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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这样的智能变色窗吗，它们可以随着

太阳光的强弱，自动调节光线强度，改善室内采

光；还能将酷热的太阳光直射温度降低超过

9℃……6 月 20 日，科技日报记者从南京工业大

学获悉，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南京工业大学教

授秦天石课题组的这一最新研究成果在线刊发

于《自然·通讯》。

用紫外线作“开关”，控
制可见光与红外线的透过率

如今，可动态调节环境采光与温度的智能窗

在建筑、汽车、飞机等领域展现出较大的应用潜

力。

“但最常见的电致变色智能窗技术，需要外

接电源电路，会造成难安装、易损坏、难更换等问

题；而光致或热致变色技术，又无法根据实际需

求自由开关变色。但光伏变色技术则将自驱动

和可控制两大功能集于一身。”论文的通讯作者

秦天石说。

不过，目前光伏变色智能窗在集成度上有很

大挑战。秦天石说，常用的形式是将太阳能电池

与电致变色窗通过外电路连接，但这势必造成光

伏电池，也就是太阳能电池占用额外空间，且采

用的光伏电池大多并不透光，势必会阻挡光线射

入室内，无法实现智能窗的全幅面透光与变色效

果，难以应用于玻璃幕墙、全景天窗等产品。针

对这一问题，黄维院士、秦天石教授团队设计了

一种全幅面高对比变色智能窗，利用对室内环境

无用的紫外线作为“开关”，控制可见光与红外线

的透过率，从而智能调节室内亮度与温度，最终

实现对太阳光全谱段智能管理。

“要实现以上功能，我们首先需要一种全透

明的光伏层材料。”秦天石介绍说，与传统的太阳

能电池材料不同，这种新型透明光伏层材料并不

吸收可见光，因此它们看上去就和普通玻璃一

样，但是它们可以吸收人眼不可见的紫外线，再

将这部分紫外线的能量转变成电能，从而驱动电

致变色层材料，实现智能变色。

正是因为团队采用了自主研发的全透明钙

钛矿光伏材料，这种全幅面高对比的一体化变

色智能窗才得以实现。与以往利用外部电路连

接的光伏电池板驱动的电致变色窗繁冗结构不

同，采用全透明光伏层的一体化智能窗采用叠

层结构，将光伏层与变色层像三明治一样的夹

在两片导电玻璃之间，从而实现了 100%的有效

空间利用率。

在建筑、高铁、飞行员视
觉头盔等领域有应用前景

“这项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提高太阳能电

池的透光率。”论文第一作者、博士生刘有说，

“课题组设计了一种基于卤素离子交换的方法，

将钙钛矿光伏层浸泡在特定的化学溶剂中，根据

浸泡时间的长短来对化学材料中各组分的比例

进行调控，使光伏层材料的透光率高达 76%。”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智能窗的色彩饱和度、

保真度具有高达 96 的显色指数、大于 30%的平

均可见光对比度，并具有应对不同太阳辐射强度

的高度自适应性。

“所谓自适应性，是指智能窗可根据不同的太

阳光照强度展现出不同深度的颜色，根据不同天气

自适应调节室内采光。晴天时，智能窗让室外的强

光透进来少一点，这样就不刺眼；阴天时，就让光线

完全透进来，满足室内照明需求。”刘有说。

这种智能窗在红外光波段也有调节功能，能

对红外线进行调控，“变色智能窗通过吸收一部

分的红外光，减少红外光的透入，从而能使室内

温度降低超过 9℃，极大降低了室内对空调降温

的能耗需求，这将助力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的长远目标。”秦天石说。

“目前我们已经设计出该光伏变色器件样

品，经过1万次开关测试后，该器件的平均可见光

对比度仍然可以基本维持在初始值，证明我们的

智能窗的性能是稳定的。”刘有介绍，这一成果在

建筑、汽车、高铁、飞机等领域有广泛市场前景。

此外，相对于目前的光致变色镜片，该光伏变色器

件有着更快的响应时间和更广的动态范围，在防

眩目护目镜、飞行员视觉头盔等高端领域也有应

用潜力。

紫外线作“开关”
新型光伏变色智能窗自动调节采光

科技日报讯 （记者瞿剑）6 月 25 日上午 10 时 30 分许，随着水下机器

人顺利开启 1500米深水下油气阀门，油气通过水下管汇进入生产处理系

统，海面火炬点燃，中国海油董事长汪东进宣布，我国自营勘探开发的首

个 1500 米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正式投产。这是我国深水油气开发

和海洋工程装备技术的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能力实

现从 300米深水向 1500米超深水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海油介绍，“深海一号”大气田距海南省三亚市东南 150公里，由

