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推出一款小型化自由运行
单光子探测器 QCD600， 该仪器能够将极微弱的单光子信号转换为电
脉冲信号，具有高探测效率、低暗计数、紧凑稳定的特点，可应用于量子
通信、量子激光雷达、荧光寿命检测、单光子测距等极弱光探测场景，尤
其适用于光子到达时间不确定的应用场景， 可为异步弱光探测应用提
供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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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吴长锋
本报记者 汪永安

近日，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安
徽光机所张为俊研究员团队在大气二氧
化氮探测技术方面取得新突破，团队利用
相敏检测的振幅调制腔增强吸收光谱技
术，创立了一种能够快速灵敏检测大气环
境中二氧化氮的新方法。 “通俗地讲，就是
把吸收到的二氧化氮光谱信号进行有效
放大，再通过我们开发的可靠算法进行计
算， 最终实现对大气二氧化氮的精确探
测。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安徽光
机所周家成博士告诉记者，这项研究成果
日前发表于美国化学会出版的 《分析化
学》上，并申请了发明专利保护。

二氧化氮是导致大
气污染“元凶”之一

“二氧化氮是对流层大气中主要的污
染物，它的来源主要包括交通运输排放和
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化石燃料燃烧、农作物
秸秆等生物质燃烧、大气当中的闪电和平
流层光化学反应等过程。 ”周家成介绍，大
气中的二氧化氮对臭氧和二次颗粒的生
成也起着重要作用，是形成酸雨的重要原
因之一。

“二氧化氮的光解是对流层臭氧的
主要来源之一 ，其参与了光化学反应以
及光化学烟雾的形成。 ”周家成说，二氧
化氮通过光化学反应产生硝酸盐二次
颗粒 ，导致大气能见度下降并进一步降
低空气质量 ， 是形成灰霾的主要因素 。
同时 ，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氮可以与
水蒸气发生作用 ， 产生硝酸和一氧化
氮，进而形成酸雨。

正因如此 ，二氧化氮的高灵敏准确
测量对大气化学研究以及大气污染防
控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一些特殊应用场
景 ，例如青藏高原 、海洋等环境中 ，大气
中二氧化氮浓度极低 ，只有高灵敏的仪
器才能精确测量 ，进而开展相应的大气
化学研究 。 此外 ，高灵敏的仪器还可以
捕捉城市大气污染的深层次信息 ，例如
通量等关键参数 ，从而更好地服务大气
污染防控。

二氧化氮在空气中比较稳定，易于监
测，而且二氧化氮在可见光的蓝光波段的
特征吸收峰结构明显，可通过光谱技术直
接进行探测，配合走航车、无人机或人造
卫星等各种搭载平台，能实现大范围立体
测量，更好地服务大气污染防控。

放大光谱信号实现
超极限探测

常见的大气污染物测量技术包括质
谱、色谱和光谱三大类，其中，质谱和色谱
技术受工作方式、 体积重量和时间分辨率
等限制， 通常只能用于实验室分析或地基
站点测量，而光谱技术具有高灵敏度、高精
确度、非接触、响应快、可无人值守等特点，
非常适合大气环境监测， 已经在固定点监
测、地基遥感、机载或探空测量和卫星遥感
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为“大气污染立体监
测”提供了一种良好的技术手段。

一般而言， 大气当中的每一种成分，都
对应有特殊的光谱，也就是相当于这种组分
的特殊身份识别标志特征。 从原理上来讲，
只要能够实现对某种大气组分光谱的高灵
敏度探测，也就做到了对这种组分的精确探
测。周家成介绍，他们团队创新研发的“基于
多模激光的振幅调制腔增强吸收光谱技
术”， 是将调制技术与多模激光相结合的一
种全新的高灵敏度吸收光谱技术。它的工作
原理是把被调制的光强信号输入到相敏检
波器中， 与参考信号进行混频乘法运算，再
经过窄带低通滤波器滤除掉其他噪声频率
成分后，得到一个与输入信号成正比的直流
信号，就可以直接用于吸收系数的计算。

