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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坡失稳是公路建设领域重大灾害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近 10年，我国因泥岩边坡引发的

滑坡事件达数万起。“十二五”期间，我国在南方泥

岩类地质体灾害治理上的投入高达 175亿元，占

南方地质灾害防治总投入的78%。“十三五”期间，

仅广东省就发生各类公路地质灾害5000余处，造

成经济损失超80亿元，威胁总人口近30万人。

“这其中 80%以上的工程灾害，与降雨造成

的边坡失稳有关。”团队成员、长沙理工大学副教

授曾铃说。

软岩边坡失稳，又算得上边坡失稳中的“战

斗机”，尤为难以“搞定”。曾铃给出了简单解释。

理论上看，首先，雨水在软岩边坡内部的流

动规律尚不明确。其次，现有岩体遇水后的强度

变化理论，遇到软岩也犹如一拳打在棉花上。“包

括现下较为常用的边坡稳定性分析方法，对软岩

边坡也不适用。”曾铃说。

同样显得无力的，还有常规的边坡防护方

法。

“我们在广西一些高速公路调研时发现，部

分通过表面喷浆防护的软岩边坡，经降雨反复入

渗冲蚀后，会出现板底掏空（边坡表面被水泥密

封，但水泥层内部岩石却已随水崩解流走，形成

了表面水泥板下的空洞）现象。部分采用框架梁

防护的边坡也发生了变形。遇到滑坡严重路段，

只能通过大幅放缓边坡，增加占地面积的方法来

防护。”付宏渊说。

尽管这一难题很棘手，但付宏渊团队还是取

得了重要的理论突破。他介绍，团队已揭示了雨

水在软岩边坡内部入渗、聚集及排出的全过程演

化规律，提出了软岩抗剪强度参数取值新方法，

为提出考虑软岩强度劣化和暂态水压力的边坡

稳定性分析方法奠定了基础。“这对实际应用中

防护体系的设计，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十年攻关

应对边坡失稳问题中的“战斗机”

◎新华社记者 郑 昕 李一博

◎本报记者 矫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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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南方地区，如湖南、广西、广东等地，

分布有大量软岩地质体，这让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中产生大量软岩边坡，这类边坡被雨水反复入渗

侵蚀，极易形成渐进式失稳。不仅易导致交通中

断，甚至会造成严重的山体滑坡等灾害，大幅增

加了公路建设和养护成本，是公路建设与运营中

难以攻克的难题。”2月 1日，长沙理工大学，公路

养护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内，该校岩土工程学科

带头人付宏渊教授，向科技日报记者讲述了公路

的“难言之隐”。

付宏渊团队“死磕”这一“难言之隐”长达 10

年之久。十年间，团队承担了“炭质泥岩路堤湿化

变形机理及控制研究”“复杂环境中炭质泥岩—土

分层填筑路堤强度劣化机理及控制研究”“温湿交

互作用下粉砂质泥岩边坡损伤演化及灾变机理研

究”等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

日前，作为项目负责人，他还正带领团队攻

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湿—热—力耦合

作用下泥岩人工边坡灾变机理、评价方法与防控

措施研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只有彻底解

决软岩边坡在降雨入渗下的失稳问题，才能切实

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据悉，在南方地区软岩边坡失稳灾变机理及

防控技术上，团队的研究在理论和成果应用上都

有了重要突破。该技术为我国多个重点工程项

目实现了提高坡面绿化率、边坡稳定性与工程经

济性的目标。截至目前，研究成果先后在我国 6

省区、12 条高速公路建设中推广应用，产生直接

经济效益近 2亿元，减少削坡占地 1524亩。

在工程应用研究上，团队不断进行应用创

新。其中让记者颇为感兴趣的，是一项边坡综合

生态防治结构和防治方法的发明专利。

“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个示范工程。”付宏渊

指着一组对比图说。

图片上是国家交通运输部科技示范路——

常祁高速公路的一个示范工程段。路段应用了

团队提出的软岩边坡综合生态防治结构进行边

坡防护。

记者看到一张图上的边坡，大部分是裸露的

一项发明

让边坡防护“可守可攻”

