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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表面波氢气传感器的技术优势在于快声表面波氢气传感器的技术优势在于快

速响应与高灵敏度速响应与高灵敏度。。声表面波技术本身对表声表面波技术本身对表

面负载表现出极高的灵敏度和快速响应特点面负载表现出极高的灵敏度和快速响应特点。。

将之与特异选择性的氢敏材料相结合将之与特异选择性的氢敏材料相结合，，利用传利用传

感过程中的气体吸附效应对声表面波传播的感过程中的气体吸附效应对声表面波传播的

作用作用，，即可实现对氢气的快速高灵敏检测即可实现对氢气的快速高灵敏检测。。

该技术的关键是在再

聚合过程中，通过加入不同

类型单体可以获得性质各

异的最终材料。该成果为

聚乳酸循环利用提供了新

的解决思路，并在聚合物的

改性和合成方面具有发展

前景。

王庆刚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
程研究所研究员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氢气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在促进节能减排、

调整能源产业结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具

有广阔应用前景。

然而，使用氢气存在一个“痛点”。氢气本身具有

易燃易爆、无色无味的性质，这使得氢气在泄漏时难

以被察觉，累积后极易产生安全事故。更好地开发利

用氢能，快速、高灵敏的氢气传感技术必不可少。

近日，传感器领域的重要期刊《Sensors and

Actuators B:Chemical》上线了一篇重要论文，展

现了氢气传感技术的新进展。中国科学院声学

研究所超声学实验室研究员王文带领课题组在

前期工作基础上，与南开大学教授杨大驰团队合

作，将微纳声表面波器件技术与钯镍纳米线氢敏

材料相结合，提出并研制了一种具有秒级响应、

高灵敏和低检测限的新型声表面波氢气传感器。

2019 年仲夏之际，全球在 20 天内发生了 3

次氢气相关的爆炸事件。韩国一个氢燃料储存

罐发生爆炸事故；美国一处化工厂储氢罐和氢气

运输拖车发生爆炸和火灾；挪威首都奥斯陆郊外

的一处加氢站发生爆炸。

如何安全利用氢气这一绿色清洁能源，成为

人们关注的焦点。

王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氢气易燃易爆。

在空气中氢气浓度在 4%—75%范围内极易发生

爆炸，由氢气泄漏导致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因

此，使用氢能时必须进行实时监测，氢气传感器

也就成为氢能应用中必不可少的关键部件。”

目前，典型氢气传感技术运用了催化、热导、

电化学、电阻式及光学等方法。王文介绍道，这

几种方法各有优缺点。

催化法传感器可稳定并快速检测浓度在 4%

以内的氢气，但对可燃性气体的选择性较差，易

受抑制剂影响，且需较高的工作温度，难以满足

氢能应用领域极高的安全与可靠性要求。

热导式传感器可在大范围内实现较为快速

（约在 20秒内）的氢气传感，但传感精度不高，对

高热导率气体，例如氦、甲烷、一氧化碳等气体，

会造成交叉敏感，也难以实现对 1%以下浓度氢

气的检测。

电化学传感器可以在常温下工作，且灵敏度

较高，但响应速度较慢（约在 70秒内），使用寿命

也较短。而电阻式传感器虽然能实现秒级快速

氢传感，但一般需高温工作环境（300 摄氏度至

800摄氏度），且选择性差、易中毒。

光学传感器的优势在于传感器件抗电磁干

扰强，较安全，且灵敏度和测量精度高，能够达到

实时响应。但是传感器体积较大，整体系统复杂

且成本较高。

美国能源部 2007 年便制定了汽车以及固定

式电力系统中氢气检测的性能指导要求。其中，

最为关键的一条指明了对氢气传感器的性能要

求——响应速度与恢复速度期望在 1秒内，量程

要求在 0.1—10vol%。而现有的氢气传感器难以

达到该要求。

“目前，氢传感技术在响应速度、使用量程及

安全性等方面均难以满足氢泄漏监测的实用需

求，新的氢传感技术与方法亟待发展。”王文说。

目前氢传感技术难以满足实用需求

实际上，声波气敏技术作为声学领域的重要

发展方向，王文和同事们对其前沿动态一点也不

陌生。他和同事们一直深耕于此，在特异性气敏

材料响应机制、多效应耦合的声表面波气敏效应

打造快速响应与高灵敏度的新型传感器

作为一种新兴能源载体和化工原料，氢气具

有来源广泛、清洁环保、可循环利用等一系列优

点，与太阳能、风能等被称为九大新能源，并被誉

为最具发展前景的二次能源。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截 至 目 前 ，已 有 北 京、河

