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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种方面，白鱀豚给过我们深刻的教训。1996年，白

鱀豚仍有 300余头，原农业部曾组织科研单位准备捕捉保

种，但由于观念问题和其他原因，迁地保种行动未能成功。

白鱀豚于2007年被宣告功能性灭绝。

李彦亮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会长

中国已建桥梁达 100 多万座，其中许多桥梁已经步入“中老年”。这

些“中老年”桥梁如何养护？跨越外海、深山、深谷的桥梁，又该如何破解

建设难题？

在东南大学桥梁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上，该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

士、我国著名桥梁工程专家张喜刚介绍，当前，在世界排名前 10的各类型

桥梁中，中国占据了半壁江山。不过，张喜刚认为，我国在桥梁的基础研

究、材料性能、建造技术、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存在制约行业发展的短板。

中国桥梁急需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张喜刚从事桥梁设计工作多年，主持过多个重大工程项目，见证了中

国桥梁建设的突飞猛进。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他说：“中国已经

是世界桥梁大国，正在向桥梁强国迈进，尤其是大跨径斜拉桥和拱桥，已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张喜刚认为：“中国桥梁行业急需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未来桥梁建设

将向外海、深山峡谷以及高原山区拓展。这些地区的地质、水文条件复

杂，还有各种自然灾害的袭扰，桥梁建设环境复杂、建设难度更大，有很多

关键问题亟待解决，这也是世界所有国家桥梁工程发展的难题。”

那些跨越高山大海，让天堑变通途的既有桥梁，也面临新的问题。张

喜刚表示，中国现代桥梁总数超过 100 万座，但不少早期建设的桥，受制

于当时的建设理念、技术水平、质量控制、建设队伍等因素，质量和品质并

不是很好，所以使用 20 多年后就开始有“病害”了，现在不少桥梁已经到

了“中老年”，约有 1/7左右的桥成为危桥。“如何保障桥梁的安全，及时发

现、处置大桥的“病害”，怎么维持、提升桥梁的性能，这是一个全新的领

域，国外的桥梁建设也没能很好解决。”张喜刚说。

他认为，目前中国桥梁领域对基础性研究重视程度不够，缺少延续

性，原创性成果较少；材料技术与桥梁产业需求吻合度不高，材料研发及

产业化水平亟待提升；建造技术、设计技术面临变革，专业软件亟待国产

化，智能建造水平有待提高；监测精度及稳定性有待提高，智能信息技术

研究应用不足；多学科融合的智能桥梁学科体系尚未建立。

智能是桥梁工程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核心

在张喜刚看来，安全、智能、绿色是中国桥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而智

能是桥梁工程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核心，“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则是

智能桥梁的三大要素。

“工业化可以实现桥梁快速制造，稳定质量；信息化则可以对桥梁实

时监测，动态管控；智能化则可以实现科学建造和智能决策。”张喜刚说。

他所说的智能化包括智能设计、智能建造、智能管养、智能使用。他

举了个例子，传统桥梁设计依靠工程师的经验和工人的现场施工，而凭借

全新智能化的流程和平台，大桥可以在数字化建模后，在工厂由机器加工

生产构件、由施工装备现场拼装。大桥设计施工的全过程数字档案，可以

交给管养团队结合后期桥梁监测数据，给大桥做体检，怎么养护，何时养

护，需要多大投入，都可以智能化管理。

对此，东南大学桥梁研究中心将致力于桥梁结构安全、智能建养的研

究，聚焦桥梁新材料及组合结构、桥梁新型基础、桥梁动力灾变及安全控

制、桥梁智能建造、桥梁智能监测及管养等桥梁工程前瞻性、战略性、创新

性的基础理论方法和关键核心技术，建设多学科共建的科技创新基地。

让中国桥梁

既“身强体壮”又“聪明过人”

