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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天平并不是普通的天平，其测量精度达到0.01微

克，被誉为可在“太空中称重”的天平，是监测PM2.5、PM10等

空气颗粒物的关键设备。它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还打破

了国外垄断，获得了4项发明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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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曦

日前，一款振荡天平监测仪样机通过国家环

境监测总站的样机性能、可靠性等测试，完成中

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现场认证考核工作，并获得

环保产品认证证书。

这款天平并不是普通的天平，其测量精度达

到 0.01 微克，被誉为可在“太空中称重”的天平，

是监测 PM2.5、PM10 等空气颗粒物的关键设备。

它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还打破了国外垄断，获

得了 4项发明专利授权。

这款振荡天平监测仪是天津同阳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阳科技）经过 5 年艰

苦研发的又一重要成果，这所脱胎于天津大学

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的公司一直致力

于把天津大学的科研优势做成产品、变成品

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其在气体特征物及

颗粒物浓度等方面的监测技术达到了国际领

先水平。

随着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

气污染不断加剧，导致雾霾天频繁出现。造成

“雾霾蓝”的罪魁祸首就是大气悬浮颗粒物，其主

要成分是雾、烟和空气尘埃，当浓度达到一定程

度后会导致人体产生一系列疾病，是危害人体健

康的主要污染物。

测定分析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的含量，对治

理大气污染和保护人类自身健康十分重要，而准

确全面地掌握大气颗粒物污染状况，认识其发展

和演变规律是制定大气颗粒物防治措施的基础。

“重量法是目前测量环境空气颗粒物浓度最

精确的技术，但是需要在实验室中完成。”同阳科

技研发中心主任樊海春介绍，目前，能够实现大

气颗粒物现场快速监测的技术主要有β射线法、

微量振荡天平法和光散射法。其中，β射线法颗

粒物监测仪和振荡天平法颗粒物监测仪主要被

应用于国内空气站项目中的颗粒物监测模块。

β射线法和微量振荡天平法测量颗粒物浓

度，都被称作间接式“重量法”。“β射线法利用β射

线衰减的原理，通过对衰减量的测定便可计算出颗

粒物质量浓度。”樊海春说，而微量振荡天平法通过

振荡频率的变化，称量空气中颗粒物的质量。

两种测量方法各有利弊，不过随着我国对于

空气质量监测标准的不断提升，对于颗粒物监测

精度要求也越来越高。监测仪器准确度不高的

话，就会出现 PM10和 PM2.5数值倒挂的现象，特别

是使用β射线法颗粒物监测仪，不同参量之间倒

挂现象非常普遍。

对此樊海春解释，直径小于等于 2.5 微米

（PM2.5）的颗粒物是直径小于等于 10微米（PM10）

的子集，正常情况下，监测出的 PM10的值应该一

直大于 PM2.5。但在空气质量好的时候，使用β

射线法颗粒物监测仪监测出的 PM10的值往往小

于 PM2.5的值，造成了监测结果不准确。

据了解，在国标法中，微量振荡天平法相比

β射线法具有测量精度上的优势，其测量精度和

实时性是传统方法所无法比拟的。美国环境保

护署长期观测实验得出结论，微量振荡天平法是

目前测量环境空气颗粒物浓度技术中和重量法

最接近的技术。

微量振荡天平法在精度上更具优势

10月 12日，国内在建承受水压最高、直径最

大盾构隧道用超大直径盾构机——“聚力一号”

