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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至海底的测量挑战
中航工业计量所为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提供计量保证
□ 本报记者 杨 蕾
临近新年，中航工业计量所力学室高
级工程师邵新慧一边忙着各种总结汇报，
一边又时刻准备着前往千里之外的港珠澳
大桥施工现场。
“在他们准备要安装下一管
节时，我们就要立即赶到现场，进行计量测
试。”
邵新慧谈起他们为港珠澳大桥岛隧工
程提供的计量保证，
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这座于2009年开工建设的大桥正如它
的名字一样，
将在促进香港、
澳门和珠江三角
洲西岸地区经济上的进一步发展发挥重要的
作用。大桥的建造难点集中在近6700米长
的深海超大型沉管隧道的修建上。海底隧道
由 33 个巨型沉管组成，
每节管道长 180 米，
宽 37.95 米，
高 11.4 米，
单节重约 6.9 万吨，

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埋深最深、
规模最大、
单节 工业计量所寻求帮助时，
邵新慧他们深入分
管道最长的海底公路沉管。
析了深水管节对接问题，
发现这次的测量环
要将如此巨大的沉管一节一节地安装 境很难依靠传统的位移传感器通过定位技
到几十米深的海底，这是一个浩大的工 术来实现对接精度的控制。经过研究，
他们
程。由于沉管在对接期间会承受水流力、 决定采用监测管节运动姿态的方法来保障
锚缆、
沉放驳等的综合作用，不仅会导致对 管节的顺利对接。
“我们设计了一套全新的
接准确度无法控制，还有可能直接影响沉 测量方案，在管节的前后端分别设置测试
管安全，引起对基床破坏等施工风险。根 点，并在关键的前端设了 6 支备份传感器，
据大桥修建标准，沉管对接精度测量的误 以保证测试信号准确可靠。
”
差不能超过 5 厘米。
监测深水长周期管节运动姿态属于超
“沉管埋到水下都是在 40 米左右，
而且 低频微小幅值振动，测试难度大，在国内尚
之前开挖的铺设沉管的水槽深达 30 米以 属空白。要想测试数据精准可靠，选择合
上，
水压力相当大，
再加上海水混浊，
安装环 适的低频传感器作为测量仪器至关重要。
境也很复杂。如何在看不见、
摸不着的水下 “凭借我们多年在振动测量方面的深入研
控制好管节安装对接精度？这是我们从未 究以及建立起来的可靠测量能力，我们选
遇到过的挑战。”在大桥修建项目组向中航 用了性能非常优越的低频传感器。这种传

感器以前只在航天航空的测量中使用。”邵
新慧说。通过实验室验证试验，精心搭建
的六维测量平台的稳定性非常好，能够满
足大桥修建的技术要求。
今年 7 月 21 日，经过 7 个半小时的监
测与预报，中航计量所的工程师们顺利完
成了港珠澳大桥深水 E11 管节运动姿态的
监测任务。随后，
经过努力，他们再次顺利
完成港珠澳大桥深水 E12 管节运动姿态的
监测任务，保证了对接成功。
“这几次的实
地监测证明我们的系统测量误差达到毫米
级，完全满足项目组对精度的要求。”截至
11 月，中航计量所已为港珠澳大桥工程提
供了 4 节沉管安装对接的精度测量。随着
大桥隧道的修建进展，邵新慧他们还将继
续为一节节沉管的对接提供计量保证。

计量采风

河北石家庄

严把三大环节
加大检查力度

本报讯 （焦 强）今年以来，河
北石家庄市质监局在该市范围展开电
子计价秤专项整治，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
截至目前，
共检查电子计价秤销
售企业 33 家、修理企业 1 家；检查集
贸市场、超市、饭店、门市等 1139 家；
检查在用电子计价秤 6410 台，查处经
检定不合格电子计价秤共 39 台并予
以依法处理。
据了解，开展此次整治的主要内
容为电子计价秤的生产、销售、使用、
修理各个环节。销售环节重点检查经
销企业是否销售无证生产的电子计价
秤产品、是否销售假冒伪劣或具有作
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产品、是否存在
加装作弊装置（或作弊功能）、破坏计
量器具准确度等计量违法行为等。使
用环节重点检查使用电子计价秤结算
的集贸市场、超市、餐饮店等经营场
所。修理环节重点检查是否具有修理
计量器具许可证，是否存在利用修理
之便对电子计价秤加装作弊装置（或
作弊功能）、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等计
量违法行为。
在整治中，该局要求市场管理者
采取加强巡查、与摊贩签订计量失信
惩 戒 协 议 等 管 理 措 施 ，加 强 市 场 管
理。通过检查，该局全面摸清了该市
生产电子计价秤制造企业，销售、修理
电子计价秤的门市摊点及使用电子计
价秤的超市、
集贸市场、餐饮店的底数
等相关情况，
并逐一登记建档，为建立
和完善电子计价秤从生产、销售、使
用、修理全过程的监管机制打下了坚
实基础。

