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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设站 

单位名称 
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单位性质（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 

事业单位 

专业技术人员或 

管理专家(人) 

171 其中 

博士 10 硕士 97 

高级职称 98 中级职称 63 

科学研究平台情况（见附件 1）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级别 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 

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江苏） 
国家级中心 

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 
2007 

江苏省太阳能热利用产品检测

技术服务中心 
省级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2008 

江苏省宜兴电线电缆产品质量

安全测试服务中心 
省级中心 江苏省科技厅 2007 

设站单位与高校已有的合作基础（分条目列出，限 1000 字以内。其中，联合承担的纵向

和横向项目或成果限填近三年具有代表性的 3 项，需填写项目名称、批准单位、获批时

间、项目内容、取得的成果等内容，并提供证明材料） 

1、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与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江苏省汽车流通协会合作，开

展家用汽车“三包”服务评价系统研究。 

项目名称：家用汽车“三包”服务评价系统项目研究 

批准单位：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原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获批时间：2017年 06月 

项目内容：建立家用汽车“三包”服务评价系统，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推广开展第三方汽车售后

“三包”服务运行符合性评价，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

退货责任规定》的一项创新探索举措。作为政府主管部门实施汽车售后服务质量测评、专项监督检

查的依据之一，为质监部门落实家用汽车“三包”工作职能提供技术支撑。本系统的建立填补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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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家用汽车“三包”工作领域服务评价系统的空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主要内容： 

建立家用汽车“三包”服务评价系统，让家用汽车有 “三包身份证”，包含销售维修等相关信

息，通过消费者对 4S 店的服务进行打分，实时向社会公布权威的商家信用数据。维护汽车消费者权

益，提升政府监管能力。 

制定家用汽车销售维修信息的采集内容，数据接口规范，商家维修数据采集内容和方法，明确

4S 店汽车“三包”评价的基本模式；评价的流程及时限要求；评价方案和现场核查要求；对维修数

据的采集；消费者汽车维修交接内容的符合性数据采集等。 

项目成果：软件搭建完成并投入测试，相关论文已经投稿。 

2、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与南京林业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左付山教授合作出版论著《家

用汽车“三包”常识及案例分析》 

左付山，朱军,高翼，等.家用汽车“三包”常识及案例分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3、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与南京工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联合，安排指导研究生进行“汽

车三包乡村行”社会实践活动。 

2018 年 6 月开始，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周天熠、沈鑫成；盐城师范学院童馨雨同学在江苏省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研究员级高工朱军的指导下，开展家用汽车“三包”服务评价系统项目前期市

场调研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证明材料见附件 2) 

 

 

 

 

 

 

 

 

工作站条件保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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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员保障条件（包括能指导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的专业技术或管理专家等情况） 

指导时间：校内指导老师负责进站学生的指导时间每年至少 9 个月，校外指导教师负责进站学生

的指导时间每年至少 6 个月。 

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拟进站人员名单：  

姓名 职务 职称 专业 

施劲松 院长 研究员级高工 农学 

水利民 副院长 研究员级高工 天文仪器与方法 

高巍 副院长 研究员级高工 农学 

张晓强 副院长 研究员级高工 分析化学 

邹洁 副院长 研究员级高工 分析化学 

朱宇宏 副院长 研究员级高工 管理工程 

卢剑 主任 研究员级高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朱军 副主任 研究员级高工 应用电子技术 

南京工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拟进站人员名单： 

姓名 专业技术职务 博导/硕导 专业方向 

孙后环 教  授 硕导 机电控制及自动化 

苏小平 教  授 博导 车辆工程 

王东方 教  授 硕导 机械工程 

陈捷 教  授 硕导 机械工程 

杨谋存 教  授 硕导 车辆工程 

谭剑锋 副教授 硕导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专家证书文件见附件 3） 

2.工作保障条件（如科研设施、实践场地等情况） 

2.1 总体情况概述 

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简称江苏省质检院）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江苏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授权的专业从事产品检测、质量鉴定、科技研发、技术咨询的省级权威技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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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质检院是从事产品检验检测、质量鉴定、科技研发、技术咨询的省级综合性检验机构。现

