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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过水条件，基坑正式注水！”9月 16日，记

者获悉，历经两个汛枯期交替，江西信江八字嘴航

电枢纽工程（以下简称信江航电）东大河水下工程

全部完工。

通过无人机高空俯瞰，东大河上泄水闸、电站

厂房一字排开，船闸、上下游引航道笔直地伸向远

方，汩汩江水奔涌入怀。

这个位于江西省余干县、通往鄱阳湖的航电工

程，不仅是一座以航运为主、兼顾发电等综合利用

的航电枢纽，投资高达 43.86 亿余元，同时也是

2019年全国 9个交通运输工程科技示范项目中，唯

一入选的水运项目。

8万行代码打造出“智慧工程”

已是凌晨2点，办公室里不断传出键盘敲击的声

音，与隆隆作响的机器轰鸣声合奏出别样的交响曲。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一

航局）信江航电项目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负责

人李智璞完成了当日的工作，照例回头看了一眼身后

还在专心敲代码的于少成，说道：“我估摸着到现在为

止咱们最少写了也有8万行代码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这样的场景在项目部BIM技术办公室早已是司

空见惯。信江航电项目是中交一航局建设的第一个

完整意义上的航电枢纽项目，为确保施工的效率和质

量，研发各项BIM应用成为该工程的一大亮点。

BIM 这种建筑信息技术从国外漂洋过海来到

国内后，却显得水土不服，大多数通用 BIM 软件止

步于建模阶段，实际施工仍然遵循着“老经验”在

干，全然与信息技术分离。

李智璞来到现场勘察后发现，施工多在基坑内

完成，各项工序较为复杂。这其中钢筋的总用量约

为 1.7 万吨，钢筋结构复杂，加工管理难度大，对把

控工程的整体进度和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此，他们瞄准难点，决定首先研发“基于

BIM 的智慧钢筋加工系统”。

这项系统是在 CAD 和 Revit 建模软件技术基

础上研发而成的软件系统，能够迅速、精确地建立起

钢筋模型，直接生成电子翻样料单，算法的不断优化

可以将钢筋浪费率降至最低。同时，系统与施工现

场以及加工设备、自主云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而做

到对钢筋加工和进料验收全过程的实时、动态监管。

李智璞团队的另外三名成员在 BIM 技术领域

都是半路出家，每天晚上李智璞都给哥仨单独开小

灶。功夫不负有心人，得益于“基于 BIM 的智慧钢

筋加工系统”的应用，2019 年信江航电项目部钢筋

的综合利用率达 99.2%，为业内顶尖水准。

画好新领域的第一个弧

凌晨两点，细雨蒙蒙，空旷的信江航电枢纽项目施

工现场，灯火通明。“完成了！”欢呼声划破夜的困倦。

信江航电项目三大主体结构之一的泄水闸，采

用了行业罕见的驼峰状溢流面施工方案。“驼峰状

溢流面，表面是三个圆弧，能够较好地将水流的势

能转化为降落的动能，不会对下游过于冲刷，比以

前的斜坡式溢流面进步不小。”信江航电项目总工

程师李冰黎介绍。

一般泄水闸，都是采用平底堰。但是，当水头非

常高的时候，就意味着所需要闸门的厚度、强度也就

越来越高，那么投入的资金也会大大提高。因此，信

江航电项目采用了同类项目中罕见的驼峰堰。

但是，设计的进步也给施工带来了困难，驼峰

状溢流面全是曲面，模板支立困难，想要用混凝土

拉出完美的弧线，更难上加难。如何画好新领域的

第一个弧，成了头等大事。

李冰黎带领技术团队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技术

攻关，最终采用了业内创新的压制曲线模板，利用滑模

工艺打造弧形溢流面的施工方案。经过一个多月的沟

通研究和反复调整，模板终于从蓝图变为现实。

“这溢流面堰体线型和表观质量上真漂亮！”江

西省交通质监局领导在检查中竖起了大拇指。信

江航电项目研发的创新工艺，更填补了中交集团此

类工程施工技术空白。

随着东大河工程继续冲刺完成上部结构与金结安

装的施工任务，信江航电西大河工程也在稳步推进。

在长达2公里的围堰施工中，竖立着两个高达数十米的

“绿巨人”，这就是国内外首个数字化SMC双轮铣。

“我们与天津大学等高等校院所合作，对传统

SMC 双轮铣进行数字化改造，过去需要 3—4 人操

