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流域棉区是传统优质棉生产基地，但粮

棉争地矛盾突出，威胁到棉花产业安全。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长江流域高产高效棉花新品种培

育”项目成果展示观摩会日前在江苏盐城市举

行，项目主持人、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

究员宋国立表示，经过 3 年科技攻关，项目组培

育出适合长江流域种植的棉花新品种 28 个，新

品种示范推广 850多万亩，制定配套生产技术 14

套，长江流域棉花生产实现了良种配良法。

植棉效益降低、种植面
积急剧下滑

长江流域雨热资源丰富、光照充足，是传统

的优质粮棉生产基地。2013 年以前，长江流域

棉区 90%以上的种植方式是采取小麦/油菜与棉

花一年两熟，棉花以育苗移栽为主,其次是小麦

套种棉花。但这两种种植方式，粮棉争地矛盾突

出，而且机械化水平低，成本投入高。特别是近

年来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棉花种植长期重产量

轻品质、产量品质难以协同提高等问题凸显，植

棉效益持续降低，棉花种植面积急剧下滑，威胁

到棉花产业安全。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

棉花播种面积为 4754.8 万亩，比上年减少 254.1

万亩，下降 5.1%。其中，长江流域棉区播种面积

为 425.7 万 亩 ，比 上 年 减 少 85 万 亩 ，降 幅 达

16.6%。

早熟新品种支撑一年两
季轮作模式

作物的品种被认为是农业的“芯片”，与作物

的生长期、产量、质量以及价格等息息相关。在

“长江流域高产高效棉花新品种培育”项目支持

下，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联合南京农业大

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单位经过多年科技攻关，培

育出适合长江流域小麦/油菜收获后直播种植的

棉花早熟新品种 28个。特别是棉花新品种中棉

425，属于特早熟品种，从出苗到吐絮的生育期仅

98 天，并含抗虫基因，可抗棉铃虫和高抗枯萎

病，耐黄萎病，适应性广、纤维品质优良。

中棉 425等早熟品种的育成，实现了在油菜

或小麦收获后直接播种棉花，不再像原先那样需

要育苗移栽或田间套种，大大减少了人工成本和

劳动强度，并提高了植棉机械化水平，实现了油

菜/小麦和棉花一年两季的轮作种植，有效缓解

近年来我国内地棉花种植面积大幅下滑的困局。

“长江流域高产高效棉花新品培育”项目于

2018 年立项，目前已完成各项任务指标，授权国

家发明专利 19 项，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8 项，

为提高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品种和技

术保障。

优质又高产，生产可全
程机械化

要发挥良种的效益，配套的“良法”必不可

少。项目还研发了配套的棉花高产高效生产技

术共 14套。

农业农村部棉花专家指导组成员、南京农业

大学教授周治国说，针对棉花长期重产量轻品

质、产量品质难以协同提高的技术难题以及棉田

机械化水平低、植棉效益低等问题，南京农业大

学联合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等单位，通过选用

优质高产协同早熟品种、增加种植密度、调节生

育进程、优化个体和群体结构，以及秸秆还田等

关键技术突破，建成了棉花集中现蕾、集中成铃

和集中吐絮的紧凑个体和高光效群体，实现了麦

（油）后棉优质高产与轻简高效生产等。

现场测产发现，江苏盐城大丰、兴化安丰两

个示范区的八五折籽棉产量分别达到 356、380

公斤/亩。“这样的产量在长江流域，也是领先

的。”周治国说，良种配良法，有效解决了粮棉两

熟争地以及两熟的优质高产与高效等问题。而

且通过小麦、棉花全年的秸秆还田，可减少施肥

20%以上，经济生态效益显著。

小麦或油菜收获后再种植棉花，棉花的生产

期正好延后到冬季。宋国立说，这就有效避开了

枯萎病、黄萎病和主要虫害的高发期，大幅减少

了农药的使用，增加了农民的综合收益。“项目组

还研发了与品种配套的一播全苗、苗期控氮、简

化施肥、水肥一体、化学打顶、脱叶催熟等关键技

术，根据目前培育的这些优良品种以及相关的栽

培技术，就能在长江流域实现棉花生产的全程机

械化。如此一来，也解决了长江流域棉区棉花生

产的老龄化、碎片化、分散化等问题，将引领今后

我国棉花生产发展的方向。”宋国立说。

良种配良法，破解长江流域棉粮争地难题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 通讯员王绍旭）近日，记者从“世界第一特

