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 果

◎本报记者 华 凌 本次极寒测试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全气候

动力电池、低温增焓空调、全气候整车控制等核心关键技术

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为新能源汽车突破严寒禁区奠定

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孙逢春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BREAKTHROUGH

◎本报记者 陈 曦 通讯员 王淑琪

不同于夏季奥运会，冬奥会举办期间，气温

低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这意味着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的低温环境将给新能源汽车的启动、

续航等提出更高要求。

面向冬奥环境的应用需求，在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高性能纯电动

大客车动力平台关键技术及整车应用”项目的

支持下，由北京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北理工）教

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逢春指导，北理工电动

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林程带

领的项目团队自主研发的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

产品——全气候动力电池，可在极寒环境下提

供强劲动能，为新能源汽车装上了一颗抗冻

“心脏”。

“电池的化学反应需要一定温度，所以电动

车在-10℃环境里如果不采取相应措施就没法

工作。为解决电动汽车在极寒环境充电困难、无

法启动等问题，我们研发的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

产品采取内置加热膜片的方式，使电池出现第三

极，即加热极，可在环境温度-40℃状态一键加

热，实现快速自加热与冷启动。”林程在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介绍，为了解决电动车在严寒环境面临的

系列难题，北理工、荣盛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理工华创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理工华创）、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

项目团队成员共同研发了全气候电池系统。其

原理说来有些“剑走偏锋”，在极低温环境下，让

电池利用仅剩的一点能量，给自身加热。其工作

过程相当于内部快速短路，从而使电池迅速变

热，将自己激活。

2018 年严冬，内蒙古海拉尔天寒地冻，只见

由林程团队开发的电动汽车在白雪皑皑的道路

上行驶。经过测试，车辆在-40℃的低温环境下

静置 48小时后，启动电池加热，电池系统每分钟

升温 4℃，消耗能量占总能量的 5%。

2019 年同期，林程团队在海拉尔继续组织

车辆冬季试验，电池系统每分钟升温 7℃，消耗

能量占总能量的 5%，空调制热能耗降低 40%。

2020 年初团队又进行了一次冬季试验。截

至目前，北理工牵头的项目团队开发的锂离子动

力电池系统产品在海拉尔成功完成 3 次全气候

动力电池极寒环境试验，自加热速率指标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林程指出：“这是一整套创新体系，涉及很多核

心技术，团队不仅对加热系统的控制策略和理论展

开研究，如加热片材料选择优化、加热回路研发和

加热策略的研究，还要与整车控制联合起来。目

前，全气候动力电池系统整个工作原理验证工作已

完成，并成功研发出电池系统产品样机。”

项目团队开发的全气候锂离子动力电池系

统产品，系统能量突破了 155 瓦时/千克，可以通

过一键加热技术在 5分钟左右将-30℃的动力电

池快速加热到正常使用状态，加热能耗不高于

5%，车辆可以正常启动和行驶。整车产品已经

获得产品公告并投入试验示范应用。

开发加热极，实现-40℃环境一键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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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 青 通讯员 郑望舒

能深海养鱼又可旅游，这样的半潜式深远海

智能养殖旅游平台真来了！5 月 8 日，由中国科

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以下简称广州能源所）研

发设计的半潜式深远海智能养殖旅游平台签约

建造仪式在中国船舶集团广船国际（以下简称广

船国际）举行。

本次商业订单的签约建造，标志着广州能源

所半潜式深远海智能养殖旅游平台技术产业化

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是我所成果转化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的一个代表性贡献。”广州能源所副所

