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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今年 10 月投产的首个高堡膜项目——

广东星联科技（麦盖提）塑料生态产业园，如今已

在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落地。今年 5 月，广东星

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联科技）与华南理

工大学完成专利技术转让，前者以超 2000 万元的

价格购得技术，并且形成了“先合作后转让”的全

新成果转化模式。

“地膜残留问题如果无法解决，再过 5到 10年，

新疆将无地可种！”2013 年 9 月，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瞿金平参加了“新疆院士行”考

察活动，座谈会上新疆农业专家的话让他心头一

震。当年，新疆有 2450万亩土地铺上地膜，每年地

里的残膜量达到每亩 16公斤。

当时，瞿金平暗下决心：通过技术创新，解决农

田残膜污染问题，让农民端稳手中饭碗。历经 5

年，瞿金平和团队成功研发出多层复合薄膜制造过

程自增强技术，制造出了一种厚度与普通地膜相

当、可全回收的“科技援疆膜”——高堡膜。

首个高堡膜项目投产后，最终将形成把白色污

染变为绿色循环的产业闭环。

“太触目惊心了。农田里一层一层都是残留的

破碎地膜，农作物幼苗根部遇到残膜，立刻拐弯，严

重影响发苗率。”在新疆的亲眼所见，让瞿金平十分

难受。

新疆是全国棉花主产区，产量占全国八成以

上，同时也是全国棉花主要存储地。上世纪 80 年

代初，农用覆盖地膜在新疆的应用带来了一场“白

色革命”，让盐碱地上的农作物大幅增收。然而，由

于农用地膜极易破碎，使用后难以回收。使用多年

后，残留的地膜成了污染土地的“祸首”。

以麦盖提县为例，作为国家重点植棉县，优质

棉花种植达 75 万亩，年产棉花 11 万吨。可其农田

0—40 厘米耕作层地膜残留高达 20 公斤/亩以上，

严重影响了作物的生长。

瞿金平提出了一个技术方案：研发高性能地

膜，韧性高且可全部回收，还能将回收的地膜高值

化再利用。

从新疆回来后，这位跟塑料加工成型机械打了

大半辈子交道的科学家，立刻开始行动。他在自己

已研发出的全球首创“基于拉伸流变的高分子材料

塑化输送方法及设备”技术（以下简称 ERE 技术）

基础上，成功研发出多层复合薄膜制造过程自增强

技术，制造出了一种厚度与普通地膜相当、使用完

可全回收的“科技援疆膜”——高堡膜。

“这种新型地膜看上去只是薄薄的一层，实际上

是3层或者5层叠起来的，像编织布一样。它的纵横

向抗拉伸、抗撕裂强度都非常高，可实现种植期间不

破碎，人手揭膜回收率达到98%以上，机械回收率达

到 95.48%；回收后性能还比普通地膜国家标准要高

一些，实现高值化循环再制造。”瞿金平介绍说。

但高兴没多久，瞿金平又发愁起来。实验室的

科研成果需要大田比对的数据来验证，“科技援疆

膜”的落地需要转化和产业化技术开发。“在科研成

果走向实际应用之间，有着万道鸿沟。”他感慨道。

碎地膜一层又一层，农田不堪污染侵袭

本报记者 叶 青

2015 年，瞿金平的 ERE 技术选定在位于广东

省佛山市南海区的星联科技实现产业化。

“为什么选这里？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原因

吸引了我和我的团队。一项成果的成功转化，离不

开双方团队的工匠精神，更离不开政府及时的资金

支持。南海区和企业不急功近利，支持我们从容地

把产业化技术问题一个一个解决掉。”他告诉记者

一件事，光是加工制造挤压系统转子与定子的拓扑

曲面结构，就耗时近两年，但这是 ERE 技术产业化

过程中的关键所在，“企业也愿意等”。

历时4年，星联科技投入近千万元科研资金，ERE

技术成果终于成功转化，生产出了“科技援疆膜”。

但成果转化的困难接踵而来。2019 年春耕，

高堡膜要在新疆伽师开展大田比对试验。由于尚

未实现大规模生产，成本较高，农户们不愿意使用；

当地地膜企业对新地膜的回收效果也心存疑虑，高

堡膜的推广陷入困境。

紧要关头，对口援疆伽师的南海区政府划出

300 万元资金补助农民，高堡膜得以顺利铺在 2 万

亩试验棉田上。为了打消农户对地膜回收的疑虑，

佛山援疆工作队联同新疆伽师农业局，在棉花采摘

后，于棉花种植大户李沛的试验棉田上进行了一场

高堡膜回收现场会。看着自家棉田的地膜被机器

一次性回收，李沛竖起大拇指，连说：“明年我全部

用高堡膜了。”