情暖乡医
——河南安阳县质监局血压计检修志愿服务队活动侧记
“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血压计缺配
件、有毛病的先到我这儿修一下，然后再
12 月 2 日，古都安阳入冬以来最冷 排队去检定。”队员史光明对围上来的乡
的一天，下午 2 点，河南安阳县质监局血 村医生说。
“ 我的血压计有毛病，就是水
压计检修志愿服务队的 4 名队员已整装 银柱有断裂、翻气泡的现象，是啥原因？”
待发，今天他们要到该县的安丰乡开展 后净渠村的乡医董贵庆急切地询问史光
服务活动。这是他们小分队成立一个月 明。接过血压计，史光明对他说：
“你看，
来服务的第 7 个乡镇了。
你的血压计玻璃管内壁有明显的污渍。
今年以来，为了将计量惠民政策真 这是由于你平时关闭水银壶没有将血压
正做到日常化、制度化，让老百姓真正感 计右倾 45°，以致水银在玻璃管内氧化，
受到计量给他们带来的实惠、带来的温 造成玻璃管内壁不再平滑。水银柱在上
暖，让民生计量真正地走进百姓生活，10 升时，就会在有污渍的地方出现翻气泡
月 28 日，安阳县质监局检测中心成立了 或断裂的现象，我给你修理一下。”史光
一支血压计检修志愿服务队，计划每年 明说着，拿起工具熟练地取出玻璃管，用
深入到该县 20 个乡镇卫生院一次，为全 绒通条将玻璃管内壁清理了一下，
“修好
县近千名乡村医生使用的血压计开展一 了，去检定一下吧，以后关血压计可得注
次免费检修服务活动。
意了。”史光明不忘提醒一句。
“我的血压
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后，他们到达了 计在加压时水银柱下降很快，啥毛病？”
安丰乡卫生院，卫生院会议室里 40 多名 后稻田村的年轻乡医张峰问史光明。史
乡村医生正在开会。考虑到散会后人员 光明接过血压计真检查起来，
“血压计的
集中的情况，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维护好 橡胶球和橡胶管没问题，哦，原来是银壶
现场秩序，志愿服务队的队长戚路常这 进气嘴的接缝处出现了裂纹，漏气了。”
一次一改以前队员们在一起集中服务的 史光明忙个不停。
工作模式，把队员分散开来，形成修理、
戚路常的工作台前，围的乡村医生
检定、登记 3 个工作台。会议一结束，队 最多，工作台上也摆满了血压计。
“ 我的
员在会议室里立刻按照自己的分工忙碌 血压计应该没有问题，快给检测一下，我
起来，各自的工作台一摆好，村医们就围 急着回家呢。”来自大刘庄村的乡医刘艳
了上去。
芳快人快语。一检测，戚路常发现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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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计水银有点少：
“你的血压计比标准
值低 3mmHg，按规定，血压计的最大允
许 误 差 为 3.75mmHg，你 的 也 算 合 格 。
但如果你能等两分钟，我给你加点水银，
让你的血压计毫厘不差，你看行吗？”
“那
太谢谢了，我等会儿。”刘艳芳有点不好
意思了。
另一个工作台前，
队员侯代娣不断招
呼着：
“检定合格的血压计到我这里粘贴
一下合格证，
做一下登记。
”
天助村的一位
乡村医生一下子带来了 4 台血压计。
“卫
生院通知说，
质监局今天来免费检修血压
计，邻居们也让我把他们的也带来给修
修。”
“我的血压计忘记带了，你们什么时
候再来？”另一位乡村医生问。
“一般情况
下，我们一年来一次，如果你们的血压计
需要检修，可以随时送到我们单位，我们
仍然是免费的。
”
侯代娣回答。
活动临近结束，一位老人气喘嘘嘘
地过来，
“ 我到医院来看病人，听说你们
是检修血压计的，给看看准不准？”老人
带来的是一块血压表，一检测，竟然比标
准值高 15mmHg，工作人员马上进行了
调修，很快恢复了血压表的准确性。
当志愿服务队把最后一个乡村医生
的血压计检修好时，已是接近晚上 6 点，
天已经完全黑了，粗略统计了一下，他们
今天一共检修了 50 台血压计。