患者先勾选药物，再“编写”症状，就能顺利网购药品；未成年人可轻

松买到麻醉类药品；消化内科医生能随心所欲开出皮肤类疾病处方……

互联网医疗领域充斥着种种乱象。后疫情时代，如何打造规范、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的互联网医疗新业态？在“2021 中国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

大会暨互联网医院高质量规范发展论坛”上，与会专家对此展开了讨论。

“看不清、戳不到、扣不着、听不见。”在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周军看来，

隔着屏幕和物理距离，医生直接对患者进行身体检查受到限制，这是互联

网医院的“硬伤”。互联网医院未来将如何发展？中日友好医院院副院长

崔勇认为，可优先探索适合图像特征诊断的学科，如皮肤科、影像科、病理

科等，打造专科互联网医院的细分模式。此外，建设脱离各医院信息系统

的“超级平台”，构建药物配备与供给的“双通道模式”等，也是未来互联网

医院发展的可循路径。

崔勇将互联网医院形象地比喻成一辆正在飞速奔驰的汽车——医

保、支付和运营是这辆车的引擎，工作平台是平坦的公路，监管机制就是

公路上不可触碰的白实线。“需求引导、政府监管、医院主体、平台支撑，构

成了互联网医院良性运行的完整体系。”崔勇说。

“白实线”怎么画？

目前，国内绝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立起互联网医疗服务监

管平台。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副处长陆珊介绍，对互联网

医院的监管主要包括准入资质、诊疗数据、线上处方、费用、服务评价、投

诉、负面积分等方面，贯穿于患者线上问诊前、中、后等环节。屏幕那头的

医生是否有资质出诊、所开处方是否合理、服务是否令人满意等情况理应

都在监管平台的掌控中，但实践起来却遇到了不少问题。

陆珊表示，目前监管往往建立在互联网医疗平台上传真实数据的基

础上，如果医疗平台有意违规造假，就会加剧监管难度。另外，监管还面

临跨部门、跨地区、法规尚不健全等诸多挑战。

医管、药监、医保等部门如何互联互通？外地医师在本地注册，谁来

管？平台上传的海量数据，怎么“看”？大量处方的合理性怎么高效判

断？如果医生或医疗机构违规，怎么罚？……

陆珊将这些问题抛给了与会者，也抛给了整个行业。

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之路

亟须画下“白实线”

◎实习记者 于紫月

不久前，记者参加国务院国资委“走进新国

企·智造中国”采访团，深入中铁装备、中国长城、

振华重工、中车长客等制造基地，探寻中国品牌

背后的“智造基因”。

梳理这些品牌的成长轨迹，盘点其中的得失

长短，可以清晰辨识出，伴随它们从弱小走向强

大、从平凡走向卓越的是从制造到智造的升华。

而因产业门类、产业特质和技术代际差异，它们

各自的智造内涵和路径又有着明显的不同。

价值提升是智造第一层内涵

在位于长江入海口长兴岛上的振华重工生

产基地，记者近距离观看了钢箱梁智能制造车间

的“双面绣”自动化焊接场景，单面焊、双面成形，

大大提高了焊接效率。

振华重工副总裁山建国介绍，近年来，振华

的智能化生产线基本涵盖了主要产品的关键制

造流程和工序。

在 0号码头，记者看到一种既不同于集装箱

轮、也有别于普通散装货船的巨型船只。振华重

工总工程师费国介绍，这是振华独创的岸桥整机

运输货船。由于岸桥体型巨大，以往都要拆分成

较小的部件散装运输，到岸后再重新组装，加上

调试，至少要两个月时间；而整机发运，到客户码

头卸船上岸后无需再行安装，只需精调一周即可

投入运营，省去了一个多月的码头空置时间。

在这样的传统产业，工业 3.0 时代的智造首

先带来用工减少，这跟工业 1.0 时代机器取代人

工并无本质不同，但在降成本、提效率的共性之

外，智造比传统机器更多了一层价值提升的内

涵，包括产品质量和质量一致性的巨大提升，服

务价值、客户附加值的巨大提升，工作环境、劳动

者获得感乃至尊严的巨大提升等等。

振华重工的港机业务已经连续 20多年保持

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再进一步、接近“无人区”