排水管之于边坡，犹如肠道系统之于人体。

一旦不顺畅，会导致坡内积水水压增大，同时软

岩在水长期浸泡下强度会大幅降低，最终严重影

响边坡稳定性。

“大量工程应用发现，传统排水管存在一些

比较明显的缺陷。”曾铃说。比如，传统排水管开

孔率较小，天然排水能力不足；排水管四周开孔，

导致从排水管顶部进入的水，通过排水管下部的

开孔形成二次入渗；排水管通常采用整体设计，

发生淤堵就无法更换，导致无法正常排水……这

些缺陷对软岩边坡而言，更致命。“软岩崩解后所

产生的碎屑，极易让排水管更加堵塞。”

针对这个问题，团队提出了一种新型排水管

设计思路，促使坡内水分“自主”流出。不过，经

反复测试及现场应用后，这种设计依然不能满足

软岩边坡排水的“胃口”。

是否可以设计一种主动吸水的模式来排

水？曾铃又提出了一个新思路。在查阅大量文

献资料后，他们选择出了一种吸水纤维和吸水树

脂，对边坡排水管二次改进。最终，一款能主动

吸水、可更换式排水管诞生了。“排水管利用吸

湿—放湿性纤维层，吸收管体周边较大范围岩土

体中的水，再利用毛细原理及蒸发作用将管内水

体排出。”

2019 年 4 月，以业内权威专家、长安大学教

授王秉纲为组长的专家团队，对“降雨入渗边坡

失稳灾变机理及控制技术”的多项成果开展了评

价。专家组一致认为成果总体达国际先进水平，

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显著，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目前，成果已在湖南省益娄高速公路进行粉

砂质泥岩边坡治理，累计应用路段 5.7 公里。相

对原支护方案，造价降低 20%，节约 1200 余万

元。广佛肇高速公路采用该技术的边坡，过去数

年，都稳稳接住了数次大级别暴风雨考验。

成果应用还在继续。“我们的技术还将在湖

南龙琅高速，以及广西、广东等省份多条在建高

速公路中应用。研究成果有望推广到南方地区

即将实施的近 2万公里高速公路建设中。当然，

它也适用‘一带一路’沿线气候相似的国家和地

区，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付宏渊说。

解决“肠梗阻”

整体成果成软岩边坡失稳的克星

下雨导致公路两侧软岩稳定性差下雨导致公路两侧软岩稳定性差，，滑坡频发滑坡频发

主动吸水设计守住公路主动吸水设计守住公路““安全线安全线””

该技术为我国多个重点工程项目实现了提高坡面绿

化率、边坡稳定性与工程经济性的目标。截至目前，研究

成果先后在我国6省区、12条高速公路建设中推广应用，

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近2亿元，减少削坡占地1524亩。

2亿元经济效益近

年关将近，在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郊外的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畜牧教学试验基地，留守值班人员李建奇走过一间间牛栏，把青贮

饲料拨进槽里。这时，一只只健壮的黄牛纷纷探出头来，伏下身子享用美

餐。

“最近正是黄牛换毛的时节，也是摄取营养的关键时期，别看它们一

天吃得多，但贴膘慢。”李建奇说，值守人员在春节期间不仅要保证牛的安

全，还得实时监测健康状况并加以记录。

他告诉记者，目前在基地里生活的 400多头黄牛，并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肉牛，而是经过基因选型的秦川牛肉用新品系种公牛、基础母牛以及良

种犊牛。它们身上既沾着地气，也带着高科技，凝聚着国家肉牛改良中心

长期以来的智慧结晶。

国家肉牛改良中心在 2008年成立于“中国农科城”杨凌，但其相关研

究最早可追溯到 1956年，养牛学专家邱怀率团队在陕西省对我国黄牛的

代表品种秦川牛进行调研，开创了新中国黄牛品种选育改良的先河。

受制于我国肉牛科研起步较晚、起点较低等因素，中国黄牛的肉用选

育和改良水平长期落后于欧美和日本，肉牛良种率低、出栏率少等问题长

期得不到解决。同时，我国黄牛遗传改良长期依赖国外种牛或冻精，造成

了品种混杂、受制于人的局面。

本土黄牛保种事关产业安全。围绕秦川牛选育改良目标，国家肉

牛改良中心将传统育种手段与现代生物技术相结合，于 2005 年启动

的肉牛重要经济性状功能基因组学研究在近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科研人员首次解析出了中国黄牛的遗传多样性和起源进化，并研发

出首个中国黄牛高密度 SNPs 芯片，打破了国际基因芯片在该领域的

垄断。

国家肉牛改良中心主任昝林森表示，芯片的问世提升了中国黄牛肉

用选育工作的效率及精准性，突破了国内肉牛良种以往选种难、速度慢和

育种周期长、成效差等技术难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副教授王洪宝告诉记者，过去选育