北 、四 川 、山 东 等 超 过 30 个 地 方 陆 续 出 台 了

涉及氢能产业发展的政策及相关规划。根据

《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

年）》，2025 年前，京津冀区域累计实现氢能产

业链产业规模 1000 亿元以上，减少碳排放 200

万吨。

“氢能在电子工业、汽车业、冶金工业、石油

化工、浮法玻璃、精细有机合成、航空航天、食品

加工等方面都有广泛应用，作为一种绿色能源，

它的应用程度在不断深化。未来，氢气传感器的

市场需求也将急剧增加。”王文说。

近年来，氢气传感器得到了飞速发展，涌现

了诸多如电化学、电学式及光学式等不同技术原

理的商用氢气传感器。各国科研院所持续投入

力量开展氢气传感的新原理新技术研究，以期满

足实际应用的需求。

“声表面波氢气传感器引起了很多科研人员

的兴趣。”王文表示，不少研究聚焦氢敏材料设

计，取得了不错的试验效果。

“但迄今为止，因为氢敏材料存在稳定性与

可靠性方面的技术难题，还没有出现商业化的声

表面波氢气传感器。”王文说。

不过，随着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深入推进，未

来，高灵敏氢气传感器将“大显身手”。

王文对新型声表面波氢气传感器的应用前

景很有信心。“鉴于声表面波氢气传感器具备现

有技术难以比拟的快速、高灵敏、低功耗、小体积

与低成本等特点，一旦完成工程化，在氢能领域

极具应用前景。”

在氢能领域应用前景广泛

氢能利用再添氢能利用再添““安全卫士安全卫士””
新型传感器实现氢气秒级响应新型传感器实现氢气秒级响应

及高性能声表面波气敏元件优化等方面的研究

取得重要进展。

为了满足氢能发展的实用需求，研发更灵敏

的氢气传感器，王文及其课题组加快了攻关步

伐。他们找到了在氢敏材料方面有着较为深入

研究的南开大学杨大驰教授的团队。

双方一拍即合。“自 2016 年起，我们就开始

和杨大驰教授的团队合作，开展新型声表面波

氢气传感器研究。”王文表示，中国科学院声学

所的声表面波技术研究在国内处于优势地位，

南 开 大 学 则 在 氢 敏 材 料 研 究 方 面 有 多 年 积

累。双方期望通过将声表面波器件技术与钯

基纳米材料（一种氢敏材料）结合，探索出快速

氢传感新方法，以解决现有氢传感技术所面临

的技术难题。

“声表面波氢气传感器的技术优势在于快

速响应与高灵敏度。”王文解释道，声表面波技

术本身对表面负载表现出极高的灵敏度和快

速响应特点，将之与特异选择性的氢敏材料相

结合，利用传感过程中的气体吸附效应对声表

面波传播的作用，即可实现对氢气的快速高灵

敏检测。

“此外，声表面波氢气传感器还具备良好的

重复性与选择性，以及小体积、低成本的技术特

点。”王文说。

尽管思路和目标十分清晰，在研究过程中，

王文及其课题组还是遇到了难题。“我们面临两

个技术难点，一个是钯基氢敏材料的响应机制及

设计方法，另一个是高性能的声表面波氢敏元件

设计与制备。”

王文告诉记者，他们通过讨论和各种实验，

解决了难题。例如，通过探索钯基材料及纳米调

控机制，确定了纳米线制备方法；建立分析方法，

对传感器功能结构进行优化。

团队最终成功研制出新型声表面波氢气传

感器样机。

王文高兴地表示：“样机测试结果很好，验证

了最初的设计思想。新型声表面波氢气传感器

实现了对氢气检测的快速响应、高灵敏度及低检

测限。”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2 月 20 日 20 时，北京 2022 年冬奥会闭幕

式如约而至。它依旧“简约”，鸟巢中仅保留超级 8K LED 地屏，与南北两

侧高清转播屏遥相呼应，用数字显示技术表现出“空灵与浪漫”。

“我们祖国在数字经济、数字文化和科技文化的快速发展，带给我们

一个画笔，才让我们能在世界舞台这张冬奥会的画卷上，谱写新的篇章。

让更多年轻人去把对我们祖国的这种热爱，变成我们更优秀的文化艺术

作品，让世界人民去了解我们中国。”北京 2022年冬奥会开闭幕式视效总

监王志鸥表示。

与开幕式一脉相承的是，闭幕式依然突出科技含量。“地面显示系统

作为闭幕式演出显示系统和表演舞台，地面 LED 舞台实际播放视频分辨

率达到 14880×7248，接近 4个 8K 分辨率（物理分辨率可提升一倍），可以

完美呈现裸眼 3D 效果。”2022 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地屏提供方、利亚德集

