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8 日，全长 2961.52 米、主跨 705 米的黄

（岗）黄（梅）高铁重点控制工程巴河特大桥主桥

安全顺利合龙。

中国铁建十六局现场负责人李志强说，巴河

特大桥有两大技术创新。

“主桥设计为时速 350 公里高速铁路无砟

轨道，创新性采用刚构—连续梁三塔部分斜拉

桥结构体系，为国内高速铁路首次，有效解决

了桥梁在运营期变形过大问题；首次在大跨度

高铁桥梁建造中采用大节段设计方案，最大节

段长度 8 米，最大梁段重量 650 吨，采用悬臂造

桥机大节段施工工艺，至少节省有效工期 4 个

月。”李志强说。

创新采用刚构—连续梁
三塔斜拉桥结构设计

巴河特大桥为何要设计成时速 350 公里高

速铁路无砟轨道、主跨 705米的刚构—连续梁三

塔部分斜拉桥结构体系？

“巴河特大桥跨越宽约 520米的巴河通航水

域，最高通航水位为 24.81米，为 3级航道。设计

主跨 705 米为刚构—连续梁三塔部分斜拉桥结

构体系，便于通航。”中国铁建铁四院（以下简称

铁四院）黄黄高铁巴河特大桥设计负责人文望青

说，柔性结构大跨斜拉桥，会随气温变化而变，影

响轨道平顺度。因为有砟轨道维修技术相对成

熟，此前我国设计的时速 350 公里高铁，桥梁轨

道设计均为有砟。列车高速通过有砟轨道，道砟

容易被火车吸起，并击打列车底盘或产生其他问

题，铁路部门规定，高铁过有砟轨道，以时速 250

公里为界限。

“巴河特大桥设计为时速 350公里高速铁路

无砟轨道，主跨 705米的刚构—连续梁三塔部分

斜拉桥结构体系，采用了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200 米—400 米高铁

桥关键技术研究’及铁四院‘高速铁路混凝土梁

拱组合桥梁关键技术及应用’等最新科研成果。”

文望青说，这个设计有效解决了桥梁在长时间运

营时，因温度等原因造成的变形问题，达到结构

体系受力合理、景观效果好、满足时速 350 公里

高速行车等条件，在同类桥梁中处于领先水平。

8米大节段悬臂造桥机
施工，节省有效工期4个月

独特的设计，给施工带来了挑战。

“巴河特大桥施工技术难点多，质量要求高，

通过国内外技术调研，项目技术团队在巴河特大

桥主桥主梁采用悬臂施工方法，最大节段长度 8

米，最大梁段重量 650 吨，是目前国内铁路梁划

分最长、重量最大的一次悬臂灌注施工节段。”李

志强说，这种工法节省有效工期 4 个月，为国内

高速铁路建设中首次应用。

项目自主研发的 800 吨悬臂造桥机的设计

与应用。“造桥机设备采用锚拉板式后锚，抗倾覆

系数提高；步履式行走，无须倒换压轨梁，具有主

梁高度小、稳定性好、安装安全方便等特点。”李

志强说。

此外，由于巴河特大桥所处河床覆盖层较

浅，基坑锁口钢管桩围堰支护深度达 22米，为国

内最深。“承台埋入岩石超过 4米，在不允许爆破

的条件下，基坑开挖难度大。”李志强说。

针对巴河特大桥这一施工特点，项目确定了

“深水基础部分斜拉桥长大梁段悬臂浇筑关键施

工技术研究”研究课题，围绕浅覆盖层深水基础

施工技术研究，0 号段大体积混凝土水化热分

析、控制与施工技术研究，XGZQ800/8 型悬臂

灌注造桥机研制及施工技术研究 3 个方面展开

科技攻关。

建造阶段BIM技术全方
位、全过程、全覆盖

黄黄铁路项目 BIM 技术应用不久前在中国

建筑信息模型科技创新联盟第五届“科创杯”