如何面对？山建国答：“港机领域的确遇到发展

瓶颈，但老码头自动化改造仍然前景广阔”.建设

无人化的“魔鬼码头”，正是振华新的强项。

智造总是与颠覆性产品相关联

同样面临“无人区”的，还有中车长客和中铁

装备。

走进中车长客转向架制造中心总成车间，记

者看到，总面积 1.7 万平方米的车间里，仅有 140

名员工。

被称为轨道客车“腿脚”的转向架是高速动

车组的关键部件，直接决定车辆运行速度、安全

性、平稳性、舒适性。中车长客研制的“复兴号”

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能跑出每小时 350 公里的

速度，全凭这双“脚”。

转向架装配作业中，紧固件（螺栓）拧紧是关

键工序。总成二车间负责人解释，单个转向架有

400多个螺栓，为了保证转向架的装配质量，中车

长客在国内首创扭矩加角度双控制的工艺方法。

而这种工艺要求以目前工业机器人的水平，无法

完成装配。中车长客采用了“智能力矩拧紧系

统”，通过人机巧妙配合，提升工作效率和装配一

致性。据了解，自 2018年采用此工艺方法以来，

中车长客生产的转向架没有一颗螺栓发生松动。

这样的智造场景，其实并非转向架装配所独

有。工业 3.0时代的精密制造、柔性制造领域，尤

其多见这样“人机交互”的应用场景：一些关键复

杂工序，即使最顶尖的机器人，也难以独自胜任；

顶尖操作工，仍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这更凸

显了工业 3.0到 4.0时代，“大国工匠”的突出重要

地位。

这样的智造会产出什么？记者从此次采访中

发现，它总是和颠覆性技术、颠覆性产品相关联。

中车长客高级工程师张国芹介绍，目前全球

有四大轨距标准，普通列车跨不同轨距运输，必须

提前更换列车转向架，费时费力。而中车长客经

过持续攻关，研制出高速动车组变结构走行系统，

通过使用变轨距转向架，用于 400千米/时跨国互

联互通高速动车组，实现了在列车行进过程中完

成变轨运行，极大提高了跨国联运的效率，降低了

运输成本。这一颠覆常识的重大创新成果的落

地，如果离开了转向架智能制造，那就无从谈起。

用颠覆性产品突破“无人区”，中铁装备是另

一个范例。

“我们拓展了盾构的概念和功能，以至于很

多以往盾构机干不了的工程，我们的盾构机都能

干，而且干得还更好”。中铁装备副总经理张志

国以 2018年 5月投入使用的“中国首个盾构工法

地下停车场、综合管廊示范工程”为例说，采用盾

构工法修建地下停车场，属于国内首创，世界范

围内也未找到类似案例。该项目采用“二合一”

组合式盾构机，具有良好的地质适应性，保证施

工过程中地面建筑、道路交通等完全不受影响。

中铁装备副总经理王杜娟表示，中铁装备在

超大断面矩形盾构、马蹄形盾构设计制造技术方

面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与此同时，超前研究

的第三代、第四代掘进机技术积累也已完成。

可见，这一类型的智造，除了具有前述价值

提升的内涵，还有基于颠覆性技术、颠覆性产品

的超前竞争力，这是中国品牌屹立于工业 4.0 时

代的强大“基因”。

智造成为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在中国长城株洲基地（又名湖南长城），记者

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智造。

在湖南长城计算机智能制造车间，记者看不

到一个工人，“唱主角”的是各种智控设备和机器

臂。湖南长城总经理安绍平介绍，该生产线运用

机器人+长城自主开发的 MES 系统进行数据对

接，达到工业 3.0以上水平。他透露，智能制造使

工 厂 生 产 效 率 提 高 了 25%，运 营 成 本 降 低 了

20%，产品研制周期缩短了 30%。

针对记者提出“如果仅仅是提高效率和保证

品质，智造是不是也可以被取代”的疑问，安绍平

表示不然，他指出，这不是一个“做得好、做不好”

