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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路軌安全 守護鐵路乘客

倪一清研傳感器屢獲國家大獎
【香港商報訊】特約記者呂少群、
記者文毅報道：香港理工大學的 「國
家軌道交通電氣化與自動化工程技術
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是國家科技
部批准在港設立的六個工程分中心之
一。成立 5 年多以來，該中心在土木
及環境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倪一清帶領
下，關注面從地鐵、高鐵擴展到磁懸
浮列車，開發了控制高鐵列車振動的
技術以提升鐵路安全水平。有關技術
除應用於國家高鐵項目，包括京滬高
鐵，也應用於新加坡和巴西地鐵系
統，實踐 「科學報國、科研為民」
的初心。

倪一清與本港及內地人員測試列車減振效果。

光纖傳感器監控軌道風險
人們搭列車，有時會覺得振動很大，原因是車輪出
現扁疤，傳感器的作用就是發現哪些車輪出現了扁
疤。2011 年，倪一清團隊研發的光纖光柵傳感器安裝
於路軌上，協助維修人員追蹤列車和路軌情況，適時
維修，保障乘客安全。
2014 年，其團隊發明智慧阻尼技術，通過電力多寡
降低不同車速產生的振動。在京滬鐵路上，新型阻尼
器可應付達 380 公里最高時速，亦可在一般時速運用
自如，既令旅客舒適，又可延長列車壽命。
加入理大第 20 個年頭的倪一清，致力結構健康監
測、結構振動與控制、智慧材料與結構，以及傳感器

倪一清致力研究各類傳感器，讓高鐵成為智慧
化產品。
技術等領域的研究。

期待傳感器成列車一部分
近年他帶領團隊，進一步採取三維射頻識別技術、
超聲波等手段，監測路軌磨損以至脫軌風險，並用以
監測地鐵、城軌和高鐵軌道運作。他表示，未來將運
用大數據建立數據庫，高效快速地防患於未然。更進

一步是研究不同功能的材料和傳感器，更好地服務人
們。
理大近年獲創科局等政府部門委託研發智慧傳感，
又獲研究資助局撥款 800 萬元帶領香港城市大學等院
校研究多通道長距離傳感器。為減振降噪，又研究吸
收電磁波做能量，以至應用無線頻辨識儀傳感器去監
測軌道變形情況。為此，團隊分別在廣州及溫州地
鐵、上海及長沙磁懸浮等線路做測試。
理大近年開展的項目，包括列車軸承傷損軌旁聲
學診斷技術研究、超高速磁浮車輛關鍵氣動檢測技
術研究、廣汕高鐵大跨度階段預製拼裝混凝土斜拉
橋關鍵技術及智慧化研究、溫州市域鐵路高架路減
振降噪綜合技術研究項目現場監測。長遠而言，倪
一清期待傳感器成為列車的一部分，不需要分開安
裝，他相信這樣才能令高鐵成為一個智慧化的產
品。

發起灣區軌道交通協同中心
除了鐵路工程發展，倪一清的研究成果亦應用於保
障橋樑和航道安全方面。他參與香港青馬大橋及昂船

5 男涉販毒落網包括 2 青少年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警方上周展
開反毒品行動，分別在紅磡、荃灣和黃大仙銀鳳街
拘捕5名男子，其中兩人仍未成年，檢獲海洛英、
可卡因、霹靂可卡因及氯胺酮等毒品，總值 1780
萬元；警方呼籲家長在暑假期間應多留意子女是否
接觸不法分子被利用販毒，別讓子女誤墮法網。
毒品調查科高級督察陳熾華表示，根據線報及
深入調查後，在上周五(9 日)展開兩項反毒品行
動，當日下午 3 時許，警員持法庭搜查令突擊搜
查紅磡一個酒店房間，當時房內有一名 17 歲男
子，搜出 17 磚共重 6.8 公斤海洛英，以及 13 包以
茶葉袋包裝共重 13 公斤的氯胺酮，市值約 1430
萬元。警員將該名男子拘捕，涉嫌 「販運危險藥
物」。其後警員在同日掩至荃灣一工商大廈單位
搜查，再拘捕 3 名(16 至 20 歲)男子，涉嫌 「串謀
販毒」。

