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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载无人潜水器

收放系统”相关装备的

国产化、系列化，填补了

国内相关技术和装备

空白，推动了船用装备

技术与产业的发展，也

为海防事业作出了突出

贡献。

◎本报记者 张 晔
通 讯 员 李雪莹 王 刚

日前，记者获悉，南京天加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加公司）在广州地铁新塘站实施

了“建筑制冷系统综合能效提升与投资创新模

式”项目。与其他地铁站相比，广州地铁新塘站

的 空 调 制 冷 每 年 可 节 电 76.4 万 度 、节 省 标 煤

244.5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635.6吨……

根据测算，天加公司已签约和正在实施上述

模式的 220座地铁车站，1年可节电 1.68亿度、节

省标煤 5.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4万吨。如

果该模式推广至全国地铁车站，每年节电高达

22 亿度、节省标煤 71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83万吨。

技术创新直击建筑节能
痛点

建筑、工业和交通是能源消费的三大领域，

也是造成直接和间接碳排放的主体。《中国高效

空调制冷机房发展研究报告（2021）》显示，建筑

能耗占社会总能耗 35%，制冷系统占建筑能耗

50%，制冷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 15%以上，且

耗电量年均增加 20%，因此提高建筑制冷机房能

效，是改善建筑总能耗，减少用电量的重要途径

之一。

但是，目前全球建筑制冷机房能效普遍偏

低，中国制冷机房平均综合能效（SCOP）均值仅

为 3.6，美国 SCOP均值仅为 4.0。

2015 年起，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天加

公司在广州地铁新塘站实施了高效机房示范站

建设。他们通过轨道交通站点负荷预测模型，对

新塘站的客流系数和空调负荷系数进行精准测

算，设计了“70%通用主机+30%超高效磁悬浮机

组”的配置，在夏季高负荷时期以传统冷水机组

高效率运行为主，在过渡季节负荷不满的状态下

则由磁悬浮机组高效率运行。

过去，人们通常只关注空调设备自身的能

效，而忽视系统其他方面的节能潜力。天加公

司在控制系统中，根据客户经营管理及业态特

点进行个性化订制，采用数据建模、深度学习

算法，实现主动寻优电控策略，使 SCOP 均值达

到 6.7 以上。

2021 年 11 月底，保尔森基金会和清华大学

正式揭晓“2021 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天加公

司凭借“建筑制冷系统综合能效提升与投资创

新模式”项目，获得保尔森奖绿色创新类别年

度大奖。

该奖评委会联席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院长庄惟敏在颁奖典礼

中表示：“基于中国及全球其他国家对于绿色

制冷的紧迫、大规模需求，天加模式的推广应

用可以有效推动制冷行业的绿色高效发展，为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以及减缓气候变化

产生积极影响。”

“看得见的节能”解决投
资回报难题

长期以来，建筑节能技术在推广过程中，经

常被客户或第三方质疑，其重要原因就是系统能

效没有统一的标准，节能数据大多是单方检测，

导致节能推广模式受限。

在广州地铁高效机房示范站项目中，天加公

司建立了由用户方、设备方、国家权威机构三方

在云端不间断、不可篡改的监测平台，节能数据

真实、透明、可靠，向用户展示“看得见的节能”。

据国家通用研究院合肥检测院检测，广州地

铁新塘站应用天加公司地铁高效机房节能方案，

年节约用电约 76.4万度，单个站点每年可减少碳

排放约 636吨。截至 2020年底，广州地铁总里程

数 510 公里，14 条线路，271 座车站，如果全部使

用该方案，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 17万吨。

同时，为了降低客户投资成本，天加公司推

出“合同能源管理（EMC）”模式，通过与用户签

订节能服务合同，实现风险共担、节能收益共享，

缩短投资回收期至 3年左右，真正实现了制冷系

统全生命期的成本最低。

目前，该项目的技术模式已经在宁波地铁、

金鹰国际、金赛药业等推广应用。在国外，新加

坡 Alexandra Point大厦应用高效机房后，年空调

系统费用从 24万美元降至 6万美元；印度尼西亚

One Galaxy商业综合体项目，年节电量约 370万

度。据了解，在商贸建筑、轨道交通、GMP药厂、

电子厂房、数据中心等专业化领域，都可以复制

推广这一模式。

地铁站空调制冷用这个模式，每年或可节电22亿度

如果该模式推广至全国

地铁车站，每年可节电高达

22亿度、节省标煤 71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3万吨。

183万吨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延斌 通讯员郭翠华）工业、农业、生活、食品加

工等领域的废（污）水中含有较高浓度的持久性含氮有机污染物，其毒性

大、难以生物降解，并易在生物体内富集，导致人和动物的癌变、畸变等。

水环境中持久性含氮有机污染物的防治工作艰巨复杂，用传统方法很难

处理。因此，如何高效、简便、环境友好治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成为全球

前沿研究领域。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在山东农业大学采访时了解到，该校殷焕顺、王