推出减负举措
切实惠民惠企

本报讯 （记者龚志伟）近日，四川眉山市质监局
出台减负举措，受到了企业和群众的普遍肯定和欢迎。
在四川眉山市委召开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座
谈会上，有群众反映：
“一台新买的秤才 70 元，而检定
费却要花 100 元。”这表达了对计量器具检定收费的不
满。
据了解，尽管按照 2003 年 7 月四川省物价局、财
政厅、质监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计量检定收费标准的通
知，电子台秤最低检定费用标准为 120 元/台件，眉山
市质监局下属事业单位眉山市计量所考虑企业和群众
的实际困难，在日常检定工作中已经降低到 100 元/台
件收取检定费用，但群众提出的问题却引起了眉山质
监局的高度重视，
该局迅速组织力量进行认真调研，出
台了两项计量惠企惠民减负举措。一是对包括压力
表、温湿度计、
机械天平、百分表、钢卷尺等涉及民生和
安全的计量器具在现行收费标准降低 15%收取的基
础上，进一步降低 20%~30%的计量器具检定收费，甚
至有部分计量器具检定收费降低到 50%。据统计，大
幅度降低检定收费后，将减免企业和群众检定费用上
百万元。二是组织检定人员对城区 16 个集贸市场及
主要街道商铺的电子秤、台秤、度盘秤和杆秤等用于贸
易结算的计量器具开展免费检定，对检定合格的计量
器具加贴合格标志，对 45 台量值有偏差的计量器具进
行调修，对 147 台不合格的计量器具要求停止使用。
目前，已检定各类计量器具 3192 台件，检定合格率
95.4%，免收检定费用 37.5 万余元。

云南文山州

关注民生计量
把脉医疗器具

本报讯 （记者傅小冰）今年以来，云南文山州质
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对该州各县（市）19 家医院
的 X 光机、B 超机、心电图机、血压计、人体秤、压力表
等计量器具进行了周期检定。
在检定工作中，
该中心工作人员深入到医院一线，
仔
细查看医院使用的X光机等计量器具的准确度及使用情
况，
采取现场检定与非工作时间加班检定、
维修相结合的
工作方式，
在确保医疗设备准确度的同时，
不耽误医院的
正常工作及病人的及时就诊。同时，
为确保全州医疗设
备量值全天 24 小时处于准确状态，
该中心向院方承诺：
凡出现计量器故障或出现计量数据不准确时，
及时派出
计量人员上门服务，
做到随叫随到，
随到随办，
积极做好
服务工作。
截至目前，
该检测中心已完成全州所有在用医疗计
量器具的检定工作，共检定各类医疗计量器具 1074 台
件，确保了文山州各医院医用计量器具合格率达到
100%。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

组织定期检定
确保计量准确

本报讯 （韩福路 任振宇 记者杨荣坚）日前，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质监局组织计量检定人员，对辖
区内加油站燃油加油机进行了专项计量监督检查，
共检查加油站 29 家、加油机 314 枪，受检率为 100%，
合格率为 100%。
此次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在用加油机的计量准
确度是否合格，计量检定证书是否在有效期内，各部位
铅封是否完好，是否存在擅自改动或拆装加油机现象，
是否存在擅自更换加油机计量控制主板和计量芯片等
计量作弊的行为。
检查中，
工作人员在确认加油机的传感器、电脑主
板和税控板这几个能改变加油机计量准确度的部位铅
封完好的情况下，
对加油机进行计量检定，对个别超出
允许误差的加油机进行了调试，使其恢复到正常误差
范围内。

山西曲沃

开通服务热线
架起便企通道

本 报 讯 （张 丽 娜 记 者 秦 海
峰）山西曲沃县质监局质量、计量直
通服务热线开通 11 年来，工作人员
不论节假日、刮风下雨，都能及时赶
到服务企业，急企业所急，想企业所
想，为企业排除计量器具故障，帮助
解决产品质量问题，受到广大企业和
社会的好评。
据悉，2014 年以来，该局共接到
10 余 次 热 线 ，为 旭 东 建 材 、盛 源 建
材、立恒钢铁、中石油公司等 12 家企
业使用的电子汽车衡、燃油加油机故
障进行抢修，为企业提供了技术咨询
和技术帮扶，解决企业生产中的实际
困难。