有实验室场所 5个，包括：南京光华东街 3、5号（本部）、江宁滨江第二基地、宜兴（国家线缆质检

中心）、苏州（国家信网产品质检中心）、徐州（国家线缆质检中心）。实验室面积近 7 万㎡，拥有各

类检测仪器设备 3073台套，设备原值 3.45亿元。检测能力覆盖电器、电线电缆、化妆品、五金、冶

金、食品、化工、建材、信息网络、消防等十大类共 4548 个产品，4083 个参数。全院现有国家质检

中心 8个，建成 7 个，分别是：化妆品、农药产品、工程复合材料、电线电缆、食品包装产品、信息

网络产品、家用电器；在建 1个是：消防产品。 

江苏省质检院优化检测布局，在产业集聚区宜兴、苏州、徐州、溧阳等地打造技术服务平台，同

时开辟南京江宁滨江第二检测基地，重点建设一批国家级质检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形成了由南京本部

辐射滨江、宜兴、苏州、溧阳、徐州的全覆盖、高效率的发展模式，服务产业发展，促进技术升级的

作用日益凸显。 

 江苏省质检院拓展国内国际合作领域，在国内是 CNAS、CQC、 CCS 授权检测实验室，在国外是

CE认证、TUV南德、德国莱茵集团、南非国家标准局授权检测实验室，还与美国 FDA等国际机构开展

合作互认，逐步构建了“一个标准、一次检测、全球通行”的产品检测体系。 

江苏省质检院始终重视科研工作，现为国家工程材料标准化工作组、全国口腔护理用品标委会秘

书处单位，全国太阳能标委会副秘书长单位。全国质量监管重点产品检验方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农药、

工程复合材料、化妆品检验方法工作组设在院内，参与各类标准化委员会和分技术委员会 20 多个，

建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１个。先后承担并完成国家科技部、国家市场监管局、江苏省市场监管局、江

苏省科技厅科研项目 50 余项，获得国家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 40余项。 

2.2可供研究生工作站使用主要设备情况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投入使用时间 使用部门 

1 1m3 甲醛监测气候箱 CET-Y40B 1 2018-11- 0 化学建材检测中  

2 多舱法 VOC 检测气候箱 CET-Y40D3 1 2018-10-30 化学建材检测中心 

3 紫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365 1 2018-03-15 化学建材检测中心 

4 紫外老化箱 QUV/Spray 1 2008-10-14 化学建材检测中心 

5 紫外分光光度计 UV-2401PC 1 2001-05-10 化学建材检测中心 

6 泡沫测微计 F0017 1 2012-12-20 化学建材检测中心 

7 

泡沫反复压陷疲劳性能

测定仪 PL-1 1 2007-06-0  化学建材检测中心 

8 泡沫反复压陷疲劳性能 PL-1 1 2007-06-04 化学建材检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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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仪 

9 硬泡塑料垂直测试仪 YBY-1 1 2007-08-09 化学建材检测中心 

10 泡沫回弹系数测定仪 HTY-B 1 2006-03-22 化学建材检测中心 

11 泡沫橡胶水平测定仪 PSH-01 1 2007-08-09 化学建材检测中心 

12 泡沫回弹仪 HTY-C 1 2014-11-06 化学建材检测中心 

13 

全玻璃真空太阳集热管

半球发射比检测仪 HE-3 1 2005-08 26 五金包装产品检测中心 

14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热

性能检测系统  1 2014-12-04 五金包装产品检测中心 

15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支

架刚度强度测试仪 HX-GQ 1 2013-05-07 五金包装产品检测中心 

16 

真空太阳集热管热损测

试系统 HXZDJPS 1 2013-05-07 五金包装产品检测中心 

17 

太阳能集热器双轴跟踪

检测系统  1 2012-03-28 五金包装产品检测中心 

18 

太阳能热水系统热性能

检测系统  1 2012-03-28 五金包装产品检测中心 

19 太阳能光热测试系统 

Agilent3497

0 1 2004-04-02 五金包装产品检测中心 

20 

太阳能集热器阳光模拟

测试系统 

R-SC4000B-

8 1 2013-10-25 五金包装产品检测中心 

21 

真空太阳集热管耐压强

自动试验系统 HXNYQ 1 2013-05-07 五金包装产品检测中心 

22 

真空太阳集热管空晒闷

晒支架 HXKMSZJ 1 2013-05-07 五金包装产品检测中心 

23 

便携太阳能热水器热性

能测试仪 

6920DFe/3

4970A 1 2000-07-25 五金包装产品检测中心 

 4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

度计 Cary5000 1 2005-06-22 五金包装产品检测中心 

25 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T6 1 2009-03-13 五金包装产品检测中心 