军教授团队联合攻关，制备的三元铋系光催化剂，使罗丹明 B、日落黄和

四环素这三种常见含氮污染物基本完全降解，并使其中的有机氮转为铵

肥。目前该成果已刊登在国际知名期刊《应用催化 B：环境》上。

光催化技术作为复合高级氧化技术的一种，在光的照射下，光催化剂

表面会产生氧化能力较强的自由基和活性氧，将有机污染物氧化分解，达

到去除有机污染物的目的。光催化技术作为一种低能耗、环境友好的净

化技术，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目

前，光催化剂降解转换效率低、对可见光利用较少等瓶颈难题，制约了光

催化技术的研发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

殷焕顺和王军教授团队向记者表示，前人的研究表明，氯氧铋

（BiOCl）/碳酸氧铋（Bi2O2CO3）复合纳米材料有较好的光催化活性，但

在治理水环境中有机污染物方面的效率仍需要进一步提升。铋（Bi）系

金属中有很多材料能在可见光条件下完成光催化，是理想的光催化

剂。同时作为一种无毒的元素，铋的泄漏不存在环境污染问题。然

而，单一光催化剂材料在治理水环境中有机污染物时，存在着光生电

子—空穴重组率高的问题。

为此，该团队创新性地通过一步水热法制备了 Bi/BiOCl/Bi2O2CO3

三元复合纳米材料，简化了材料制备过程，并以罗丹明 B及日落黄和四环

素这三种常见的水中有机污染物为目标降解物进行研究。

他们的实验结果表明，Bi/BiOCl/Bi2O2CO3 复合纳米材料能够快速

降解罗丹明 B，可见光照射 12 分钟条件下，1 毫克/毫升的复合材料能够

将 20 毫克/千克的罗丹明 B 降解掉 99%，矿化率为 91.46%（可见光照射 24

分钟），降解速率高达 0.2694/分钟，相比单一的 BiOCl、Bi2O2CO3材料，降

解速率分别增加 12.58倍和 168.38倍。同时，铋在制备的复合纳米材料中

稳定性较高，泄漏到环境中的浓度仅为 0.8纳克/毫升。

他们的研究也发现，由于罗丹明 B 分子结构中氮元素在光催化过程

中生成铵根离子，在使用 Bi/BiOCl/Bi2O2CO3 复合纳米材料治理后得到

的水具有一定肥力，使得原本明显抑制绿豆芽根发育的含罗丹明 B废水，

在被降解后反而促进绿豆芽根的伸长。

他们还尝试用 Bi/BiOCl/Bi2O2CO3复合纳米材料降解其他两种含氮

有机污染物日落黄和四环素，结果表明，70分钟可见光照射下，污染物基

本完全降解，矿化率分别能够达到 85.53%和 80.13%。日落黄和四环素分

子结构中的有机氮也成功转化为铵根离子，使得降解的废水具有肥力。

他们认为，该复合材料也具有广谱降解有机污染物的能力，具有较高的光

催化降解能力。

阳光照一照，废水变“肥水”