四川眉山

北京大兴区

图为河南安阳县质监局血压计检修志愿服务队在乡村服务现场。

经济新常态下

节能减排路在何方
从效果上看，我国发挥优化经济结构 源结构以煤为主，
开发利用方式粗放。
治。一年来，
构建保护生态环境长效机制系
的治本作用，
节能减排呈现积极态势。
当前，我国 50%的煤炭用于发电，为 列措施陆续展开：
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
雾霾来袭、
水体污染、土壤侵蚀……近
一方面，
控制高耗能行业取得成效。今 推动煤炭清洁利用，我国在今年 9 月出台 格改革，
大力发展环保市场，
推行环境污染
年来，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困扰政府和公众 年前 7 个月，
产能严重过剩的高耗能行业增 《煤 电 节 能 减 排 升 级 与 改 造 行 动 计 划 第三方治理，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约束
的难题。在经济新常态下，公众对于清风 加值增长8%，
比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低0.8个 （2014-2020 年）》。这是我国从能源生产 作用；
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
狠
蓝天的期盼，
正成为巨大推动力，引领着发 百分点。另一方面，
服务业发展成为优化产 消费入手，强化环境源头治理的重要举措。 抓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的贯彻实施，
充分发
展方式的转变、能源革命和治污长效机制 业结构的重要抓手。今年前三季度，
服务业
今年以来，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优化能 挥环境法治的规范保障作用；
深入实施《大
的构建，
节能减排、
环境治理的“攻坚战”进 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
源结构成为重中之重。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并抓紧编制《水污染
入新的阶段。
此外，今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篇幅近万字、规划时间跨度 6 年的《能 防治行动计划》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4-2015 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 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日 印发《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
要求
转变发展方式
案》，
部署机动车减排、水污染防治、工业节 前出台。行动计划明确，到 2020 年，一次 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零容忍”
，
坚持重典治
前一段时间，
“APEC 蓝”成为热词，突 能、
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等硬措施完成节能减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48 亿吨标准煤左右， 乱、
铁拳治污。
出反映了公众对于清新空气和环境的急切 排硬任务。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 42 亿吨左右。
治污成效正初步显现。环保部统计，
期待。推进节能减排和环境污染治理，首
来自发展改革委和环保部的数据显
在能源结构优化方面，行动计划将清 今年前三季度，在首批实施新环境空气
先要转变不少地方曾经粗放的发展模式和 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单位 GDP 能耗与 洁能源开发利用放在重要位置，明确到 质 量 标 准 的 74 个 城 市 中 ，细 颗 粒 物
“唯 GDP”的发展观。
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4.6%；全国化学需氧 202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PM2.5）平均浓度为 61 微克／立方米，
“有些单位和地方对节能减排工作重 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同 达到 15%，天然气比重达到 10%以上。同 同比下降 6.2%；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劣
视不够，GDP 软指标硬化，节能减排硬指 比 分 别 下 降 2.5% 、2.5% 、2% 、6% 。 时，水电、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6%，同比下降 1.1
标软化，喜欢做加法，热衷上项目、铺摊
目标更加明确，新能源战略脉络清晰可见。 个百分点。
子。”今年 4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第
“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群众的新
强化源头治理
任徐绍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
三研究室主任王金照说，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 期待，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工作力度、
节能减排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
与能源生产消费相关的排放是环境污 计划的出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将成为我 投资力度、政策力度，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
在中国经济迎来增速换挡、结构优化、 染的重要来源之一。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 国优化能源结构、
促进节能减排的
“先手棋”
。 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打好大气、水、土壤
创新驱动新常态的背景下，今年以来，处理 大能源消费国，伴随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快
等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和持久战，逐步改善
构建长效机制
好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转变发展方 速增长，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凸显。”中国能
环境质量，正在成为新常态。”环保部部长
式、
推动绿色发展，
也在成为另一种新常态。 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周大地说，我国能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 周生贤说。

□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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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培训引导
全面规范管理

本报讯 （吴秀莉）近日，北京大兴区质监局开展
了农贸市场公平秤规范管理工作。
大兴区质监局组织该区9家农贸市场负责人召开了
公平秤管理专项工作会，
要求各农贸市场结合培训会认
真落实市场摊位计量主体责任，
做好农贸市场公平秤的
设置、
选型与管理。
同时加强培训，提高农贸市场经营者的法律法规
意识，进一步贯彻落实计量法规，进一步规范农贸市场
计量秩序，
督促市场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同时，加强农
贸市场公平秤监督管理。

天津宁河

开展棉花加工
企业计量检查

本报讯 （孙雨辰 记者姚延敏）随着用棉高峰的
来临，天津市宁河县质监局在棉花收购加工之际对棉
花加工企业进行了专项计量检查。
此次检测重点是对棉花加工企业计量器具的备案
情况、周期检定情况及是否存在故意破坏计量器具准
确度的现象进行检查。对检定过程中发现的部分收购
单位衡器老化失修、漏检等问题，执法人员在现场及时
进行修理、调试。截至目前，共检查棉花加工企业 15
家，检查计量器具 50 台件。检查中发现，大部分加工
企业都能按照计量标准规范收购加工，使用的计量器
具全部经过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工作人员现场还对棉
花收购企业衡器使用人员进行了有关计量法律法规的
培训，并对企业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行了帮扶和指导，提
高了棉花收购企业的法律和责任意识。
宁河县质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还将通过在
收购企业张贴相关计量知识、定期不定期巡查等途径，
进一步强化计量监督。
印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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