26 氙灯老化仪 XXL﹢ 1 2012-02-22 五金包装产品检测中心 

27 

臭氧测试箱（温度，浓

度） SIM6300-T 1 2012-04-11 五金包装产品检测中心 

28 

步入式高低温房（危险

品包装） HL4627F 1 2012-02-10 五金包装产品检测中心 

29 

步入式高低温房（太阳

能） 

HRW4552

  1 2012-02-10 五金包装产品检测中心 

30 便携式气象站  1 2011-07-01 五金包装产品检测中心 

31 辐射观测系统（气象站） SOLYS2 1 2011-07-01 五金包装产品检测中心 

32 电磁兼容传导骚扰测试 9.1*4.1*3.3 1 2016-10-20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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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蔽室 

33 

无纸记录抗干扰数据采

集模块 GX90XA 1 2017-9-20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34 

6.6KV 传导抗干扰模拟

器 UCS500M6 1 2001-12-6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5 干扰接收机 ESCS30 1 2002-2-9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36 喀呖声测试仪 CL55C,LS16 1 2001-12-6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37 谐波闪烁分析仪 DPA503N 1 2013-7-25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38 单相谐波闪烁分析仪 DPA500 1 2001-12-6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39 灼热丝测试仪 T03.35 1 2009-7-1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40 防触电试具电指示器  1 2010-8-31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41 数字功率计 WT16 0 1 2 08-2-28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42 温度记录仪 34972A 1 2017-8-8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43 智能低电阻测量仪 TH2512B 1 2002-9-18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44 照度计 T-10 1 2010-12-2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45 电池测试系统 MC-85V5A 1 2011-1-12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46 X-RAY 镀层厚度测试仪 XULM-XYM 1 2006-12-14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47 GPS 差分接收机 GPS1200 1 2009-11 16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48 制冷设备综合测试系统 / 1 2007-9-1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49 

洗衣机能效水效测试系

统  1 2014-6-3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50 

储水式电热水器能效测

试系统  1 2009-12-28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51 

吸油烟机油脂分离度实

验装置 YZFL-2 1 2016-9-9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52 

吸油烟机气味降低度试

验装置 QWJD-2 1 2016-9-9 电器产品检测中心 

2.3已承担的科研项目情况 

2.3.1 项目名称 1：制冷设备机组综合性能实验台测试  能耗优化及多联机能效分析研究 

一、立项依据 

1、目前现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建筑总量不断攀升，居民对建筑内部舒适度的要求不断提高。作

为我国传统能源消耗三大户之一的建筑能耗，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在建筑节能开展较早的国家中，

建筑能耗也大约占到了全国总能耗的 30%左右。而运行中，主要以建筑物的采暖和空调能耗为主，占

建筑总能耗的 50%-70%。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室内的热湿环境要求会进

一步提高，相应建筑能耗也会进一步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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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源有限的前提下，保证建筑舒适度的同时，如何有效地降低建筑物空调系统能耗成为了一个

重要的研究内容。空调系统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理论不断地完善，技术日趋成熟多样。传统空调

系统的形式主要为冷水机组+供热锅炉+冷却塔+水泵+末端风系统，这种传统空调系统的设计基础是

建筑物负荷计算得到的某一固定负荷值，而在全年运行过程中，由于室内外环境以及末端空调器开启

率的变化，实际运行的负荷和设计负荷存在较大的差异。 

根据资料统计，一般冷水机组全年在 100%负荷下运行时间约占总运行时间的 1/4 以下。总运行

时间内 100%、75%、50%、25%负荷的运行时间比例大致为 2.3%、41.5%、46.1%、10.1%。在低负

荷率下，传统空调系统的运行效率低下，导致建筑能耗的浪费。传统空调系统中的螺杆式冷水机组，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容量调节以更好地匹配末端负荷。随着压缩机技术以及智能控制技术的发展，

