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冬奥会的脚步渐行渐近，截至目前，北

京赛区 15块冰面已全部完成场地建设。除首都

体育馆外，其他所有竞赛场馆均在进行制冰设备

调试，将于今冬全部完成制冰。

首都体育馆快人一步，已成功制出北京冬奥

会首块由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制出的

冰面。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是当前冬

季运动场馆最先进的制冰技术之一，将在北京冬

奥会进行大规模应用。

体育场馆的大块冰面如何制成？二氧化碳

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到底有多先进？相比其他

制冰技术，它又有哪些优势呢？12 月 1 日，天津

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马一太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

作为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比赛场馆的首都

体育馆已于 11 月中旬完成制冰，冰面尺寸为 31

米×61 米。制冰过程中，多台二氧化碳压缩机

同时运作，冰板层里制冷管道内低温二氧化碳与

冰板混凝土进行换热，冰板混凝土温度逐步降到

零下十几摄氏度，制冷团队不停地在冰板上洒水

作业，冻成每层几毫米的冰面，经过很多次这样

的工序，厚度几十毫米的冰面才能冻结成功。

小到家用冰箱，大到商业冷库，所有制冷活

动的核心都是制冷机。制冷机主要由压缩机、冷

制冷原理像冰箱，制作细节见真章

号称当前最先进制冰技术之一的二氧化碳

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绝非浪得虚名。除去绿色

环保、易获取等属性外，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

冰技术还具有温度控制准、冰面质量优、制冰效

率高等优势。

这项技术之所以能够准确地控制制冰温

度，保证冰面质量，与其采用直接蒸发冷却密

切相关。

以往一些体育场馆制作冰面时通常应用间

接制冷，即载冷剂制冷的方式。间接制冷是指将

直接蒸发冷却得到的冷量通过载冷剂传递给冰

面以完成降温的过程。马一太介绍到，其优点是

对冰场地下埋管的强度要求很低，只要不漏液就

可以，通常可以用塑料管。耐压的部分都在制冷

机装置里。这对于临时的冰场，如舞台表演或冬

季冰雪嘉年华来说，是很好的选择。但对于应用

于正式比赛的冰场，它最大的问题是冰面的温度

不一致。因为通常作为载冷剂的物质，无论是盐

水还是乙二醇水溶液，都不是在一个比较固定的

温度放热，载冷剂管道一定有进出口温差。当进

出口温差过大时，冰面就会出现软硬不一的情

况，而要降低进出口温差，载冷剂的流量就要加

大，制冷的能耗也就上升了。

“此外，在大型比赛场馆的制冰中，制冰温度

需要非常准确，温差要控制在±0.5℃，相应的，

制冷设备中制冷剂的蒸发温度也要控制在一个

准确的温度（通常比冰面温度低 5℃—7℃）。”马

一太强调，加之在比赛中，冰场附近有运动员、教

练、裁判、服务人员和数量不等的观众，冰面上还

有照明和空调，同时室外的环境温度也在变化。

这些因素都提升了维持冰面温度的难度。

“直接蒸发冷却是制冷剂在冰场地下管道中

直接蒸发，传热系数和制冷效率都很高，并且原

则上能够将温度控制在一个固定值，加之用泵供

液实现倍率循环，可将温差控制在±0.5℃，冰场

各处温度基本一致，这对于像周长约 400米的大

道速滑尤为重要。”马一太说。

同时，二氧化碳跨临界直接蒸发冰场的冷热

综合利用能效比较高，制冷过程中排出的余热还

可以回收，满足运动员生活热水、融冰池融冰、冰

面维护浇冰等能源需求。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将向全世界展示绿色

奥运先进理念，同时也必将推动我国和世界的制

冷技术达到更高的水平。”马一太说。

省去制冷“二传手”，温度易控效率高

实习记者 娄玉琳

万物有科学

二氧化碳在制冷领域并非“新贵”。事实上

由于其简单易得、价格低廉，早在 100多年前，欧

洲刚出现蒸气压缩式制冷技术时，二氧化碳就被

作为制冷剂使用。

但随着人工合成制冷剂技术的发展，二氧化

碳逐渐被临界温度高、易液化的人工合成制冷剂

氟利昂所取代。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国开

始意识到臭氧层破坏和温室效应两大环境问题

与人工合成制冷剂有关，纷纷开始停止其使用。