我国海工旗舰“海洋石油 981”半潜式钻井平台于 2014 年钻探发现，天然

气探明地质储量超千亿立方米，最大水深超过 1500 米，最大井深达 4000

米以上，是我国迄今自主发现的水深最深、勘探开发难度最大的海上超深

水气田。

据悉，国际上通常将水深超过 300 米定义为深水，将 1500 米水深以

上称为超深水。深水是油气资源重要的接替区，全球超过 70%的油气

储量蕴藏在海洋之下，其中 40%来自深水；我国南海油气资源极其丰

富，石油资源量约 251 亿吨，天然气约 36.5 万亿立方米，约一半蕴藏在深

海海域。

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起步较晚，但经过近 20 年自主创新，中国海

油已相继攻克深水、高温、高压三大世界级油气勘探开发难题，形成了一

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深水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体系，使我国跃升为全

球少数能够自主勘探开发深水油气资源的国家之一。

为高效开发“深海一号”大气田，中国海油采取“半潜式生产平台+水

下生产系统+海底管道”的全海式开发模式，并为其量身定制了全球首座

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深海一号”能源站。

中国海油“深海一号”大气田开发项目总经理尤学刚介绍，能源站

按照“30 年不回坞检修”的高标准设计，设计疲劳寿命达 150 年，可抵御

千年一遇的极限环境条件；其最大排水量达 11 万吨，相当于 3 艘中型航

母。“它是我国海洋工程装备技术集大成之作”，实现了 3 项世界首创，

即首创半潜平台立柱储油，最大储油量近 2 万立方米；采用世界跨度最

大的半潜平台桁架式组块；首次在陆地上采用船坞内湿式半坐墩大合

龙技术。同时实现 13 项国内首创技术应用，并刷新了全球同类型平台

建造速度之最。

“深海一号”能源站的建成投用可带动周边陵水 25-1 等新的深水气

田开发，形成气田群，依托已建成的连通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天然

气管网大动脉，最大限度开发生产和输送天然气资源。预计到 2025 年，

我国南海莺歌海、琼东南、珠江口三个盆地天然气探明储量将达 1万亿立

方米，建成“南海万亿大气区”。

中国海油透露，“深海一号”气田投产后，所产天然气将通过海底管道

接入全国天然气管网，每年向粤港琼等地稳定供气 30 亿立方米，可满足

粤港澳大湾区四分之一的民生用气需求，使南海天然气供应能力提升到

每年 130亿立方米以上，相当于海南省全年用气量的 2.6倍。

千亿方“深海一号”大气田投产

能源站设计寿命达150年

科技日报讯（记者矫阳）6月 23日，跨芙蓉大道连续梁的南沿高铁跨

京沪高速公路特大桥、也是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合龙，施工采用组合挂篮

工法。

南沿江高铁全长约 278 公里，起自南京南站，终到苏州太仓站，设计

速度 350公里每小时，是在建国内的首条大规模采用千吨箱梁的高铁。

跨京沪高速公路特大桥跨芙蓉大道连续梁，为预应力混凝土双线连

续梁，主墩跨度为 135 米，加上两个边墩，连续梁全长 276.5 米，系全线重

难点工程之一。

为确保芙蓉大道主干道路行车安全，中铁二十二局项目技术人员经

科学论证，采用组合挂篮工法，即边跨现浇段采用菱形挂篮悬臂浇筑施

工，而主跨现浇直线段采用挂篮模板以及竹胶板组合模板，确保了质量和

安全。

南沿江高铁最大跨连续梁合龙

施工采用组合挂篮工法

减重瘦身，不仅仅爱美之人需要，汽车也需

要。在“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

车”重点专项中，轻量化纯电动轿车集成开发已

作为一项重点攻关项目。

近日，记者从重庆长安汽车获悉，该公司联

合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复神鹰

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等

国内13家科研院所、供应商联合开发，从材料、分

析、设计、制造、整车集成到试验验证等 6个方面

进行攻关，突破了多项技术瓶颈，开发出了一款具

有国际一流技术水平的碳纤维车身纯电动轿车，

为新能源汽车能跑得更远更快减去“体重”之忧。