长螺旋隧道——新晋高速韩口隧道 BIM 技术施工应用”项目部获悉，该

项目创新采用建筑信息建模+(BIM+)技术，通过信息管理系统，集成 BIM

模型、进度计划、环境监测、安全监测、人员定位等多个子系统，对工程质

量、进度、安全、环保进行全方位控制。

“我们不再只把 BIM+技术当成简单的动画展示工具，而是把它变成

了指导工程实施的智慧大脑，让施工更安全、更高效、更精准。”承建新晋

高速韩口隧道的中建路桥集团新晋高速项目部经理穆朝华介绍说，韩口

隧道内岩性变化复杂，容易发生坍塌、岩溶、岩爆，项目人员利用勘测图纸

数据生成地质断面模型，方便预判风险。在隧道工程中，项目人员根据围

岩的坚硬程度和完整性，划分了不同的围岩等级。

在BIM+技术绘制的三维图上，红色代表危险程度高的Ⅴ级，绿色代表

相对安全的Ⅲ级。只需看图，大家就明白对不同的围岩要采取不同的开挖

方式，对技术难度也能做到心中有数。这套信息系统还连接了洞内空气质

量监测设备，实时监控施工空气质量和氧气含量，保护施工人员健康。

BIM+物联网技术还让管理更高效。“我们在隧道口、隧洞内，以及施

工台车上都安装了摄像头，在办公室里就能监控视频，提高了管理效率。

施工区域山高路窄，去现场颇费周折，遇上天气不好，绕到隧道出口就需

要 2个小时。现在通过视频监控发现问题，工程师可远程联系处理，直接

指导、观看整改，节省了大量时间。”穆朝华说。

此外，隧道施工一般需要提前报工作量，而 BIM+工程提取技术可以

自动计算每一段工程需要多少钢筋和混凝土，而且每个批次的材料都上

传了识别码，一旦发现问题，可以第一时间追溯同批次产品，精准减少损

耗。未来，韩口隧道施工现场还将设置多种传感器，实时采集地表沉降、

拱顶下沉等数据，汇入 BIM+进行分析，指导施工监控和预警，进一步提

升隧道工程的智慧、安全水平。

建筑信息建模技术

为隧道建设装上智慧大脑

◎本报记者 李 禾

成 果

◎本报记者 金 凤 通讯员 唐 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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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 5000 年，中华大地上，留下了无数饱经

沧桑、多姿多彩的建筑。在城市发展突飞猛进的

今天，如何为这些古老的建筑遗存“延年益寿”，

又能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诗意地栖居、延续文

脉，是对当下建筑师和规划师的一大考验。

近 20年光阴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

教授王建国团队，专注地与一件事“死磕”：让中

国城镇建筑遗产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穿梭中生

生不息。

在前不久举行的 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中，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建国、崔愷领衔，

东南大学、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故宫博物院、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

字地球所等单位共同完成的“中国城镇建筑遗产

多尺度保护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荣获国家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这是我国建筑学领域第一项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项目团队首次揭示了城镇建筑遗产多尺度

保护的内在机理，突破了城镇建筑遗产“多尺度”

保护的关键技术瓶颈，相关成果在 31 个省级行

政单位的工程实践中得到应用，涉及 300余项城

镇建筑遗产，曾助力中国城镇建筑遗产保护实现

重大跨越，支撑了 2 项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申

报，并应用于北京、南京、杭州等 16 个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43 个世界文化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78 个历史街区以及 11 个遗址保护建

筑项目。

东依蜀山，西临蠡河，粉墙黛瓦，青石曲径。

形成于宋代之前的江苏省无锡宜兴市丁蜀古南

街，是中国重要的紫砂文化发源地和传承地。行

走于如今的古南街，那些古朴的商铺、作坊、茶

舍、名人故居虽然被修葺一新，但细细咂摸，还能

看得见时代的肌理。

多年前，古南街的房屋年久失修、设施缺失、

风貌杂乱，大量原住民生活其中。“此类历史街区

绝不可以一体化整治或大面积拆建，对建筑单体

来说，要奉行最小干预原则，通过研究建筑的结

构和建筑材料的退化机理，让它延年益寿，治小

病防大病。对于街区来说，还要考虑与居民的社

区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王建国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

如何用创新技术对古南街的风貌、建筑进行

保护、整治和改造，古南街南入口的张家老宅可

见一斑。

张家老宅是居民和游客进入古南街的主要

门户，老宅原先沿街有三开间的门面房，后面为

居住的院落。

“房子是木结构，围护用砖砌筑，梁柱和墙

体与相邻开间共用，所以维修的过程中，如果

其中一间的梁倒了，就会影响其它间。”对此，

王建国团队设计了一种“联体—共生”结构，先

踏勘测绘和分析原有的建筑性能和结构，又研

制出加固补强技术和防止连续倒塌的柱间加

固结构及方法，确保了保护改造的安全和三开

间日后改造的整体性。同时，团队通过屋面、

墙体保温构造层的设计，改善了既有建筑的隔

热保温性能。

这样的改造在古南街比比皆是，近 20年间，

团队先后研发了针对街区风貌整体性的性能化

规划设计方法，民居建筑的联体—共生结构保护

技术、物理环境改善、砖木建筑与设备系统一体

化设计等系列创新技术；制定了古南街传统民居

建筑的改造导则供居民自主的建筑环境改造参

考，成为中国历史街区中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相得益彰、历史保护与社会发展共赢的