出现了能够随着建筑负荷的变化而调节系统制冷制热量的空调系统形式，多联机空调系统便是其中之

一。多联式空调（热泵）系统（简称：多联机或多联机系统）是由一台或数台室外机组连接数台不同

或相同型式、容量的直接蒸发式室内机组所构成的制冷制热循环系统，它可以向一个或数个区域直接

提供处理后的空气。自 1982 年诞生以来，由于其具有室内机独立控制、使用灵活，扩展性好、外形

美观、占用安装空间小、可不设专用机房等突出优点，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已成为中、小型商用建筑

和家庭住宅中最为活跃的中央空调系统形式之一。 

多联机可以根据建筑室内负荷变化，调节机组的输出制冷制热量以更好地匹配建筑的逐时冷/热

负荷。而制冷制热量的变化可以通过变制冷剂流量来实现，而目前主要的变制冷剂流量技术主要有变

容、变频。具体来说，变频技术即通过改变压缩机转速而达到变制冷剂输出，而变容技术则主要改变

压缩机可输出制冷剂的容量。前者主要有变频器驱动的变速压缩机，后者主要有带旁路的多级压缩机

等。 

根据日本 JRAN 杂志的统计，2003 年多联机占有日本商用空调器市场大约 20%的份额，此后一

直维持在 20%左右的市场份额；中国的多联机市场则是发展迅猛，2003~2008 年多联机的销量增加了

一倍多；在欧洲发达国家中，热回收型多联机应用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市场的青睐，以英国为例，热

回收型多联机由于节能效果，占据了英国 80%的多联机空调市场；在美国，大金、三菱电机、三星、

三洋、富士通生产的多联机也已上市，与此同时开利、特灵、约克、麦克维尔等空调厂商也开始生产

数码涡旋多联机。变频数码涡旋多联机出现较早，国内外均有较多的厂家生产有相应的多联机，而由

于数码涡旋多联机起步较晚，国内主要的厂家只有美的、格力、海尔等大型企业，相比起国外，国内

具有数码涡旋多联机空调系统生产能力的厂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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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联机作为一种新的节能空调系统，比起传统空调系统，具有更好的机组容量调节性能和独立的

控制技术，广受欢迎。多联机空调系统具有如下几个优点：  

①以制冷剂为冷媒，由于制冷剂的热容远大于水的热容，约为水的 10 倍，因此在输送相同的冷

热量时，可以减少输送量，降低输送管道耗材和输送耗能。另一方面，比起传统空调系统，多联机空

调系统采用直接蒸发式制冷，可以减少冷媒输送过程的能量损失。 

②具有流量调节技术，可以根据室内机组的冷热量需求情况，控制不同管路的制冷剂输送量。通

过电子膨胀阀来进行制冷剂流量调节，由于其控制精度高，调节能力强、范围广，便于电路控制等优

点，能够很好地实现迅速、准确的流量调节。  

③结构紧凑，便于安装。相比传统空调，多联机空调系统不需要设置专门的机房，占地较小。同

时不需要设置大型水管和风管，节省室内空间。  

多联机空调系统在行业标准的实验条件下能效比较高，根据厂家数据，大部分的多联机室外机在

室外干球温度为 35℃，室内温度为 24℃，100%负荷率下的 EER 值大于 3.5。但是多联机在实际建筑

中能效比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方面，不同的建筑类型其负荷特征不同，另一方面多联机在实际

运行中的性能受到制冷剂管路长度的影响。虽然已有不少关于多联机不同负荷下以及室外温度下的性

能研究，然而在实际建筑中的能耗研究还很少，并且缺乏全年能耗预测模型。 

在建筑节能的大背景下，多联机空调系统应用越来越广的前提下，关于多联机空调系统能耗检测

和性能提升研究显得十分的必要。 

二、开发的内容、目的 

1、内容 

根据搭建的多联机综合测试平台进行至少 26 种家用和商用空调制冷设备产品的性能测试，通过

性能试验得出综合测试台在同步进行多个机组测试工况下测试机组的节能优化方案，实现利用能量回

收系统在满足不同类型被测试机的工况条件下，回收、利用试验过程中样品产生的热量和冷量，实现

测试系统节能运行，有效降低测试系统能耗。 

通过对一拖三、一拖四和一拖五多联机测试数据的分析，得到相应多联机的性能曲线，分析室内

外温度、负荷率、制冷剂管道压降对多联机空调系统性能的影响。建立一拖 N 型多联机空调系统的

能耗计算模型，计算室外机、室内机、除霜能耗占比，计算多联机空调系统的节能率。  

在进行多个厂家、多种多联机产品的实验测试基础上，综合分析各工况多联机性能曲线，针对现

行 GB/T 18837-2015 中性能指标，提出更加可行的性能指标修订建议，为国家标准提供数据储备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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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支持，以促进多联机行业健康发展。 