科技日报讯 （记者龙跃梅 通讯员周亚东）“吴帅帅，请即刻前往 3#

灯塔附近巡查安全状况。”“收到。”1 月 11 日，一顶具备对讲功能的安全

帽，在深圳市滨海大道（总部基地段）交通综合改造工程项目现场“上

岗”。此批次共为现场管理人员配发了 50 顶智能安全帽，旨在持续确保

施工期间现场安全可控，及时掌握一线信息。

“在具备传统安全帽保障人身安全的基础上，这款智能安全帽还集成

了许多高科技功能”。该项目安质部人员介绍，该帽可对佩戴者进行实时

数据收集、定位追踪，系统再对其进行智能统计、筛选分析，管理人员可通

过手机和电脑对一线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保护、实名管理、质量溯源、数据

共享、考勤统计等精准高效的远程管理。

不仅如此，安全帽内部还具有 SOS、录像、对讲、照明、定位等功能，有

效提高了施工现场人员的人身安全及巡查联动能力。

该项目深基坑开挖在即，将由大规模地面作业转向地下，由于其超

大、超宽、超深特点，安全风险极高。“我们将充分发挥智能安全帽长处，保

证项目各项制度措施落地，持续排查消除现场安全风险。”项目安全总监

赵浩湘说。

在辅以科技手段，诸如推行智能安全帽建立智慧平台为把好现场安

全质量关，项目还实行领导带班制、重大施工旁站制、首件引领制等重要

措施，确保现场 24小时有管理人员监督巡查。

智能安全帽

为施工生产保驾护航

施工人员佩戴智能安全帽进行作业 受访单位供图

复杂海况下无人潜水器的布放与回收是世

界性难题。

不久前，由江苏科技大学牵头的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船

载无人潜水器收放系统”项目，在我国东海海

域通过了科技部规范化海上试验验收，标志着

我国解决了复杂海况下无人潜水器收放的世

界性难题。该研发团队由江苏科技大学教授

卢道华牵头。

研发团队在舟山复杂多变海流情况下，针对

上述装备进行了实船实况布放与回收试验，分别

对自治式潜水器（AUV）、遥控式潜水器（ROV）、

水下滑翔机（AUG）、自治遥控混合式潜水器

（ARV）等多种无人潜水器实施了收放作业。试

验结果表明，新装备工作正常、过程可控、达到预

期设计目标，作业效率较国内外传统收放装备明

显提高。

随着最新技术与装备后续的研发与推广应

用，更多更优的国产化波浪补偿装备将批量上

船，改善在恶劣海况下的作业环境，使得海上作

业人员、装备，甚至全船都如“立”平地，不再受波

浪颠簸摇摆的影响。

卢道华介绍，受波浪影响，船舶会产生不同

程度的摇摆和颠簸，这是长期困扰海上收放作业

的重大难题。过去，在海上布放与回收无人潜水

器没有专用装置，每当遇到复杂恶劣海况，采用

常规的起重设备和收放装置进行布放回收，时常

导致潜水器碰撞、损坏或丢失，影响科考或海上

作业进度、造成财产损失，给科考和海水作业人

员带来巨大压力与风险挑战，甚至会威胁操作人

员的生命安全。

“以波浪高度为指标，海况等级可划分为 0

级到 9 级，复杂海况、恶劣海况一般指 4 级（浪高

大约 1.5米）及以上海况。此时，母船会剧烈颠簸

与摇摆，导致船上人员严重不适、设备无法工作，

回收无人潜水器则更加艰险。”卢道华说。

波浪补偿技术通过检测与预判波浪引起的

母船或装置运动规律，应用机电一体化装置对波

浪引起的运动进行逆向补偿，消除波浪运动对设

备与人员的影响，让人员犹如在陆地上作业与生

活，使设备如“立”平地。

中国船舶集团旗下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

公司所属镇江辅机公司技术副总经理葛小明向

科技日报记者介绍，联合团队研发了船载多自由

度主动波浪补偿门架吊放装备，实现了船上用于

收放的基本平台装备的平稳性；同时研制了能快

速、精准作业的遥操作水下机械手、带动力水中

主动收放装置、抓取式收放笼等新型装备。这些

新型装备的配套联合使用，能有效解决传统的收

放方式下作业装备与收放目标同时无规律扰动

的问题。

“项目提供的波浪补偿吊接平台与多功能水

面收放装备，为海上收放作业提供了有效保障和

多项选择，多项技术与装备为业界内首次创新与

应用。”葛小明表示。

在海上也能如“立”平地

为提高复杂海况下无人潜水器回收的成功

率，团队攻克了四自由度补偿式门架结构、三自

由度补偿式转接吊头结构等关键技术，研发的主

动波浪补偿收放系统能够有效减小波浪对收放

系统海上作业的影响，还研发了多款复杂海况下

