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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成功验证静音无人机
螺旋桨叶片

近日，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RMIT）使用
机器学习技术设计了新型静音无人机螺旋桨叶片，
并使用 3D 打印技术完成了原型制造，在澳大利
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的专用吸
波暗室进行了声学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该螺旋
桨叶片原型产品所产生的噪音比市售螺旋桨低约
15dB，研发团队的设计方法和成果得到充分验证。

从新型静音无人机螺旋桨叶片研制项目来看，
项目的主要成果包括两方面内容 ：

1）  完成静音无人机螺旋桨叶片设计数值算
法，并进行测试。

研发团队通过优化设计新算法，完成了各类
螺旋桨叶片的设计（如应用于无人机的小型螺旋
桨叶片，应用于未来城市空中交通平台的较大型
螺旋桨叶片），并针对不同指标（如推力、扭矩、
噪声指向性等）进行了优化。RMIT 研发团队还
使用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recinct 成功完
成了螺旋桨叶片原型的 3D 打印制造。

2）  对人耳感应的叶片旋转产生的噪声进行量
化验证。

RMIT 研发团队设定了叶片噪声测定指标，
准确量化验证人耳对相关噪声的感知程度。

RMIT 研发团队成员墨尔本 XROTOR 航宇
公司重点研究了螺旋桨叶片噪声与人耳感知噪声
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人员发现，高频噪声的调制
是人类对螺旋桨叶片噪声感知的主要因素。人耳
对某些频率噪声的敏感度比较高，随着年龄的增
长，人耳对噪声的感知还会发生变化。XROTOR
航宇公司提出的量化调制方式，可作为未来螺旋
桨叶片噪声测定的重要设计指标。

通过应用这一量化标准，并考虑人耳感知因
素，可设计出静音效果不断优化的螺旋桨叶片。
原型试验结果表明，新设计的无人机螺旋桨叶片
静音效果明显，并且螺旋桨推力比市售标准螺旋
桨产品更大。 （石峰）

虫洞，不止是科幻虫洞，不止是科幻
 | 文　Brendan Foster

 | 译　李诗源

长久以来，人们无法确定虫洞
是否真实存在。不过近年的一些研
究表明，虫洞确实是可能存在的，
而且使用人们熟悉的物理学理论便
可能构造出微型虫洞。

在人们开展黑洞研究的早期，
甚至“黑洞”一词还未诞生之时，
物理学家还并不知道这些奇怪的物
体是否真的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在
当时，用于描述引力的广义相对论
刚刚兴起，而黑洞本可能只是该理
论复杂数学过程中奇怪的一部分。
不过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黑洞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天体，而
且甚至就存在于银河系当中。

寻找虫洞

如今，人们还难以判定广义相
对论所预言的另一种奇怪天体——
虫洞——是否存在。虫洞是可以通
向宇宙另一侧的神奇隧道，但它们
真的存在吗？如果虫洞就存在于我
们的宇宙中，那么人类是否可以寄
希望于利用它们畅游宇宙？

1935 年，就有人预言虫洞存
在，但是在此之后的研究似乎指向
了否定的答案——虫洞看起来不太
可能是真实存在的。然而最新的研
究提供了一些关于虫洞如何产生的
线索，而且这一过程可能比物理学
家长期以来所想的要更简单。

虫洞的概念最早由物理学家阿
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内森·罗森提
出。他们曾研究了一些奇怪的方程，
并思考这些方程究竟代表了什么，

而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方程描述
的是一种叫做“黑洞”的、无法逃
离的一小块空间。爱因斯坦和罗森
发现，至少在理论上，黑洞的表面
可能成为连接另一片空间的桥梁。
这种旅行可能就像你沿着浴缸的下
水管道走，出来之后来到另一个和
之前一样的浴缸中，而不会卡在管
道里。

后来的研究工作拓展了这一想
法，但是却遇到了两个始终无法克
服的难题 ：虫洞十分脆弱和微小，
这导致容易被发现且可以被人类利
用的虫洞很难形成。首先，根据广
义相对论，穿过虫洞的任何普通物
质的引力作用都会牵拉并关闭这一

