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首创海底环境下，完成大断面混凝土管廊顶管工程

顶进作业，穿越海底高强度孤石群，顶推实际误差控制在 5 厘

米内；首次实现废弃泥浆海域零排放……科技日报记者从中

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建）获悉，近日，正在建

设的国内最长、顶管作业管径最大的跨海地下管廊，过海工程

全部贯通。

厦门是全国唯一地下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建设双试点城

市，翔安新机场地下综合管廊项目，总长 19.75公里，其中过海工

程两处，分别约 1.4 公里和 1.96 公里，最大埋深 20 米，断面最大

为 32.76平方米。

在海底精准凿穿这样一个又深又长、舱形构造不同、收纳不

同管线及系统的管廊，需要攻克许多难关。

工程采用盾构顶推作业。“海底环境下，进行大断面混凝土

管廊顶管工程顶进作业，为世界首次。”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

公司项目经理温春荣说，按设计图，顶管轴线要穿越强度很大的

孤石群，孤石直径 50 厘米至 400 厘米不等，最小强度约为 52 兆

帕，最大强度约 118兆帕。

技术小组大力进行科技攻关，并多次组织专家论证，研发出

高精度地质探测技术，实现了对地下孤石群的精准勘探，并研发

设计出一种复合型刀盘泥水平衡顶管机，通过增设滚刀，采用栓

接及可更换背入式的一体式滚刀，成功攻克了地下大孤石难题。

“创新了激光精准制导系统，解决了长大距离顶管的定位测

量难题，这个管廊过海段贯通实际误差在 5 厘米以内。”项目副

经理韩林俊说。

这样的工程，废弃泥浆会不会污染蓝色的大海？温春荣透

露，顶管每推进 1米，就会产生 50立方米的泥浆。项目部采用多

级废泥浆分离等技术，有效浓缩废泥浆体积，以循环水的形式排

出，实现了废弃泥浆海域零排放。

翔安新机场地下综合管廊纳入电力、通讯、燃气、给水、中

水、雨水、污水等管线，并设置消防、排水、通风、信息、电气、监

控、标识等管理系统，舱形构造有两种，分别为圆形和矩形。燃

气管道纳入其中，也为厦门管廊建设首次。

繁复的地下管线直埋，给管廊建设的整体性、结构强度及防

水性能等带来诸多挑战。项目部巧借“装配式预制叠合板”工

艺，解决了这一难题。“将管廊结构分解成若干板块，预制后再现

场拼装，使墙板无缝连接，成为达到设计要求的装配式综合管

廊。”韩林俊说。

与传统现浇混凝土工艺相比，“装配式预制叠合板”绿色环

保效益明显，墙体质量可控性强，施工成本大幅降低。

建成后的管廊，将实现最先进的智能运行管理。据悉，建设

单位已在中国铁建自主研发的综合管廊智慧管控平台上，集成

“三维建模+GIS 可视化管理”、机器人巡检系统、无线传感系统

等科技，环境、安防、火灾预警、语音通信等 10余个子系统，通过

综合集成、各监控系统之间的数据高度融合，实现了高效智能的

管廊运行管理。

正在建设的翔安新机场是我国重要的国际机场、区域性枢

纽机场、国际货运口岸机场，标准为国际等级，片区地下综合管

廊项目为其重要配套工程。据公开报道显示，2022 年底厦门新

机场及配套工程基本建成、2023年投入使用。

厦门海域将诞生

国内最长跨海地下管廊

秀成果

展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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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1类新药项目成果转化 6月初传出重磅消

息：暨南大学与广州市力鑫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力鑫药业）正式签约“双一流”学科产学研合作暨化1

类新药项目转让。力鑫药业以1亿元获得暨南大学

药学院院长、药物化学生物学研究所所长丁克教授

研发的“抗肿瘤新药多激酶抑制剂 JND32066”的全

球市场独家开发权利，双方将进一步推动该创新药

物的开发上市，造福全球肿瘤患者。此外，双方还共

建药物研发联合实验室，力鑫药业将投入1000万元

人民币打造肿瘤免疫新药研发技术平台。

“此次校企合作，达成 1 类新药项目成果的转

让开发，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机

制，是推动重大科技成果加速转化的重要举措。”广

东省科技厅二级巡视员周木堂评价道。

此次暨南大学和力鑫药业的合作，主要聚焦在

抗癌新药研发和技术平台搭建上。

多激酶抑制剂 JND32066 缘何能被力鑫药业

的“绣球”命中呢？“这是针对引发发生肿瘤的基

因而研发的一个靶向药，具有全球专利。”丁克

介绍说，“肿瘤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人体会产生

许 多 基 因 变 化 。 该 药 物 主 要 是 抑 制 变 化 的 基

因，从而阻断肿瘤的发生、发展进程，让肿瘤生

长得更慢。”

