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 果

◎本报记者 何 亮

BREAKTHROUGH

建成后，换流站将负责汇集输出三峡如东 H6、H10

项目（共80万千瓦）以及中广核如东H8项目（30万千瓦）

总计 110万千瓦容量生产的电能，可有效解决海上风电

场大容量、远距离输电问题。

110 万千瓦

近日，在江苏如东黄沙洋海域，重达 2.2万吨

的三峡如东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在驳

船的托举下，完成与导管架的毫米级精准对接，

标志着世界最大、亚洲首座海上换流站顺利完成

安装。

三峡如东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由

三峡集团联合产业链相关单位协同攻关，完成建

设任务。该换流站是目前世界容量最大、电压等

级最高、体积最大的海上换流站。建成后，它将

负责汇集输出三峡如东 H6、H10 项目（共 80 万

千瓦）以及中广核如东 H8 项目（30 万千瓦）总计

110 万千瓦容量生产的电能，可有效解决海上风

电场大容量、远距离输电问题。

一幢相当于 15 层楼高的“钢铁巨屋”，由江

向海，鸣笛启航。这是三峡如东海上换流站从江

苏南通长江岸边出发时的场景，3 天后“钢铁巨

屋”抵达黄海海域，并进行安装。10 天后，安装

完成。

三峡如东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

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 15层居民楼，重量接近 10

个响水海上升压站，是名副其实的“大块头”。因

目前世界最大吊装能力的起重船为 1.2 万吨，传

统浮吊安装模式无法满足该换流站约 2.2万吨的

吊装重量要求，三峡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组成项

目团队，创新使用浮托法进行海上换流站安装

（以下简称浮托安装）。

海上换流站浮托安装技术经理伦灿章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浮托安装分为陆地建造与海上安

装两个阶段。在陆地建造阶段，采用甲板支撑框

架（DSF）将上部模块架高；在海上安装阶段时，

通过驳船压载，将上部模块下放至导管架上，在

此过程中，通过桩腿耦合缓冲装置（LMU）吸收

组块与导管架之间的碰撞力，完成安装任务。

“所谓水涨船高，自然潮汐可谓是浮托安装

的得力助手。”伦灿章形象地解释道，涨潮时水位

会上升，此时运输船拖载海上“巨星”驶入导管架

所在位置，通过落潮时水位的下降，助力海上“巨

星”与导管架精准对接，让换流站这个“大块头”

稳稳“坐”在导管架上，最终实现海上“巨星”在深

海区的安家落户。

浮托安装对海况条件要求极高，为寻找精

准的浮托安装窗口期，确保风浪流等环境数据

均在浮托安装设计值内，现场团队根据多个定

点气象预报的相互验证，最终将浮托安装时间

定在 7 月 18 日。除此之外，项目团队在摸清施

工海域环境、建立施工路径气象预报机制、识

别施工风险并制定应急预案的基础上，克服作

业窗口期短、海况多变等挑战，顺利完成海上

换流站安装。

巧借潮汐力，海上“筑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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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从今年3月份开始，在

三亚市崖州区基地将1356份适

合南方地区种植的大豆种质资

源进行适应性鉴定，并从其中遴

选新近育成的大豆品种进行品

种比较试验。从种植到收获，前

后接近3个月，时间相比其他地

区缩短20天到40天。

三峡集团江苏如东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攻克

了换流站建造、直流海缆研发等多项重大技术难

题，主要电气设备均采用国产品牌，填补了国内

海洋工程领域多个技术空白，同时也推动了国内

相关制造行业的进步。

根据三峡如东海上换流站效果示意图，记者

了解到，换流站由上部模块和下部导管架两部分

组成。上部模块为一座 6层钢结构建筑，总重约

2.2万吨；下部导管架采用分体式导管架，两片导

管架间距 62米，通过 12根钢管桩固定在海床上，

总重约 8900吨。

在上部 6 层钢结构建筑中，每层均布置相

应的设备房室。三峡能源江苏分公司总工程

师刘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换流站内海陆换流

站联接变、电抗器、站用变等主要电气设备均

采用国产品牌。除此以外，可关断器件(IGBT)