种主要依赖的是皮尺、测丈等工具，根据牛的体型外貌、牙口状况并结合

经验来判断其是否属于良种，而验证过程，则要等到这头牛长大后繁育了

下一代才能看到结果。

“现在利用高密度芯片进行基因分型，我们能够在牛出生时就对其未

来的生长发育潜力和种用价值进行科学预判，把选种认定的时间从原来

的 3至 5年缩短到 3个月内。”他说。

同时，通过将基因型选择和表型选择结合起来，以秦川牛为代表中国

黄牛的生长速度也可以提升将近一倍，有利于解决国内肉牛生长速度慢、

养殖效益低等问题。

“在科研人员共同努力下，中国黄牛选育改良和新品种培育工作的短

板正得到改善，牵住了肉牛改良科技的‘牛鼻子’，将有助于中国黄牛打

一场翻身仗。”昝林森说，国家肉牛改良中心将继续发扬“九牛爬坡、个个

出力”的合作精神，争取在肉牛选种和育种领域早日实现独立、自主、可

控，在牛年、在未来培育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牛。

出生时即可预判发育潜力

基因芯片精准筛选肉牛良种

科技日报讯 （记者矫阳）2 月 6 日，运 12F 时间域飞机在吉林松原机

场完成时间域航空电磁测量系统功能试飞，航空物探能力得到全面验

证。这标志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固定翼时间域航空电磁测量技术系统

研制”取得重大成果，有力推动了我国航空地球物理探测事业的发展。

在时间域航空电磁测量系统功能试飞中，运 12F 时间域飞机共试飞

30余小时，国内首套大深度固定翼航空电磁测量系统功能与性能得到充

分验证。运 12F时间域飞机试飞过程中，相继完成线圈状态调整、失速速

度和失速特性、单发爬升性能、操稳特性检查、吊舱空中收放和时间域航

空电磁测量系统功能试飞等科目。由航空工业哈飞、航空工业哈飞通用

和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组成的试飞团队历经

100余天紧张工作，克服低温和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累计试飞 50余架次

近 110小时，圆满完成全部试飞科目。

据悉，运 12F时间域飞机是科技部立项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

源开采”的组成部分，是“固定翼时间域航空电磁测量技术系统研制”项目

中的四大核心课题之一。运 12F时间域飞机以运 12F第 001架机为载机，

针对高效、高精度的航空地球物理探测要求，进行了敷设发射线圈、加装

时间域任务设备等整机大规模加改装工作。运 12F时间域飞机全构型包

括 5匝线圈，用于电磁脉冲发射，具备航程大、飞行速度快、发射效率高等

优势，是国内最先进的时间域固定翼飞机。

运12F时间域飞机试飞结束

累计飞行超100小时

2 月 9 日，山东省济南市济泺路穿黄隧道路

面工程正在推进。不久前，随着济南黄河隧道

工程西线隧道贯通，加上已经贯通的东线，至

此，这条“万里黄河第一隧”全线贯通。据介绍，

这条隧道计划 2021年 10月份建成通车，届时，开

车最快 4分钟、乘坐地铁 2.5分钟可穿越黄河，比

绕道济南黄河大桥节约近一小时车程。

双管双层设计充分利用空间

济南黄河隧道工程位于济南城市中轴线

上，南接主城区济泺路，北连新旧动能转换先行

区。工程线路全长 4760米，隧道长 3890米，其中

盾构段长 2519米，设计为双管双层，市政道路与

轨道交通合建，上层为双向六车道公路，下层为

轨道交通。隧道管片外径 15.2米，是目前黄河流

域最大直径的隧道，也是目前国内在建最大直

径的公轨合建盾构隧道。

万里黄河自流入河南开始形成地上悬河。

到达济南泺口段，河床高出南岸城区地面 5 米，

最大洪水位高出河床 11.62米，是一条罕见的、水

量巨大的地上悬河。

穿 越 地 上 悬 河 ，防 水 是 关 键 。 以 全 国 勘

察设计大师、中国铁建首席专家、铁四院副总

工程师肖明清为核心的铁四院设计团队，提

出了双道防淹门解决方案，并将隧道设计为

双管双层公轨合建盾构隧道，上层为公路双

向 6 车道，下层为轨道交通以及排烟通道、管

廊和逃生通道，实现一次穿越黄河的利用率

最大化，最大限度利用了空间，节约使用土地

资源。

“济南黄河隧道工程内设置了消火栓、水喷

雾、灭火器、广播、紧急电话、视频监控、设备监控

等完备的防灾救援设施，通过中央计算机形成有

机系统，如遇突发状况，可实现上层道路6分钟完

成疏散，下层地铁区间30分钟完成疏散。”中国铁

建铁四院隧道专业高级工程师何应道说。

连克复合地层多重“夹击”