中夺得银奖；在工信部“优路杯”BIM 大赛中摘

得铜奖。

“在建造巴河特大桥的过程中，我们充分利

用 BIM 技术可视化、参数化、模拟性、优化性等

特点，将 BIM 应用贯穿于场地布置、施工组织设

计、施工方案编制、施工工艺交底等技术管理所

有环节，实现建造阶段 BIM 技术全方位、全过

程、全覆盖。”李志强说。

基于 BIM 模型与系统集成，项目通过 BIM+

GIS、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处理，建立

轻量化 BIM 应用系统，参数化模拟临建到施工，

实现全程可追溯；路基填筑连续压实信息系统，

精准压实，提高效率；CFG 信息化桩基系统，规

避偏差，优化施工；试验室及拌合站信息化管理

系统，动态算量，规避物料缺盈；智慧工地综合管

理平台系统，实时采集施工现场人员、车辆、水

位、环境等数据，并通过短信等方式，通知警告信

息；建设高科技展厅，融合警示、教学、展示等实

际需要，打造高品质信息化教育体验馆。

黄黄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八

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之一“京港通道”重要组

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对完善长江经济带铁路网

布局、推动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辐射带动

武汉城市圈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届时，武汉

到黄冈仅需 15分钟。

国内首座高铁三塔斜拉桥合龙，设计时速350公里

成 果

◎本报记者 何 亮

BREAKTHROUGH

微藻固定二氧化碳示范

能力可达每年万吨级，固碳微

藻相关产品经济产值超 2亿

元。目前，该项目成果已在山

东、江苏、广西、海南等地区进

行产业化推广。

2亿元

在距离内蒙古鄂尔多斯市200多公里外的鄂

托克旗产业园内，一种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鄂托克旗螺旋藻正处于快速生长期。这种古老物

种虽然形貌微小，但它的一项功能却令人称奇：捕

食烟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转化为蛋白质、碳水

化合物、油脂和色素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利用自

然规律实现固碳减排的“妙招”。

“微藻固定二氧化碳示范能力可达每年万吨

级，固碳微藻相关产品经济产值超 2亿元。”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技

术”项目“二氧化碳烟气微藻减排技术”负责人、

浙江大学程军教授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经过 4 年技术攻关，浙江大学牵头联合国内

