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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冰上场馆采用节能
型制冷系统、环保型制冷剂，积极推动
了国际奥委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其
中二氧化碳制冷系统的使用，率先为
世界做出环保和可持续的示范，
R449A制冷剂的选择，将使得北京冬
奥会成为冬奥会历史上冰上场馆制冷
剂GWP（全球变暖潜能）值最低的一
届冬奥会。”近日，国际奥委会相关官
员对北京冬奥会场馆建设中的环保选
择特别点赞。

据了解，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新
建、改建了7座冰上场馆，共9块冰面，
均使用环保型制冷系统和制冷剂，其
中5块冰面使用二氧化碳（R744）跨临
界直接制冷系统，4 块冰面使用了
R449A制冷剂。

经过一系列测试活动、测试赛，北
京2022年冬奥会冰上场馆的优质冰
面受到国内外各项目选手们的好评。
此外，这7座冰上场馆的冰面还具有
环保、可持续性的特点，制冰方案从设
计到执行，“绿色办奥”的理念贯穿始
终。

据了解，在冰上场馆制冰方案的
设计之初，原计划采用R507制冷剂，
该制冷剂在当前全球范围内普遍使
用，符合《蒙特利尔议定书》对发展中
国家的要求，但其GWP值为3985，相
对较高。

为使北京冬奥会的场馆更环保、
更具可持续性，在国际奥委会和国际
专家的支持下，北京2022年冬奥会积
极研究制冷剂的国际发展趋势和当前
实用技术，与国内外制冷行业知名专
家多次会商讨论，确认了两种制冷系
统可以选择：一是二氧化碳跨临界直
接制冷系统，适合常年制冰的场馆，如
国家速滑馆等；二是传统制冷系统，适
合不需要常年制冰的场馆，如水立方、
国家体育馆等。

北京大学教授、国际天然工质研
究领域知名专家张信荣认为，二氧化
碳跨临界直接制冷系统具有安全性
高、能耗和运行成本低、环境友好等优
点，且全部热量可回收利用，是冰上场
馆能源系统中最有前景的工质之一，
可使场馆能源系统冷热一体化高效运

行，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

国家速滑馆制冰技术方案由10
多位院士、国内行业协会顶尖专家、建
设代表进行反复论证，在与北京冬奥
组委、国际奥委会制冰专家的讨论中，
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被提
出。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专家曾说，国
家速滑馆使用国际惯用的环保制冰技
术就能达到冬奥比赛标准。但经过
18个月摸索，中方团队把历届冬奥会
速滑馆制冷系统资料翻了个遍，对世
界所有制冷剂优劣特点逐一分析，最
终拿出了更先进的制冰技术。”参与国
家速滑馆建设的工程师宋家峰说。

创新的背后，环保考量是最重要
的因素。据宋家峰介绍，北京冬奥会
之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从未在大型冰
上场馆中使用过二氧化碳跨临界直接
制冷系统。二氧化碳制冷剂ODP（破
坏臭氧层潜能）值为0，GWP值仅为
1，而传统制冷剂的碳排放是等量二氧
化碳制冷剂的3985倍。二氧化碳制
冷产生的余热回收后，可以提供70摄
氏度热水用于生活热水和除湿再生等
用途。相比传统制冷方式，国家速滑
馆采用二氧化碳制冰能效提升30%，
一年可节省约200万度电。

在传统制冷剂选择方面，当前国
际相关组织，如美国空调制冷学会
（AHRI），确定了现阶段R507所对应
的替代制冷剂可为R449A，R449A的
GWP 值 为 1282，较 比 R507 降 低
68%。

北京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
和五棵松体育中心均为2008年夏季
奥运会的主场馆，并将在2022年冬奥
会期间承办冰壶和冰球比赛。为响应

“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理念，3个
场馆在对设备供应商、设计工程师和
服务提供商进行调研后，选择了
R449A制冷剂。

制冷行业内专家说，采用R449A
制冷剂，是在不影响系统性能和经济
可持续性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措施向
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的例证。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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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在进行赛道造雪。 武殿森 摄

2021 年 12 月 28
日，运动员在国家冬
季两项中心雪上滑
行。 郭红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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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雪

做“环保先锋”

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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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齐鸣”，伴随着11台
造雪设备一起轰隆开动，冬奥场
馆“雪飞天”即首钢滑雪大跳台
造雪工作近日启动。这标志着
北京2022年冬奥会单板和自由
式滑雪赛事保障活动拉开帷幕，
这座北京市内唯一一座雪上竞
赛场馆将向世界呈现“梦幻水