作为柔性直流技术的核心部件，长期以来被国

外垄断，三峡如东项目首次批量使用国产 IG-

BT 部件，实现海上风电主电气设备的自主可

控。

三峡如东海上换流站下部导管架基础是目

前国内建造的最大体量海上风电导管架。导管

架采用分体式桁架结构，其精准定位对海况要

求、施工工艺要求均极高。在经过数种施工方案

比选、数轮专家评审后，最终选用“搁置平台精确

定位安放”创新施工工艺，实现了施工偏差远小

于设计要求的目标。

此外，海上换流站上部组块具有重量重、体

攻克技术难题,填补海洋工程技术空白

随着海上风电开发程度的不断提高，风电场

离岸距离越来越远，远距离海上输电成为关键制

约因素。三峡如东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是亚洲地

区首次将柔性直流输电技术运用于海上风电的

项目，其±400 千伏电压等级成套设计与应用更

是创新突破。

高压直流输电须通过换流站来实现交直

流之间的变化。到目前为止，高压直流输电

技 术 已 经 历 了 3 次 技 术 上 的 革 新 ，革 新 主 要

体现在其所组成换流器的基本元件发生了革

命性的重大突破。三峡能源江苏分公司总经

理刘兵向科技日报记者进一步解释道，基于

电 压 源 型 全 控 性 换 流 器 技 术 的 直 流 输 电 方

式，被称为是柔性直流输电，也是第三代直流

输电技术。

柔性直流输电中的换流器为电压源换流器

(VSC)，其最大的特点在于采用了可关断器件

（通常为 IGBT）和高频调制技术。通过调节换

流器出口电压的幅值和与系统电压之间的功角

差，可以独立地控制输出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

率。这样，通过对两端换流站的控制，就可以

实现两个交流网络之间有功功率的相互传送，

同时两端换流站还可以独立调节各自所吸收或

发出的无功功率，从而对所联的交流系统给予

无功支撑。

“柔性直流输电技术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前沿

的输电技术，解决了当前交直流输电技术面临的

诸多问题。”刘兵表示，和传统电流源型直流相

比，柔性直流对电压、频率的控制更加灵活，就像

一个完全可控的水泵，能够精准控制水流的方

向、速度和流量，使水库水位更加平稳，河流被截

停的几率也大幅下降。

因此，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特别适合应用于长

距离的跨海电缆送电、可再生能源并网、分布式

发电并网、孤岛供电（黑启动）、异步交流电网互

联等领域。

“远海海上风电即将成为未来海上风电项目

开发的聚焦点。柔性直流输电技术将远海的电

能汇聚并转换为损耗更低的直流电，然后通过海

缆输送至陆上，能有效弥补传统长距离交流输电

存在的不足，相比传统交流输电更具有技术经济

性。”刘兵说。

柔性输电，解锁海上风电新技术

◎本报记者 金 凤 通讯员 许天颖

科技日报讯 （记者矫阳）8 月初，杭州地铁 3 号线最大地铁站百家园

路站顺利封顶。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轨道公司项目经理黄河介绍，杭州地铁 3 号线全