“根据 1987 年国际社会签订的《蒙特利尔议

定书》，我国在 2010 年前，已经淘汰了对臭氧层

有严重破坏力的制冷剂，有代表性的是氟利昂

R12；到 2030 年，我国还将淘汰对臭氧层有轻微

破坏力的制冷剂，有代表性的是氟利昂 R22。”马

一太介绍说，“2016年，全世界 197个国家签订的

《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要求发达国家

到 2035年，发展中国家到 2045年，逐年削减强温

室效应的合成制冷剂使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

目前大量使用的 R134a、R410A 和 R507等，这些

制冷剂虽然不破坏臭氧层，但产生的温室效应强

烈，1 公斤制冷剂产生的温室气体相当于数千甚

至更多的二氧化碳当量（1 公斤二氧化碳的二氧

化碳当量是 1）。”

由于人工合成制冷剂存在种种弊端，使得二

氧化碳这一“元老级”制冷剂又重回人们视野。

马一太说：“二氧化碳作为大气的组成成

分之一，不会对臭氧层产生破坏。二氧化碳虽

是温室气体，但温室效应远低于其他人工合成

制冷剂。”

正是由于二氧化碳制冷的这一环保属性，此

次冬奥会北京赛区的 15 块冰面中将有 7 块采用

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这使得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将成为历史上首次大规模使用二

氧化碳制冷剂的奥运会。

“元老”制冷剂复兴，北京冬奥显身手

凝器、膨胀阀、蒸发器 4个部分组成，其中的关键

物质就是制冷剂，不同的制冷剂可以达到的最低

温度也不同。

马一太向记者解释了制冷机的工作原理，首

先是气态制冷剂进入压缩机，通过压缩机的压

缩，制冷剂温度升高；然后，这种温度较高、压强

较大的制冷剂蒸气进入冷凝器，在这里高压蒸气

放热变成高压液体，热量在这一环节通过冷凝器

排到外界或进行余热利用；接着高压液体通过膨

胀阀的降压，变成低压蒸气加液体的混合物进入

蒸发器；最后，液态制冷剂在由于压缩机的抽吸

作用而保持很低压强的蒸发器中迅速蒸发变成

气体，吸收热量，温度降低，此时如果周围有水就

会冻结成冰。最后变成气体的制冷剂又被吸入

压缩机，进入下一个循环。

“二氧化碳可以像氟利昂或氨一样作为制

冷剂，它的制冷循环原理与普通制冷剂基本相

同，都是蒸气压缩制冷（或热泵）循环，但是在

细节上又有所不同。”马一太介绍说，通常二氧

化碳液体罐中储存有较多的液体二氧化碳，通

过二氧化碳泵，以制冷需求量的 1.5—2.5 倍供

液，可以保证冰场各处的温度更均匀；压缩机

多为数台，实际应用时可根据制冷量的变化控

制开启台数；由电脑控制的电子膨胀阀可根据

制冷量大小以及环境温度变化精确地控制二氧

化碳蒸发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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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中学时就知道，氢原子是元素周期表里最轻的元素，它

也是宇宙中最早诞生、数量最多的元素，数量占比达到91.2%。氢的

性质活泼，燃烧后形成水，因此氢能源也是备受期待的清洁能源。

不过，氢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干净”，它曾经让美军造价为

3600 万美元的油轮以一个月 140 艘的速度沉没，让加州海湾大桥

差点报废，并且阻止氢能源汽车成为主流。

为了驯服这个顽皮的元素，甚至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学科分

支。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奇异元素你不知道的另一面。

让轮船开裂沉没的凶手——氢

二战时，为了运输士兵和物资，美军建造了数千艘油轮——自

由轮。不过，自由轮很快成了灾难片现场。

在 2710艘自由轮中，近 1500艘出现了严重的裂缝。在寒冷而

又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一些自由轮甚至断成了两节。自由轮在当

时的造价是每艘约 200 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 3600 万美元。这种

沉船速度为美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二战后，美国物理学家乔治·兰金·欧文利用自由轮的数据进