隧道。形成稳定的虫洞需要某种额
外的、非典型的成分，以保持虫洞
开放，研究人员将其称为“奇异”
物质。

其次，科学家们所研究的虫洞
形成过程依赖于一种特殊效应，它

让宏观世界的旅行者无法进入其
中。因此，研究虫洞的难点在于，
生成虫洞的过程和稳定虫洞的“奇
异”物质不能偏离人们所熟悉的物
理学理论太远。

“奇异”并不意味着物理学家
们可以在纸上随便空想出一种可以
实现这项功能的东西。但是迄今为
止，人们根据熟悉的物理学理论只
能构想出微观尺度的虫洞。要想产
生更大的虫洞，似乎还需要一种既
不寻常又可信的过程或者物质。“这
就是棘手之处。”布兰迪斯大学的
物理学家、虫洞研究者布里安娜·格
拉 多 - 怀 特（Brianna Grado-
White）说。

突破性进展

2017 年，虫洞研究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哈佛大学的高苹、丹尼
尔· 贾 弗 里 斯（Daniel Jafferis）
和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

阿伦·沃尔（Aron Wall）发现了
一种利用量子纠缠（量子实体之间
的一种长距离联系）来实现可持续
开放虫洞的方法。

纠缠态的奇怪性质使其可以提
供维持虫洞稳定性所需的“奇异”
物质。而由于纠缠是量子物理学的
标准特征，因此这一状态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产生。“这确实是一种美
妙的理论想法。”英国杜伦大学的
物理学家纳比尔·伊克巴尔（Nabil 
Iqbal）说道。

伊克巴尔和他在杜伦大学的同
事西蒙·罗斯（Simon Ross）在
一项预印本研究中提出了一种容易
想象虫洞的方法。两位科学家想要
探究是否能用高 - 贾弗里斯 - 沃
尔方法制造出一个大型虫洞。

他们的工作从理论上提出，黑
洞周围磁场内受到的特殊扰乱是如
何导致稳定虫洞产生的。遗憾的
是，这一效应依然只能生成微观的
虫洞，而且伊克巴尔还说，这种情
形几乎不可能出现在现实中。

伊克巴尔和罗斯的工作突出
了虫洞构造过程中棘手的一环 ：找
到一种可以实现的过程，而且这一

过程不需要超出人们熟知的物理学
理论太多的额外条件。普林斯顿高
等研究院的物理学家胡安·马尔达
西（Juan Maldacena）曾于 2013
年指出虫洞和量子纠缠之间存在联
系，他和他的合作伙伴、普林斯顿
大学的阿列克谢·米列欣（Alexey 
Milekhin）发现了一种可以产生
大型虫洞的方法。

他们方法的难点在于要求充满
宇宙的暗物质表现出一种特定的行
为，但是我们生存的宇宙中不太可
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用
的方法很有限，”格拉多 - 怀特说，

“为了要让事情看起来和我们需要
的一样，这些方法能做到的也并不
多。”

虫洞研究的热潮还未退去。目
前看来，人们还不可能定制出人体
尺度的虫洞机器，但是研究确实取
得了一些进步。“我们了解到，实
际上利用简单的量子效应便可以制
造能保持开放的虫洞，”格拉多 -
怀特说，“长期以来，我们认为不
可能制造出这样的东西，但结果表
明是可以的。”

神经网络：连结数据科学
和电子显微镜技术的纽带

从样品制备到图像采集，为了
在高分辨率下看清极小的细胞结构，
电子显微镜（EM）需要经过精确且
耗时的步骤才能得到清晰可见的细
节。此外，目前的电子显微镜分析
软件通常需要依靠科学家熟练的技
术手动地观察几百张图像，这导致
图像生成后，从其中分析提取出生
物学信息是一个更加费力、耗时的
任务。