伽师试验田的数据显示，棉田每亩增产 22.7公

斤，每亩增收达到 170.25 元，相当于农户免费使用

了地膜；回收率达到 95.48%，较普通地膜回收率提

高 24.6%；压草效果明显，除草减少三分之二的田

间管理；同时实现了一次性机械化回收，回收后的

残膜力学性能高，可实现高值化循环再利用。薄薄

的高堡膜成功解决了农膜白色污染难题。

一项技术耗时两年，但企业愿意等

在与瞿金平团队合作推进成果转化中，星联科

技董事长张伟明感受最深刻的是“企业家与科学家

之间的角色分配”。“科技成果转化的艰难超出预

期，关键需解决三方面内容：转化过程中，科学家与

企业如何定位；企业能否有试错的勇气；有没有后

续资金力量支持。”张伟明摸索出了一套与科学家

的 AB 角分工及其平衡的机制，“科学家关注技术

亮点，企业家则突破难点，考虑生存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双方合作的不断深入，星

联科技还和华南理工大学聚合物新型成型装备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开展了共建科研基地合作模式，把

该研究中心的分中心载体设在星联科技，承担部分

科研任务，并加强联合，培养科技人才。这种主体

间长期、稳定合作的模式，为 ERE 技术加速转化注

入了强大的动力。

“正是因为经过长期的专利产业化探索，我们

对该技术转化已经有底气与把握，正式以超 2000

万元向华南理工大学购买 ERE 专利技术。”张伟明

表示，“先合作后转让”的成果转化模式，有利于企

业与高校在实践中客观真实地认识专利技术的真

正市场价值，有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

华南理工大学校长高松表示，瞿金平团队与星联

科技在长期研发合作的基础上，开展此次专利技术转

让合作，表明了市场对科研团队技术成果的深度认

可，也是学校科研团队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

科技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的成功榜样。

记者了解到，星联科技还在探索“知识产权证

券化”的金融创新模式，围绕核心专利建立多层次

的融资渠道，用知识产权资产撬动市场资本，推动

ERE 技术在各个产业领域推广普及。去年底，已

启动建设了 ERE 产业园，搭建“技术研发—应用开

发—研发制造—检验检测”的应用开发闭环脉络。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膜污染治理，

稳步推进农用地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利用。“还有

很多农户不知道高堡膜，只有到实现市场自发推动

的那一天，才是这张‘科技援疆膜’攻克白色污染真

正胜利的时候。未来，我们还要考虑将高堡膜推广

到全新疆、全国，并将回收后的地膜高值化再制造，

打通整个产业链。”瞿金平说。

在瞿金平办公桌最显眼的地方，一直放着一本

7 年前参加“新疆院士行”考察时的笔记本，“每每

看到上面记录的一串串农田白色污染数据，我都提

醒自己：为新疆的农业可持续发展、为国家绿色的

未来，我曾许下过一个诺言。”

先合作后转让，有利于提高转化成功率

历时历时 44年投入千万元科研资金最终成功转化年投入千万元科研资金最终成功转化

一张一张““科技援疆膜科技援疆膜””解决农田白色污染解决农田白色污染

历经 10年攻关，中国建筑技术中心于近日建成世界唯一的

“中建万吨级多功能实验系统”，设备总重量约 6900 吨，垂向加

载能力高达 10800 吨，超越当前国内 4000 吨、国外 6000 吨的同

类实验设备，并可实现六自由度加载。

“随着建筑技术的发展，超高层建筑单个结构构件承重高达

数万吨，受实验设备制约，结构设计人员无法真实反映实际构件

的力学性能。”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中建工程产业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专家、万吨级多功能实验系统研发负责人