长 57.7 公里，为横穿杭州东西城区的交通大动脉，沿线有 2022 年承办亚

运会的重要场馆黄龙体育中心等场馆。全线共设有 39座地下站，其中地

铁百家园路车站为最大车站，也是全国罕见的超长车站。车站设计为地

下 3层超宽、超长车站，总建筑面积 55781平方米，为全线头号重点难点工

程，建设创多项新工艺。

受管线影响，东区 300 米围护结构无法按时封闭。技术小组通过新

增封堵墙，将封闭范围缩小至 180 米，提前 3 个月满足了盾构设备下井条

件。技术小组还创新工艺，将围护结构第五道混凝土支撑变更为双拼钢

支撑，节省了车站施工拆除支撑的时间。

因建筑面积超大，车站对抗浮及内支撑的柱桩施工精度要求高，钢支

撑、混凝土支撑的架设要求必须位于同一轴线。技术人员探索创新了“边

角坐标法”，取代过去的“中心法”，每根桩定位节约 30分钟，同时，最大方

位偏差仅 10毫米，完全符合设计要求。

由于车站地连墙接缝采用十字钢板接头型式，为保证接头部分不渗

不漏，又可加快施工进展、节约成本，项目部试验采用“一种十字钢板接头

地下连续墙可拆卸刷壁器装置”，较普通刷壁器节约 2 小时，保证了接缝

质量。

据统计，两年来，项目部技术小组共创新各种工艺、工法 20 多项，保

证了地铁车站和盾构区间的顺利建设，形成了一整套超大地铁车站建设

技术规范。

杭州地铁3号线最大车站封顶

创新工艺工法20多项

近日，记者从南京农业大学三亚研究院获

悉，该校国家大豆改良中心名誉主任、中国工程

院院士盖钧镒带领的研究团队，在三亚市崖州区

坝头热带大豆优良品种选育试验基地进行的大

豆南繁育种，小区测产试验亩产超 500 斤，远超

国内平均亩产 270斤的水平。

“桂豆105”亩产达649斤

南繁是指将水稻、玉米、棉花、大豆等夏季作

物的育种材料，在当地收获后，冬季到亚热带或

热带地区进行繁殖和选育的方法。采用南繁方

式 1 年可繁育两到三代，加速育种过程，缩短育

种年限。

“大豆的南繁对气温要求较高，科研人员

一般选海南三亚市作为最佳南繁基地。三亚

具有得天独厚的光照气温优势，对加速大豆

育种进程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南京农业大

学国家大豆改良中心刘方东博士介绍，三亚

春季气温高、日照时间短。气温高有利于大豆

的快速生长，日照时间短有利于缩短大豆种植

时间，降低大豆株高和防止大豆倒伏，实现大

豆的短期成熟。

盖钧镒院士介绍，团队从今年 3 月份开始，

在三亚市崖州区基地将 1356份适合南方地区种

植的大豆种质资源进行适应性鉴定，并从其中遴

选新近育成的大豆品种进行品种比较试验。从

种植到收获，前后接近 3 个月，时间相比其他地

区缩短 20天到 40天。

“这是团队第一次尝试在海南进行春季大豆

南繁育种，由于试验基地前茬为瓜菜，虫害极其

严重，对大豆的苗期生长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通

过多种农药配伍交替使用，我们抑制了害虫的进

一步危害，使得试验结果基本达到预期目标，4

份大豆品种的亩产超过 500 斤，其中‘桂豆 105’

亩产为 649斤。”刘方东说。

据了解，今年 3 月，依托南京农业大学三亚

研究院，南京农业大学热带大豆选育团队进入三

亚市崖州区坝头基地开展大豆育种攻关工作。

随后，南京农业大学国家大豆改良中心、三亚市

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等单位在崖州区坝头南繁

公共试验基地种植大豆 15 亩，包含 1356 份大豆

种质资源。

创新栽培和管理方式

在低纬度地区，如何突破春播大豆的产量瓶

颈？刘方东说，团队采用了诸多适应海南三亚气

候特点和自然环境的栽培与管理方式。

“为了应对海南春季干旱少雨和多草害，我

们采用了高密度起垄覆膜栽培。所谓的高密度，

指的是将国内普遍采用的每亩 1.2—1.8 万株增

加到了每亩 3.5万株。”他说。

而起垄覆膜是将地膜覆盖在起垄的田块上，

沿着地膜播种、灌溉，这样可以防止草害，而且土

壤中水分的保持时间更长。

其二是高频率施药全程保护。“面对极其严

重的虫害，我们从播种的第 7 天开始，循环喷施

具有触杀、胃毒等效果的多种农药，杀灭虫卵

及害虫，抑制虫卵孵化或抑制幼虫蜕皮生长。

通过多次多种农药的循环交替配合使用，达到

抑制虫害的效果。”刘方东说，他们在幼苗期

2—3 天喷洒一次农药，逐次提高农药浓度，采

用短间隔多次喷药应对严重的虫害和可能产生

的药害。

随后，他们将喷洒周期延长到7—10天喷洒一

次，采用高浓度长间隔喷药方式应对人工成本的增

加。“针对新环境新命题，采用适应于新环境气候特点

的栽培和管理方式是产量突破的关键。”刘方东说。

大豆是中国重要粮食作物之一，每年需求量

约 1.1亿吨左右，目前 90%以上的大豆需要进口。

“南京农业大学目前在三亚进行的大豆试

种，是为了提高大豆的单产和品质，优化品种结

构，这对于保障大豆产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盖

钧镒表示，目前第一季的试验基本成功，今年冬

天团队会再种第二季，同时拿到广西试种，如果

成功，将会进入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推广种植，这

将有效减少我国对美洲进口大豆的依赖。

“种业是三农的基础，只有种业振兴了，才能

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即用少量的土地生产高产、

优质的农产品。”盖钧镒院士介绍，南京农业大学

国家大豆改良中心从 1984 年起，便开始了我国

南方大豆地方品种的搜集、保存和研究，目前共

搜集研究了大豆地方品种 7000 余份，在大豆主

产区东北、黄淮和南方地区选育新品种 30个，大

大推动了大豆的种质资源保护、品种创新和产业

发展。

目前，团队正积极应对国家战略需求，依托

学校三亚研究院，大力推进大豆南繁育种试验，

并与植物保护等专业的研究团队进行多学科合

作，推动优质高抗品种的创新开发。

突破500斤！南繁育种试验大豆亩产创新高

潮汐力托举潮汐力托举22..22万吨万吨““钢铁巨屋钢铁巨屋””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落户江苏如东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落户江苏如东