团冬奥项目总负责人刘海一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揭秘道。

由于 LED 地屏需要满足开闭幕式的演出需求，整个显示系统有其独

立的显示组件、显示系统、控制系统、结构系统和电气系统，操作人员可在

控制室内通过计算机远程控制，而 LED 地屏显示系统则可以文字、图片、

视频等多种形式显示。

“在闭幕式地面 LED 显示系统的设计和施工环节，我们引入航天质

量管理方法，将严格标准融入到每一个环节中。经过前期充分的测试验

证，每一块 LED 显示模块和链接线缆，面对冬季-20℃低温，以及演员高

强度彩排踩踏和设备机械的碾压，都能稳定呈现超 8K高清视频流畅的画

面效果，颠覆了传统演出舞台的空间结构，实现人屏互动，打造出数字化

多维空间特效。”刘海一指出，LED 地屏显示面板还加装抗眩光、抗摩尔

纹、防滑雾化面罩，显示画面柔和，为摄像转播提供全焦段无杂波、无干扰

的纯净视频显示画面。

北京冬奥闭幕式上

数字显示技术再现“空灵与浪漫”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 通讯员张錋）2 月 20 日，在北京未来科学

城的国网智能电网研究院（以下简称国网智研院），冬奥供电网络安全保

障团队正在网络安全技术分析中心进行值守，实时监控网络安全态势，运

用自主研发的先进数字化技术装备，防范和化解随时可能出现的网络安

全风险，为冬奥供电万无一失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利用自研的“威胁情报库系统”支撑全网威胁情报收集与风险预

警。“为了保证提供的威胁情报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一方面，我们通过收集

全球不同来源的威胁情报及网络基础设施数据，包括 IP信誉、域名信誉、

文件信誉、APT 跟踪、历史活跃信息以及全面的开源威胁情报进行多源

聚合智能分析技术，提升威胁情报准确性；另一方面，结合部署在全球多

个国家的攻击诱捕节点，捕获‘一手’网络攻击威胁情报进行情报补充和

验证，提升威胁情报的有效性和时效性。”国网智研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国网智研院自研了互联网敏感信息巡

查系统，在冬奥保障期间对相关互联网源代码泄露、未备案网站等进行实

时监控，并可以根据目标对象关键词和特征字，以及系统配色、图标等内

容，自动完成海量互联网资产的识别，及时发现可能的信息泄露事件。

“我们利用自研的智慧协同作战装备对全网互联网系统展开 7×24

小时的可用性及安全性监测。”国网智研院相关负责人说，在冬奥保障前

夕，我们利用网络安全漏洞检测功能对相关互联网系统进行漏洞隐患挖

掘，识别系统安全隐患；在冬奥保障阶段，通过对网站从不同线路访问的

速度情况、网站响应时间，判断网站的可用性，并第一时间进行预警。在

安全性方面，我们通过对网站页面进行爬取与特征匹配，判断网页挂马、

网页篡改等安全事件是否有可能发生，以便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

威胁情报库系统

实时守护冬奥网络安全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春）近日，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陶