一些背景站点无明显的人为活动，能代
表自然大气环境，但相应的大气二氧化氮浓
度也非常低， 只有开发更高灵敏的探测设

备，才能实现背景站点二氧化氮浓度的准确
测量，从而开展大气氮循环化学研究。 科学
岛研发的“基于多模激光的振幅调制腔增强
吸收光谱技术”集成了共轴腔衰荡吸收光谱
的高光注入效率、离轴腔增强吸收光谱的低
腔膜噪声，以及调制光谱的窄带高灵敏度微
弱信号探测等优点， 能够提供一种简单、可
靠、低成本和自校准的二氧化氮绝对浓度测
量方法。 “它适用于长期稳定运行、免人工维
护的二氧化氮高灵敏度测量，因而具有很好
的科研和业务应用前景。 ”周家成说。

“我们研制的这台仪器用到的一个关
键部件， 叫做宽带多模二极管激光器，即
能够输出波长具有一定宽度，并且可以同
时产生两个或多个纵模的激光器，它是整
个仪器的探测光源。 周家成介绍，这款激
光器的中心波长 406 纳米，带宽约 0.4 纳
米，它发射出的探测光源，恰好能够被二
氧化氮分子所吸收，所以被用来进行二氧
化氮浓度的测量。

一般而言， 某种仪器或探测方法，在
探测某种参数时所能达到的极限，被称为
“探测极限”，也代表了仪器的最高性能指
标。 周家成表示，他们研制的探测技术经
过多次实际应用验证表明，超过探测极限
浓度的二氧化氮也能够被测量到。

助力北京冬奥会精
准预报天气

北京冬奥会期间，中科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安徽光机所研制的快速灵敏检
测二氧化氮仪器被用于环境大气实时在
线观测，设备全程无人值守，数据结果良
好，为冬奥会高精度数值天气预报和多源
气象数据融合等关键技术方法提供了必
要的数据支持，共同构建了冬奥气象“百
米级”预报技术体系。

在此之前， 这台仪器在北京参加了
“超大城市群大气复合污染成因外场综
合协同观测研究 ”项目 ，针对北京城市
站点大气环境中氮氧化物的作用开展
相关研究 ，对北京市大气复合污染成因
解析起到重要作用 。 此外 ， 课题组于
2019 和 2021 年参加了第二次青藏高原
科学考察 ，分别在纳木错 （4730 米 ）、林
芝鲁朗 （3326 米 ）和拉萨市 （3650 米 ）开
展大气活性氮的综合观测实验 ，并且于
2020 年在珠峰站 （4276 米 ）和香格里拉
区域大气本底站（3552.7 米）开展常年的
高原背景站点的大气二氧化氮业务观
测 。 周家成表示 ，后续该仪器还将继续
应用于青藏高原背景站点开展常年观
测 ，填补青藏高原大范围区域二氧化氮
有效观测数据的空白。

谈起团队科研历程，周家成坦言，这
其中充满了艰辛和不确定性， 但也有着
很多乐趣。 “为了验证仪器吸收测量的准
确性， 我们先在实验室开展不同浓度二
氧化氮测量实验， 但结果始终和预期的
不一样。 折腾了几个小时后，发现居然是
外部锁相放大器的一个参数设置有误。 ”
周家成说，这件事再次验证了“细节决定
成败”的道理。 自此以后，他每次实验前，
都会仔细检查仪器的各项参数， 防止出
现类似问题。

周家成说， 仪器在参加北京冬奥会
观测期间， 由于观测人员在实验前期对
仪器操作不熟悉，光腔被正压气体冲击，
导致无法用于测量。 “当时我不在现场，
内心十分着急，牵挂仪器，到了深夜都不
能入睡，担心影响观测进度。 ”年后没几
天，周家成赶紧携带工具前往北京维修，
加班加点，终于使仪器正常工作，保证了
综合实验的进度。