作完成，现在只需要两个人，而且全部实现数字化，

自动化制浆、注浆。”中交一航局流程与信息化管理

部工程师程学浩告诉记者，SMC 双轮铣是一种从

国外引进的大型工程机械，每台价值 1000多万元，

国内工程应用并不广泛，更谈不上数字化改造。

SMC 双轮铣实施的都是地下隐蔽工程，施工

质量很难直观地查验，现在通过大数据后台比对分

析，每开挖一延米用时、注浆数量等数据一目了然。

钢筋智慧加工 创新采用驼峰堰

这个水运示范工程干货不少
本报记者 张 晔 实习生 季天宇

9 月，很多上海市民早晨乘坐地铁时发现了新变化——在

网订柜取智能系统前面，他们手机下单预定早餐，5秒钟之后便

能取走早餐。“手机下单 10 秒钟，取餐最快 5 秒钟。”这句话形象

地概括出这种高效率。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上述系统看似简单，但其代码总计超

过了 50 万行；更大的看点在于其研发过程像是在搭积木，且仅

用时 20多天。

盒马鲜生旗下盒小马在上海多个地铁口设置了早餐自提

柜，致力于满足白领早餐需求，“网订柜取”是其特色。“怎么能让

消费者在订餐取餐上花最少的时间？”盒马鲜生技术研发人员曹

海涛向记者强调，算法和调度系统发挥了作用。

他表示，通过运算分配，早餐加工员会知道，什么时间加工

哪一份、什么早餐是最合适的，即“确保消费者拿到时是刚出炉

不久”，这样加工者不用等顾客，顾客也无需为加工等候，大数据

和算法决定了供给和需求都能高效完成。

整个研发过程为何像是在搭积木？曹海涛表示，研发人员

会做出一个个的智能模块，包括商品、导购、交易、履约、餐饮加

工、店仓作业、自提配送等等，这套智能系统相当于多个模块拼

接，达到最大程度的优化。再连接一体化作业终端和自主 POS

自提柜，一套智能系统就做成了。

看似轻松的研发，并不代表工作量小，智能系统前后涉及的

代码一共超过 50万行。董凌甬是技术研发团队项目统筹人，他

向记者讲了一个边爬山边做代码的段子：有一次休假期间，他正

在瑞士一座海拔 4000 多米的山上爬山，爬到半山腰时，突然接

到电话，说代码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他立刻插卡连上

WiFi热点，开始在半山腰做代码，20 分钟之后，问题搞定，他继

续爬山。

“从技术角度，我们也针对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做了无接

触交付的改进。”曹海涛说，无接触交付是指早餐加工者和消

费者被一排自提柜隔开，避免两者之间接触、交互。另据记者

了解，盒马鲜生正在研发“刷脸取餐”功能，研发成功后，连手

机都不用掏。

代码超过50万行

早餐自提柜里藏着新技术

科技日报讯（记者矫阳）9月 10日，正在建设的京雄城际铁

路河北段“四电”（电力、牵引变电、接触网、通信信号）施工首用

智能化装备，即自主研发的接触网支柱组立智能装备、腕臂安装

智能装备和参数检测及吊弦标定智能装备（以下简称接触网三

型智能装备）以及智能预配平台，其中接触网支柱组立智能装

备，因导入支柱基础位置信息和北斗系统信息，安装偏差仅为 3

毫米。

京雄城际铁路正线全长 92公里，是中国高铁首个最高标准

“智能化、精品化”高铁项目。承担“四电”建设的中国铁建电气

化局集团，专门组建科研团队，联合科研单位研制了接触网三型

智能装备以及智能预配平台，结合了多种新技术，使施工精度、

效率及安全大幅提高。如接触网腕臂安装智能装备，借助搭载

机器视觉引导系统和多自由度端执行设备，可同步完成绝缘子、

腕臂管安装；接触网参数检测及吊弦标定智能装备，综合应用了

激光、图像融合检测、高精度标定等技术。

据现场技术负责人介绍，与传统施工方法相比，接触网三型

智能装备可实现综合成本降低 60%。

另据介绍，该集团二公司在京雄项目首创的“智能网优”技

术，第一次把铁路联调联试，从线下搬到线上，让高铁全线联调

联试从原来需要 1个月缩短到只需要 5天时间。

安装偏差仅为3毫米

高铁接触网施工首用智能化装备

本报记者 王延斌

9 月 15 日 ，世 界 桥 梁 领 域 又 一 里 程 碑 式 工

程——福（州）至厦（门）高速铁路泉州湾大桥主塔

正式封顶。

“福厦高铁泉州湾大桥全长 20.3 公里，主跨

400 米，设计建设面临多项技术挑战。大桥主塔封

顶，标志着我国桥梁建设开启了世界高速铁路跨海

时代。”中国铁建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铁四院）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设计负责