马克斯·普朗克佛罗里达神经
科学研究所（MPFI）的一个跨学科
的科学家团队通过一些创新以及尖
端神经网络的应用，开发了一个旨
在简化部分冗长分析过程的新型软
件。该项目与 MPFI 的电子显微镜
核心设备部门以及 Christie（本研
究作者之一）实验室合作，要求两
名高中生对基于计算机的技术进行
改进，以用于分析电镜图像中蛋白
质的分布。与使用荧光标记的传统
光学显微镜不同，电子显微镜要求
蛋白质与金纳米颗粒标记结合，以
便在细胞内观测到它们。由于这个
软件使用深度学习的方法来识别与
特定目标蛋白质结合的金颗粒，它
也被调侃地称为“掘金者”。

在 新 发 表 于《 科 学 报 告 》
（Scientific Reports） 的 一 项 研 究
中，MPFI 团队设计了一种基于深度
学习、可适应的算法，能够准确识
别不同大小的金颗粒。这种完全自
动化的方法将加快计数过程，并生
成更精确的跨膜蛋白质分布的位置
信息，从而加速新的突破。

深度学习或神经网络是一种可
让软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学习的

计算策略。就像人的大脑一样，这
种类型的算法能够将视觉场景分解
为各个小的部分，并学习识别某些
方面。通过提供预先注释好的“训
练数据”，该软件可以学习如何复制
和模仿人类完成给定任务时的行为，

这是曾经的计算机无法做到的。
“该项目的挑战之一是设计一种

方法训练我们的软件，使其仅识别
在电子显微照片上显示为暗的金颗
粒，而不会识别看起来类似的、由
于细胞表面不平整产生的阴影，此
前只有受过训练的电镜专家才能完
成这样的任务。”MPFI 的神经数据
科学家兼研究论文的作者 Michael 
Smirnov 博士解释说 ：“我们发现，
通过提供足够的训练数据并纠正算
法中出现的错误，我们的软件可以
以接近人类水平的准确率将金颗粒

与这些阴影区分开。这确实证明了
我们技术的鲁棒性和实用性。”

这个项目始于两位学习数据科
学的高中生 Diego Jerez 和 Eleanor 
Stuart 的好奇心，但很快它就发展
成为一个更加复杂和跨学科的项目。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 Diego Jerez 解
释说 ：“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
现实世界的科学研究，并目睹数据
科学是如何帮助解决科学问题，这
样的机会非常特别，我感觉十分幸
运。”“这些年轻的学生对这种编程
和概念性工作表现出了真正的天分，
我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他们将来对科
学界的贡献。”Smirnov 博士说道。

架构小而紧凑的“掘金者”软
件主要用于冷冻断裂复型技术的电
镜图像识别，但其设计使之可以通
用化，并兼容各种电子显微镜应用
场景，包括不同的放大率、图像面积、
细胞类型和金颗粒大小。该软件将
很快以开源的形式发布，并包含一
个用户友好的界面。世界各地的科
学家将有机会充分利用和改进这种
创新算法。

MPFI 电子显微镜核心设备部
负 责 人 Naomi Kamasawa 博 士 解
释说 ：“我们团队的合作对于弥合
这些专业领域之间的隔阂至关重要。
这就是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 
Planck Society） 所 做 的 —— 将 对
各学科充满热情的人们聚集在一起，
并让他们一起发挥创造力。当我们
通力合作时，一切皆有可能。”

（彭琛）

汉莎货运航空公司
将在波音777F货机上
铺贴薄膜材料以减阻
和降低油耗

汉莎货运航空公司计划在其波音 777F 货机的蒙皮表面
铺贴一层名为“AeroSHARK”的薄膜材料，使其更能满
足空气动力学要求，同时达到降低油耗目的。

新 的“AeroSHARK” 薄 膜 材 料 由 汉 莎 技 术 公 司 与
BASF 化学公司合作开发，模仿鲨鱼皮的精细结构及特性，
由大约 50 微米的肋骨组成，其性能已通过 1500 小时飞
行测试的验证。测试表明，该薄膜材料可优化飞机的空气
动力流，具有减阻和降低油耗的效果。汉莎技术公司估计
其减阻率超过 1%。这种薄膜材料还能够承受飞行中强烈
的紫外线辐射以及高空的温度和压力波动，并具有极高的
耐用性和耐候性，而且铺贴简单，易于处理和维修。作为
AeroShark 项目的一部分，该薄膜材料将从 2022 年初开
始在汉莎货运航空公司的整个货机机队上推广。