对无人潜水器进行定位和捕捉的专用装置。

该收放系统搭载着多个转接装置，能完成各

种类型的无人潜水器的回收，具有覆盖面广、通

适用各类型无人潜水器

20 世纪 80 年代，为满足在恶劣海况下安全

高效收放潜水器、救生艇等海上装置的实际需

要，一些欧美国家开始了对具备波浪补偿功能的

收放装备进行研究并持续至今。随着研发投入

和实际应用经验的不断增长，国外相关方面已在

设计制造和实用上达到很高的水准，但对我国采

取了技术封锁和装备垄断。

我国在波浪补偿总体与系统设计技术上研

究不足，特别是相关的姿态与升沉、平移测量与

控制技术存在多项技术难点，相关技术与器件依

赖国外提供且价格昂贵，制约了该类装备的应用

与产业发展。

江苏科技大学自 2005 年起，由卢道华教授

担任主持人，组织包括中国船舶集团所属中船

绿洲镇江辅机公司、716 所、724 所、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等国内产学研合作团队，以国家科技部

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基金、国家海洋局区

域示范、江苏省前瞻性产学研重大战略产品等

项目为支撑，历经 16 年，研究波浪补偿理论与

方法，建立波浪补偿试验系统，开发具有波浪

补偿功能的专用系列化新装备，从而实现了我

国该类装备的国产化、系列化，形成了包括设

计、制造、生产、试验、评价、优化的装备研制体

系。目前许多相关技术和系列装备已在船舶

行业进行了重要应用。

卢道华教授团队以多个重点项目为支撑，研

究波浪运动补偿理论与方法，建立补偿试验平台

与评价办法，提出解决波浪运动补偿的测控问题

的新技术，创立补偿装置的设计方法与制造体

系，攻克波浪运动补偿的重大技术问题，开发了

具有波浪补偿功能的专用系列化新装备并进行

推广应用。

“船载无人潜水器收放系统”相关装备的国

产化、系列化，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和装备空白，

打破了国外封锁和垄断，推动了船用装备技术与

产业的发展，也为海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填补国内技术和装备空白

逆向补偿海浪运动逆向补偿海浪运动
无人潜水器收放实现稳无人潜水器收放实现稳、、准准、、快快

用性强等特点。同时，收放系统自动化和智能化

程度较高，具备舷边遥控操作、远程操作、视觉信

号辅助操作、运维保障操作等功能。

“项目研制的新型装备保障了复杂海况下海

上作业的成功与人员安全。”葛小明说。

卢道华介绍说，船载多自由度主动波浪补偿

门架吊放装备，能在高达 6级海况下工作。波浪

补偿技术，消除了波浪摇摆引起的门架上吊接头

的摇晃影响，提供了海上作业的平稳性平台，该

技术还消除了波浪摇摆与起伏引起的吊缆起降

影响，做到吊放平稳。

安装在吊接头平台上的遥操作水下机械

手、抓取式收放笼等装置，因为相对平稳，才能

有效实现对水中动荡着的无人潜水器进行精

准抓取等作业。机械手主要用来代替以往的

人工下船危险性辅助作业，在母船上用人手模

拟操作动作进行作业；正在计划研制的下一代

带波浪补偿功能的具有视觉智能的水中作业

机器人能完全代替人工水中辅助作业；抓取式

收放笼，模拟的是人手的抓取动作，整体用软

性材料包覆，能有效保护各种各类潜器的外部

装置和外观碰擦，对船边范围内的任何水中漂

浮物都可开合抓取收放。

带动力水中主动收放装置相当于一个小型

动态收放船坞，用吊机从母船吊放水中后，可自

行开出一定距离（缆限）去主动回收水中漂浮物，

也可静止不动待无人潜水器开入船坞中，然后用

吊机回收到母船；其中的船坞形状与材料可进行

模块化换装，以适应和保护各种易损形式的无人

潜水器。

对普通的圆形或小型航行器，如水下无人航

行器、小型无缆水下机器人等，可用抓取式收放

笼进行快捷方便收放；对无动力无人航行器或离

船较远装置，如水下滑翔机等，可用带动力主动

收放装置回收；对重载或外形特殊的无人潜水器

装置，如大型无缆水下机器人等，收放时用波浪

补偿吊机收放，用机械手辅助解扣和挂扣作业。

“‘船载无人潜水器收放系统’解决了在各种

海况下‘稳、准、快’地布放回收多类潜水器的难

题。”卢道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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