科技日报讯（记者瞿剑）中国石化近日宣布，其旗下燕山石化氢能重

载货车在京首发，投入短途运输。这是北京市首批氢能重载货车应用，开

创了首都氢能重卡示范应用先例。

中国石化燕山石化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投用的氢能重载货车采用

氢燃料电池提供动力，水是唯一排放物，实现了真正的零排放、零污染。

与柴油重载货车相比，氢能重载货车每年可减少碳排放 140吨，主要用于

运输厂区内各类化工产品，在生产点与储存点之间形成固定线路，便于进

一步销售。据了解，氢能重载货车采用国内目前统一标准 35 兆帕氢气

瓶，充装一次氢气只需 5—10分钟，最高续航里程可达 400公里。

燕山石化加快开展氢能布局，已经实现制氢、提纯、分析化验以及氢

能示范场景应用等全产业链突破和延伸。2020 年 3 月，燕山石化北京冬

奥会氢气新能源保供项目新建 2000立方米/小时氢气提纯装置一次开车

成功，氢气纯度达 99.999%；今年 1月，燕山石化电池氢气实现量产，7月以

来，每天有近 1600 公斤电池氢产品稳定供应北京市场，截至目前已累计

供应燃料电池氢气 46.73 吨，为北京 2022 冬奥会期间氢燃料电池汽车用

氢保供打下坚实基础。

据悉，中国石化正全面推进氢能全产业链建设，已在加氢站、制氢技

术、氢燃料电池等多个领域取得突破。目前氢气年产能力超 350万吨，占

全国氢气产量的 14%左右，在广州石化、高桥石化等地建有高纯氢生产装

置，在广东、上海等 13 个省市建成投运加氢站 20 座。“十四五”期间，中国

石化规划建设 1000座加氢站或油氢合建站，努力成为“油气氢电服”综合

能源服务商。

零排放、零污染

首批氢能重载货车在京投用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延斌 通讯员刘观浦 韩雪平）夏至日之后，地处

山东省诸城市解留村果园里的杏儿熟了。远远看去，果实金黄挂满枝头；

走进一闻，香气浓郁扑鼻而来；摘下一个品尝，肉质细腻，浓甜爽口！

近日，山东省果树研究所邀请国内相关专家，对这里的“黄金蜜”杏早

丰优质高产集约栽培技术试验园进行测产验收。测产结果让人吃惊：这

些果实平均单株坐果 119个，平均单果重 72.9克，平均株产 8.6公斤，折合

亩产 1659.8 公斤。其中，果个中大，果形端正；果面金黄色，向阳面有红

晕，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平均 17.8%，最高 22.5%；皮厚耐贮、耐磨压，适

于远销。

“‘黄金蜜’是杏多性状聚合育种的重大突破，是采用常规技术取得的

非常重要的突破性成果。”相关专家向科技日报记者解释，性状是果树植

物遗传基因的外观表达；而多性状聚合育种，就是通过不同品种间的杂

交，实现将多个优良性状在同一杂交后代个体上聚合表达。

记者了解到，由于受果树种植结构调整和大宗果树如苹果、桃等产业

挤压，我国杏产业前十年一直处于低潮期；而目前，我国鲜食杏生产主栽

品种仍然以引进国外的“凯特杏”“金太阳”为主，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优良晚熟杏新品种。

“黄金蜜”的面世有望改变这一局面。据了解，该品种 2015年 12月通

过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17年获得国家林业局授予的新

品种权保护。

虽然“黄金蜜”育成后，完善了审定和品种保护，但还没有在生产中推

广。对此，山东省果树研究所核果新品种选育课题组组长王金政信心十

足，他表示，随着国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政策的落实，环渤海湾地区大批

山地、丘陵薄地，黄河故道区的沙滩地、轻度盐碱地以及新疆、内蒙古、甘

肃、宁夏等地的沙荒地开发利用，“黄金蜜”将大有用武之地。

聚集多个优良性状

新品种有望打破进口杏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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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大等特点，加之海上换流站内部换流阀、电抗

器等电气设备对于振动、加速度、倾角等参数敏

感，导致海上换流站上部组块搭载建造、滑移上

船、海上运输安装难度增大。为了克服这些困

难，三峡集团牵头各参建单位通过多轮结构设计

优化、设备抗震仿真设计优化、浮托安装稳性设

计优化等方式，高效解决、预防了相关问题，实现

换流站的顺利安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