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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 本报记者 王 拓

当前，拓扑物理学领域已成为基础物理研究
的热点之一。近日，由苏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
学院教授蒋建华和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
院副教授蒲殷合作，通过理论计算、原型设计、实
验表征相结合的方式，首次成功观测到拓扑材料
中旋错结构导致的稳健光子局域态和分数电
荷。相关论文发表在《自然》上。

拓扑物理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化

“自从拓扑绝缘体被提出来之后，拓扑物理
从概念到材料，经历了好几轮的‘革新’。”蒋建华
说，过去几年来，该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
大量的拓扑材料被发现。”以中科院物理所、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等机构和大学为代表，在过去的研
究中积累了大量的拓扑材料的实验和理论。其
中，2019 年中科院物理所翁红明研究员和方辰
研究员、南京大学万贤纲教授、哈佛大学 Vish-
wanath教授、普林斯顿大学Bernevig教授和王
志俊博士等发展了系统的拓扑材料分类方法，并
通过海量计算发现了非常多的具有拓扑性质的
材料。拓扑材料的海量增加为各方面的物理、材
料、应用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其次，拓扑物理从电子系统扩展到光子和
声子等其它系统。”蒋建华说，这不仅大大地扩充

了拓扑物理的内涵，而且为拓扑物理找到了新的
实验验证系统，很多不能在电子系统做的实验验
证可能在光子和声子系统得到验证，由此引发了
很多拓扑物理的交叉，例如拓扑光子学、拓扑声
子学。这些学科不仅有重要的基础物理内涵，还
有很多新颖的应用场景。最新的研究表明，拓扑
物理可以为激光等光学元器件提供通往更优越
性能的技术道路，甚至有可能为光量子科技提供
更理想的光学微腔系统。

蒋建华提到，更重要的是，人们开始广泛地
意识到拓扑物理作为一种很普遍的范式在很多
材料和科学问题中都有独特的价值。借助这个
范式，在各种系统，包括相互作用电子系统，发现
了很多有趣的非常规物理现象。这些新的发展
为拓扑物理的继续开拓提供了美好的前景。

拓扑物理中实验和材料研究面临挑战

蒋建华认为，未来的拓扑材料研究可能会更
加贴近实际可以应用的材料，包括磁性材料、光
电子材料、微电子材料等重要的应用前景。越来
越多的研究指向那些并不理想的拓扑晶体材
料。“虽然这些材料可能没有完美的体-边对应关
系，但是它们在实际的应用中有更大的前景。近
几年在拓扑光子学领域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
点。几乎所有有应用前景的拓扑光子晶体都是
拓扑晶体材料。”

“过去十几年来，最成功的研究拓扑材料的
方式之一就是探测拓扑材料的边界态，然后通过
体-边对应关系反推出材料的拓扑性质。”蒋建华
解释道，自从量子霍尔效应发现以来，能谱的体-
边对应关系被认为是拓扑材料（包括拓扑绝缘
体、拓扑半金属和拓扑超导体）最显著的物理特
征，然而，在非常多的拓扑晶体绝缘体和其他拓
扑晶体材料中，体-边对应关系被破坏了（主要是
因为界面的几何对称性降低了）。在这些材料
中，就无法通过探测拓扑材料的边界态来反推出
材料的拓扑性质。这些困难成为拓扑物理中实
验和材料研究的一大挑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
物理性质来表征拓扑晶体材料，其中特别有用的
是所谓的体-旋错对应关系。

旋错是晶体材料中自然形成、普遍存在的一
种缺陷结构。表面附近的旋错可以通过显微镜找
到。在体-旋错对应关系中，旋错可以诱导出分数
电荷，且分数电荷的数值完全依赖于拓扑晶体材
料的拓扑指标。由此，可以通过测量旋错诱导的
分数电荷判断出材料的拓扑指标。除分数电荷之
外，通常还会在旋错上发现拓扑诱导的局域态。

找到区分拓扑晶体材料“学号”的方法

蒋建华和蒲殷的合作研究中，利用了光子晶
体构造的“光子拓扑晶体绝缘体”——即光子版

本的拓扑晶体绝缘体，利用的是光子晶体中光子
能带的拓扑性质。通过光子拓扑晶体绝缘体，可
以相对容易地表征和测量体-旋错对应关系。

“我们的研究首次证明了可以通过体-旋错
对应关系来有效地检测拓扑晶体材料的拓扑性
质。”蒋建华介绍，通过体-旋错对应关系可以有
效地检测和区分成千上万的拓扑晶体材料，并确
定它们的拓扑指标。材料的拓扑指标就像学生
的学号一样，可以直接读出材料的拓扑分类和拓
扑物理性质。这是实验证实体-旋错对应关系的
重大价值和意义。此外，研究还发现，利用旋错
导致的光子局域态可以实现频率相当皮实、稳健
的光学微腔，其性能要比普通的亚波长光学微腔
要好很多。这样的亚波长微腔在应用上将会有
重要的价值。