人曾甲华说。

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是国内外首座高

速 铁 路 跨 海 斜 拉 桥 ；设 计 行 车 时 速 超 过 300 公

里，为世界最高、世界第四长跨海铁路大桥，也

是全球首座主塔采用免涂装耐候钢的大型跨海

工程。

泉州湾大桥是福厦高铁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跨

越泉州湾中部海域，为世界首座高速铁路跨海大桥。

“跨海高铁大桥，设计最关键是抗风以及保持

高速行驶，否则桥梁会因风产生严重的横向晃动和

上下震幅（涡震）现象。”曾甲华说。

地理气象信息显示，泉州湾位于沿海高风速

带，风速大，风况复杂，全年 6级及以上风力天数达

91天。

为保证桥梁在大风中稳固，保持动车高速运行

的连续性，铁四院技术团队在设计中采用了大量新

结构和新技术，达到在不设风屏障等防风措施下，

动车在 8 级大风下以时速 350 公里速度行驶不限

速，11级暴风下不封闭交通。

由于泉州湾航运繁忙，跨越主航道必须加大主

跨。“通航孔主桥设计采用主跨 400 米双塔钢—混

组合梁斜拉桥，两侧深水区引桥总长约 4.3公里、采

用 3—70米无支座整体式刚构桥，为国内外铁路斜

拉桥首次。”曾甲华说。

为解决强风环境下长大跨海大桥通行高速铁

路列车的技术难题，铁四院还对桥梁主塔造型进行

了创新设计。

“主梁采用流线箱形结构，并附加导流板、减振

栏杆、拉索电涡流阻尼器等有效气动措施。”曾甲华

说，这些结构设计，使桥体绕开风向，减少了复杂风

环境下的风致振动，避免了虎门大桥、武汉鹦鹉洲

长江大桥等国内桥梁曾经发生过的异常涡振现象。

根据系列风洞试验和风—车—线—桥耦合振

动等专题研究成果，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可抵

抗 12级强台风，涡激振动幅度控制在惊人的 5毫米

以内。

“这个涡振数字，使高速列车即使在 8 级大风

中通过跨海大桥桥面，也能达到与陆地引桥相同的

行车条件，同样做到硬币不倒。”曾甲华说。

新结构、新技术的采用，使福厦高铁正线达到

时速 350公里运营目标，消除了以往沿海高铁跨海

时降速的难题。

高速抗风行驶，同样做到硬币不倒

除了抗风，在海洋气候高盐高湿腐蚀环境下，

如何保证高速铁路跨海大桥长效防腐耐久？这是

设计面临的又一个难题。

“为解决海洋环境桥梁锈蚀问题，以往的防护

需要定期除绣涂漆。”曾甲华说，针对海洋环境下桥

梁重要结构的锈蚀问题，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

索塔钢锚梁和支座创新采用新材料，在国内首次采

用耐海洋大气腐蚀钢，免涂装（不涂油漆）、不设除

以锈制锈，适应高盐高湿腐蚀环境

福厦高铁泉州湾大桥设计全联长采用钢—混

结合梁，为国内外铁路斜拉桥中首次采用。构件全

部实现工厂化制造，深水区引桥采用标准化的无支

座整体预应力混凝土刚构桥。“通过设计采用上述

桥梁结构形式和体系的选择，实现了高速铁路桥梁

毫米级建造精度要求。”曾甲华说。

福厦高铁设计位于福建沿海地区和台湾海峡

西岸，北起福州市，途径莆田、泉州、厦门，南至漳

州，正线全长 277 公里，设计时速度 350 公里，是我

国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海洋环境下服役的高速铁

路工程、国内外行车速度最高的沿海/跨海铁路。

“泉州湾高铁跨海大桥地处台湾海峡西岸，属

地震高烈度区，从概率上具备发生 8级强震的可能

性。”曾甲华说。

如何解决长联高墩跨海大桥的抗震设计难

题？“设计团队研制采用了纵向粘滞阻尼器、可剪断

的耐候双曲面球型钢支座、金属阻尼器的综合减隔

震体系及技术；采用无支座整体刚构桥，实现长联

高墩桥梁的柔性高墩、梁部体系协同受力，解决了

地震高烈度区长联高墩大跨桥梁的抗震设计难

题。”曾甲华说。

除结构设计技术材料不断创新，福厦高铁泉州

湾大桥在设计上也充分践行了“精品工程、智能工

程和环境友好型工程”现代理念，即一个好的建筑

设计必须融入当地自然环境。

“项目联合美术院校开展了景观专题设计，充

分融入海洋元素。桥塔采用了贝壳形曲线桥塔，

兼顾结构合理和建筑美学。”曾甲华解释说，这个

造型设计寓意为“泉州作为福建经济第一强市、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及当时的东方第一大