19 家高校、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完成了微藻固

碳工程示范，为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实现碳中

和国家目标贡献了具备经济可行性的技术方案。

种质资源涉及国家战略，关乎国家安全，培

育本土“良种”是解决种源问题的关键。

通过诱变驯化改良微藻细胞，研究人员要从

大约 50 万个微藻细胞中筛选出 5000 个，再根据

固碳生长速率等筛选出 5个细胞，最后得到遗传

稳定性最好的 1个固碳藻种。

程军介绍，利用高通量筛选育种技术对微藻

细胞的固碳酶关键基因进行驯化改良，目标在于

提高关键固碳酶——Rubisco酶等在烟气高浓度

二氧化碳条件下的催化反应活性，换句话说，就

是找到决定优质良种的关键基因。

项目烟气高浓度二氧化碳条件下的固碳藻

种选育给出了可喜结论：显著增强了微藻细胞内

光合色素酶和能量合成酶等固碳酶活性，增强了

光反应中心的电子传递速率和光化学效率，提高

了微藻细胞生长固碳速率。

项目团队通过二氧化碳梯度驯化，使微藻细

胞内光合固碳途径中的多种固碳酶活性逐渐上

调，固碳酶转运二氧化碳分子能力相应得到增

强，从而在抑制微藻低效固碳反应途径的同时不

断增强高效固碳反应途径，在光能转变为化学能

过程中提高微藻固碳速率。

通过驯化改良与固碳途径变革，耐受烟气二

氧化碳的高效固碳藻种培育成功。

这颗固碳藻种来头不一般

微藻进行碳捕获，本质是进行生物光合作

用。该项目技术可加速生物光合作用发热反应

速率，提高捕碳效率。

在反应器内，涡流可强化细胞光合作用。原

因在于，微藻细胞固碳反应分为光反应和暗反应

两个阶段，微藻在反应器光区和暗区进行快速漩

涡流动，能够明显促进细胞混合传质和固碳反应。

基于此，项目团队提出了涡流强化细胞光量

子转化效率的流体力学传质机理——在反应器

内使二氧化碳气体在更短时间内产生更小的微

气泡，增强与微藻细胞的扩散混合。

基于流体力学设计反应器，使反应器内交替

产生顺时针和逆时针漩涡流场，增强二氧化碳微

气泡的扩散速度，从而使微藻细胞在光区和暗区

之间高频快速漩涡流动，提高光量子转化效率和

固碳反应速率。

实践成果表明，高效光反应器使户外 1个月

微藻固定烟气二氧化碳的干基生物质生产能力

超过每平方米每天 25 克。这意味着，微藻固碳

技术能生产出更多高经济价值的藻粉生物质。

涡流反应器提升微藻固碳速率

与传统工艺 1毫米孔径的钢管曝气器相比，

微米级孔径的二氧化碳曝气器生成的气泡直径

和时间分别减小 72%和 49%，使得生物质干重提

高了 30%，从二氧化碳气体到藻粉生物质的转化

效率也得到显著提高。

曝气器设备的研发来自项目应用的迫切

需求。程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为了将煤化工

厂烟气分离提纯的食品级二氧化碳高效供给

大面积跑道池培养螺旋藻，需要提高螺旋藻过

滤采收后循环液中的碳酸氢钠浓度。

项目团队研制了三层交错式变孔编织网曝

气器置于藻液采收后的循环回水管道中，三层曝

气结构组成曝气器，内部两层分别由一层径向编

织和一层周向编织的孔网交错而成，最外面是一

层微米级孔径的曝气网。

程军表示，该曝气器的效果在于，二氧化碳

气体首先经过内部两层孔网的两次剪切形成初

始气泡，再经过最外层孔径切割形成更小的气

泡，分层剪切能够缩短气泡生成时间和生成直

径，进而提高二氧化碳气泡与螺旋藻循环液中碳

酸钠的反应速率。

“微藻固碳项目的成功之处在于，开发了微

藻固定燃煤烟气二氧化碳的高效藻种、关键设备

和核心技术，找到了规模化高效低成本工程实施

的微藻固碳技术工艺路线。”程军表示，项目团队

攻克了微藻固定烟气二氧化碳的关键核心技术，

获得了自主知识产权，并形成了技术集成系统，

建成的产业工程示范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环境和

社会效益。总体而言，微藻固碳项目对解决我国

普遍存在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减排经济效益差

的问题进行了有益尝试。

截 至 目 前 ，该 项 目 成 果 已 在 山 东、江 苏、

广西、海南等地区进行产业化推广。它为烟

气二氧化碳减排的商业化运行和降低生物固

碳的技术经济成本提供了经济可行的技术路

线选择。

微米级二氧化碳曝气器加速反应效率

成果播报

捕食温室气体捕食温室气体，，微藻变微藻变““碳碳””为宝为宝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本报记者 矫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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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关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技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技术””重点专项④重点专项④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

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

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

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202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 110亿吨，

其中约 60 亿吨来自于燃煤烟气二氧化碳，为实

现国家碳中和战略目标，燃煤电厂和煤化工烟气

是我国二氧化碳减排的攻坚重点。

燃煤电厂排放的烟气中含有二氧化碳、硫

化物、氮氧化物、重金属等污染物，显著影响了

大气环境。传统的电厂烟气处理技术包括烟尘

控制、烟气脱硫和脱硝等，但存在工艺设备复

杂、能耗高、处理成本高及二次污染重等问题，

制约其应用。

相比于传统燃煤电厂烟气减排技术，微藻固

碳减排技术具有工艺设备简单、操作方便和绿色

环保等优势。

“二氧化碳烟气微藻减排技术”项目以燃煤

电厂烟气二氧化碳和煤化工厂烟气二氧化碳的

减排为目标，以实现规模化养殖的螺旋藻、小球

藻、微拟球藻等固碳藻种为基础，将高光效低成

本的微藻光反应器研发作为突破口，开发了微藻

减排烟气二氧化碳成套技术与微藻废水养殖技

术，从而降低微藻固碳养殖系统成本。

项目建立了燃煤电厂和煤化工厂烟气二氧

化碳微藻固碳的两种模式，实现工艺稳定、过程

可控、连续稳定的微藻养殖，为微藻烟气固碳产

业和实现碳中和国家战略目标提供了一个可持

续的技术选择。

微藻固碳：面向“双碳”目标进行技术攻关

延伸阅读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景阳 通讯员李宝乐）记者 4月 18日从包头稀土