2、目的 

制冷设备综合性能测试系统的研制项目是为政府部门进行制冷设备监管提供检测技术服务的需

要。制冷设备是工业生产许可证目录内产品，根据 2015 年 8 月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质检总局关于

深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家质检总局提出将最大限度取消生产许可证项目。江

苏省是制冷设备生产大省，目前全省的检测机构中暂时尚无具备大容量制冷设备生产许可证发证检验

能力的机构，随着国家质检总局对生产许可证的改革措施出台，制冷设备生产许可证无论被取消或者

是被下放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发证，作为江苏省省级质检院，亟需提升制冷设备的检测能力，为政

府进行发证检验或者日常监督提供检测技术服务。 

我院之前不具备按照国家标准进行大型多联中央空调机组测试的能力，2016 年根据国家标准要

求建立了一套 150kw 的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综合测试系统。此次综合测试系统的建立首先提升

了我院空调检测能力的需要。其次，提升多联机能效检测能力是服务地方经济的需要。江苏省拥有多

个世界顶级中央空调及多联机生产基地，生产企业的产品定型试验、生产过程抽样检测等质量监管均

需要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检测机构进行产品质量检测。 

另外，提升多联机能效检测能力也是政府部门对空调产品质量监管的需要。该项目有较好的市场

应用前景，在多联机检测机构和生产企业均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价值。同时，通过在搭建多联机焓差

测试平台上进行一系列多联机中央空调性能实验研究基础上，建立多联机空调系统的能耗计算模型，

将多联机空调系统与传统空调系统能耗进行对比和节能分析，在工程设计项目的预测上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同时为完善和修订多联机机组测试国标作数据储备和技术支持。 

三、研究开发的试验方法 

本项目将采用理论研究、数值模拟与实验相结合，以实验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 

在理论研究方面，将借助传热传质学、相变动力学及分形理论等相关理论和计算机模拟技术，给

出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性能影响的预测模型，并研究其求解的方法。 

在实验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预测模型进行必要修正，最终从理论上建立多联机空调系统能效比

的理论计算公式，计算多联机空调系统节能率。 

实验研究主要是探明影响多联机空调系统节能率的因素，通过不同工况下多联机制冷量、制热量、

消耗功率、制冷综合性能系数、制热综合性能系数、凝露、冻结、除霜等参数的测试，得出多联机性

能曲线，从而为理论建模提供必要的验证与分析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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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将分步进行： 

（1）研究应用于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满足测试环境的水、空气和制冷剂溶液的浓度范围

及其物性测试。 

（2）研制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测试实验台，使该测试系统能够完成该项目研究内容所要进

行的各种试验研究。 

四、研究开发工作组织和分工情况 

（1）承担单位开展本项目的优势 

目前，江苏省质检院在滨江开发区已建的 150kW 制冷设备综合测试平台已进入调试阶段。所建

150kW 制冷设备综合测试平台可以检测的部分家用及商用制冷空调设备产品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规格 序号 名称 规格 

1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 10-150kW 13 暖风机、空气冷却与加热器 2kW以上 

2 风冷冷水（热泵）机组 2kW 以上 14 暖风机、空气冷却与加热器 
90kW 以

下 

3 风冷冷水（热泵）机组 
150kW 以

下 
15 空气-空气能量回收装置 2-30kW 

4 水冷单元机 
7kW 以

上 

16 循环式热泵热水机组 5kW以上 

5 水冷单元机 
150kW 以

下 
17 循环式热泵热水机组 30kW 

6 风冷柜式单元机 7kW 以上 18 循环式热泵热水机组 
90kW 以

下 

7 风冷柜式单元机 
150kW 以

下 
19 除湿机、全新风除湿机 

150kW 以

下 

8 风机盘管机组 
1.8kW 以

上 
20 水冷冷水（热泵）机组 

15kW 以

上 

9 风机盘管机组 
90kW 以

下 
21 水冷冷水（热泵）机组 150kW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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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0 房间空气调节器 
14kW 以