港”，海洋孕育了泉州这座沿海城市，赋予了她无

尽的生机活力和发展动力，将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发展契机下，扬帆起航，重现海上贸易和

世界大港的辉煌。

专家认为，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将推动我

国大跨度高速铁路、跨海桥梁的技术发展，成为中

国高速铁路 2.0 版的代表性工程之一，也将是世界

桥梁领域的里程碑式工程。

长联大跨，毫米级精度建造抗强震

““基建狂魔基建狂魔””上新上新！！
一座桥拿下三项世界之最一座桥拿下三项世界之最

本报记者 矫 阳 湿系统，为全球首座采用免涂装耐候钢的大型跨海

工程，适应了高盐高湿的海洋腐蚀大气环境。

耐候钢，即耐大气腐蚀钢，由普碳钢添加少量

铜、镍等耐腐蚀元素而成，在融入现代冶金新机制、

新技术和新工艺后，不断发展创新，属世界超级钢

技术前沿水平的系列钢种之一。

为填补我国耐海洋大气腐蚀钢的钢种空白，铁

四院设计团队联合鞍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

钢集团）立项攻关。

“通过反复对钢材化学成分进行设计比选、力

学及工艺验证试验、海洋环境现场挂片曝晒试验

等，成功研制了镍系耐海洋大气腐蚀钢、配套高强

螺栓及焊接材料，基于钢材自身生成致密稳定的钝

化锈层，阻止氯离子渗透。”曾甲华说，项目课题成

果体现“以锈制锈”理念，达到海洋环境下桥梁全寿

命期的长效防腐效果。

鞍钢集团和铁四院技术人员表示，福厦高铁泉

州湾跨海大桥项目，打破了免涂装耐候钢只能应用

在普通大气环境和滨海环境（离海岸线1公里以上）

的世界技术格局，推动了世界耐候钢桥的发展，实现

“免涂装、绿色耐久、锈色之美”的绿色全寿命设计。

耐候钢成本高，仅能用在最重要的承力结构部

件上，大面积的钢梁如何实现耐久防腐？

为给大桥寻找超长耐久防腐涂料，铁四院联合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研发并应用了钢梁超长耐久

防腐涂装体系。“该体系采用石墨烯纳米材料改性

鳞片型醇溶无机富锌底漆和超耐候氟碳面漆，耐盐

雾性和耐人工加速老化性为现有技术的 2倍以上，

可实现钢结构在海洋腐蚀大气环境下 30年以上的

超长寿命耐久目标。”曾甲华说，这个时间高于目前

跨海桥最长 25 年的设计防腐寿命，将实现我国钢

梁防腐涂装体系 30年超长防腐寿命的技术突破。

图为正在进行主塔封顶作业的泉图为正在进行主塔封顶作业的泉
州湾高铁跨海大桥州湾高铁跨海大桥。。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9月 8日，记者获悉，由中山香山

微波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毫米波雷达标定及综合测试系统（以

下简称测试系统）将使汽车毫米波雷达更为精准，并加速国产毫

米波雷达研发生产的进程。中科院软件工程中心研究员张向阳

表示，该项目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尤其在六轴机器臂任

意角度的校准参数精确提取方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微波设备和毫米波雷达被誉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最重要

的传感器和眼睛，它们的精度和指标间接影响下一代信息技术

的质量和品质。目前汽车高端毫米波雷达的国产化受到国外核

心技术制约，一个主要因素即国产毫米波雷达标定及测量科学

仪器设备的缺乏。“测试系统采用双臂式工业高精度伺服机器

人，实现了测试系统高精度、高灵敏度、高自由度以及高自动化

主要功能呈现，使毫米波雷达设备国产化成为可能。”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教授张弘说。

北京电信研究员周鸣介绍，测试系统科学有效地攻克了车

辆毫米波雷达产品研发和生产中所需的机器人流程，集中了质

量发现、分析、设计、自动化、测量和监控及评估等若干核心技

术，合理协调了技术之间的关联，是一个协助建设未来 5G 高端

测试和超自动化生产装备的平台。

“我国汽车销售市场巨大，随着智能车网联产业的部署以及

产业化步伐加快，我国毫米波雷达标定及测量科学仪器设备的

研制，将有助于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帮助我国汽车企业占据市

场。”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秘书长周迎认为。据介绍，测试系统

的系列化产品目前已在汽车毫米波雷达企业得到应用。

破解汽车毫米波雷达研发难题

让无人驾驶“心明眼亮”

东大河工程
完全过水场景
受访者供图

福厦高铁泉州湾

大桥全长20.3公里，主

跨 400米，是国内外首

座高铁跨海大桥；设计

行车时速达 350公里，

为世界最高；是全球首

座采用免涂装耐候钢

大型跨海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