长孙永明说。

深海养殖亟须科技力量
支撑

近年来，我国海水养殖产量和海产品需求量

均呈增长态势，但海水捕捞总量不断降低，养殖

产量增速放缓。2020 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

显示，我国海洋水产捕捞量从 2015 年的 1435.74

万吨减至 2019 年的 1217.17 万吨，同期海洋渔业

养殖产量从 1796.56 万吨增至 2065.33 万吨。同

时，海水养殖产量的增长比例从 2015 年的 3.7%

减小为 2019年的 1.68%，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传

统海湾养殖空间已趋于饱和，发展受限。因此，

开发新型海洋渔业养殖技术与装备，使海水养殖

由港湾和近海走向开阔海域，已成为发展的必然

选择。

然而传统养殖网箱因能源供给匮乏、抗风浪

能力差、无法搭载现代化养殖设备等问题迟迟无

法走出港湾。过度的近海养殖导致的水体污染、

鱼病多发等问题，都亟须科技力量支撑并引导其

绿色高质量发展。

“为解决现阶段传统海上养殖缺能源、缺平

台、缺装备的难题，我所基于 40年的海洋能开发

经验和积累，成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半

潜式波浪能养殖旅游平台，并获得了中国、欧盟、

日本和加拿大等发明专利授权。”孙永明说。该

平台将半潜式波浪能发电技术与深海养殖、海上

旅游相结合，是一个集波浪能发电、养殖、旅游、通

讯为一体的半潜式海上渔业综合平台。

提高了波浪发电的可靠
性和稳定性

半潜式深远海智能养殖旅游平台的诞生，关

键之一在于解决了利用波浪能发电的难题。

“大海波浪蕴含着巨大能量，如果把波浪能

量提取转变成电力，既可解决海上用电难题，也

可支撑海上平台运转。”长期从事海上新能源平

台研发工作的广州能源所海洋能研究室主任盛

松伟研究员表示。

但将波浪能转换为电能，谈何容易？经过

多年研发，盛松伟和团队成功研制出鹰式波浪

能发电装备。“该装备能提高发电的可靠性和

稳定性，实现小浪况下间断发电、大浪况下连

续发电，并能快速组建海上漂浮式防波堤。此

外，鹰式装置在拖航时，水阻小、稳定性好，可

满足远距离投放要求。”盛松伟介绍说，在此基

础上，他们相继攻克了稳定平台技术、锚泊系

统等技术难题，研发出半潜式波浪能养殖旅游

平台。

2019 年 6 月，由盛松伟团队所研发的、我国

首台半潜式波浪能养殖旅游平台“澎湖号”建成，

当年 8 月投放到广东大麟洋海洋生物有限公司

珠海蜘洲岛养殖渔场，至今已连续运行 1年半以

上，成功进行了金鲳鱼、石斑鱼多种鱼类的渔业

养殖示范。

“‘澎湖号’的能源自给自足，全部来源于海

上可再生能源。拥有 20 人居住空间，搭载有海

水淡化、污水处理、热水器等生活设备，配备了自

动投饵、鱼群监控、水质监测和活鱼传输等现代

化渔业生产设备。”盛松伟说。

台风“偏爱”广东，如何在恶劣海况下安全生

产是深海养殖必须解决的问题。“澎湖号”运行 1

年多里，经历 2个夏季多个风暴及 1次 14级台风

正面袭击，装置在风暴中锚泊牢固、姿态平稳、监

控正常，无网箱内鱼群死亡现象发生。

在开展渔业养殖的同时，“澎湖号”积极推进

海上休闲渔业活动。截至目前，其已累计接待参

观旅游 3000余人次。

集科普、潜水、冲浪、救
助等于一身

本次开工的项目由广州能源所研发设计，长

80米、宽 30米、高 18米、养殖水体约 3万立方米，

入级中国船级社，采用钢质半潜结构，日常由海

洋清洁能源供电，四角锚泊定位，具有良好的抗

风浪能力。建成后将是广东省首个商业化大型

半潜式养殖旅游综合平台。

该平台由广船国际承建。广船国际近年来

充分发挥其装备建造的技术优势，积极投身于粤

港澳大湾区经济建设，在海洋养殖产业领域持续

加大了科研力度。

项目交付后，将投放于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

附近海域，开展渔业养殖和休闲旅游活动。“平台计

划年底下水，将主要从事石斑鱼、金鲳鱼、军曹鱼和

鮸鱼等高附加值鱼种的水产养殖。”阳江恒邦渔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葛胤圻表示，在水产养殖的同时，

结合阳江海陵岛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半潜式平台稳

定宽阔的甲板空间，将把其打造为集海洋科普、潜

水、冲浪等休闲渔业活动和海洋救助、海上看护为

一体的海上基地，带动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目前我们已完成多个型号的半潜式波浪能

养殖旅游平台的定型设计，接下来还有多个平台

在广东乃至全国各地落地生根，为我国海洋经济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和海洋环境保护贡献力量。”

盛松伟说。

能养鱼可旅游，半潜式综合平台发掘深海潜力

关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关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②重点专项②