下 
22 汽车用空调器 

10kW 以

下 

11 水风型水源热泵机组 
15kW 以

上 
23 机房空调 

150kW 以

下 

12 水风型水源热泵机组 
150kW

以下 
   

已具备部分空调制冷设备的检测经验：在空调设备性能检测方面，项目组成员所在单位已具备部

分 80kW 制冷量以下的空调设备性能检测能力，是国家质检总局指定的制冷设备生产许可证发证检验

单位和 CQC 签约的家用空调节能认证检测机构，对空调类产品的检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项目组成

员通过钻研各冷家用和商用空调性能检测标准要求和试验方法，并通过调研大容量的空调制冷设备性

能检测实验室和行业知名生产企业实验室，掌握了各类大容量空调制冷设备检测所需的试验环境，对

检测系统的硬件基本组成部分有了明确的认识，该项目通过合理设计，计划建成一个兼顾小型家用空

调和大容量商用空调（含多联式空调）性能测试的综合性试验室。 

（1）已有工作基础 

综上所述，江苏省质检院电器中心已经具备了进行多联机系统测试研究和开发的硬件与软件条

件。 

五、项目总经费：20 万元 

2.3.2 项目名称 2：电力电缆导体连接金具电阻的测量与研究 

一、立项依据 

1、目前现状 

目前，针对微小电阻测量，例如电缆导体直流电阻测量都是使用了电桥法，比如使用非常广泛的 

QJ36、QJ57 电桥，电桥法是使用检流计进行的电阻比较测量法。而本系统所使用的是，欧姆定律原

理，在给样品施加特 定电流后，通过测量端电压后进行数学运算获得电阻值。 

2、开发的内容、目的 

(1)微伏级信号如何准确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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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伏级（μV）信号的准确测量是该项目的最大难题，由于信号过小，常规的测量仪表都不能够

直接测量，且接触热电势、热电偶效应、通信信号干扰等都会对试验结果造成影响。 经过技术可行

性分析，设计制作一个可以多档位调节，最大可以放大 1000 倍的信号放大器，然后使用常规的可以

测量毫伏级（mV）信号的电压仪表直接测量。这样的技术方案技术风险最小，并为以后适配嵌入式

系统自动测量方案打下基础。  

(2)信号放大器设计的目标  

该信号放大器的设计目的为将微伏级信号放大至毫伏级，而较小的放大倍数往往准确度、线性度、

抗干扰能力更好，且准确的毫伏级的测量仪表一般量程在 200mV 以下，所以为了在源信号达到几十

微伏或更大时，能够得到满足量程的被测信号，该放大器被设计为 100X、250X、500X、1000X 可

调。同时具有较好的抗干扰能力及便携性。  

(3)如何对系统进行校准  

由于需要测量的电压信号为微伏级，使用大倍率的放大器收到的各类干扰较多，如何在试验开始

前对系统进行校准也是需要设计的内容。经过考虑，我们设计了一只配套使用的基准信号源，提供微

伏级的基准信号对放大器进行调零和校准。  

(4)如何进行完整的试验  

使用放大器将微小信号放大后，如何进行完整的试验？项目设计两种使用方式：手工分步测量，

我们编写了运行于 Windows 平台的计算软件，搭配万用表、测温仪器就可以方便地得到试验数据。

全自动测量，使用嵌入式平台进行集成化开发，使用触摸屏操作，自动化完成试验数据的运算，得出

试验结果。  

3、本项目达到的技术水平及市场前景 

(1)自主研制核心部件：  

通过自主研制完成了高精度放大器及与之配套使用的基准信号发生器。该放大器可调节区间为 

100～1000 倍，可以灵活适应实际试 验场合。  

(2)可进行人工和全自动化两种方式的测量：  

使用项目自研的放大器及基准校准发生器，配合常规电压表、恒流源、温度测量装置以及项目提

供的 PC 端计算软件，可以非常方便地进行人工测量。同时，项目自研设备具有全自动测量功能，

使用安装完成的使用触摸屏操作的一体化设备，可以全自动完成试验测量，并给出数据。  

(3)大量使用计算机仿真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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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行过程中，由于设计的自动化系统繁杂，且项目时间紧张，为了应对这样的问题，大量使