“拓扑晶体材料的探索和研究才刚刚开始，
很多材料尚未被研究清楚。体-旋错对应关系的
发现揭示了拓扑晶体材料的一些基本物理性质，
为拓扑晶体材料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在
可预见的未来，人们会越来越多地利用体-旋错
对应关系去探索丰富多彩的拓扑晶体材料。体-
旋错对应关系就像一个尖锐的探针，可以有效地
探测拓扑晶体材料的本征性质。我们目前只是
在光子系统中做到了这一点。而电子系统中的
体-旋错对应关系的探测和表征尚未开始。”蒋建
华说。

苏大南大最新研究登上《自然》——

拓扑晶体材料研究打开一扇新大门

□ 本报记者 王 拓

单向驱动变为双向驱动，人工肌肉既
能收缩又能延长；电化学驱动应变效率显
著提升，人工肌肉可以举起大于自身体重
10 万倍的重物⋯⋯1 月 29 日，江苏大学丁
建宁团队与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达拉斯
分校雷伊·鲍曼课题组合作，在新一期《科
学》杂志上提出了一种新型高性能电化学
驱动人工肌肉，探索出了人工肌肉全新的
驱动机理。由此，人工肌肉的实际应用性
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人工肌肉是人们依照动物骨骼肌，设
计出的具有高输出应变、高输出能量、高输
出功率以及大负载能力的柔性驱动器。正
因为其体积小、运动自由度高、可以适应受
限工作环境，因此在柔性骨骼、柔性飞行
器、生物医疗、精准微创手术等领域都有着
广阔的应用前景。

早在2015年，丁建宁团队与雷伊·鲍曼
课题组等国际团队合作，成功将普通的橡胶
复合碳纳米管材料制成超弹性导电体。然
而此前，电化学驱动长期只能单向驱动。在
前期研究基础上，研究团队使用离子交换聚
合物改变碳纳米管纤维的零电荷电位，突
破了单向驱动瓶颈，实现了双向驱动。这
意味着，通过调整电压，人工肌肉不仅仅只
能收缩，还能“伸缩自如”，缩短或者延长。

研究也发现，通过将更多的自由水分子
吸附到纤维中，人工肌肉的驱动应变能力提
高了4倍。江苏大学博士胡兴好解释说，人
工肌肉对外界的输出效率和转化效率都能
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就相当于人工肌肉可
以轻松举起自身体重10万倍的重物。

然而，这种应变效应究竟来自哪里？
通过近三年的研究，课题组发现了一种完
全不同的驱动机理，原来，他们提出的这种
人工肌肉能够将更多的自由水分子吸附到
纤维中，使得驱动性能进一步提升。

响应慢、驱动小、单向驱动等，一直是
影响电化学碳纳米管纤维人工肌肉应用推
广的“卡脖子”难题。目前，丁建宁团队提
出的这种新型电化学人工肌肉已经可以基
本实现在一定频率范围内，驱动电压频率
增加但是应变一直增长的效应，“比如说在
仿生飞行器中，这样的柔性材料就能适应
飞行器高频响应的需要。”丁建宁表示。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为胡兴好博士，共同
通讯作者为丁建宁教授，丁建宁教授常州大
学团队共同参与。培育项目得到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共融机器人基础理论与关键
技术研究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的资助。

“蚂蚁举起大象”

人工肌肉驱动机理
实现新突破

2021年1月28日《自然》封面

在本期《自然》中，研究人员描述了一
种量化招聘歧视的方法，该方法能追踪招
聘单位在求职网站上的搜索行为，并用机
器学习控制招聘单位能看到的求职者特
征。研究人员在瑞士的一个求职平台上测
试了这项技术，发现移民和少数族裔候选
人比来自主体族裔的同等候选人被联系次
数要少 4%-19%。研究团队还发现，在男
性占主导的职业中，女性被联系次数要少
7%，而在女性占主导职业中也发现了与此
相反的趋势。研究团队认为，他们的工具
能以高成本效益、非侵入的方式持续监测
并减少招聘中的歧视现象。
综合《自然》官网及“自然科研服务”公众号