在中交天和下线，并将用于江苏江阴靖江长江隧

道工程施工。

“聚力一号”开挖直径达 16.09 米，长 140 米，

重 5000吨，是目前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不仅可

实现5000米超长距离连续掘进不换刀，还能解决

超大直径盾构机、高水压下掘进“十隧九漏”的世

界性难题，实现隧道掘进施工滴水不漏，为我国高

水压、超长距离隧道工程施工增添了一把利器。

实现5000米掘进不换刀

江阴靖江长江隧道是《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

局规划（2020—2035）》提出的江苏省 44 条过江

通道之一，北起靖江公新公路，南至江阴芙蓉大

道，采用盾构隧道帆方式穿越长江。江阴靖江长

江隧道按照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

行车速度 80 千米/小时，预计 2025 年 12 月全线

通车，将成为交通强国建设江苏样板标志性工

程，中国高水压大直径盾构隧道建设创新工程。

该工程具有大、高、长三大特点，隧道开挖直

径达 16.09米，为国内直径最大盾构隧道；设计承

受最大水压 1.2 兆帕，为国内在建承受水压最高

超大直径隧道；隧道长 6445米，其中盾构段隧道

4952 米，为国内长度排名第二的长江隧道。盾

构机需下穿长江大堤、船厂、码头等敏感建筑物；

富含胶结物的粉细砂、中粗砂层，石英含量高地

层，有害气体区域等复杂底层。

复杂的地质条件和高标准的建设要求，对盾

构机性能及智能化程度提出了高挑战。中交天

和对“聚力一号”做了针对性极强的专门化设计，

运用完全自主研发、世界首创的先进技术，实现

“大块头”与智能化的完美结合。“聚力一号”专门

配备中交天和特有的超长距离不换刀技术，可实

现该线全线 5000 米掘进不换刀。同时，配备智

能化导向、智能化地质超前预报、刀具磨损光纤

监测、盾尾间隙自动测量、管片上浮及收敛自动

监测、高精度有害气体监测和同步双液注浆等系

统，确保盾构隧道施工做到“可视、可测、可控、可

达”，使高强度、高风险、高污染的掘进作业转为

安全、高效、节能、环保的绿色掘进模式。

创造“滴水不漏”奇迹

截至目前，高水压超大型隧道“十隧九漏”仍是

世界性难题。解决该难题，盾构机姿态控制及时纠

偏系统则是关键。为此，中交天和打出“组合拳”，

在业内率先攻克这一难题。“聚力一号”泥水环流系

统配置气垫舱，能实现掌子面压力±0.02兆帕以内

的精确控制，有效控制掘进过程中的泥水压力，防

止地层发生沉降，保持盾构机的掘进姿态；对油缸

压力进行分区控制，下部油缸数量配置恰到好处，

便于盾构机抬头，且每组油缸能单独控制，可满足

实时纠偏；同步注浆系统具备双液注浆功能，可有

效控制管片上浮及注浆后地层二次沉降等。防渗

漏组合技术已在多个超大隧道工程施工中被成功

应用，中交天和超大直径盾构施工的南京和燕路过

江通道长2100多米、面积35万平方米隧道，孟加拉

国卡纳普里河底隧道工程长4900米、面积50多万

平方米隧道，印尼雅万高铁一号隧道工程面积 20

多万平方米隧道均创造“滴水不漏”奇迹。

中交天和一直坚持走自主研发、科技创新之

路，研发制造了“天和号”超大直径盾构，打破外

国品牌在中国的垄断。目前，许多核心零部件已

实现国产化，并在多个项目广泛应用，盾构国产

化率已达 95%以上，实现了中国超大直径盾构从

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

大块头也有大智慧
“聚力一号”盾构机攻克“十隧九漏”难题

10 月 12 日
“聚力一号”在中
交天和下线。

受访者供图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10 月 16 日，记者从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

院（以下简称联研院）获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撑低碳冬奥的智能电网

综合示范工程”项目近日通过工信部组织的专家组现场验收，标志该工程

正式进入运行阶段，将为冬奥会重要设施崇礼南交通枢纽提供绿色低碳

高可靠供电。

该工程由联研院、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北京电力设备总厂、张家

口供电公司等单位联合实施，项目克服了天气严寒、工期紧张、疫情防控

等众多不利因素的影响，攻克了多项微电网关键技术，并基于原始创新成

果，建成了以柔性变电站为能量管理枢纽，涵盖风、光、储、新能源汽车等

多能互补的交直流微电网，实现了高比例分布式能源柔性接入，解决了冬

奥重要负荷的高可靠供电难题。

“崇礼多能互补微电网工程包含多端口柔性变电站一座，10 千伏

（kV）端口接入 1.26 兆瓦（MW）光伏、交通枢纽负荷，另外一端接入 10kV

电网。750伏（V）直流端口接入锂电池储能系统，经过 630千伏安 DC/AC

换流器转换成 380V 交流，为低压交流负荷提供高可靠供电，可靠性大于

99.99%。”联研院副院长常建平说。

联研院电力电子研究所所长邓占锋介绍，该微电网工程能够发挥出

多种能源灵活互动及负荷高可靠供电的作用，与其核心装备柔性变电站

是分不开的，项目团队历时 10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以及国网公司科技项目的支持下，产学研用联合攻关，突破了多端口模