孙建运说。

单个结构承万吨的构件，如果用 4000 吨设备进行受力试

验，存在哪些缺陷？“如果实际构件承受 1万吨的力，其截面尺寸

是 1 平方米。当只有加载能力为 4000 吨的试验设备时，进行实

验的试验模型就只能做到 0.4平方米。”孙建运说，这样试验模型

与实际构件就存在差别，得到的试验结果只能反映 0.4平方米构

件的性能。

近 20年来，我国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以高、大、特、新为特征

的复杂土木工程越来越多。同时，我国又是多地震国家，土木工

程领域抗震减灾的任务艰巨。

如何科学合理地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进行试验验证，提升

整个建筑的安全水平，尤其是隔减震技术与隔减震产品的整体

水平？

2009 年，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相关国家课题，规划

建设大型工程结构试验室。

试验室建筑面积 4680 平方米，长 130 米、宽 36 米、高 35 米，

由全球规模最大的反力墙与反力地板试验系统及全球加载能力

最强的万吨级多功能试验系统组成，可满足超高层、大跨度等复

杂建筑足尺试验研究需求。

“系统集静力和动力实验功能于一体，控制技术复杂，设计

建造难度巨大，特别是加载框架生产加工与安装技术、加载框架

移动横梁自动升降与锁紧技术、大吨位垂向滑动微摩擦静压支

承技术、六自由度控制技术等，这些都给自主研发工作带来了严

峻的技术挑战，是全球研制难度最高的土木工程试验设备。”孙

建业说。

中国建筑技术中心组建了由 6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30 多位

企业、高校专家、教授组成的顾问团队，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中

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科研机构+高校+企业”融合创新机

制，攻克了该系统在技术参数、试验功能、设备制造等方面的重

重困难，形成多项关键技术成果，解决了我国工程结构科学实验

手段与实际需求严重脱节的现状，实现了中国建筑在行业关键

技术研发方面的重大突破。

“这是集机、电、液于一体的复杂的土木工程实验设备，是实

验设备领域的大科学攻关项目。”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宇航空

间机构及控制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邓宗全如此评价。

据介绍，“中建万吨级多功能实验系统”目前已陆续承接同

济大学、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等多项实验任务。

科研机构+高校+企业融合创新

我建成万吨级多功能实验系统
检验建筑抗震等性能

科技日报讯 （记者过国忠 通讯员张羽程 许琳）全国共

有 732 家报废汽车拆解企业，但近 80%企业年报废汽车拆解量

低于 2000 辆，远远达不到平均拆解量。近日，记者从江苏理工

学院了解到，该校车之彩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智能报废汽车

柔性拆解系统，实现了国内报废汽车处理模式“流程化、机械

化、无害化、资源化”，使报废汽车回收利益最大化。

江苏理工学院副校长贝绍轶介绍，过去几年，我国报废汽

车的数量不断突破新纪录，2020 年预计汽车报废量将达到

1850 万辆。2019 年 6 月 1 日，新的《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

正式实施，政策从多方面鼓励和引导报废汽车市场走精细化

拆解、合理化循环的道路，促进报废汽车回收率提升与产业发

展。然而，国内现有的拆解技术手段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拆

解需求。

近年来，江苏理工学院把报废汽车拆解列入重点研究项

目，组织跨学科专家进行集中攻关，解决物联网、大数据、软

件、制造等融合难题，先后自主研发建立报废汽车回收拆解网

络平台，开发设计与小型载客汽车拆解流水线配套的多油液

自动回收装置，建设报废小型载客汽车绿色拆解生产线等，最

终形成智能报废汽车柔性拆解系统。

车之彩团队的科研人员告诉记者，团队开发设计了与小

型载客汽车拆解流水线配套的多油液自动回收装置，采用视

觉智能监控，能够自动完成旋转、升降、收缩，在被拆解汽车

的上、下、左、右，通过全方位打孔重力回收和真空回收，最大

程度对报废汽车的多种油液进行回收操作；采用加热稀释废

机油的方法，解决了机油无法抽尽的技术问题；同时，通过高

度自适应调整装置，实现了报废汽车燃油箱的残存燃油自动

回收。

据了解，目前，该智能报废汽车柔性拆解系统申请专利 20

多项，已获批 12 项专利。目前已在江苏、安徽、山东等报废汽

车拆解企业得到应用。

业内专家认为：智能报废汽车柔性拆解系统是废旧汽车

行业内的一次技术创新，大幅提升了报废汽车回收发展水平，

既实现了节能减排和资源循环利用的目的，又将产生显著的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今年全国报废汽车将达 1850万辆

智能拆解让废旧物产生新价值

本报记者 矫 阳

继港珠澳大桥后，又一项挑战世界难题、突破

科技壁垒的超级跨海工程——甬（宁波）舟（舟山）

铁路项目准备开建。“全线控制性工程——金塘海

底隧道，全长 16.2 公里，海底盾构段长 10.87 公里，

最大埋深 78 米，直径 14 米。建成后将刷新世界纪

录。”中国铁建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铁四院）金塘海底隧道项目负责人唐雄俊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