“接下来，我们将对仪器进行小型化
集成，利用锁相板代替商业锁相放大器，
配合自动控制系统， 使得这台仪器更加
智能化、便携化。 ”周家成表示，未来他们
团队还计划把这种二氧化氮探测技术与
化学滴定、热解和化学放大法相结合，应
用于一氧化氮、臭氧、活性氮和总过氧自
由基的高精度测量。 通过增加保护气，仪
器还可应用于气溶胶消光系数的高灵敏
度测量。

高灵敏传感器
可精准检测血液中凝血酶

本报讯 （记者 汪永安） 近期 ，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智能所
吴正岩和张嘉团队设计出一种高
灵敏度的适配体传感器 ，可以实现
对血液中凝血酶浓度的精准检测 。
相关研究成果已被分析化学领域
权威期刊 《生物传感器与生物电子
学》接收发表。

凝血酶是一种蛋白水解酶，能催
化纤维蛋白原转化为纤维蛋白，促进
血液凝固，与白血病、血栓性疾病、血
管壁炎症、阿尔茨海默症等多种疾病
密切相关。 在正常情况下，血液中不
存在凝血酶，在凝血过程中凝血酶由

凝血酶原转化生成。 因此，精准地检
测低浓度凝血酶对于相关疾病的诊
断和治疗以及药物疗效的评价具有
重要意义。

针对此类问题，课题组开发出高
灵敏度的适配体传感器，利用具有优
异电子传输通道的多级孔结构框架
作为传感材料，同时选择具有高的电
催化效应的金属纳米探针作为信号
放大器，构建出应用于血液中凝血酶
精准检测的高灵敏度适配体传感器。
该传感器可以检测皮摩尔浓度的凝
血酶，同时也展现出优异的抗干扰性
和稳定性。

电催化去除水中硝酸盐研究
获新进展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近期，中
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固体所纳
米材料与器件技术研究部科研人员
在电催化去除水中硝酸盐研究方面
取得新进展， 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化学通讯》期刊上。

由于工农业快速发展，水体硝酸
盐污染问题在全球范围普遍存在，这
容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产生水华等
生态环境问题，威胁水质安全，对自
然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巨大威
胁，因此发展高效去除水中硝酸盐方
法和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其中，电催
化还原方法可以将硝酸盐选择性转
化为铵或氮气，具有效率高、容易操
作、不产生污泥、投资成本较低等优
点。特别是将硝酸盐电催化还原为无
毒的氮气，能有效降低水体中总氮浓
度，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虽然目前
已报道的材料均对产氨/铵具有较高
的选择性和效率，在工业固氮领域具
有应用潜力，但并不适用于湖泊河流
等实际水环境中的降氮除氮。

鉴于此，研究人员探索了进一步
提高电催化还原硝酸盐为氮气的选
择性的方法，通过电化学沉积，在多
孔泡沫铜材料表面沉积了以晶面择
优取向的 Cu2O 薄膜， 用作电催化还
原硝酸盐的阴极，发现其催化还原硝
酸盐为氮气的性能有显著提高，在碱
性溶液中， 硝酸盐的去除率为 93%，
对氮气的选择性为 99%； 在中性溶
液中 ，硝酸盐去除率为 94.3%，对氮
气的选择性为 49.2%。 为了验证实际
水体中含有的其他阴阳离子对性能
的干扰，该研究以添加电解质的董铺
水库湖水为基质，研究了其电催化性
能， 获得了硝酸盐去除率为 91.1%，
对氮气的选择性为 64.2%。

该研究工作中的阴极材料制备
工艺简单，可以实现对氮气的较高选
择性， 展现了 Cu2O 在电催化还原硝
酸盐为氮气的应用潜力，为进一步设
计稳定高效的电催化材料，实现水中
降氮除氮等水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
提供参考。