汽车的轻量化，就是在保证汽车的强度和

安全性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汽车的整备

质量，从而提高汽车的动力性。实验证明，汽

车质量降低一半，燃料消耗也会降低将近一

半。由于环保和节能的需要，汽车的轻量化已

经成为世界汽车发展的潮流。

“相比燃油车，新能源汽车对于减重的需求

更为迫切。”长安汽车首席专家、轻量化纯电动轿

车项目总监赵会表示，相比燃油车，新能源汽车

往往重 10%，其动力电池占到了整车重量的三分

之一到二分之一，在锂动力电池能量密度和安全

性的矛盾没有解决之前，减重是提高续航里程的

有力保证之一。有研究表明，纯电动汽车重量每

降低 10千克，续航里程可增加 2.5千米。

对于新能源车来说，减重主要从三个方面

进行：材料轻量化、结构轻量化和制造工艺轻

量化。

对此，轻量化纯电动轿车集成开发项目旨在

通过“产学研用”重点突破碳纤维车身载荷分布与

结构优化、车用低成本碳纤维、碳纤维车身和铝合

金车架一体化集成设计等技术瓶颈，实现多种轻质

材料及先进工艺的集成应用，掌握碳纤维车身纯电

动轿车试验验证和评价等核心技术，开发一款具有

国际一流技术水平的碳纤维车身纯电动轿车。

“我们的目标是达到国际一流水平，通过攻

关能够让车身减重 30%以上，同时保证车辆的

安全性能达到五星标准。”赵会表示，当前在

“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科技革命的促进下，

汽车工业正在发生重大变革，为行业发展带来

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

遇，正是中国品牌汽车对国外品牌弯道超车的

好时候，如果能够攻克轻量化这一共性技术难

点，那么将对中国品牌汽车高质量发展提供极

大的支撑。

迫在眉睫

电动车减重瘦身势在必行

要实现轻量化，首先要突破的难点就是材

料。

一般车型车架的材料会采用钢、铁材料，昂

贵的车型有可能会使用全铝的车身或者是碳纤

维的车身，在减轻重量的同时又可以保证强度与

性能。不过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铝合金这两种

材料都面临的一大难点就是成本。

重量轻、强度高，碳纤维复合材料可以说“除

了贵以外，没有任何缺点”。这种主要应用于航

空航天领域的“材料之王”，在汽车领域只有超跑

等豪车会使用。它的贵不仅在于原材料成本高，

也在于其生产和制造工艺难。

“它的原材料价格在国际上是 120元 1公斤，

而且我国在材料加工技术上还没有达到国际一

流水平。”赵会介绍，对此，他们对低成本碳纤维

规模化制备方式进行了研究，提高纺丝速率，缩

短预氧化时间，同时开发碳化热能循环利用技

术，使碳纤维材料成本降低 25%，工艺水平国内

领先。

长安汽车轻量化纯电动轿车项目设计总师

张金生介绍，在仿真分析、载荷分布和结构优化

上，项目组采用大变形理论，通过碳纤维复合材

料级—零部件级仿真与试验分析研究，建立了准

确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本构关系模型，最终实现了

技术突破

掌握“材料之王”的制备秘诀

车子既要减重又要保证性能，为了解决这一

看似矛盾的需求，研究人员不仅在材料上，更在

制造工艺上使出了“十八般武艺”。

“我们的一大突破是在 A 柱和 B 柱的加强件

上采用超高强钢。”赵会解释，A 柱是左前方和右

前方连接车顶和前舱的连接柱；B 柱在驾驶舱的

前座和后座之间，安全带就在 B柱上。A柱、B柱

都是支撑车辆结构强度的主要部分，强度越高，

车身抗撞击能力越强。对此，研发人员基于碰撞

传力，国内首次在 A 柱的加强件上采用 1700 兆

帕（MPa）高 强 钢 3D 辊 弯 成 型 技 术 ，B 柱 采 用

1800MPa 热成型技术，将减重需求、驾驶舒适性

和安全性三者融合，有效保护乘员安全。

镁合金比铝合金轻，针对此材料工艺特点，

研发团队在座椅骨架和转向支撑方面采用镁合

金压铸工艺，不仅零件集成化程度高，尺寸稳定，

安装精度高，各项性能均满足要求，而且相比钢

制件减重 30%以上。

为了让铝合金减重，研发团队在铝合金后连

接件采用多腔体复杂截面设计方案，代替铝合金

压铸成型，大幅降低成本，并实现减重 40%。张

金生说，这个安装精度要在 2 毫米以内，是轻量

化零部件制造上的关键点。

同时，团队研发了铝合金高真空压铸技术，

实现铝合金减震塔一模两件模具设计、生产及

装车性能验证，减震塔零件可焊接可铆接。“它