典型范例。

“小规模的渐进整治和改造的‘古南街模式’，

规避了当前我国对于传统古建聚落普遍采用的大

规模、商业化改造存在的突出问题，避免了大拆大

建带来的浪费，强调技术的适宜性和合理性，也

有助于保护街区风貌，彰显内在历史文化价值，

稳定原住民并为合理开发利用奠定基础。”王建

国说。

渐进式改造，让古街区永保生机

在当下的城市，水体对城市景观的意义变得

越来越大。站在水边，视野开阔，人们可以“全景

式”地观赏、解读城市。因此，如何协调处理城市

与水体的景观、空间关系成为城市规划和建设的

重要课题。

素有“三面云山一面城”之称的杭州，以“西

湖十景”名世。在西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前

夕，王建国院士团队参与了西湖东岸景观提升相

关的规划设计工作。

如何让人们在泛舟西湖时看到西湖最美的一

面？王建国团队创造性地将GPS技术与风景观览

艺术相结合，通过概率趋近原理，把西湖的湖面视

点跟东岸城市建筑景观的关系作了一次诊断，初步

解决了西湖观览城市的景色分级概率分布问题。

“我们将西湖地图打上了方格网，把每个交

叉点都用 GPS 定位。然后租船‘泛舟西湖’，在

每个交叉点上拍西湖城市界面的全景照片，再将

几千张照片的观感评级打分，并用很好、好、一

般、差、很差的五个形容词级差将所有照片分级，

把获得相同评价的点连起来形成线，这就是‘等

视线’。”王建国说，接下来，团队又研究了西湖的

游船路线，发现先前游线中能看到景色很好的地

方，但也有少数景色一般、甚至比较差的地方，于

是，建议有关部门按照“等视线”研究成果重新规

划游船线路。

在调研时，王建国团队获悉，天气晴好的时

候，在西湖能看到 10 公里之外钱江新城的高层

建筑，而团队几次调研时并没有看到，王建国突

然想到，这是否与空气能见度有关。

团队购买了过去 3 年杭州市的空气能见度

资料研究后发现，3年内平均每年大约只有 57天

能从西湖看到 6 公里之外的建筑，年均可视率

16%，这是一个小概率情况。

在此基础上，王建国团队画出一个杭州市高

层建筑和西湖能见度关系的分析图，为西湖的景

观提升和杭州城市建设提供参考，成果获得两项

国家发明专利。

从“观”的角度，对“景”进行选取和布局，并

为城市天际线的“美颜”提供参考，这为打破城市

面貌的千篇一律提供了技术支撑。

“城市大多是拼贴、渐进生长的。拼贴城市

像一幅油画一样，要一笔一笔按照理想人居的目

标不断叠加、修改，一直都是进行时，永远没有完

成态。”王建国说。

以“观”控“景”，用山水城林拼出一城锦绣

量身定制量身定制““美颜美颜””方案方案
建筑遗产保护融合过去与未来建筑遗产保护融合过去与未来

如果说，对于单体建筑和街区的保护可以让

其适应时代发展进行再利用。那么，扩大到城镇

层面，还要考虑古典、近现代和现代多元一体的

相互观照。

“对这些建筑不能做孤岛式的保护，要把它

们置身于城市发展的脉络中。例如，现在的大城

市不可能不盖高层建筑。我们要处理好保护、传

承、扬弃、发展之间的关系。”王建国说，对于像云

南大理、平遥、同里、乌镇等这样面积不太大、一

般在 5平方公里以内、适合步行和慢行交通的城

镇，可以进行整体的保护留存，甚至可以做到“原

汁原味”。

但大城市就不一样了，例如南京仅明城墙内

老城就 42 平方公里，北京二环内 62 平方公里。

对于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就要注重保护传承历

史文化，对优秀的遗产做到“应保尽保”，同时又

必须兼顾现代大城市必须具有的较高密度的集

聚功能。

城市历史风貌保护中，如何管控建筑高度，

一直是个突出的科学难题。为此，项目团队在近

20 年的探索中，反复尝试、实验并最后成功运用

了基于城市用地属性数字化分析的设计手段。

王建国介绍，2003 年，团队在国内首次使用

地理信息系统，基于用地的区位、交通可达性、景

为老城量高限高，看得到过去望得见未来

观敏感度、地价等属性，做了南京老城的建筑高

度管控研究。这让城市规划管理第一次有了高

层建筑管控的底线思维方式和数据库成果。

2015 年，王建国院士团队再次应邀研究南

京老城的建筑高度管控，通过对 5569 个产权地

块的地块性质、地块规模、轨道交通、历史风貌、

绿地和地价因子综合分析，并基于相似性的迭代

计算，粗算出每个地块建议的建筑高度。

同时，团队将计算结果与常规城市设计的社

会、人文、美学要求相互验证和校核，最后联合南