利用在线求职平台
监测招聘歧视现象

前沿

□ 本报记者 谢诗涵

数字化时代，城市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人
工作和生活的场所。无数的人与城市交织与
勾连，见证着复杂社会变迁，同时也孕育着人
类文明新生。从古中国人用斗拱木构营建城
市公共建筑、古罗马人用砖块建造的穹顶到如
今数字技术赋能城市设计，人们对于空间组合
形式的探索从未止步。

近日，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数字化城市设计
团队“城市设计数字化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项目斩获 2020 年度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实现了从设计到管控的全流程数字
化，同时也开启我们对未来城市设计的无限想
象。算法时代，人类该如何与数字共生？未来
城市图景又将会是怎样？空间是我们思考的
起点，而所有的疑团也都将在这里解开。

万物皆数，城市设计与数字技术相融

回望距今一千多年的古隋唐长安，在这座
世界级大都会中，象天设都、三城层环、六坡利
用、郊环祀坛，建筑层次错落，形式各异却达到
了和谐统一。大到龙首原瞭望体系的控制，小
到单个建筑物的开间，都有一套完整详细的规
则。“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城市设计’，它不
是一张总平面，而是对一个城市多尺度的三维
控制，构成一套空间美学规则体系。”首届“科
学探索奖”获得者、东南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
副院长杨俊宴接受《科技周刊》记者专访时表
示，从古至今城市设计一直都存在，城市规划、
建筑学和风景园林三大学科在城市设计中交
融，又被称为“三位一体”。从本质上讲，城市
设计关乎人地间的联系，包括人类活动与城市
形态的互动、公共建筑与山水间的布局关系等
诸多因素。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建国曾提出，城市设计
可分为四代范型，分别是传统城市设计、现代
主义城市设计、绿色城市设计以及如今的第四
代范型——基于人机互动的数字化城市设
计。“城市发展理念的变化并非完全迭代，而是
不断递进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给城市发展
带来范型迭代演进的重大契机。”

当今社会，在数字时代“三驾马车”——人

工智能、大数据和知识图谱的引领下，数字技
术进入井喷期。近 20 年来，在数字地球、智慧
城市、互联网乃至人工智能的日益发展背景
下，数字技术正深刻改变城市设计。以往在城
市设计调查分析或者管理实施阶段才零星出
现的数字化科技，演化成了贯穿始终的全数字
化过程。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可感知城市实
验室（MIT Senseable City Lab）的“实时新
加坡”项目为例，这个项目建立具有采集、分
类、细化数据功能的实时数据开放平台，能够
灵活反映城市活动，为公众提供城市及环境的
全方位实时信息。在这个平台上，城市各个管
理部门和运营商所掌有的实时数据相互融合，
并对公众开放，新加坡城市系统中的几乎每一
个细节，都可以随着用户视角的拖拽，自动可
视化呈现。

“狭义上理解的城市设计，是城市建设决
策者‘自上而下’对于城市发展建设的人工干
预；而广义上的城市设计，是指世界各个城市
角落中个体通过渐进、试错、累积、小规模等方
式营造的人居环境。”王建国认为，在“万物皆
数”的今天，“广义”和“狭义”城市设计的边界
正在消融，基于“多重尺度的全链体验性把握”
的城市设计编制和场所营造正在更新迭代我
们对于城市设计的传统认知。

“泛维城市”，构建“数字孪生”模式

当我们想要在一个城市中布局一片住
区，如何选择场地？是否会有人愿意居住？
周边的配套设施应如何布置？这一系列的问
题都可以通过数字化城市设计来解决。“在我
们过去的城市设计中，我们根据美学的设计
或者功能分区的要求去进行城市设计，尽管
诞生了很多漂亮的中国建设，却也出现无人
问津，甚至所谓‘鬼城’现象。这是因为城市设
计并没有和人的真实需求相结合，居住者无法
从城市环境中得到获得感。”杨俊宴补充，但在
数字技术下，同样更新或新建任何项目，我们
会在设计初期对周围居民进行大数据摸查，也
就是通常所说的“数字画像”。附近人的年龄
比例如何分布？出行习惯是怎样的？真实需
求是什么？“在了解这些相关数据后，城市设
计才能够‘见物又见人’。”