显然，电动汽车要满足冬奥会的应用需求，除

了要能够在低温环境下启动、续航和有效使用外，

还要充分考虑冬奥会河北赛区以山区为主的地形

地貌，解决山路、冰雪路面汽车的安全行驶问题，此

外，电动汽车还需要具备较高的智能驾驶水平等。

“在冬奥会上亮相的电动汽车必须形成技术

高地，展示新一代电动汽车的核心技术，引领行业

发展方向。耐寒、强劲的动力系统、智能驾驶功能，

将是冬奥会电动汽车的三大核心亮点。”林程表示。

为达到冬奥会新能源汽车应用要求，理工华

创通过产学研融合研发，将高性能全气候电动汽

车关键技术应用于冬奥环境中的纯电动大客车

面向冬奥会需求，展现三大核心技术亮点

开发，目前这项成果已经具备量产条件。

据介绍，在冬奥会电动汽车的动力方面，理

工华创发明了“新型双电机驱动系统”，开发出了

电动汽车无动力中断高效一体化动力驱动技术，

该技术紧扣商用车实际应用需要，研发出的成果

结构精简紧凑，扭矩输出能力强、比功率密度高、

节能潜力大。这在国内系首创，该技术既能实现

自动换挡，又能保证电力不中断，大大提升了电

动汽车性能。

不仅如此，冬奥会电动汽车上还安装了理工

华创研发的智能网联整车控制器，能够和互联

网、车内的组件网络无缝连接，具备整车控制、远

程诊断、蓝牙诊断、远程 FOTA、无线标定功能，

具备多重加密及握手机制，保障通信及文件的安

全。电动汽车可通过 4G网络上传车辆状态及故

障，实现远程诊断和更新程序。

“按照团队设想，未来车走到任何地方，内部

每一块电池、每一块回路的信息，都能够实时到

达监控中心、管理团队和整车企业，以便实现科

学监控管理，提前预判故障。”林程说。

2020 年初，在内蒙古牙克石中汽中心呼伦

贝尔冬季汽车试验场开展冬奥会新能源汽车技

术 极 寒 环 境 试 验 中 ，林 程 团 队 将 整 车 静 置

于-30℃以下的极寒环境中，在 40 个小时后，整

车被冻透。现场试验数据显示，福田 12 米电动

大客车、宇通 7 米中型客车、北汽新能源电动小

客车三类车型可实现 6分钟快速自加热启动，升

温速度每分钟超过 5℃，低温启动环节电池加热

能耗不高于 5%，车辆行驶过程无须再给电池加

热。福田客车低温增焓空调制热试验，实现 30

分钟内整车车厢温度从-30℃提升到 19℃，而目

前常规车用的热泵空调在-15℃的环境中将无

法启动。三类车型顺利通过全气候动力电池低

温加热、空调制热、除霜及冰雪条件下的爬坡、加

速、制动、能耗等系列试验。

在测试现场研讨会上，孙逢春院士表示，本

次极寒测试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全

气候动力电池、低温增焓空调、全气候整车控制

等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为新能

源汽车突破严寒禁区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未来新能源汽车将无惧超低温严寒，并且能够保

持与常温状态下几乎相同的续驶里程。

林程告诉记者，目前已经开展全气候新能源

客车的小批量生产，并在北京延庆等地区试跑。

如果全气候电池技术得以广泛应用，我国电动汽

车将有望普及到西北、东北等高寒地区，甚至出

口到俄罗斯及北欧国家。

北京市科委官网显示，经过多年技术攻关，

该项目团队在完成全气候电池技术原理验证的

基础上，集成全气候电池系统、智能整车控制器、

动力电池一键加热控制系统、无动力中断两挡电

驱动总成、低温增焓空调、航空气溶胶车体保温

材料等多项创新性产品，并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纯

电动汽车无法充放电、整车无法启动、空调能耗

高等技术难题。整车能耗较现有同类车型在运

行工况下降低 20%，电池系统可在-40℃至 60℃

超宽环境温度下正常运行。

预计到 2022 年，具备高性能和全气候工作

模式的电动汽车将展示在世人面前，有望成为北

京冬奥会上的一道靓丽风景。

实现量产，能耗较现有同类产品降低20%

科技日报讯（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戴琳 吴芝滨 马立）5月 8日，湖南

张家界张吉怀铁路施工现场，在诸多业内专家见证下，中铁四局领衔，中

南大学等高校及多单位参与研发的 WPZ-500 型无砟轨道智能铺轨机

组，顺利将一对 500米长钢轨铺设完成。据悉，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套

无砟轨道智能铺轨机组，同时也是它的公开作业首秀。

WPZ-500 型无砟轨道智能铺轨机组，由长钢轨智能化分拣车、推送

车、滚筒回收车和牵引车等四大智能设备构成。装备集合了轮胎、轮轨和

履带走行于一体，充分运用了智能机器人、物联网、大数据、激光扫描精确

定位、AGV 自动循迹等高新技术，能智能完成长钢轨精准牵引和推送，滚

筒精确布放，及滚筒自动回收、堆码、倒运等系列工序。

以滚筒抽取工艺为例。传统施工中，滚筒拾取人员需利用撬棍将钢

轨撬起，配合人员将滚筒从轨底取出，再放置小台车中拖走。施工中，不

仅人员受伤风险较高，还存在小台车在坡道上拖拉行驶费力，以及小台车

溜逸风险。采用长钢轨智能滚筒回收车后，这些高风险工作就由机器人

替代。而四大组件构成的全套装备，可实现各环节中风险性人工操作步

骤的全替代。

中铁四局八分公司总工程师管新权介绍，该智能化装备为校企合作

的研发团队，依托张吉怀高铁建设及“翟长青全国劳模创新工作室”，开展

无砟轨道智能铺轨设备技术研究的最新成果。机组在作业控制、辅助控

制、远程运维、施工组织等方面进行智能化升级后，相较传统铺轨方式，可

节约辅助作业人员 63%，机械化程度提高到 90%，有效减少了用工数量，

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极为适合劳动力缺乏、高寒、高海拔等特殊地区的

施工作业。

另据悉，张吉怀高速铁路线路纵贯了我国第一个先行先试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武陵山区，连接着武陵山区内张家界、吉首（凤凰）、怀化区域中