新一代干细胞制备技术有重要突破
多潜能干细胞具有无限增殖特

性和分化成生物体所有功能细胞
类型的能力。 北京大学邓宏魁团队
经多年努力 ，成功开发化学小分子
诱导技术使人成体细胞逆转为多
潜能干细胞。 这一由中国自主研发

的多潜能干细胞 （人 CiPS 细胞）制
备技术 ，为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的发
展解决了底层技术上的瓶颈问题 。
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于 13 日晚在
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安徽科技带你看
“太空三人组”回家之路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北京时间
4 月 16 日上午 10 时左右，神舟十三
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安全降落在东风
着陆场预定区域。 三名航天员翟志
刚、 王亚平和叶光富顺利返回地球，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
成功！

飞船着陆点地处巴丹吉林沙漠
戈壁腹地，这里地域辽阔、人烟稀少，
没有地面通信网络的覆盖。为了保证
地面车队行进途中也有清晰的直播
画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采用安徽企
业合肥若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
的 RUV-900 型车载相控阵卫星互联
网终端进行移动通信保障，全方位展
现三位航天英雄的回家之路。 据悉，
这也是国产车载相控阵卫星互联网
终端首次承担同类直播任务。茫茫戈
壁深处传回的卫星互联网信号，让亿
万观众通过电视、电脑、手机等媒介
实时收看到飞船返回和着陆的全程
高清画面，见证了“太空三人组”平安
重回祖国大地怀抱的动人时刻。

由于返回舱的最终落点存在不
确定性，地面车队需根据最新落点预

报，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降落现场迎接
航天员。 RUV-900 在直播车辆和亚
太 6D 通信卫星之间架起一座稳定
的“天地信息高速公路”，实现了移动
宽带卫星通信，将车载直播摄像头捕
捉到的紧张行进画面流畅地传输到
观众面前。

作为主要卫星通信设备之一参
与央视航天员直播活动，充分体现了
RUV-900 优异的带宽性能， 复杂路
况下稳定的动态表现，以及超低剖面
带来的越野行驶安全性，圆满保障了
各项直播任务。

自 2021 年 4 月发布以来，RUV-
900 已成功服务于应急管理、消防救
援、电力电网、油气石化、媒体直播等
众多行业客户，在“7·20 河南特大洪
灾”应急通信保障、第十四届全运会
电力通信保障、北京冬奥会电力通信
保障、三江源国家公园环保科考通信
保障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于
2021 年 9 月联合亚太星通实现了百
公里时速下 150Mbps/220Mbps 的上
下行速率，创造了我国车载移动卫星
通信的纪录。

科学家发现最古老星系
根据路透社报道 《迄今观测到

的最古老星系为了解原始宇宙提
供线索 》，日前 ，天文学家发现了一
个可能是迄今观测到的最古老 、最
遥远的星系。 这一星系是在标志着
宇宙起源的大爆炸事件发生后不
久形成的 ， 或由第一代新星构成 。

这 个 名 为 HD1 的 星 系 可 追 溯 到
138 亿年前大爆炸之后的 3 亿年出
头 。 观测结果表明 ，HD1 形成恒星
的速度惊人 ， 每年可能新增约 100
颗恒星 ，亦有可能孕育了已知最早
的超大质量黑洞。

（均据新华社）

·科技速递·

放大二氧化氮光谱信号
快快速速锁锁定定大大气气污污染染““元元凶凶””

2022 年北京冬奥会观测。 (资料图片)

荨 4 月 14 日， 工作人员为小型
化探测器做测试。

荨 4 月 14 日，工作人员查
看小型化编码模块。

荨 QCD600 较以往的
单光子探测器更加紧凑
便携。

▲ 4 月 14 日 ，线
路板自动化贴装。

小型化单光子探测器
助力量子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