丁克专注于抗肿瘤药物研发。“目前抗肿瘤的

药品还做不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它最主要是延长

患者的生存寿命，并减少临床痛苦。”丁克现阶段的

梦想是希望通过药物，把严重威胁生命健康的肿瘤

疾病变成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病。

此次签约，并非是双方的首次“牵手”。2017

年，暨南大学和力鑫药业合作共建实验室，主要在

基础研究方面，开展以肿瘤免疫靶向治疗药物产品

为主攻方向的合作。“现在转让的科研项目正是前

期实验室的一个早期研究项目。”丁克说。双方早

期合作研究表明多激酶抑制剂 JND32066 具有显

著的体内外抗肿瘤活性，且预示了其广泛的瘤谱应

用空间。

“前期的合作相当于我们播了一颗种子，现在

种子发芽了，丁教授把发芽的种子卖给我们。”力鑫

药业研发商务总监刘恩桂打了个比喻来描述双方

水到渠成的合作关系。

双方此次合作的另一内容——共建药物研发

联合实验室，打造肿瘤免疫新药研发技术平台，正

是前期共建实验室的“升级版”。双方希望通过校

企深度合作，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加快重大科技

成果转化，计划在未来 3—5 年内产出 5—6 个全球

首创的 1类新药项目，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

丁克表示，希望在此平台基础上，通过 3—5年

的努力，能够针对肿瘤治疗打造一个真正的药物产

品链。

抗肿瘤药“种子发芽”后，合作水到渠成

高校在研抗肿瘤创新药拥有全球专利高校在研抗肿瘤创新药拥有全球专利

新药新药““种子种子””卖出卖出11亿元的背后亿元的背后
本报记者 叶 青 通讯员 苏运生

新药研发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万一失败

了，1 亿元就有可能打水漂。对此风险，力鑫药业

很笃定。“这个科研成果，我们跟踪多年。在研发方

面，丁教授团队持续创新，技术处于国际前沿。更

主要的是，其研发策略和企业的发展战略不谋而

合。”刘恩桂直言，公司正处于转型发展期，需要差

异化的创新项目。虽然存在风险，但丁克团队以往

研发的成功率让他们充满信心。

不谋而合，科学家与企业家坐到一张桌子上

根据合作协议，力鑫药业以 1亿元买下多激酶

抑制剂 JND32066 的全球市场独家开发权利。刘

恩桂告诉科技日报记者：“1 亿元是里程碑支付，而

且这 1亿元属于前期开发及购买项目权益的费用，

公司后续还将投入更多费用将产品开发上市。”

练就“金刚钻”，干好“瓷器活”。“我是做药的，

一定要做临床所需的药。”丁克给自己的新药研发

之路定了调。经过多年的稳扎稳打，丁克带领团队

已构建了一个集药物化学、化学生物学、结构生物

学和药效学评价及作用机制研究等为一体的多学

科交叉、科研设施完善的药学和化学生物学研究平

台。这正是让力鑫药业最为放心的地方。

丁克团队成功设计和合成了一系列创新药物

成果，并实现了转化。其所研发的“可克服慢性粒

性白血病临床耐药的新一代 Bcr-AblT3151突变体

抑制剂 HQP1351”已转让，在中国和美国完成 2 期

临床，今年 5月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授予孤儿药资格；同时，研发出世界首个亚型选择

性 ERRa激动剂（针对代谢性疾病的治疗）、世界首

个选择性 DDR1 抑制剂（针对肿瘤和炎症疾病的

治疗）、世界首个选择性 ZAK 抑制剂（针对肿瘤和

炎症疾病的治疗）……

“针对《我不是药神》中的‘格列宁’用药后耐药

的临床问题，我们历经 7 年，研发成功了第三代产

品 HQP1351，能解决上述耐药问题。在合作企业

的努力推动下，有望在今年或明年上半年在国内获

批上市。”丁克透露。

结合自身经历，丁克认为打破科研成果转化

“最后一公里”，应着重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科研

人员应考虑：成果是否是产业所急需？我的观点是

一定要从临床需求中找课题，从企业发展瓶颈找项

目。另一方面新药研发不仅投入大，且对技术、人

才要求也高，企业可充分利用高校院所的人才优势

来实现新产品的开发。”他坚信，只要企业家跟科学

家能够坐到一张桌子上想一件事情，围绕问题开展

深入合作，一定能够推动产业发展。

从 2012 年开始进行成果转化至今，丁克感受

最深的是，从国家到地方再到高校，成果转化的相

关政策、措施均越来越完善。

以其所在的广东省为例，2019 年广东出台“科

创 12 条”，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提出了诸多体制、机

制的改革新举措。生物医药产业是国家重点发展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今年，广东省科技厅又会同广