一草一木，皆有故事，城市的魅力不单
单是简单的美学问题，而是关乎城市背后的
形态建构逻辑和丰富维度。为此，东南大学
城市设计研究中心王建国团队提出“泛维城
市”概念，揭示了城市空间形态“一果多因”的
建构机理。杨俊宴表示：“信息社会，城市成
为数据的一个产出源，城市中每分每秒都在
产生大量数据。这些数据中有些可以被人
感知，而有些则被隐藏，但这一层又一层的
数据叠加、汇聚、互动和融合，最终构成了城
市社会。”

杨俊宴介绍，城市大数据有很多，主要可
以被分为四个维度，其中包括动态维度（如手
机信令等动态大数据）、静态维度（如建筑三
维空间等静态大数据）、隐性维度（如业态分
布、城市热岛、环境噪声等隐性大数据）以及
显性维度（如大众点评、美团、马蜂窝上的主
观评价等显性大数据）。每一物质空间的背
后都有大量数据在不停产出，整个社会成为
了一个数字化的世界。“当每件事物都有数字
化的形象与之对应时，也就构成了所谓的‘数
字孪生’模式。”

何谓“数字孪生”？ 杨俊宴解释，我们所
生活的真实世界是一个物质空间，而在赛博空
间中会有一个与其相对应的、如同镜面一样的
空间层。“在物质空间中的每一栋建筑、每一棵
树、每一次交流都会在赛博空间中找到对应，
并且赛博空间中的事物会伴随着物质空间中
的事物同步更新。利用好这一点，我们在城市
设计时就可以在赛博空间中先进行洞察分析，
甚至进行对未来的预测。”

据了解，东南大学杨俊宴团队今年初获得
2020 年度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的数字
化城市设计平台项目，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我
们充分运用 LBS 大数据、POI 大数据、街景人
工智能分析交互平台等数字化分析技术，将威
海市300多平方公里土地的三维地形、建筑物
和留用地等做成完整数字沙盘，集成四个维度
相关大数据，并将所有的规划设计转译为11.3
万条的智能规则。这样的数字化智能平台可
以及时监控城市建设项目的品质，并对未来的
趋向进行预判。应对可能出现的风貌危机，也
可以予以相应调整。”杨俊宴表示。

智能交互，借数字技术释放个体能量

数字时代正重新构建城市空间形态，而一
个个个体正用全新的方式更精确地测量和理解
我们的城市。德国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夫·库克里
克将此称为“微粒社会”，由于数字化进程的发
展，我们所有人都在一步步地进入精细解析的社
会，个体宛如微粒一般，在数字化的庞大图像上
一个个凸显。王建国认为，随着感知现实的精
度不断提升，我们将变得越来越单体化，我们所
使用的智能移动设备，手机中下载的支付、地图
等功能 APP，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正不断传
递着个体意见和差异化感受。城市设计者们对
大量个体“自由意志”进行数据采集、识别和决
策，进而转化为城市设计的重要决策参考。

为此，国际上多个从事数字化城市设计的
团队进行一系列研究，期以反映个体真实空间
活动和体验。譬如，自2010年开始，伊利诺伊
大学数字化空间分析研究实验室与北京大学
合作开展的一项研究，采用多种数字化方法，
对生活在北京和芝加哥近郊居民出行时空轨
迹进行精确化测定，从而探讨郊区化与个人活
动之间的关系。而在江苏省“宜居街区”的建
设试点——“阅江楼宜居街区”的项目中，东南
大学杨俊宴团队研发一套公众参与的数字平
台，坚持“一院一品”，耗费近一年时间深层次
了解附近居民需求。

“借助数字化，我们尽可能多地让个体意
愿真正参与到城市设计中来，从而打造宜居健
康的高品质生活空间。”杨俊宴始终认为，尽管
先进数字技术为我们的城市设计提供了无限
可能，但它依旧是作为一个工具来服务人。

“‘人机交互’的精髓在于，并不是用机器来替
代一切，而是让机器成为像自行车、汽车一样
的工具，使我们走得更快、更好。”

未来城市，每个地方都有能够与智能机器
交互的传感器，完全智能化控制，能够根据场
景的不同构建不同的环境，全智能化的城市或
不再是想象。杨俊宴畅想，未来的城市，智能
化特色会越来越明显。“未来的规划设计过程
将会呈现出全流程高效模块化特征，节奏会大
大加快，对于社会出现的弹性变化也会有足够
的预警和预测。”

人与数字交互共生人与数字交互共生

算法时代算法时代，，如何重构空间城市如何重构空间城市形态形态

多方案智能比选多方案智能比选

。。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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