可副研究员、孙康教授团队首次发现氧化铥（Tm2O3）纳米颗粒可以在近

红外光激发下产生活性氧。其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美国化学

会志》上。

某些材料可以吸收光的能量催化周边氧气并产生具有高度反应性的

活性氧，是光催化、污染处理、精细化学、消毒灭菌，以及肿瘤的光动力治

疗等领域的重要科学基础之一。然而，现有材料仅能被可见或紫外光激

发，无法被能量更低的近红外光激发，限制了上述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例

如，太阳辐射中近红外光能量占比过半（约 53%），却在光催化等领域难以

被利用。在生物医用领域，紫外或可见光几乎无法穿过人体，导致现有的

光动力肿瘤治疗或光动力杀菌等应用被局限于体表位置。虽然近红外光

的生物体穿透深度可达厘米级，但目前在近红外光下没有可以直接产生

活性氧的材料。因此，探索可在近红外光波长激发下产生活性氧的材料，

一直是材料学界孜孜追求的梦想。

研究团队在分析传统有机光敏剂机理的基础上，认为电子在激发态

约 10-3秒的长寿命可能是在近红外区域产生活性氧的关键因素。因铥离

子在近红外区域相应能级有类似的长寿命、较大的光吸收截面和较小的

光发射截面，团队大胆地假设：铥元素相关化合物可能具备光激发活性氧

产生的性质。

该研究成果改进了氧化铥纳米颗粒的制备方法，采用多种方法确认

了在紫外、可见、近红外等不同波长的激光或非激光光源激发下产生活性

氧的能力。尤其是在近红外光下直接催化产生活性氧，Tm2O3纳米颗粒

的活性氧产生量子效率大幅提高至约 36%，研究证实了在功率密度极低

的非激光光源辐照下，小鼠肿瘤的生长即可被明显抑制，从而为光动力治

疗拓展至体内深部病灶打下了材料基础。审稿人认为，“之前，氧化铥由

于其大原子序数被应用于医学成像和放疗增敏等领域，而本文首次发现

其具备产生活性氧的能力，可能对诸多领域有重要价值”。

近红外光照射纳米颗粒

可直接产生活性氧

2 月 16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

源与过程研究所获悉，该研究所王庆刚研究员

带领的催化聚合与工程研究组发展了一种聚

合物降解再聚合的升级化学循环新策略，以

“聚合物到聚合物”的方式成功实现了聚乳酸

废弃物到新聚乳酸材料的循环再利用过程。

成果近期发表在高分子领域权威期刊《大分

子》（Macromolecules）上，该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杨茹琳为论文第一作者。

王庆刚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

次刊发的论文中文题目是采用“解聚再聚合”策

略以“聚合物到聚合物”的方式对聚乳酸废塑料

进行化学回收。目前，“一种锌催化剂催化聚乳

酸材料回收再利用的方法”等部分科研成果已经

申请发明专利。

破解废弃聚乳酸材料的
后处理问题

“聚乳酸作为典型可再生原料（淀粉）来源的

高分子材料，正逐步发展成为社会所必需的基础

性大宗材料，废弃聚乳酸材料的后处理问题也引

起了关注。”王庆刚解释说，近年来，随着人们环

保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家“禁塑令”与“双碳”

政策的不断推动，可降解材料迎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与此同时，使用完的聚乳酸材料的后处理问

题也引起了人们关注。虽然聚乳酸可以在自然

界中降解，但这一过程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和特

定的降解条件，而且降解产物是二氧化碳与水，

无法实现直接快速循环利用，其降解本质上是一

种碳排放过程，也是资源的浪费。化学循环的方

式实现聚乳酸的回收利用，提供了废弃聚乳酸后

处理的一种有效解决途径。目前的研究大多是

将废弃聚乳酸转化为乳酸烷基酯，但是通过这一

过程循环获得高分子量聚乳酸材料，需要将乳酸

烷基酯水解成乳酸、预聚成低聚物、二聚成丙交

酯然后聚合获得聚乳酸，这些方法虽然可行，但

成本昂贵且效率低。

“因此，实现直接将废弃聚乳酸材料转化为

新聚乳酸材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应用前

景。”王庆刚说。

以“聚合物到聚合物”方
式实现再利用

随着禁塑在全国各地的全面实施，由可再生

原料淀粉制造的聚乳酸材料及其加工生产的各

种可降解塑料制品，已成为普通塑料的主要替代

品，随之而来的大量聚乳酸材料废弃物的回收利

用问题。

令人欣喜的是，王庆刚带领的催化聚合与工

程研究组以“聚合物到聚合物”的方式成功实现

了聚乳酸废弃物到新聚乳酸材料的循环再利用

过程。

如何采用“解聚再聚合”策略，通过以“聚合

物到聚合物”的方式，实现对聚乳酸废塑料进行

化学回收？

王庆刚研究组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催化剂的

催化下，聚乳酸聚合物链被醇可控降解为短链聚

合物，通过调节醇的量来调控降解后短链聚合物

的分子量。醇的引入使得聚合物重新获得链增

长活性，加入丙交酯单体后短链聚合物快速精确

再聚合至理论分子量，从而获得新的高分子量聚

乳酸。该策略的反应条件温和，副反应少，减少

了完全重新生产聚乳酸的原料消耗，最大程度的

提高了聚乳酸的回收再利用效率。

王庆刚表示，相对而言，现有技术大多是将

聚乳酸废弃物转化为乳酸烷基酯，然后水解成乳

酸，预聚成低聚物、二聚成丙交酯，最后聚合获得

聚乳酸，成本贵且效率低。因此，实现直接将废

弃聚乳酸材料转化为新聚乳酸材料具有可观的

应用前景。

聚乳酸循环回收技术的关键是在再聚合过

程中，通过加入不同类型单体可以获得性质各异

的最终材料。王庆刚介绍，该成果为聚乳酸循环

利用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该技术在化学循环

回收方面有效，并在聚合物的改性和合成方面具

有发展前景。

“该策略反应条件温和，副反应少，减少了完

全重新生产聚乳酸的原料消耗，提高了聚乳酸的

回收再利用效率。在再聚合过程中，通过加入不

同类型单体可以获得性质各异的最终材料。该

成果为聚乳酸循环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该策

略在化学回收方面有效，并在聚合物的改性和合

成方面具有发展前景。”杨茹琳表示。

锌催化剂出手 循环利用废弃塑料有了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