行了研究，终于找到了让轮船开裂沉没的凶手——氢。

原来在 20 世纪初，一些新的焊接技术被发明了出来，比如手

工电弧焊和焊条焊接。电焊时，电弧或乙炔燃烧的热量会熔化金

属，让两块金属连在一起。

在电焊技术出现前，拼接轮船的金属板用的是铆接技术。铆接

技术有不少缺点，比如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的技工才能操作，这让铆

接工的成本占到轮船组装人力成本的三分之一。此外，铆接时需要

把几块金属板交叠，这不但会增加船体的重量，还会增加成本。

由于缺乏熟练的铆接工，美国相关机构要求美国的造船厂用

焊接替代铆接。在 1941—1945年，美国的 18个造船厂就用焊接技

术为美军制造了 2710艘自由轮。

但是，当时人们不知道的是，焊接时会产生单原子氢，而单原

子氢会钻入金属中形成氢气。

氢气在金属晶粒附近聚集起来，破坏金属的结构，让金属胀气

变脆。有时氢气在金属内能累积形成 18.7 兆帕，也就是地表气压

187 倍的高压。这个现象被命名为氢脆。此外在高温下，被钢铁

吸收的氢原子还可能和钢材中的碳原子形成甲烷气体，使钢材脱

碳变脆，这被称为氢腐蚀。

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生氢脆和氢腐蚀的焊接部位很容易开

裂。油轮运输的重物和海浪的拍打会加速裂痕的扩张。更可怕的

是，已经发生氢脆的金属表面看起来和普通金属没有什么不同，不

会引起制造和使用者的警觉，这就增加了氢脆的危险性。

无法彻底消除只能防微杜渐

在把自由轮开裂归因于氢脆后，欧文开创了断裂力学和材料

强度的学科分支，建筑业和制造业也终于开始重视这种邪门的元

素了。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现在，研究者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氢脆的原