用了计算机仿真进行辅助，确保相关设计无基础性大缺陷。主要使用的有“solidworks”、“multisim”、

“keil” 等等。 

二、开发内容及目标 

(1)微伏级信号如何准确测量  

微伏级（μV）信号的准确测量是该项目的最大难题，由于信号过小，常规的测量仪表都不能够

直接测量，且接触热电势、热电偶效应、通信信号干扰等都会对试验结果造成影响。 经过技术可行

性分析，设计制作一个可以多档位调节，最大可以放大 1000 倍的信号放大器，然后使用常规的可以

测量毫伏级（mV）信号的电压仪表直接测量。这样的技术方案技术风险最小，并为以后适配嵌入式

系统自动测量方案打下基础。  

(2)信号放大器设计的目标  

该信号放大器的设计目的为将微伏级信号放大至毫伏级，而较小的放大倍数往往准确度、线性度、

抗干扰能力更好，所以为了在源信号达到几十微伏或更大时，能够得到满足量程的被测信号，该放大

器被设计为 100X、250X、500X、1000X 可调。同时具有较好的抗干扰能力及便携性。  

(3)如何对系统进行校准  

由于需要测量的电压信号为微伏级，使用大倍率的放大器收到的各类干扰较多，如何在试验开始

前对系统进行校准也是需要设计的内容。经过考虑，我们设计了一只配套使用的基准信号源，提供微

伏级的基准信号对放大器进行调零和校准。  

(4)如何进行完整的试验  

使用放大器将微小信号放大后，如何进行完整的试验？项目设计两种使用方式：手工分步测量，

我们编写了运行于 Windows 平台的计算软件，搭配万用表、测温仪器就可以方便地得到试验数据。

全自动测量，使用嵌入式平台进行集成化开发，使用触摸屏操作，自动化完成试验数据的运算，得出

试验结果。  

三、研究开发工作组织和分工情况 

本项目名称为“电力电缆导体连接金具电阻的测量与研究”，由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系统的科技项

目。主要研究内容为根据 GB/T9327-2008 的要求自研连接金具电阻测量装置一台，并使用自研设备

完成试验。 

四、经费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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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经费：20 万元 

2.3.3 项目名称 3：屏蔽电缆屏蔽抑制系数的研究 

一、立项依据 

1、目前现状 

目前的屏蔽抑制系数没有统一的试验方法国家标准，试验室内试验时的具体参数不明确，不利于

目前相关产品的试验开展及相关产品的质量监管。 对于采用不同类型的屏蔽方法在不同使用场合的

差异也无明确定量。 

2、开发的内容、目的 

（1）内容 

项目的基本思路是在空间中产生一个波形可调的高压干扰信号，高压峰值 20~50kV，整个脉冲

时间 50~2000us 可调，用于模拟常见的干扰信号。使用长度可调节的母线式天线，将干扰信号辐射

到空间中去，然后将被测电缆及同规格同结构无屏蔽层的基准电缆按相同条件敷设，使用统一的接地

点，使用峰值测量设备对电缆导体耦合到的干扰信号峰值进行测量，然后计算比值。  

（2）目的 

通过本项目的开展，首先能够构建起一整套能够完成“屏蔽抑制系数”试验数据测定的试验系统，

调试系统稳定，能够承接相关检测检验任务。同时有计划的定制同规格不同编制密度的模型电缆研究

编制型屏蔽电缆其编制密度与屏蔽效果的关系。最终为完善相关产品的试验方法标准，以及科学评判

电缆屏蔽性能提供试验数据依据。  

3、本项目达到的技术水平及市场前景 

（1）技术水平 

本项目通过现有设备和新购装置/设备相配合，同时自主编写 PC 端采 集软件的方式，最终完成

了“屏蔽抑制系数”试验项目的数据测试，体现出 了良好的系统集成能力。 在项目中对几种典型的屏

蔽电缆进行了测试，并重点针对编织屏蔽电缆研究了屏蔽抑制系数与编制密度的关系，此类数据对于

实际应用时该选择何种屏蔽电缆有指导意义。  

二、开发的内容及目标 

1、项目主要研发内容、预期目标及解决的关键技术 

（1）主要内容、目标  

项目的基本思路是在空间中产生一个波形可调的高压干扰信号，高压峰值 20~50kV，整个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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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50~2000us 可调，用于模拟常见的干扰信号。使用长度可调节的母线式天线，将干扰信号辐射