的壁厚最薄处才 2 毫米，屈服强度达 120 兆帕，

延伸率达 12%。这对于材料制造工艺和控制要

求非常高，我们在这方面达到了国内先进水

平。”赵会表示。

如 何 将 这 么 多 材 料 连 接 在 一 起 也 是 挑

战。对此，团队在工艺制造和设计方面，开展

了碳纤维、铝合金、镁合金等 14 种轻质零部件

成型技术研究，通过多种异质轻质材料连接技

术研究，项目实现了多种异质材料间的高效连

接。同时，项目突破多种轻量化材料集成设计

技术，开发了“碳—铝—钢—镁”多种材料集成

车身结构，碳纤维+铝合金占比 76%，车身减重

达 31%。上车身采用胶接为主、胶铆结合的连

接方式，铝车架采用焊接、铆接等连接方式，

实现连接强度与韧性的有机统一。

在整车集成方面，项目完成车身从全传统材

料—混合材料—全新材料三阶段的设计与开发，

解决新材料集成设计能力和新结构设计经验不

足问题，实现了多材料轻量化车身达成碰撞安全

五星结构耐撞性的目标。

“在试验评价方面，针对碳纤维车身纯电动

轿车的设计、制造、服役的技术特点和零部件、系

统及整车的性能要求，项目团队完成 167 项试

验，建立了适用于轻量化纯电动轿车的测试评价

体系。”赵会表示，通过基础技术研究与创新应用

研究的有机结合，多项关键轻量化技术已实现在

长安及行业其他车型上的成果落地。

赵会表示，接下来，他们将继续研究轻量化

的新能源汽车的量产化问题，让更轻更安全的新

能源汽车走向市场。

工艺攻关

搭建国内一流轻量化车身应用平台

复合材料 CAE 仿真高精度，刚度对标精度达到

80%以上，在业内处于领先水平。

针对碳纤维前罩行人保护困难的行业难题，

研究人员通过内板开缺口、减少铺层、加支架、加

缓冲泡沫等优化方案，将行人保护头部得分提升

至 8.18 分，且重量比钢罩板减轻约 40%，是国内

首款达成行人保护五星得分率并实现小批量生

产的全碳纤维前罩。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莫冰 董心 李严 记者何亮）6 月 25 日，每年 15

万吨碳捕集与封存（CCS）示范项目（以下简称示范项目）在国能锦界公司

通过 168 小时试运行，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燃煤电厂燃烧后二氧化

碳捕集与驱油封存全流程示范项目。试运行期间，示范项目连续生产出

纯度 99.5%的工业级合格液态二氧化碳产品，成功实现了燃煤电厂烟气

中二氧化碳大规模捕集。

据了解，该示范项目于 2019年 11月 1日开工建设，2021年 1月安装建

设完成。其依托国能锦界公司 1号 600兆瓦亚临界机组，集成增强型塑料

填料、降膜汽提式再沸器、超重力再生反应器等新工艺和新设备，开展燃

煤电厂化学吸收法二氧化碳捕集技术研究和工业示范，形成了适用于我

国燃煤电站烟气二氧化碳高效、低能耗捕集的新技术体系。

“这个项目采用的是复合胺化学吸收方式，烟气通过水洗塔进行水

洗，之后入吸收塔进行二氧化碳低温吸收，在再生塔高温解析出二氧化

碳气体以后，压缩干燥冷却制成液态二氧化碳，通过车辆运输到油田进

行驱油。”国能锦界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何文介绍说，“这套装置是将

电厂达标排放烟气中的二氧化碳，进行集中回收利用‘变废为宝’，用于

油田开采。”

何文表示，该项目的顺利投运，为燃煤电站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近零排

放提供了技术支撑，也为国内火电厂开展百万吨级大规模碳捕集项目积

累了实践经验，对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据悉，该

项目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陕西省重点建设项目、国家能源集团重大

科技创新项目。

国内最大规模燃煤电厂

碳捕集示范工程投运

量身定制量身定制““瘦身攻略瘦身攻略””
让电动汽车跑得更快更远让电动汽车跑得更快更远

有研究表明，纯电动汽车重量每降低 10千克，续航里程

可增加 2.5 千米。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攻关能够让车身减重

30%以上，同时保证车辆的安全性能达到五星标准。

赵会
长安汽车首席专家、轻量化纯电动轿车项目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