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种新型弱磁能收集器结构，可使物联网传感器

免于更换、维修电池等种种人工繁琐操作，实现弱磁条

件下的“自发电”，其输出功率比传统磁能收集结构提

高约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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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成果已先后在浙江、

天津、山东、福建、江西等地

开展应用，基于相关应用，

2019 年全年多增加电量销

售额、节省抢修开支近5000

万元。

5000万元

我国“双碳”战略倡导绿色、环保、低碳的生

活方式，这有赖于绿色能源技术的不断发展创

新。在我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当下，磁能等

现实环境中微能源的回收再利用引起众多研究

者的关注。

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工程学院与创新发

展基地“海洋磁传感器和探测”团队青年教师、

副教授储昭强研究设计了一种新型弱磁能收

集器结构，可使物联网传感器免于更换、维修

电池等种种人工繁琐操作，实现弱磁条件下的

“自发电”，其输出功率比传统磁能收集结构提

高约 120%。近日，该研究学术论文“两端夹持

磁—力—电俘能器件中显著增强的弱磁能量

回收性能”在能源材料领域国际著名期刊《先

进能源材料》在线发表。

“万物互联”是打造智能世界的一个重要

引擎，也催生了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目

前，发展物联网的一大挑战是寻找传感通信节

点的自供能技术，以支持大规模、分布式传感

网络的构建。

针对这一技术挑战，我国多个领域都在积极

筹划以图破解之道。2021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智能传感器”重点专项针对人体多参量生物传

感器在无线场景下自供能入网难题，提出研究从

人体获取能量的自供能技术；2022 年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智能传感器”重点专项针对配用电网

络状态感知分布式传感器的供能入网难题，提出

了磁电耦合自供能磁场敏感元件及传感器的项

目指南；2022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将攻关航

天用微型压电振动俘能技术纳入指南范围。

可以说发展分布式能源获取技术，实现环境

中微能源的回收再利用具有重要价值，也是响应

国家节能减排战略，助力碳达峰的有效举措。

对于环境微能源的回收利用，在振动能、辐

射能和近场电磁能等众多可收集能源中，电力电

缆、工业机械和家用电器等产生的杂散磁能由于

其频率固定和分布广泛，比风能等低频能量获取

效率更高，一直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特别是在

建设智能电网的背景下，对输电线路状态参数的

在线监测与故障诊断迫切需要从架空电缆中俘

获能量而构建可持续的自供能传感网络。

就如小说《三体》中描绘的那个美丽新世界，

杯子无需电源、电池，可以自加热，空中的飞车也

不用电池，却能不停地飞，永远也不会没有电，都

是由于电源用微波或其他形式的电磁震荡来发

电而形成的无线供电场。这种技术其实就是目

前用于手机无线充电的技术。最初，人们也把目

光投向了这种传统线圈式感应取电装置。但是

这种技术有着体积大、安装不便和难以耐受短时

大电流冲击等突出问题。

因而，人们开始研究一种由磁能转化为机械

能再转化为电能（MME）的俘能装置，这一技术

有望成为下一代低频磁场能量收集的新选择。

储昭强介绍，这种新型俘能器件是利用磁

扭矩效应以及磁滞伸缩效应，再利用压电效应

实现机械能与电能之间的转换，其优势在于无

需线圈式感应取电装置所需的闭合磁路，且可

以实现更高效率的能量转换和对强电流脉冲

的更高耐受度。

回收再利用环境中的微能源

储昭强从 2016 年开始接触振动和磁场的

能量收集技术。从 2016 年到 2021 年，一直致力

于基于传统悬臂梁式谐振结构的材料和器件

方面的研究。这是一种一端固定而另一端自

由，且在自由端附加质量块（磁铁）的能量收集

器结构。这种结构由自由端磁性质量块提供

驱动扭矩，同时贡献了超过 90%的等效质量。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如 果 要 维 持 谐 振 器 50 赫 兹

（Hz）的谐振频率不变，则难以单纯通过增加自

由端磁铁的质量来增强磁—力耦合性能。也

正是这个原因，目前大多数研究的悬臂梁式磁—

机—电器件仅局限于对强磁场，即大于 5 奥斯

特（Oe）磁场的能量收集。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公众可接触的 50/60Hz 交变磁场安全阈值为