汉莎货运航空公司目前共有 10 架波音 777F 货机。汉
莎技术公司表示，使用这种材料每年将节省约 3700 吨煤油
和略低于 11700 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从法兰克福
至上海的 48 个货运航班。汉莎技术公司正在为其申请欧洲
航空安全局（EASA）的补充型号合格证，使其满足运营要
求，进一步推动航空业的可持续发展。

航空业多年来一直在研究鲨鱼皮等肋骨表面的用途。
其他的研究项目还涉及鱼鳞和猫头鹰羽毛，以优化空气动
力阻力。2019 年底，汉莎技术公司和 BASF 化学公司为汉
莎波音 747-400 飞机（注册号 D-ABTK）几乎整个机身
下半部分都铺贴了面积达 500 平方米的鲨鱼皮材料，并通
过了欧洲航空安全局的认证。这架飞机验证了鲨鱼皮材料
在超过 1500 小时的定期远程飞行中的潜力，可减少约 0.8%
的排放。波音 777F 货机的排放量估计会减少的更多。因货
机上没有舷窗，材料铺贴应用范围更大。

汉莎技术公司开发的油耗分析软件可对节省量进行验
证，该软件可根据综合数据可靠地验证不同飞机改装的有
效性。汉莎技术公司与 BASF 化学公司将继续开发新技术，
以覆盖更多的飞机类型，铺贴更大表面，计划使用鲨鱼皮
技术减少多达 3% 的飞机二氧化碳排放，以在未来更全面地
支持全球航空公司，更有效地运营机队，进一步减少碳排
放量，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践行对联合国气候行动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 （彩林）

英国首个工业量子
安全网络完成飞机
部件远程生产测试

据英国国家复合材料中心网站 4 月 19 日刊文，
由“数字工程技术与创新”（DETI）合作伙伴、英
国电信和东芝欧洲有限公司创建的英国第一个工
业量子安全网络，已经在 2 个月的试用期内成功
地使用量子密钥分发（QKD）共享远程制造的实
时数据。这是首次使用现成的“组件”来演示这
种能力，也是探索这种技术的实际应用以加速向
智能工厂的转变的计划的第一阶段。

量子计算的处理能力一旦加以应用，将对加
密技术的安全性带来挑战。这对依赖超安全数据
传输的设计和制造行业具有严重的影响。量子密
钥分发（QKD）被公认为是确保通信安全的解
决方案之一，但它在实际的制造应用的适用性还
未经测试。DETI 项目团队与 BT 和东芝合作在
国家复合材料中心（NCC）和建模与仿真中心

（CFMS）之间安装了量子安全网络，通过使用
BT Openreach 的标准光纤基础设施，在工厂车
间对这一数字技术进行了测试。

该测试通过 NCC 和 CFMS 站点之间的专用
连接（一条 7 千米长的启用 QKD 的加密隧道）路
由数据，能够对 NCC 的 Overbraider 复合材料机
床进行远程操作，这是一种高度复杂的设备，可
以将 288 根碳纤维线编织成精密的空心复合材料
部件，例如，飞机发动机叶片。在试验中，NCC
和 CFMS 团队使用东芝的 QKD 系统传输加密“密
钥”——一串单编码光子来共享生产数据和关键
质量的测量数据。这一过程可以在每秒分发数千
个密码密钥，使数据和量子密钥都使用相同的光
纤传输，从而消除了对昂贵的专用基础设施的需
要。

数字工程在许多行业领域都具有显着的优势，
但是只有在可以安全地共享大量数字化数据的情
况下才能实现这些优势。该项目演示了如何在实
际情况下使用 QKD，表明 QKD 已可用于商业用
途，并且可以在公共网络之间共享敏感数据。未来，
项目将扩大试验范围，并将 QKD 集成到 5G 测试
台中，使该技术更接近工业机器和物联网设备。

（阴鹏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