块化柔性变电站主电路拓扑、全对称环氧固封高频变压器、网荷故障隔离

的高可靠供电、多要素协同的交直流微电网运行控制与保护等技术，研制

了多端口柔性变电站换流阀关键装备。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鉴定认为，该微电网工程核心技术实现了原始创

新，达到了领先水平，并与南瑞集团、北京电力设备总厂等单位签订了成

果转化合同，成果应用于交直流配电网、轨道交通等多个领域，推动了行

业的快速发展。

微电网工程涵盖多种能源

保障冬奥绿色高可靠供电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延斌）10 月 12 日，在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主办的“2021中国国际铝业周”上，一项名为“酚醛树脂炭素阳极”的科技

新成果引来关注。记者注意到，这项以“科技、减排、节能”为看点的新技

术已在国内部分铝厂试用，并取得了六项专利。专家认为，该成果对促进

电解铝产业节能减碳、绿色发展，意义重大。

今年 4 月份，《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对外公布。该方案提

出：到 2025 年有色金属行业力争实现碳达峰，2040 年力争实现减碳

40%。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统计，2020 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二氧化

碳排放量为 6.6亿吨，占全国总排放量的 4.7%；而铝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

为 5.5亿吨，占有色金属行业的 83.3%。

上述目标与现实意味着铝工业减碳压力巨大，需要整个产业链协同。

通俗地理解，电解铝就是通过电解得到的铝。作为电解铝生产中的

核心原材料，炭素阳极的传统生产工艺以石油焦作为骨料，以煤沥青作为

结合剂。这一过程会产生大量污染。

而用酚醛树脂 100%替代煤沥青，一方面，采用击打成型工艺不存

在颗粒偏析，可有效利用弹丸焦和残极，且产品均一稳定、边角致密；另

一方面，树脂阳极在加热时不会软化、无高黏度物质挥发，因此无需冶

金焦填充，焙烧后也无需清理，并且焙烧时间由传统工艺的 20 多天缩

短到 8 天，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据了解，该技术历经 5 年研发而成，

由国内合成树脂龙头企业、酚醛树脂领域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

业圣泉集团研制。

技术研发人员为行业算了一笔账：在酚醛树脂炭素阳极生产过程中，

成型阶段不使用导热油，焙烧时间短、天然气消耗大幅下降，生产 1 吨酚

醛树脂炭素阳极碳减排约 50千克，国内全部替代可碳减排约 100万吨；在

电解铝生产过程中，酚醛树脂炭素阳极寿命延长，换极周期延长，可以降

低炭素消耗量，生产 1吨铝炭素消耗量降低约 35千克，国内全部替代可节

省炭素约 129 万吨；而且由于酚醛树脂炭素阳极电阻率低、体积密度高，

可以降低电耗，生产 1 吨铝可节省用电约 200 千瓦时，国内全部替代可节

省 70余亿度电。

据估算，我国炭素阳极年产量约 2000 万吨，全部实现树脂替代煤沥

青计算，将新增约 200万吨酚醛树脂市场规模。

酚醛树脂替代煤沥青

促进电解铝行业节能减排

科技日报讯 （记者矫阳）10 月 18 日，北京新建城际铁路联络线榆安

二号隧道完工，为全线首座完工隧道。

榆安二号隧道全长 1.95公里，是一期工程曲线半径最小隧道，基坑最

深近 22米。中铁二十二局项目技术小组引进人工智能，自主研发了自动

喷淋养护台车，只需在手机端轻轻一点，就可轻松遥控混凝土结构物养

护，减少了人力，也保证了工程质量。

新建城际铁路联络线全长 111公里，连接北京两大国际机场，是北京

新版城市总规中京津冀区域“一核两翼”空间结构的重点项目，为双线城

际铁路，设计时速 200 公里，南接京雄城际铁路固安东站，北端至京哈高

铁怀柔南站，全线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站、廊坊东站、环球影城站、北京副

中心站、首都国际机场站等车站。