1Oe，而且环境中杂散磁场的大小一般也低于

此参考值。因此也有必要探索适应于低场能

量收集的新原理和新方法。

基于“磁—机—电俘能器件如何降低自由端

磁性质量块的等效质量”这一思考，储昭强大胆

创新，提出了一种两端夹持梁的设计思路。这种

设计使磁—机—电俘能器件的两端都固定起来，

采用一种二阶振动模式，降低了中心磁性质量块

的动能，从而减小了其对谐振系统等效质量的贡

献，在增加磁铁体积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系统在

50Hz弱场条件下的输出性能。

实验表明，在弱磁环境的相同激励条件下，

该能量收集器在同等单位时间内可输出的电能

是传统悬臂梁式结构的 2倍多，完全可以使没有

安装电池的传感器正常工作并与手机终端进行

通信连接。

储昭强表示：“在科研工作中，起到关键作用

的往往就是一个小小的，甚至不起眼的设计方

法。但是这个方法的来源一定是基于长期的研

究和思考。”

适用于低场能量收集的新方法

“目前，这种对于磁场的能量收集技术在

应用上还有一定的局限性，科学总是解决了一

个问题就会带来很多新问题的过程。”储昭强

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未来，他将主要考虑进

一步优化两端夹持磁—机—电俘能器件在材

料方面、几何方面的参数设计，进一步实现增

加适应的磁场变化范围和微型化的集成，为研

制自供能磁场敏感元件，电网输变电智能感知

与配用电网络拓扑关系识别等应用提供关键

技术。

储昭强同时表示，团队将结合哈尔滨工程

大学船海科研特色优势，深入研究水下小型仿

生平台如水下机器鱼、无人水下航行器等基于

超声和磁场的无线供能技术，这不仅能解决小

型仿生平台等能源“取”的问题，同时解决能源

“供”的问题。

储昭强所在的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学院与

创新发展基地“海洋磁传感器和探测”团队于

2017 年成立并不断发展壮大，团队瞄准水下目

标多传感探测的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和工程应

用，全面开展了基础磁材料、磁传感器研制、水下

信息感知和处理等技术研究。

未来或用于水下小型仿生平台

油气资源越采越深，勘探难度也越来越大。如何揭开地下深层构造

的神秘面纱，绘制出高清的地震剖面成像图，更精准预测地下岩层和油气

的分布情况？记者近日从中国石油石化物探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物探

院）获悉，该院胡光辉团队运用全波形反演技术在陆地勘探应用中取得突

破，并荣获中石化前瞻性基础性研究科学奖一等奖。

“用我们新研发的技术给地下深层做‘CT’，地震成像分辨率和聚焦

度都得到较大提升，该技术能精细刻画出薄层、断裂等复杂地质体细节构

造特征，有助于对油气勘探的目标储层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认识。”胡光

辉在技术交流会上说。

随着油气资源日益紧张，勘探范围逐渐由地下中浅层向深层和超深

层进军，勘探难度也越来越大。为降低勘探成本，提高开采成功率，亟须

先进的物探技术揭开地下深层构造的神秘面纱，绘制出高清的地震剖面

成像图，更精准预测地下岩层和油气的分布情况。

20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全波形反演技术应运而生，它打破了常规

速度建模方法的理论体系，号称窥探地层高清成像的“核武器”，迅速发

展，以其高精度、多参数的建模能力，逐渐成为地球物理界炙手可热的研

究热点。

“越是金贵的东西，获得的前提条件就越多。”胡光辉谈到全波形反演

技术生产实用化的发展历程时说，“全波形反演技术从理论上看起来相当

完美、诱人，但在大规模生产应用中，适用性瓶颈很多，它对数据、初始模

型等假设条件依赖性很强，而实际地震资料，尤其是复杂的陆地资料，受

地震噪声干扰、低频信息缺失等因素影响，无法满足深层高精度速度建模

要求，这也是一直困扰地球物理领域的世界难题。”

2019年，物探院成立“胡光辉党员创新工作室”，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加

强自主全波形反演技术的创新研究和推广应用。攻关团队积极开展针对深

层小尺度地质体的全波形反演技术攻关研究，从地震数据采集源头入手，广

泛调研分析实际资料建模难点，经多次反复测试、交流论证，创新性提出了

复波数隐式分解及地质物探一体化建模方案。如同给深层地层拍写真，清

晰刻画出了深达数千米的地质体纹理结构，取得全波形反演技术在陆地资

料实际应用的大突破。

目前，该技术相关研究成果已获授权专利 11 项，通过江苏省地球物

理学会和中石化鉴定，被认为技术成果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应用前景

广阔。

运用全波形反演技术

为地下油藏做个“高清透视”