理，也无法预测材料在何时何处会出现氢脆，因此最好的方法还是

预防。

现在出现了一种叫作低氢焊条的材料，它可以减少单氢原子

的产生，适用于焊接高强度的钢材。

当然，有时氢是在制造过程中扩散到金属里的。电镀和清洗

的过程也可能会产生单原子氢，这些单原子氢就有可能污染金属。

比如，为了防腐蚀，一些螺栓常会做一层镀镉。在镀镉的时候

就有可能产生单原子氢。因为镀镉的问题，美国空军设立了低氢

脆性镀镉的标准，要求承包商遵照执行。为了去除氢，螺栓的供应

商通常在镀镉后会对螺栓进行烘焙（如在 24℃的环境中烤数小

时），让氢气从螺栓中逸出。

在氢的真面目被“揭发”后，如今氢脆引发的大灾难比较少见，

但也并未彻底消失。

2013 年，美国的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为即将到来的通车

进行测试。这座大桥是加州历史上最昂贵的公共建筑，也是被吉

尼斯世界纪录收录的最宽的桥。不过，在通车前的测试中工程师

发现，负责把桥面架设在水泥柱上的保险螺栓在测试运行两周后

就出现了裂痕。在测试中，96个保险螺栓中有 30个坏掉了。后来

发现，这就是氢脆引起的。这让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险些变

成美式断桥。

氢的讨厌性质也成了氢能源广泛使用的最大阻碍之一。

氢气虽然不能被金属直接吸收，但在某些条件下（如高压），金

属表面的氢气分子会拆解成两个单原子氢，然后被金属吸收，引发

氢脆。换言之，用金属材料长期储存高压氢气就相当于养了个不

定时炸弹。

虽然氢气的燃烧产物只有水，但氢带来的这些麻烦使能够安

全压缩氢气燃料的商业技术难产，也导致氢气运输管网成本的居

高不下，氢能源汽车也没有成为主流。

（来源：《万物》杂志官方微信“把科学带回家”）

让巨轮断裂、大桥损毁

宇宙第一元素居然如此邪门

七 君

本报记者 刘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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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的冰北京冬奥会的冰，，竟用温室气体制造竟用温室气体制造
将是奥运史上首次大规模使用二氧化碳制冷剂

有一种等待叫望穿秋水，有一种寒冷叫忘穿

秋裤。

如今气温日渐下降，全国各地已现初冬景象，

冷感正咄咄逼人。

11 月 26 日，记者采访了湖北农业气象专家黄

智敏，请他说说冷感的理儿。

黄智敏说，人体的冷感与空气水分、风速、蒸

发等都有关。水的变态及各种气象要素，紧密地

掺和在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中，可能导致冷感错位。

湿冷要比干冷冷

让我们将长江中游的武汉与纬度比之高 10度

的北京做一番比较。历年北京元月平均气温会比

武汉低 7.5℃左右，但人们却觉得北京没有武汉

冷。这是为什么呢？

究其原因，武汉的绝对湿度（空气中单位体积

内所含的水汽质量）与相对湿度（空气中实际水汽

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汽压的百分比）都比北京大

得多。

空气湿度大意味着人体表裸露部分（如头部、

手部）所含水分更多，而水的导热率比空气大很多

（水为 4.18，空气为 0.002508），有利于人体热扩散，

加之水分蒸发需要消耗人体热量，因此人的体温

就会降得快。

同时，武汉冬季的日照时数比北京要少得多，

缺少阳光直接照射，人处在较多阴湿天气里就会

感觉武汉比北京天气冷。

综合上面各种因素，人们就会觉得似乎武汉

比北京的气温还低。

化雪要比下雪冷

民间谚语有云：下雪不冷，化雪冷。这又是什

么道理呢？

在同一地方，一般下雪的时候由于冷暖空气

相互对峙，通常风速较小，人体表面水分蒸发慢，

耗热少；同时天空云层密布，地面虽然会辐射冷

却（指物体通过辐射散热的过程），但云层的“逆

辐射”又会将部分热量反馈回来；同时空气中的

水汽凝结时，也会释放出潜能热量，使地面或近

地层空气获得部分热量。因此下雪的时候反而

不会觉得冷。

可是在下雪后天气转晴的夜间，天空往往一

碧无云，地面与近地层空气辐射冷却强烈，使气温

比下雪时更低。在次日初晴时，雪融又会消耗空

气周遭的热量，还残存的冷平流也会带来一定的

风力，使人体水分加快蒸发，致使体温下降。这样

人们就会觉得化雪要比下雪冷。

这些情况下你也会觉得冷

还有哪些情况会让你觉得冷呢？

城市内楼房林立，风小散热慢，加之工厂、居

民生活等排热，气温比乡村高；相反乡村空旷，空

气流通，风速较大，加之一些绿色植物蒸腾或水面

蒸发耗热较多，气温便相对较低。

此 外 ，如 果 天 气 由 晴 转 阴 ，再 缓 慢 降 下 雨

雪 ，温 度 降 幅 较 小 ，人 们 在 生 理 与 心 理 上 容 易

适应，就不会觉得特别冷；反之，天气迅速转雨

雪，骤然降温，体表相对湿度陡升，人体受风吹

急剧蒸发耗热，在生理与心理的感受上就会觉

得更冷。

南方气温高于北方，为什么却让人感觉更冷

号称当前最先进

制冰技术之一的二氧

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

技术绝非浪得虚名。

除去绿色环保、易获

取等属性外，二氧化

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

术 还 具 有 温 度 控 制

准、冰面质量优、制冰

效率高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