到空间中去，然后将被测电缆及同规格同结构无屏蔽层的基准电缆按相同条件敷设，使用统一的接地

点，使用峰值测量设备对电缆导体耦合到的干扰信号峰值进行测量，然后计算比值。  

（2）关键技术 

寻找合适的高压干扰信号源 

母线式辐射天线的设计 

主要技术创新之处 

虚拟仪器的开发  

在项目中，我们使用了“泰克”示波器进行波形采集，为了数据的有效运算，我们使用 Labview 进

行虚拟仪器的开发，非常方便地实现了数据 运算。  

完成了多种屏蔽结构线缆的测试，并总结相关的屏蔽效果 在项目中，我们寻找了几种常见类型

的屏蔽线缆进行了屏蔽抑制系数的测量。 

完成了编制密度与屏蔽效果的比对测试 

3、达到的主要技术和经济指标 

考核指标为：能够进行屏蔽抑制系数的测试成套装置一套，及相关试验参数数据总结；研究技术

报告一份；相关研究结果论文一份。 

三、研究开发的试验方法 

项目的基本思路是在空间中产生一个波形可调的高压干扰信号，高压峰值 20~50kV，整个脉冲

时间 50~2000us 可调，用于模拟常见的干扰信号。使用长度可调节的母线式天线，将干扰信号辐射

到空间中去，然后将被测电缆及同规格同结构无屏蔽层的基准电缆按相同条件敷设，使用统一的接地

点，使用峰值测量设备对电缆导体耦合到的干扰信号峰值进行测量，然后计算比值。  

四、经费概算： 

项目总经费：20 万元 

3.生活保障条件（包括为进站研究生提供生活、交通、通讯等补助及食宿条件等情况） 

为进站研究生设立专用工作室，对进站硕士生按月发放 1000~2000 元的生活津贴和助研费（博士

生将不低于 3000 元），提供工作餐、劳保用品及必要的生活设施，给予交通和通讯补助，夏季发放防

暑降温饮料等。此外，还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专门负责研究生工作站的日常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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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生进站培养计划和方案（限 800 字以内） 

拟进站指导老师：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8 人；南京工业大学 6 人。其中，校内指导

老师负责进站学生的指导时间每年至少 9 个月，校外指导教师负责进站学生的指导时间每年至少 6

个月。 

拟进站研究生团队计划：2019 年拟进站人数：硕士 3~ 4 人；2020 年拟进站人数：硕士 4~6 人；

2021 年拟进站人数：硕士 4~6 人。 

培养计划： 

进入工作站的研究生，必须在第一学年内修完培养计划的全部课程且成绩合格（学术活动环节除

外），研究生可在校内或工作站参加培养计划中要求的学术活动，并完成相应的学术活动学分。从研

究生第二学年开始，进入研究生工作站，根据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的安排，承担质检院的

科研工作，在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下进行专业学习，同时开始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 

培养方案： 

1、进站学生专业实践及要求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进站参加专业实践时间不少于一年，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进站参加专业实践

时间不少于半年。专业实践应能与论文工作相结合，专业实践应有明确的任务要求和考核指标，需在

答辩前完成，研究生应撰写不少于 5000 字的专业实践报告，由校内外专家、研究生工作站单位负责

人进行考核，不合格者不能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2、进站研究生学位论文及要求 

研究生进入工作站后，根据工作站的安排，在站内导师的指导下尽快熟悉所承担的科研工作，撰

写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经校内外导师审查合格后，可在校内或工作站举行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中期

考核程序及完成、提交时间与在校生相同。 

进站学生在学校及工作站期间应至少获得 1 项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如高质量的学术论

文、发明专利等。 

进站学生的学位论文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较高的学术水平，其学术思想和观点应具有一定的

独创性，其总体水平至少应达到《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 

在站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工作后，学位论文答辩必须返回学校进行，有关学位论文要求及答辩流

程与在校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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