科技日报讯 （记者郝晓明）近日，记者从辽河油田钻采工艺研究院

（以下简称辽河油田钻采院）获悉，该院历时 7 年自主研发的高压水力钻

塞技术，在辽河油田“新海 27-H31井”成功突破“栓塞”瓶颈，为高效钻除

油气井因堵水、堵漏、封窜及结垢形成的各类灰塞提供了新方向。

“新海 27-H31 井”位于辽宁省盘锦金海采油厂新海 27 块下油组，受

邻近直井水淹、边底水双重影响，油井含水量较高。科研人员介绍，在对

油井进行化学药剂堵水后，形成了 245 米堵塞段，因套管缩径，导致常规

机械钻塞无法下入，该井面临停产。采用高压水力钻塞技术后，单趟管柱

作业即可实现堵塞钻除、井壁清洗等功能，较常规机械钻塞、冲砂等整套

措施，作业时间缩短了 15天。

受地层变化及开发方式影响，油田在开发过程中，部分地层及油井井

筒内不可避免地形成“栓塞”，严重影响原油生产效率。高压水力钻塞技

术采用辽河油田钻采院自主研发的旋流喷射工艺，通过“水力”梳通油井

“栓塞”，钻塞效率提升 40%。目前，该技术已在辽河油田不同区块、不同

井型成功应用 50 余井次，单井作业成本节约 20 万元，有效解决了油井生

产时，因地层污染、无机盐结垢、入井流体不匹配等原因，造成的油井堵塞

和出油量减小等问题。

“与传统机械钻塞作业相比，该技术具有冲、钻、洗一体化作业优势。”

辽河油田钻采院矿场机械研究所所长郝瑞辉介绍，旋流喷射工艺类似高

压喷枪洗车，工作人员通过地面设备向井筒内注入由该院自主研发的高

流速液体，使“水力”冲击覆盖井筒截面，从而击碎化学药剂、水泥及井筒

内结垢形成的堵塞物。

近年来，辽河油田钻采院的科研人员自主研发形成了包含高压水力

钻塞、水力喷砂割缝、水力喷砂射孔等系列水射流技术。其中，由该院自

主研发的高压旋流液体，具有穿透能力强且不受井深、井温、井下套变等

影响，通过对生产层段炮眼和井筒及时清洗，油井堵塞后可快速实现复

产。该技术在恶劣工况下，仍具有适应能力强、效率高等特点。

体积小、成本低、效率高

水力钻塞破解钻井栓塞难题

科技日报讯 （记者矫阳）3 月 30 日，国内在建最长干线公路湖底隧

道——竺山湖隧道围堰完成施工。竺山湖隧道位于江苏宜兴全长 7.81

公里，为全长 15.7 公里的 341 省道——江苏无锡马山至宜兴周铁段工

程的重要控制工程，起于周铁镇南，全部下穿竺山湖。

据中铁十六局集团三公司副总经理晁军介绍，竺山湖隧道于 2019年

9 月开工，采用围堰明挖法施工，项目科技攻关团队创新采用“多仓堰筑

法”施工技术，实现仓段一次性围堰施工，解决了超长湖底围堰施工效率

问题，填补了国内水中围堰超长基坑同时开挖施工的空白。

针对部分仓段湖底淤泥质黏土深度达到 12.6米，粉土层厚达 12.7米，

围堰断面达 228米，基坑宽度 44米等困难地质，项目科技攻关团队在围堰

施工中设置水中测量平台，采用先探后打等措施保证了围堰施工质量。

施工采用淤泥固化处理代替传统的换填法、垫层法等施工工序，解决了弃

土和砂石料来源困难，实现了零弃土和零换填。淤泥固化板结技术荣获

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竺山湖隧道围堰合龙

填补水中围堰施工空白

沿着电网线路，地图上的绿点有序分布；与

之配套的还有一张列表，记录着每根电线杆上的

一体式防雷绝缘子运行情况……一年多来，黄建

杨的手机每天会收到一份“心跳包”，用于远程掌

握这一防雷设备的状态。

“历经10年产学研合作，我们研制出了第三代

一体式防雷绝缘子。”近日，国网浙江诸暨市供电公

司高级工程师黄建杨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介绍，该绝缘子集避雷器、绝缘子功能于一身，在防

