性能。而且，为实现
抗静电性能所需导电增塑剂的高填充率，导致
橡胶的机械性能降低。这些缺点对轮胎性能和
寿命具有负面影响。

相比之下，由 OCSiAl 公司生产的 Tuball
石墨烯纳米管可保证所需的永久抗静电特性，
也完全符合 ATEX 法规以及 EN 和 ISO 的 ESD
标准，但同时可实现橡胶产品着色以及无痕耐
磨特性，保持良好机械和弹性性能。

石墨烯纳米管在标准制造过程中通过一种
崭新的、工业友好的 Tuball 基体浓缩物应用于
NR/BR 橡胶混合物中，石墨烯纳米管以 0.22%
质量分数的超低填充率在材料基质内部形成了
永久、稳定的导电 3D 网络。

OCSiAl 公司弹性体业务副总裁 Ekaterina 
Gorbunova 表示，这项应用是石墨烯纳米管的
一次进步，应对了目前先进技术的挑战。这种
石墨烯纳米管易于与标准工艺设备结合使用，
并且不会导致成本的显着增加。石墨烯纳米管
解决了无痕轮胎中静电积聚的问题，同时是一
种更加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无需额外设备或
改变轮胎胶料制造工艺。

对于高性能实心轮胎，OCSiAl 公司还开发
了另一套订制解决方案，可显着改善含矿物填
料 NR 或 NR/BR 基配方的机械性能。

为了确保能够使用长寿命和稳定的导电性
能，石墨烯纳米管被广泛用于各种橡胶产品，
例如摩托车轮胎、传送带、电子和电缆元件、
车辆和油气组件、印刷和工业用辊等。（陈济桁）

全新的物质状态：
液态玻璃

物理学家在玻璃的固液转变研究中发
现了一种全新的物质状态，他们称这种介
于固态和液态（如凝胶）之间的新物质状
态为“液态玻璃”。

研究人员通过化学方法合成了球状的
聚合物核壳胶体粒子，并用不同的荧光基
团染色。之后对胶体粒子进行热机械拉伸，
使其成为椭球状，冷却并稳定化处理后，
再将它们混合入合适的溶剂中。用这种方
法制备的胶体粒子尺寸为微米级别，它们
相对于原子和分子更大，更便于使用光学
显微镜观察研究。同时，由于其独特的形状，
这种粒子更具方向性。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软凝聚态理论教授
马蒂亚斯·福克斯（Matthias Fuchs）谈到：

“我们的实验从理论高度来看十分有趣，它
为临界波动和玻璃状阻滞之间相互作用的
存在提供了证据，这是科学界一直在研究
的问题。”

当材料从液态转变成固态，分子通常
会排列成长程有序的晶体结构，但玻璃并
非如此，其分子会被锁定在无序的状态中。
研究中，研究人员改变了悬浮液中的粒子
浓度，使用共聚焦显微镜追踪粒子在三维
空间中的平移和旋转运动。当粒子密度到
达一定程度之后，转动自由度被冻结，而
平移运动依旧存在，由于粒子呈椭球状，
因此可以观察到转动自由度被冻结时粒子
的角度。他们发现，这些粒子聚集形成了
取向近似的局部玻璃态结构，在材料内部
形成阻塞，阻止液晶的形成。该状态即被
称为液态玻璃，这意味着，这些粒子的灵
活程度高于玻璃中的分子。

康斯坦茨大学物理化学系教授安德烈
亚 斯· 祖 姆 布 希（Andreas Zumbusch）
解释说 ：“由于我们的粒子独特的形状，它
们具有方向性，这是不同于球状粒子的，
这导致了全新的、从未研究过的复杂现象。”

实际上，液态玻璃产生于两种相互竞
争的玻璃态转变的相互作用 ：一是规则相
变，另一种是非平衡相变。其中，影响液
态玻璃制备的关键因素是粒子的形状和浓
度。此前，液态玻璃一直是理论上的预测，
研究人员希望这次的发现，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理解玻璃态转变是如何在微纳尺度
下工作的。

该研究进一步表明，这一发现不仅仅
局限于玻璃体系，类似的动力学还可能有
助于揭示，从最小的生物细胞到整个宇宙
系统中，所有无法解释的复杂系统和无序
状况背后的原因。同时，还有助于指导生
产应用，如胶体上层结构的自组装，液晶
器件的未来发展等。 （周郅璨）

维珍轨道用独创“飞机+火箭”的发射方式
首次将10颗小型卫星送入轨道！

1 月 18 日中午，英国商业大亨理查
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旗下维
珍轨道公司（Virgin Orbit）宣布，该公
司以独特的火箭发射模式成功将 10 颗小
型卫星送入轨道。

这是维珍轨道公司首次代表美国航空
航天局（NASA）向太空发射工作卫星，
通过 “飞机 + 火箭” 的接力发射形式，他
们成为了唯一一家在空中完成这一壮举的
公司。

搭载火箭的是一架名为 “宇宙女孩”
（Cosmic Girl） 的 波 音 747 飞 机， 它 携
带火箭爬升至 6 英里（约 9656 米）的
高空，随后挂在机翼下的液体燃料火箭 
LauncherOne 点火起飞，火箭进入太空轨
道后，会释放 10 颗小型卫星，这些卫星
是由 NASA 和几所美国大学的研究人员建
造的。