晶”的亮丽风景。
不同于其他雪上场馆，由于

北京城区天气具有白天温度高、
降温晚、寒潮短等特点，只有夜
间至凌晨才符合首钢滑雪大跳
台造雪的条件。那么，相关造雪
专业团队是如何克服技术难点，
保证成功造雪呢？

“雪飞天”换上冰雪新装

“根据天气情况，造雪工作
已于一个月前启动，约至 1月
20日结束。主要工作包括赛道
本体造雪、储雪区存雪、塑形以
及配合二次塑形团队补雪四个
阶段。”1月 17日，首钢滑雪大
跳台场馆运行团队场馆和基础
设施经理刘玉川在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说。

据了解，11台造雪设备分
别是7台造雪枪和4台造雪炮，
以满足大跳台出发区、助滑坡、
起跳区和着陆坡对于雪量和雪
质的不同要求。“顾名思义，雪
枪如枪，雪炮如炮，两种设备在
造雪工作中各有特点，雪炮具
有出雪量大、扬程远的特点，比
较而言，雪枪具有出雪更细，雪
质更好的优势。为应对北京城
区的天气特点，我们特地在原
有的7台雪枪基础上，后增加4
台雪炮，保证造雪质量，提高造

雪效率。”首钢滑雪大跳台场馆
运行团队山地运行经理韩冬
说。

值得一提的是，造雪枪有9
个控制挡位，具备分挡调节功
能，不但可以根据不同挡位调
节造出较干的粉雪和不同含水
量的湿雪，还可通过调节出水
量、出气量等方式做到对出雪
质量的把控。“我们采用符合最
高环保标准、更高效节水的智
能化造雪系统，能根据天气条
件按9个等级调节用水比例，造
雪每立方米可节水约20%。”场
馆团队造雪负责人刘麒说。

据统计，整个造雪期，首钢
滑雪大跳台赛道造雪面积约为
4190平方米，储雪区面积1000
平方米，造雪总量为11500立方
米，其中助滑道720立方米，起
跳区、着陆坡、落地区7200立方
米，储雪3600立方米。

电线杆带来创新灵感

“崇礼的万龙滑雪场就有30
多条雪道，如何提高造雪量是个
大问题。”张长生是河北省张家
口市宣化宏达冶金机械有限公
司（下称宏达公司）的创始人，公
司成立初期主要生产面向旅游
景区的脱挂式索道相关产品。
冰雪运动升温，让他看到了背后
的巨大商机。

怎样以较低的技术和人工
成本实现更大造雪量？灵感，就
来自于马路边的电线杆。2015
年的一天，张长生到崇礼万龙滑
雪场商谈业务，驱车返程路上，
窗外一根根向后退去的电线杆
引起他的思考：造雪机的原理是
用机器将原本3—4摄氏度的水
喷射到至少零下2摄氏度的环
境中，水经过冷却变成小冰粒。
如果喷射距离过短、范围固定，
会导致该区域温度升高，甚至达
到零度以上，从而影响人工雪质
量。如果用电线杆似的支架把
造雪机架起来，让它“站”得更
高，喷射距离远，造雪覆盖面大，
水在空中停留更长时间，造出的
雪质不也就更扎实了吗？

说干就干。画草图，做设
计，生产研发……2015年4月，
国内首台塔式造雪机旋转支架
样品在宏达公司诞生。巧合的
是，同年7月北京成功申办2022

年冬奥会。消息一出，多家国外
造雪机厂商纷纷寻求合作，欲将
自己的造雪机和宏达生产的旋
转支架“捆绑”，一同参与2022年
冬奥会相关设备采购招标。最
终，意大利一家公司与宏达一并
中标，成为延庆赛区“高山速降”
比赛场地的造雪设备供应商。

“目前我们已为延庆赛区提
供了76个造雪机旋转支架，另
一个比赛场地崇礼云顶滑雪场
也在使用我们的支架。”张长生
介绍，他们生产的旋转支架高8
米，臂长9米，有了它作支撑，原
本射程四五十米的造雪机现在
能达 80 米左右。借助远程遥
控，造雪机支架还可以360度旋
转，帮助造雪机实现“扬头”“低
头”等操作。

延庆赛区是北京冬奥会三
大赛区之一，建有国家高山滑雪
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2个竞
赛场馆，延庆冬奥村、阪泉服务
中心、制服和注册分中心、冬
（残）奥会颁奖广场4个非竞赛
场馆；赛时，将产生21枚冬奥会
金牌、30块冬残奥会金牌。

眼下，赛区准备工作总体就
绪。硬件和基础设施全面就绪，
高山场馆造雪进入收尾阶段。

据《科技日报》《人民日报》
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