雷性能、安装运维、智能监测三方面有显著提升。

根据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统计，以浙江为例，近年来雷击造成的配网

故障占全部故障的 20%以上。在雷电活动较强

的地区，雷击造成的过电压，可使绝缘子发生闪

络而引起接地故障，或者破坏避雷器，从而引发

跳闸、停电。

黄建杨介绍，该成果已先后在浙江、天津、山

东、福建、江西等地开展应用，基于相关应用，

2019 年全年多增加电量销售额、节省抢修开支

近 5000 万元。在应用范围内，因雷击造成的线

路停电，从之前的年均 423 条次下降至 12 条次，

大幅提升了配网架空线路的防雷能力和供电可

靠性，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强化防护效果 组合结
构一拧即可

一般而言，110千伏（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

输电网络被称为主网，直接面向用户供电的配电

网络被称为配网。如果将主网比作动脉，配网则

是毛细血管，后者串联着千家万户。

“以往的观念是，配网所用的防雷装置多、杂

还便宜，被雷击坏了就换。如今老百姓对供电可

靠性、稳定性的要求越来越高，防雷装置也得与

时俱进。”黄建杨介绍，其中，避雷器与绝缘子这

两类部件，在电线杆上随处可见。传统方式下，

二者彼此独立设计和生产，应用组装时需要调节

间隙距离，配合默契，才能有效起到防雷作用。

大量雷电冲击和实验测试表明，以往避雷器

和绝缘子放电有一定分散性。二者的间隙距离、

避雷器的金具结构等要素，直接影响防雷效果。

比如，间隙距离过小会降低绝缘水平；过大的话，

会造成导线上电压过高，雷电不易被释放，可能

击穿其他设备。

“此外，长时间运行下，防雷设备容易因导线

抖动、风偏等因素引发位移、间隙距离不稳定、接

线掉落等问题。”黄建杨说，将避雷器与绝缘子集

成设计是一种解决方案。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日本科研人员循着这

一思路，率先研制出一种用于 6.6kV 线路的内置

压敏电阻针式瓷绝缘子。多年来，中国、日本等

国家的科研人员在持续研发优化。

“联合团队通过一体式结构、电压分布优化

控制技术等，固定了间隙距离等参数，有效提升

了绝缘子雷电耐受力以及限制雷电放电路径。”

黄建杨说，一体式结构更便于安装，工人原来组

装一套防雷设备需要 15分钟，现在只需花 3分钟

拧上三颗螺母即可。

截至 2019年 8月，这款一体式防雷绝缘子迭

代至第三代，累计应用 6.6万余只，其中最长挂网

运行时间超过 6 年，经历了复杂的环境考验，均

未发生雷击故障、绝缘闪络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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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雷击电流陡度大、时间短，雷击监测数

据采集困难，雷击故障点难查找，防雷装置异常

无法提前预警，易造成保护失效。研发有效的智

能化雷击和故障判别手段成为研究热点，比如通

过弱电技术来解决雷击故障查找、识别，故障快

速恢复等传统难题。

“防雷装置遭到雷击后，可能就留下一条缝

甚至一个点，很难查出故障源。”黄建杨说，一旦

发生雷击停电，工作人员可能得集体巡查，排查

避雷器的故障。他就曾沿着一条线路查了两天

两夜。国内外也尝试过相关研究，但效果很有

限。

针对相关难题，联合团队设计了适用于绝缘

子的内置罗氏线圈电流传感器，可对电流进行采

样和计算分析，实现精准故障识别。同时，基于

窄带物联网技术等，使配网架空线路防雷绝缘子

具备感知连接功能，并搭建起了通信和自组网。

“自组网的应用层由管理平台及配套手机

App 构成，可实现海量防雷绝缘子远程监控管

理。”黄建杨介绍，防雷绝缘子内置适用 5G 标准

的 NB-IOT 通信模组，可将雷击次数、雷击时间

与防雷绝缘子氧化锌模块状态信息上传至管理

平台。在雷电不多的季节，相关信息也会每天以

“心跳包”的形式上传。

为确保防雷装置稳定持续地传输状态信息，

联合团队设计了“太阳能+电池”的供能方案，利

用控制器判断两种供电方式的电压大小，保证时

刻采用高效的供电方式。其中，电池一次充电可

工作 3个月。据悉，经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组织的

鉴定委员会鉴定，该成果被认为整体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目前，我国 10kV 配电网架空线路运营里程

接近 400万公里，若能进一步提高避雷器安装效

率、降低制造价格，对降低线路综合防雷成本、提

升运营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该成果研发费用为 80万元，已获授权发明

专利 10 项，海外专利 2 项，有望打开海外市场。”

黄建杨表示，团队将进一步压缩其生产成本，以

期扩大应用范围，让供电更加稳定可靠。

一体式防雷绝缘子为配电线路提升“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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