警方檢值 1780 萬毒品
陳熾華稱，在酒店中被捕的 17 歲男子報稱無

業，已被暫控一項 「販運危險
藥物」罪，將於今日在九龍城
裁判法院提堂。其餘被捕 3
人，16 歲男子為一名學生、
另外兩人報稱無業和任職倉務
員，他們已獲准保釋候查，須
於下月中旬向警方報到。
在同日下午 4 時，另一隊
警員到黃大仙銀鳳街一唐樓
外截查一名目標男子，在其
手持的一個環保袋內，搜出
約重 940 克可卡因及約 7 克霹
靂可卡因，警員將他拘捕後
到其租住的單位內，再搜出
共重約 1.7 公斤可卡因、12 包約 260 克霹靂可卡
因、少量冰毒，約 2 萬元以及一批製毒工具，
毒 品 市 值 約 350 萬 元 ， 被 捕 39 歲 男 子 報 稱 無
業，涉嫌 「販毒」及 「製毒」今日在九龍城裁
判法院提堂。

研究人員在列車軌道安裝傳感器(圓圖)。
洲大橋的結構健康監測系統設計，亦為港珠澳大橋設
計溫度傳感器以監測這條全長 55 公里、8 車道的全球
最長橋隧組合跨海通道的安全。
多年來，倪一清應邀為廣州塔、深圳證券交易所總
部等大型基建建築物，進行全壽命期的健康監測。
「廣州塔工程關鍵技術」項目為他贏得 2016 年國家科
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近年亦獲得中國振動工程學會
科學技術獎。
在倪一清推動下，由理大與深圳大學發起，聯同中
山大學、廣州大學、澳門大學以及英國倫敦帝國學
院、伯明翰大學等 12 間大學和企業，成立 「粵港澳大
灣區軌道交通協同創新中心」，希望透過共同合作，
充分發揮彼此優勢，實現資源共享、聯合共贏。
身為理大鐵道工程跨學科研究召集人，倪一清特
別強調跨學科合作，五年來帶領團隊與校內工業及
系統工程學系和航空及民航工程學系等八個學系開
展合作，透過科研協作，為建設更安全社會一齊努
力。
( 「港創科 創科港」 由本報和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合
作推出)

灣仔警區掃黃拘 68 人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灣仔警區在上周五(9 日)展開代
號 「驅霆」大型掃黃行動，動員逾百警力，搗破 16 個位於灣仔和銅
鑼灣區的按摩場所，大部分有提供性服務，行動中拘捕 68 名男女，
包括集團主腦和骨幹成員，檢獲 50 萬元現金；警方指相信已肅清區
內賣淫場所。

無廣告牌裝鏡頭圖避警

案中檢獲大批毒品及毒品包裝工具。
陳熾華表示，留意到被捕人士中兩人未成年，
相信是透過社交媒體接觸到不法分子，毒販趁暑
假期間青少年心急 「搵快錢」，以金錢引誘，令
年輕人誤入法網。他呼籲父母與子女應多作溝
通，如有需要應尋求老師或社工的協助。

灣仔警區總督察(刑事)及署理行動主任何兆東表示，在本年初進
行情報搜集，留意到不法分子趁租金低迷在灣仔和銅鑼灣一帶租用
低設防式的商住大廈，在樓上單位開設無牌按摩場所，並提供性服
務。為逃避警方執法，單位外無廣告牌，且在大廈外圍和走廊等公
眾地方安裝閉路電視鏡頭監控。經情報分析後，相信絕大部分按摩
場所都有賣淫活動進行，在上周五(9 日)展開代號 「驅霆」行動，搗
破區內 16 間樓上賣淫處所，拘捕 3 男 65 女(19 至 61 歲)，當中 4 人是
屬於 3 個賣淫集團的主腦、6 人是集團骨幹成員，另外 58 人為性工作
者 (19 至 46 歲)， 涉 違 「控 制 他 人 為 目 的 使 其 與 他 人 進 行 非 法 性
交」、 「僱用不可合法受僱人士」、 「協助經營賣淫場所」及 「違
反逗留條件」等罪。行動中檢獲超過 50 萬元港幣和外幣，相信是賣
淫收益，大量按摩油、避孕套、數簿和價目表等證物。

善為至寶，一生用之不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