心城市，线路全长 246千米，设计速度每小时 350千米。因沿线风景旖旎，

被誉为“最美扶贫高铁”。建成通车后，怀化到张家界列车运行时间，可由

3.5 小时缩短至 1 小时左右，这将大幅推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加速沿

线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目前，张吉怀高铁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预计年内

开通运营。

我首套无砟轨道

智能铺轨机组首秀

“我觉得咱们可以利用这次智能电网调度控制系统（D5000）升级改

造的机会，将其与开发平台对接，更好地捕捉故障时刻线路电流变化，提

升故障查找处置效率。”4 月 27 日，国网天津宁河公司调控中心创新攻关

小组针对配电网缺相故障快速查找平台功能优化问题开展讨论，小组组

长王超提议道。

今年 4月以来，天津市气象台多次发布雷电大风蓝色及黄色预警，恶

劣天气频发，由国网天津宁河公司研发的“一‘相’不能少”配电网缺相故

障快速查找平台成了调控值班员的好帮手。

缺相故障导致用户长时间停电

4 月 15 日，天津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局部伴有 8—10 级短时大

风。23点 28分，一阵急促的提示音划破了国网天津宁河公司调控大厅的

平静。调控正值郝波马上查看报警内容，原来是配电网缺相故障快速查

找平台发出监测报警——35 千伏淮淀站 10 千伏 4 母线电压异常。针对

发现的情况，郝波立即开展排查，发现是淮镇一 215 线路发生缺相故障，

并通知所属供电服务中心开展巡线处缺。1 小时 22 分钟后，该缺陷处理

完毕，全线送出正常。

据介绍，缺相是指电网三相供电系统中有一相由于故障失去供电，其

他两相的供电基本正常。它不同于接地故障，接地故障发生时会出现电压

大幅变化，而缺相故障发生时，只会出现三相电压小幅波动，但由于电网缺

乏对缺相故障的监测手段，调控人员很难及时发现，导致用户长时间停电

的现象偶有发生。尤其是冬季“煤改电”用户线路，一旦发生配电网缺相故

障，老百姓家里就会因停电而影响供暖，严重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以前缺相故障发生后，只能通过巡线或者老百姓的投诉电话才能发

现，耗时长、效率低，缺乏电网的主动监测。”宁河公司调控专责王超介绍说。

2019 年 12 月，为了弥补技术空白，把缺相故障的感知由用户投诉的

被动感知向电网主动监测转变，王超带领调控中心创新攻关小组不断研

究摸索，开始研发“一‘相’不能少”——配电网缺相故障快速查找项目。

三大核心功能填补电网监测领域空白

项目研发过程中，小组成员经过探索、设计、开发等环节，最终通过故

障告警、故障选线、故障选区三大核心功能实现缺相故障快速查找。

首先，通过总结故障时刻电气量的变化特征，为母线三相电压不平衡

率设置阈值和告警屏蔽时间，通过电网调度使用的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

系统（SCADA）对变电站测保装置监视故障判据进行设定和优化，从电压

变化和时限等多个维度完善监测技术。

其次，在完成主、配网图模贯通的基础上，开通主站 SCADA 系统接

口，完成配电自动化系统数据接入，监视 10千伏线路运行信息，开展故障

时刻线路电流、功率的突变监视，用以辅助系统研判故障线路，实现故障

选线功能。

最后，将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数据接入，比对故障前、后时刻配

电变台的用电信息，用以辅助系统快速判断故障区间，实现故障选区功能。

目前该项目已经试运行近 500 天，填补了天津地区电网监测领域的

技术空白，实现了配电网缺相故障全覆盖监测领域的新突破，极大地缩短

了故障停电时间。

自 2019 年底项目试运行至今，合计发现各类电压故障 60 余次，实实

在在地保障了老百姓安全平稳用电。为进一步推动该项目的实践应用，

宁河公司将继续深化项目功能，通过智能监测负荷情况，自动分析故障线

路和故障区域，辅助线路检修人员快速定位故障，提高抢修及时率。

快速查找平台

高效监测配电网缺相故障

20192019年年 11月月，，全气候全气候 1212米纯电动公路米纯电动公路
客车在内蒙古海拉尔牙克石试验场开展冰客车在内蒙古海拉尔牙克石试验场开展冰
雪路面测试雪路面测试。。 理工华创理工华创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