为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首都，中铁二十二局集团项目

部坚持“少破坏、多保护，少扰动、多防护，少污染、多防治”，坚决推行标准

化施工，对场地内裸露土方实现绿网全覆盖，采用先进的喷雾重力降尘技

术降尘。他们自行设计了高压抑尘消防雾炮、全自动洗车棚等，获得国家

实用型发明专利。项目部还建立安全和质量 VR 实体体验馆，先后有三

十余家单位前往观摩。

截至目前，新建城际铁路联络线一期工程进展顺利，线下主体工程已

完成 94%左右。

人工智能加持养护台车

手机上就可养护混凝土结构物

目前，PM2.5、PM10等颗粒物是环境监测的重

点，我国现有 8000多个国标空气站，正在使用约

16000 台同类设备。这些设备每 5 年至 8 年就要

更新一次，平均每年更新数量超过 2000台。

与如此大的需求相对应的是，我国的城市空

气质量自动监测站主要依赖进口监测设备，其价

格昂贵、维护成本高、监测指标受限，远不能满足

我国大气颗粒物的业务化观测及科学研究的需

要。

“国内振荡天平法监测仪市场长期被国外企

业垄断，国际上仅有一家企业在生产此种仪器设

备。”樊海春介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

现有技术很难绕开国外的专利。而要想生产我

们国家自己的振荡天平法监测仪，就必须从基础

研究上进行创新、突破。

振荡天平法监测仪最核心的部件就是振荡

天平法颗粒物传感器，这也是研发振荡天平法

监测仪的“卡脖子”技术。作为测量颗粒物浓

度的核心传感器，其内部包括谐振振子、颗粒

物采集膜、驱动和检测电路。绕开已有专利就

意味着核心技术的“拼图”要打散，换种方法重

新再组合起来。

2016 年，樊海春和研发团队把研发任务化

整为零，而后逐项进行突破。

质量传感器中的振子材料及结构研究是核

心中的核心。“国外专利中的振子材料和结构是

石英材质的锥形管，我们就要避开这种材料和结

构。”樊海春和团队为了确定振子材料，利用两三

年时间，选取多种材料进行针对性测试，同时结

合不同形状和尺寸进行不断的改进。

大自然中的材料有成千上万种，寻找合适的

材料犹如大海捞针，经过缜密的研究分析，研发

团队把筛选的范围缩小到三种，并最终确立了特

殊碳纤维材料。“这种材料是在碳纤维中加入其

他成分混合而成的，光是研究成分的配比就进行

了上百次实验。”樊海春解释，由于每种材料的弹

性系数不同，不同的弹性系数会导致形状的差

别，因此需要对材料进行配比。确定了材料后，

核心技术突破国外垄断 研究人员又反推出与之最为匹配的振子结构，从

而保证了振荡天平的精度。

由于采用了特殊的碳纤维材料，同阳科技研

发的振荡天平中的振子在同等条件下，比原有的国

外产品寿命更长、精度更高。“国外产品的石英振子

需要一年更换一次，而我们的碳纤维振子基本可以

达到终身寿命。因此可以大大节约成品，与国外产

品相比单台可节约成本超5万元。”樊海春说。

为了提高振荡天平监测仪器的稳定性和精

度，樊海春团队还创新性地进行了动态补偿系统

研究和算法研究。

“采集到的大气样本除了颗粒物外，还含有

很多水分子。特别是南方潮湿的环境中，水分子

含量高会影响最终检测结果的精确度。”樊海春

介绍，因此就需要开展采样动态除湿技术、温度

湿度补偿技术、精密温湿压采集的研究。

樊海春团队对采样气体进行除湿预处理时，

通过螺旋反吹气选择性渗透除湿干燥技术、质子

交换膜水分子交换技术，使除湿效率最大化，从

而降低湿度对颗粒物测量的影响；温湿度补偿技

术则主要针对颗粒物在不同温度和湿度下对测

量结果的影响进行细微补偿，使测量达到更高精

度；精密温湿压采集技术包括多处温度、湿度、压

力采集，保证了测量的准确性。

一套“组合拳”的创新技术，还需匹配上相应

的算法。通过对浓度算法研究、动态补偿算法研

究、快速精密控制研究、线性补偿算法研究，形成

一整套完整的动态智能补偿系统，可智能补偿因

温度、湿度、颗粒物成分等带来的偏差，从而更准

确地颗粒物浓度测量。

随着同阳科技的振荡天平监测仪获得环保

认证证书，它将成为我国国标空气站的“中国

芯”，以目前我国的需求量，如果全部应用国产化

产品将节约成本数亿元。

创新设计让国产振荡天平性能更优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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