的问题，而是一个“做得成、做不成”的问题。他

解释，由于主板集成度越来越高，很多器件人眼

难以识别。以 01005 SMT 器件贴装为例，元件

尺寸为 0.4 毫米×0.2 毫米×0.1 毫米，元件贴装

允许的公差范围为±0.05毫米以内，普通设备无

法达到吸取贴装精度要求，必须使用专门定制的

直径 0.2 毫米的吸嘴辅助吸取精密贴片，使用光

学检验设备检验。

显而易见，在网络和信息这类最接近工业

4.0 的产业，智造已经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借

用安绍平的话，如果说在传统产业，智造决定的

是“做得好、做不好”；那么，在信息产业，智造决

定的是“做得成、做不成”，可谓“一智定生死”。

可以想见的是，在即将到来或正在到来的工业

4.0时代，“一智定生死”决不会仅限于网信产业。

突破“无人区”！中国品牌背后的“中国智造”

长江江豚是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的旗舰

物种，种群极度濒危，目前仅剩 1000余头。

为了保护长江江豚，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

实施了最大规模的长江江豚迁地保护行动，从

天鹅洲故道向天鹅洲科研基地、何王庙故道、

何王庙科研基地、老湾故道、铜陵保护区夹江、

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上海海昌海洋公园输入长

江江豚 19 头。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 7个迁入点中有两

个是水族馆。为何要把长江江豚迁入水族馆？5

月18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保

护分会会长李彦亮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水族馆是科普教育的最佳场所。可以让更多

的公众近距离认识长江江豚，让各级决策层更多

地了解它，进而积极投入到对长江江豚的保护工

作中，同时还可以为科研院校开展科研活动、培养

科研人才提供基地及人力、物力支撑。”