7 月底，历经 2 年多，由铁四院勘察设计的“隧

道风险评估与金塘海底隧道关键技术方案”，通过

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为组长的专家组评审，

标志着这条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技术方案已准

备就绪。

看似简单增加长度，实则
挑战科技极限

甬舟铁路全长 77 公里，设计时速 250 公里，主

体工程采用桥+隧组合，被誉为“铁路版港珠澳大

桥”。宁波北仑至金塘岛，设计为海底隧道；金塘岛

至舟山岛，设计为主跨 1488米的特大桥。

“港珠澳大桥越海隧道全长 6.7公里，属沉管公

路隧道，而金塘隧道是高铁盾构隧道，16.2 公里占

全线五分之一里程，都将沉在东海。”唐雄俊说，长

度的简单增加看似轻松，工程背后从量变到质变的

难度跨越，挑战着科技极限。

据唐雄俊介绍，金塘海底隧道主要面临如下技

术挑战。

首先是地质条件差。隧道海中段位于岩土复

合地层，硬岩与粉质黏土，使地层软硬不均，区域共

有 9 处断层，6 处节理密集带。盾构机在这样的地

层掘进，硬岩加快磨损刀具，粉质黏土又结成泥饼

贴在刀盘上，大大增加了大直径、长距离、高水压更

换刀具的风险和施工难度。

其次是水压高。相比港珠澳大桥隧道海底埋深

40多米，甬舟铁路金塘盾构隧道需承受78米的最大

海底埋深，海水压力高达1.0兆帕（MPA）以上，而目前

国内水下施工技术水平可承受的压力为0.8MPA。

再有是防灾救援难度大。世界已建成的铁路

海底隧道均采用一条线路、两个隧洞设计，一旦出

现灾情事故，可利用两个隧洞互相疏散。受地质条

件所限，金塘隧道则采用单洞设计，且海中段长约

9 公里，无法设置直通地面的出入口，对隧道内的

防灾救援设计难度极大，要求极高。

此外，还面临海中对接难度大。金塘隧道建设

采用两头盾构掘进、中途对接贯通模式，宁波侧

4920米，金塘侧约 5950米。长距离相向掘进，对接

精度要求更高，技术更复杂。

进行勘察设计尝试，探索
最先进的技术

面对诸多技术挑战，2017 年，铁四院成立了以

全国勘察设计大师、副总工程师肖明清为首的设计

团队，立项“隧道风险评估与金塘海底隧道关键技

术方案”，初设 14个课题。

勘察设计尝试探索了诸多最先进的技术手段

和理念。

“为详细收集海域地质资料，隧道加大了钻孔采

样密度，平均30米一个孔。而此前铁路地质勘探基

本为50米—100米。”唐雄俊说，金塘海域还是宁波港

黄金航道，这也加大了钻孔难度。因此，勘探首次采

用了三维物探、海上钻井平台以及智能化勘察手段。

针对含粉质黏土、凝灰岩又有多处断层的软硬

不均的复杂地质，盾构隧道采用单洞双线不设隔墙

横断面，设计研发团队专门进行了盾构选型专题的

研究，经反复比选、模拟计算和验证，设计出适合该

地质的盾构刀具参数。

长距离海底两头掘进，怎样保证精准对接？

唐雄俊说：“通过对国内外对接案例的调研，对

海底对接位置、对接段不同衬砌结构形式的受力与

变形、不同加固方案围岩稳定性、盾构对接精度及

姿态控制进行了研究，最后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洞

外贯通中误差 18 毫米、洞内贯通中误差 17 毫米或

洞内外贯通中误差 25毫米的设计。”

隧道设计为单洞双线，防灾检修通道利用双线

轨道之间下方的空间，设置疏散与检修廊道，这也

是铁路建设中首次采用的设计方案。

除金塘海底隧道外，甬舟铁路桥+隧组合中的

“一桥”，即主跨 1488米的西堠门特大桥，将突破不

久前通车的沪通铁路大桥单跨 1092 米纪录，成为

世界同类项目中跨度最大的公铁合建大桥。

甬舟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火车的

历史，届时从宁波到舟山只要 30分钟，从杭州至舟

山只需 80分钟。专家表示，该项目的建设，将使我

国隧道、桥梁设计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继港珠澳大桥后，又一项超级跨海工程准备开建——

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技术方案出炉
本报记者 矫 阳

薄薄的高堡膜成
功解决了农膜造成的
白色污染难题。图为
瞿金平院士（右一）介
绍高堡膜性能。

受访者供图

春耕期间春耕期间，，高堡膜在新疆伽师开展了大田比对试验高堡膜在新疆伽师开展了大田比对试验。。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非火灾工况金塘海底隧
道内停车疏散效果图。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