东省发改委等 9 个部门，联合印发实施《关于促进

生物医药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作为首批获得广东省经营性领域技术入股改革

试点单位，暨南大学出台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实施

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成立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机构，

构建起包括“里程碑”许可开发、发明人实施和专利

公开许可等科技成果多元转化模式，建设以新型研

发机构为核心的多层级转化孵化平台。2016 年以

来，学校成果转化收益合同额和技术转移收入超 12

亿元，孵化了4家上市企业和多家高科技企业。

“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需要有资金扶

持。”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说，学校成立了金额 2亿

元的广东暨科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这是广州市

目前唯一由高校牵头成立并获批的成果转化基

金。该基金在学校内部定期遴选科研项目孵化，借

助专业的机构投资人，实现科技成果精准转化。他

强调，学校孵化成功后，还需要企业接手培育，才能

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的成功率。

在丁克看来，科学家主责是专心做科研，至于

转化的谈判过程，完全可以交给学校专门的管理部

门操作，科学家可以不参与。他说：“只要把事情摆

到桌面上，所有信息公开、透明，科学家没必要担心

成果转化转移过程中的其他风险。”

有完善的转化机制保障，对于此次的转化合

作，丁克充满信心。他说：“完成转化后，我们将进

一步推动该药物的研发，希望 6－8 年左右实现上

市，服务肿瘤患者。”