此次成功发射对维珍团队来说是一个
可喜的胜利，让该公司加入了能够提供小
型卫星发射服务的行列。

自去年春天首次发射以来，维珍团队
一直遭遇挫折。5 月份的第一次试飞在火
箭发射几秒钟后因推进剂线断裂而以失败
告终。工程师发现并解决了这个问题后，
公司计划在 12 月进行第二次发射，但由
于洛杉矶总部新冠病例激增，决定推迟发
射。

维珍轨道 CEO 丹·哈特（Dan Hart）
在发射前的电话采访中告诉记者 ：“我们为
确保团队的安全做了大量工作，我们的大
部分发射操作和活动都是虚拟的。”“在疫
情的情况下这么做真的很了不起。”

维珍轨道是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
创办的两家火箭公司之一。2018 年，维
珍轨道的姐妹太空公司维珍银河（Virgin 
Galactic）创造了历史，从一架定制飞机
下面发射了一艘载有两名人类的宇宙飞船，
将他们送上了太空边缘。布兰森显然喜欢
从飞机上发射东西，两家公司都有一定数
量工程师和飞行员，让发射看起来很容易。
现在的问题是，他能把它变成一个可持续
的业务吗？

空中发射通常与瞄准地球表面目标
的导弹有关，但它在太空工业中也有很
长的历史。第一枚空中发射火箭飞马号

（Pegasus）于 1990 年初由轨道科学公司
（Orbital Sciences Corporation）送入轨

道，该公司后来并入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
和 LauncherOne 一样，“飞马”号能够将
约 1000 磅（453 千克）的有效载荷送入
太空，火箭从客机腹部发射。但在过去 30 
年里，“飞马”号只执行了 44 次飞行任务。
从这个角度来看，SpaceX 在过去 10 年的
飞行次数是现在的两倍多。

维珍轨道公司特别项目副总裁威尔·波
莫兰兹（Will Pomerantz）在去年 5 月公
司首次尝试发射前曾表示 ：“当我开始研究
可行性并思考是否应该这么做时，“飞马”
号就像霓虹灯一样在我的视野中 24 小时
闪烁。”“从技术上讲，“飞马”号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但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或许并
非如此。”

波莫兰兹表示，“飞马”号之所以没能
吸引到很多客户，是因为当时这些客户根
本就不存在。随着商业小型卫星产业在过
去几年中迅猛发展，现在有数百家公司在
寻找低价的太空之旅。“飞马”号仍然存在，
但是它的发射成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急剧
上升。在 20 世纪 90 年代，NASA 为飞马
号的发射支付了 1600 万美元。如今，它
的成本接近 6000 万美元，即使考虑到通
货膨胀，这一成本也几乎增加了两倍，超

出了大多数小型卫星公司的承受能力。
在波莫兰兹眼中，空中发射已不再是

一个超前的想法，它的时代已经到来。
维珍轨道的发射价格定在 1200 万美

元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竞争对

手。LauncherOne 载重为 1000 磅（453
千克）左右，处于有效载荷范围的中间值。
SpaceX 主要发射超出 LauncherOne 能
力范围的大型卫星，但 SpaceX 最近开始
提供 “拼车”（ride-share）服务，可以用
同一枚火箭将许多小型卫星送入太空。

但波莫兰兹说，维珍轨道提供了其他

竞争对手都无法提供的东西 ：自由。世界
上能够将火箭送入轨道的太空港屈指可数，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太空港都能将卫星或宇
宙飞船送到它需要去的地方。例如，如果
你想向国际空间站发射什么东西，你最好
的选择是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
起飞。如果你想把卫星送入两极轨道，你
应该从阿拉斯加或加州发射。由于维珍轨
道的火箭是从飞机上发射的，它可以从世
界上任何一个允许的机场起飞，并可以根
据客户的轨道需求调整发射位置。

就像在商业航天工业中经常发生的那
样，技术创新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管理它们
的规定。去年 5 月，波莫兰兹称，维珍轨
道公司仍在与世界各地的政府航空机构合
作，以获得将 “宇宙女孩” 飞出机场的许可。
他预计，维珍轨道公司在国外的服务需求
将加快这一进程。他说，一些国家的航天
工业刚刚起步，但没有火箭将卫星送入轨
道，这些国家对该公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事太空业务十分艰难，许多分析人
士担心，没有足够的客户来满足所有新成
立的火箭公司争夺资金。其中一些公司可
能在进入轨道之前就会倒闭。一年多前，
矢量发射公司（Vector Launch）宣布破产。
发射公司阿斯特拉（Astra）曾多次尝试进
入轨道，但均以失败告终。

太空天使（Space Angels）是一家专
注于太空的风险投资公司，其首席执行官
查德·安德森（Chad Anderson）说 ：“进
入轨道真的很困难。这就是关键所在。有
很多风投支持的创业公司，其中一些已经
筹集了数亿美元，但有多少人已经进入轨
道？只有 SpaceX 和 Rocket Lab。”

现在，维珍轨道公司也成功加入能够
提供小型卫星发射服务的行列。但在竞争
激烈的太空服务领域，未来发展如何还将
由市场决定。 （逸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