2019年 9月开始，由济南城市建设集团和中

铁十四局集团联合打造的“黄河号”和“泰山号”

两台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先后始发掘进。

每一台盾构机长 166 米，总重 4000 吨，装机

总功率 8688 千瓦，最大推力 199504 千牛。刀盘

开挖直径 15.76米，相当于 5层楼高，刀盘主驱动

的核心有 14 个变频电机，总功率 4900 千瓦。隧

道最低点位于河床下 54米，最大水土压力 6.5巴

（相当于一个人手掌大小的面积上承受两个成

年男子的重量）。

掘进中，中铁十四局大盾构建设者连续攻

克了大断面、长距离、浅覆土、深基坑、高水压等

五项技术难题。

“最大的难题是钙质结核和粉质黏土不规

则分布，甚至是交叉出现，造成了盾构机在掘进

中刀齿崩断、卡泵、滞排、废浆量大等。”中铁十

四局项目总工程师杜昌言说。

掘进中遇到的岩石强度普遍达到 45 兆帕，

最大为 90 兆帕，相当于高铁桥墩钢筋混凝土强

度的两倍还多。最困难的一次 26个小时只掘进

了 2米，取出 58块坚硬的岩石。

大块钙质结核堵塞格栅，造成了泥水循环

系统排浆困难，严重时可导致停机、管道被磨穿

等问题。项目技术团队采取在盾构机上设计加

装采石箱，改用新型成型管道等方法，将进、出

桨管道倒换使用，提前在易磨管道位置焊接钢

板加厚“补丁”，解决了钙质结核给掘进带来的

难题。

智能新手段支撑穿“黄”

在济南黄河隧道工程施工现场，除了最智

能最先进的盾构机，还处处可以感受到大数据、

BIM、物联网技术、信息技术等对这一超级工程

的强大支撑。

“项目已形成科研成果 18 项，中文核心期

刊发表论文 7 篇，申请专利 35 项，其中实用专

利 16 项，进一步提升了我国超大盾构的建造

能力和技术水平。”项目负责 人 历 朋 林 说 ，研

发 成 果 包 括 超 大 直 径 泥 水 盾 构 废 弃 泥 浆 环

保处理及资源化关键技术、高粘粒地层超大

直 径 泥 水 盾 构 防 结 泥 饼 技 术 、针对黄河隧道

地层特点制定刀盘结泥饼判断及位置检测方

法等。

项目团队建设了国内第一条 15 米以上管

片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所有管片和箱涵实

现了预制生产全过程监控、二维码“身份”信

息验证、质量终身可追溯，保证了产品质量；

研发了管片抹面机器人、管片 3D 智能检测系

统，通过设备维保“领值系统”加强盾构机定

期维保养护，设备优良率保持在 96%以上，确

保了施工安全。

团队还在国内首次采用超大π型箱涵同步

安装工艺，研制了新型模板台车，液压收模、电

动行走，集预制、吊装、运输、安装等为一体，操

作方便，节省人工，提高功效，降低了对盾构施

工运输的干扰和影响。

“万里黄河第一隧”全线贯通，成功穿越地上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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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另一张图中的边坡，则绿得“发光”。“用我

们的技术，等这段高速公路建成后，不仅不用担

心边坡表层反复滑塌，还能解决复绿难的问题。

到时候你们看到的，就是稳固又能达 100%绿化

的‘新’边坡。”付宏渊很自信地讲述了这项“可攻

可守”的技术。

据了解，该技术集合了新型结构防护、表层

防护及疏排水技术于一体。在结构防护上设计

了新型植生、抗冲刷多孔纤维混凝土砌块，及稻

秸秆加筋水泥土空心砌块。

在边坡表层防水上，研究团队则发明了超

疏水材料，喷涂在边坡表面，可有效防止雨水

渗入，同时在材料外层喷射厚层植生土，实现

对边坡的有效复绿。

“这项技术的应用，使路段边坡绿化率提高

了 32%，表土冲蚀量降低了 66%，工程平均造价

降低了 15%。经济又环保。”常祁高速公路负责

人冯宇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