研究院获悉，该院的稀土催化材料课题组国六稀土选择性催化还原

（SCR）催化剂的部分研发成果已经通过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东

方商用车等第三方机构的台架试验认证。

“国六排放标准是目前世界上最严格的排放标准之一，而 SCR 后处

理系统是柴油车尾气后处理系统中的关键一环，其作用是对尾气中的

NOx组分进行还原转化，已达到相应的国六排放标准。”该课题组组长李

兆强说道。

对于柴油车排放的氮氧化物治理，市场上主要采用 SCR 技术，其核

心是催化剂。“商业化的脱硝催化剂主要有钒钨钛和分子筛两种，且以上

两种催化剂的相关技术及知识产权主要被国外的大企业所垄断。”包头稀

土研究院湿法冶金研究所所长王荣介绍说，钒钨钛催化剂主要用于国五

排放阶段，具有较低的生产成本，但其主要活性成分氧化钒是一种高毒物

质，国外正逐步淘汰；而分子筛催化剂主要用在国六阶段，虽然具有较好

的低温活性和高温稳定性，但其成本较高。

通过数年的方案改进及实验测试，李兆强的课题组成功开发出了同

时具有优良低温活性和高温稳定性的催化剂粉体，通过配方及制备工艺

的调整，使得催化剂在满足国六阶段各项物理、SCR 性能的基础上，提升

其抗水热老化性及抗毒性，目前拥有专利 8项，打破国外企业垄断。

该课题组在催化剂中加入了足量的稀土成分。“与目前普遍使用的钒

基催化剂、分子筛催化剂相比，具有良好的转化效率和耐久性。”李兆强介

绍，尾气后处理系统可以在稀土 SCR 催化剂的作用下，以氨作为还原剂，

与柴油车（机）排放出的氮氧化物进行反应，将其还原成无害的氮气和水

排出，达到净化柴油车尾气的目标。

“这就好比每个安装稀土 SCR 催化剂的汽车都成了过滤器，汽车尾

气经过治理后，排出的气体完全符合排放标准。”李兆强说。通过测算，使

用这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稀土 SCR 催化剂，相比国外催化剂能够节约

成本 10%—20%。

兼具低温活性和高温稳定性

新型催化剂高效净化柴油车尾气

科技日报讯 （记者龙跃梅 通讯员许创盛）4 月 17 日，在广东省揭阳

市的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5000 吨门式起重机、4000 吨履

带起重机首次“双剑合璧”，成功将 4606 吨抽余液塔吊装就位，一举刷新

亚洲最重塔器吊装纪录。

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是中国石油迄今为止一次性投资建设规模

最大的炼化一体化项目，可实现 2000万吨/年炼油、260万吨/年芳烃、120

万吨/年乙烯，其中 260 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是目前全球单套生产能力

最大的芳烃装置。

此次吊装的抽余液塔是芳烃联合装置的核心设备，高 116米（相当于

41 层楼高）、直径 13.8 米、最大壁厚 145 毫米、吊装重量 4606 吨（相当于

900 多头成年非洲大象的重量），为亚洲最重塔器设备，同时也是同类塔

器中最高设备。

为确保抽余液塔吊装安全，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建设公司

与科研院所合作，对吊装受力进行有限元分析及方案优化，确定设备摆放

和吊耳方位、吊耳直径参数，在吊耳和设备本体接触的地方设置 72个应力

检测点，以监测现场吊装情况，并为今后大型设备吊装积累技术数据。

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

4606吨抽余液塔吊装就位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健高 通讯员王敏）4 月 16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海洋所）获悉，该所阎军科研团队研发的

“中科海开拓”系列深水可视化可控沉积物柱状取样系统完成装备成果转

化，正式入列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海洋地质九号”地球

物理勘探船。

“中科海开拓”系列 3500 米级深水可视化可控沉积物柱状取样系统

搭载“海洋地质九号”地球物理勘探船，在我国南海 1778米水深成功完成

海试验收，获取单柱、连续、低扰动沉积物柱状样品 15.83米，取样率 88%，

超过该取样系统 15米的设计最大取样长度，创造了该海域具有姿态和方

位信息样品的最长纪录，大幅刷新了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地质取样长度

纪录（9.5米）。

“中科海开拓”系列深水可视化可控沉积物柱状取样系统提出了全新

的理念，颠覆了原有重力活塞取样的设计原理，降低了对作业海况等级的

要求，极大地提升了海上作业安全程度，可搭载多类水下传感器，具有在

线和声学通讯控制等功能，在不显著增加自身重量和有限作业甲板面积

的前提下，可完成连续、低扰动的柱状沉积物定点采样、沉积物多层温度

探测、打桩基、布设小型海底空间站等工作。

地质取样长度达15.83米

我国自研深海装备通过海试验收

取样器海上作业取样器海上作业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