李 彦 亮 坦 言 ，我 国 长 江 江 豚 研 究 相 对 滞

后，研究团队少，科研人才严重不足，缺乏科

研基地。之前我国仅有的一家长江江豚科研

基 地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鱀豚

馆，发展到今天，场馆设施已经不能满足科研需

要，但由于资金紧张，升级改建一直不能完成，制

约了科研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研究长江江豚的专家不过 10余人，而且所

谓对长江江豚的研究，也更多地停留在使用望远

镜对自然水域长江江豚的远远观望，研究人员只

比百姓多看几眼长江江豚，很难形成深入的、有

价值的研究成果。”李彦亮说。

没有研究基地严重制约了长江江豚科研的

发展。“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借助水族馆先进的设

备、精细的护理技术和团队？”李彦亮认为，农业

农村部将少量长江江豚迁入水族馆的保护行动

非常有必要。

今年 5 月 9 日，农业农村部分别授牌珠海长

隆海洋王国、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为农业农村部长

江江豚人工繁育和科普教育基地。两家场馆将

同时作为相关科研院所和高校的长江江豚科研

平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主

任徐跑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本次迁地保护行动，

是依据国家已经发布实施的有关行动计划和保

护规划，利用大型水族馆优良的硬件设施条件及

其在鲸豚类人工繁育方向的技术优势，搭建长江

江豚保护研究平台，以建立长江江豚全人工饲

养、繁育种群，拓展迁地保护途径。同时，借助水

族馆的平台优势，积极开展科普宣教，为公众创

研究基地匮乏制约长江江豚科研发展
在全面实施长江大保护背景下，长江水生生物

保护形势总体好转，但局部的保护难度还相当大。

“在长江流域一些涉水工程还在建设、使用，

人类活动的影响还在持续加剧，局部水域污染事

件时有发生。长江 10 年禁渔已经全面开展，但

是电、毒、炸等涉渔非法捕捞事件屡有报道。”李

彦亮说。

另外，有两个问题目前还无法改变，而且越

来越严峻。李彦亮坦言，一是长江水位持续下

降，而且这个变化趋势不会以人类意志为转移。

近年来每年冬季枯水期，在鄱阳湖、洞庭湖和一

些故道，长江江豚搁浅现象越来越多。由于水域

环境变化引起的这种江豚搁浅情况今后还会不

断发生。二是长江水体整体在减少，长江航运船

舶还在增加，运输船舶速度也在提高，单位水体

船舶行驶密度不断上升，对江豚生存空间的挤压

越来越严峻。长江江豚采用声纳系统导航，航运

密度上升会破坏江豚的回声定位，导致江豚受伤

事件频频发生。

“以上两个因素在长江主干流和通江湖泊大

量存在，对江豚的生存影响很严重，非常有必要

对江豚采取迁地保护，将它们迁移到相对安全的

水域环境，保障其正常生存。”李彦亮强调。

“在保种方面，白鱀豚给过我们深刻的教

训。1996 年，白鱀豚仍有 300 余头，原农业部曾

组织科研单位准备捕捉保种，但由于观念问题和

其他原因，迁地保种行动未能成功。白鱀豚于

2007年被宣告功能性灭绝。”李彦亮说。

长江江豚生存状况越来越严峻

记者调查发现，这次迁地保护行动中江豚迁

出地天鹅洲故道也是迁地保护单位，1990 年首

次迁入 5头长江江豚开展迁地保护尝试，后期通

过繁衍及少量补充，2015 年种群已发展到 60 头

左右，本次迁地保护行动前，种群规模发展到

101头。

近年来，国家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及

保护规划。

《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明

确提出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等系统性

的长江江豚保护方案。一是坚持就地保护为主，

二是强化迁地保护，三是加快人工繁育技术等科

研攻关，四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长江江豚保护。

“到目前为止，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地方政

府、保护区管理机构和科研单位，建立了 5 个长

江江豚迁地保护群体，迁地群体总量接近 150

头，年均出生幼豚数量超过 10头；在武汉白鱀豚

馆、珠海长隆、上海海昌以及长江故道网箱建立

了多个全人工环境保护群体，群体总量近 20

头。”徐跑介绍。

“尽管以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为代表的迁地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

成效，但总体而言，仍然存在迁地保护区数量偏

少、迁地群体过于集中、迁地群体遗传多样性下

降等实际问题。”徐跑指出，下一步应继续推动长

江江豚多途径迁地保护，建立新的迁地保护群

体，推进现有迁地保护水域条件建设，进一步扩

大迁地保护群体数量，有序开展各迁地群体间的

个体交流，优化迁地群体结构，丰富长江江豚迁

地保护网络，降低迁地群体系统性风险。

以系统性保护方案拯救江豚

长江江豚迁地保护长江江豚迁地保护,,长隆海洋王国长隆海洋王国、、海昌海洋公园成迁入点海昌海洋公园成迁入点

为何这两个水族馆能成为江豚庇护所为何这两个水族馆能成为江豚庇护所
造近距离认识长江旗舰物种的条件，促进全社会

生态保护意识的提升。

“本次迁地保护的 2个水族馆都经过多次专

家论证，并通过严格的审批程序获得了人工驯养

繁育许可证，而且这两个单位都有从事支持水生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公益事业。”李彦亮说。

“长隆海洋王国硬件设施完备，饲养团队

技术积累多，拥有基础科研力量。”李彦亮介

绍，“而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拥有先进的管理理

念和雄厚的资金，优良的技术团队，建设有先

进的驯养硬件设施，成功突破了海龟人工繁育

技术。”

◎本报记者 瞿 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