机制保障，争取8年内转化药物实现上市

近日，在浙江象山县来发水产育苗场内，呈乳

白色的小乌贼像硬币般散落在水泥养殖池中。这

是该育苗场不久前新投放的一批虎斑乌贼幼苗。

“到今年 8 月份左右，它们就会被送上宁波人

的餐桌，甚至运往外地。”象山来发水产育苗场负责

人黎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宁波大学研究团队的

帮助下，苗场今年再度改良了饵料选用、优化了分

级措施，成活率大大提升。

浙江宁波临近东海，水产捕捞业因海而兴。乌

贼曾是东海四大主捕对象之一，但因过度捕捞和环

境问题数量锐减。其中，口感甚佳、深受市场欢迎

的虎斑乌贼更一度绝迹，当地试图突破虎斑乌贼人

工养殖这一技术难题。

不久前，宁波市科技局和宁波大学共同发布

消息，2014 年至 2019 年，宁波大学课题组团队累

计育出体长 2 厘米以上的虎斑乌贼苗种 120 余万

只，养成 500 克以上商品虎斑乌贼 11 万只，创造

了国内虎斑乌贼人工养殖数量最多，单体最大的

历史纪录，在世界上首次实现该物种的规模化苗

种繁育与养殖。

凭借人工育苗 虎斑乌贼
回归东海之滨

早在 2011年，“虎斑乌贼的人工育苗与试养技

术研究”就已是宁波市科技局的择优委托项目。该

项目由宁波大学承担，联合相关水产养殖公司，在

该校蒋霞敏教授的带领下，项目组深入福建、广东、

海南等地，摸清了虎斑乌贼的繁殖规律。

“虎斑乌贼在东海基本没了踪迹，人工繁育需

要从南海先引种，而乌贼又有喷墨习性，性成熟个

体在运输过程中喷墨会互相损伤，很难养活。”蒋霞

敏介绍说。

为此，项目组选择将虎斑乌贼的亲体留在广

东、福建的养殖基地，直接在当地催产受精卵，再

把受精卵用尼龙袋充氧打包运到宁波孵化。经

过长期试验，研究人员逐渐掌握受精卵适合运输

的时间段，以及运输过程中的密度、盐度、温度等

细节变量。

蒋霞敏说，研究团队经过不懈努力，2013 年，

在宁波大学实践教育基地——舟山市水产研究所

朱家尖基地人工繁育出了体长为 2.1—3.1 厘米的

乌贼苗种 3.6 万只，这意味着虎斑乌贼在水泥池试

养成功。

宁波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实现乌贼产业

化养殖对当地而言很有必要，科技局鼓励蒋霞敏团

队尽力破解技术难题、勇于试错，现在看来，项目组

不负众望。

据了解，项目组还试验了不同养殖模式，持续

扩大虎斑乌贼苗种培养的规格，在水泥池、土池和

网箱养殖中均获成功，成活率也不断提高。其中，

水泥池养殖成活率可达 65%，网箱成活率可达 70%

左右。

市场一路走俏 向全人工
养殖技术进阶
“2014 年，在宁波市科技计划重大专项连续支

持下，我们联合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宁波天

邦食品有限公司、象山来发水产育苗场等单位开展

产业化探索。”蒋霞敏说，对养殖户而言，该技术投

入与产出比约为 1∶3，且养殖过程中乌贼的抗病能

力强，养殖收益很可观，目前已在浙江、福建、广东

等地推广。

“野生虎斑乌贼通常可长至 5000克左右，但肉

质硬，人工繁育状态下通常约 4个月可长到 500克，

即可上市，且口感脆生，更符合老百姓的口味。”蒋霞

敏介绍说，随着虎斑乌贼养殖数量增多，还可以在禁

渔期丰富老百姓的菜篮子。虎斑乌贼上市价格一般

在每500克60—80元左右，产业化前景非常好。

据了解，人工繁育的虎斑乌贼上市，也给蒋霞

敏团队带来了新的难题——苗种供不应求、产业

化受到制约。研究团队决定突破“异地受孕+远

程运输+本土繁育”的方式，开展全人工规模化繁

育养殖。

“乌贼人工繁育之所以难，不仅因为其养殖

技术独特，更因为我们对乌贼相关信息生物学

了解还不够全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

产研究所研究员陈四清表示，蒋霞敏团队经过

多年研究，破解了虎斑乌贼大规模人工繁育问

题的同时，还从学术上对该物种的生物学信息

进行了完善。

宁波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科技局将联合

多部门，参与支持虎斑乌贼破解种质退化、全人工

繁育等技术难题的攻关，加大虎斑乌贼苗的供应力

度，提升当地乌贼养殖产业化水平。

10年攻关 多地繁育

上菜！一度绝迹的虎斑乌贼重回餐桌
洪恒飞 王虎羽 本报记者 江 耘

日前，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协会组织有关专家，对在江苏大

中农场实施的小麦栽培田间作业无人化生产技术进行实产验

收，该技术使小麦平均亩产达 618.87公斤，其中最高产田块亩产

达 665.18 公斤，创造了长江中下游稻麦两熟地区的亩产新高。

中国工程院院士、扬州大学教授张洪程说：“这是我们通过农机、

农艺结合，并进行智能创新，开展小麦栽培田间作业无人化生产

成套技术研究与示范带来的重大成果。”

记者了解到，针对粮食生产现状及生产中存在的技术瓶颈，

张洪程科研团队重点开展了小麦栽培田间作业无人化生产技术

研究与示范，设立了盐城市大中农场等 4 个试验点。我国农机

专家、扬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张瑞宏教授介绍，3 年来，由从事

育种、栽培、农机、信息等方面专家组成的科研团队，与中国一拖

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卡尔曼导航技术有限公司、南京沃杨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及江苏大中农场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协作，围绕农

机、农艺结合和智能创新，制定了协作攻关方案，先后解决了秸

秆还田、精细耕整、精准播种、自动掉头转弯、精确接行续行等方

面的关键技术难题，形成了粮食耕、种、管一体智能机无人化田

间作业理论与技术支撑体系，并在试验点进行了技术的实际应

用研究。

验收专家组认为，小麦栽培田间作业无人化生产技术，不仅

大幅度减轻了小麦田间栽培作业强度，提高了麦作舒适度，而且

有利于小麦规模化稳定生产，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张洪程介绍，今年，研究团队将加大相关技术研究与示范，

把小麦栽培田间作业无人化生产技术应用到水稻规模生产上，

进一步验证整个系统的性能、效率与综合效益，形成可复制的体

系和模式，在国内逐步推广，这对于我国夯实粮食生产基础和确

保稳产增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田间作业无人化

这套技术创造了小麦亩产新高

本报记者 矫 阳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讯员 邢志鹏 高 辉

人工繁育状态下，虎斑乌贼长至 500克即可
上市。 受访者供图

此次校企合作，达

成1类新药项目成果的

转让开发，构建以市场

为导向的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机制，是推动重

大科技成果加速转化

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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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