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团队，形成了高精度的南京

老城建筑高度的管控指引的数据库成果。这一

方法后来运用在广州、沈阳、镇江、常州等总体城

市设计建筑高度规划中，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城市作为一个生命体，其人居环境聚落总

是一直发展的，规模越长越大、建筑越长越高、功

能越来越复杂，这是历史的宿命。我们应该在城

市中，阅读那些随着岁月或流逝、或凝冻的建筑

遗产见证物。历史传承与现代化交相辉映，既要

传承文化，做好今天，也要拥抱未来。”王建国说。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讯员 法伊莎

泥石流与滑坡，相似又不同，相似的是它们都可能因暴雨或地震引发，

不同的是滑坡发生在山体表面，而泥石流则奔涌在沟谷深壑，二者或单独

发生，或相伴为害。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重大、特大

山洪泥石流灾害开始频频光顾生态脆弱的西部地区，山洪泥石流灾害已成

为困扰和阻碍当地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问题和难题。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马金珠团队历经 10年研究完成的“甘肃典型

山洪泥石流灾害多尺度风险评价与防治关键技术”项目，以甘肃省陇南白

龙江流域与陇中黄土高原区为典型研究区域，不仅精准阻击了该流域和

地区的泥石流，还为区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和工程

安全提供保障。近日，该技术获得 2020年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长期监测、模拟实验找出灾害成因

白龙江与秦岭、淮河同为中国地理上的重要分界线，白龙江流域属于

北亚热带向北温带的过渡区，处在青藏高原、四川盆地和黄土高原三大地

貌单元之中，这使得白龙江流域多黏性泥石流，给山大沟深的甘肃陇南地

区造成很大危害。

在白龙江甘肃境内 2 万平方公里流域范围内，团队成员遴选出发生

过泥石流灾害的典型小流域，以沟为单位，分别从小沟、次沟、大沟进行全

方位的调查评价，对每条沟每个斜坡的坡度、气象因子、土壤质地、土壤含

水量、土地利用情况、人口分布情况等进行详细调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

数据库。

此外，团队还分别以白龙江流域、陇南市武都区清水沟和兰州大沙沟

流域作为试验区，通过人工降雨和水槽模拟实验等方法，开展不同降雨强

度下斜坡的破坏机制及泥石流起动过程研究，构建了山洪泥石流运动与堆

积过程的物理模型；研发了坡面高效旋进式取样、土壤水分提取、三轴试验

饱和装样等系列分析测试与高效监测预警装置，安全方便、可靠性强，在山

洪泥石流成灾机理研究中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通过对流域尺度极端降水特

征进行定义和识别，团队获得了典型流域降水特征指数及极端降雨灾害事

件，从而确定了甘肃不同环境下典型泥石流起动的临界降雨强度阈值。

团队研究梳理并发现了影响白龙江流域泥石流灾害发生的主要原

因：暴雨是诱发泥石流的决定性因素，每年汛期，白龙江上游多属阵性暴

雨，中游少雨，下游雨量大、强度高、次数多；地层岩性也与泥石流的发生

有必然联系，江北岸岩层软弱，因此泥石流沟较南岸更多；道路建设、垦荒

造地、人类不合理居住、水利建设等人类活动因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基于 3S技术和 FLO-2D 模型，团队建立了适合于研究区不同类型泥

石流沟的危险性评价与危险范围预测模型，模拟泥石流运动过程，准确预

测研究区的泥石流灾害发生危险范围、灾害链模式及其危害对象。实现

了泥石流起动到致灾过程的可视化，有效提升了泥石流成灾过程中数据

处理、空间分析与模型演算能力，这项技术在国际处于领先地位。

探索出泥石流防治新路

利用长期监测和实验得到的准确数据，团队建成了白龙江流域泥石流

灾害现状及成灾控制要素空间的数据库，探索出单沟—流域—区域不同空

间尺度不同精度的泥石流风险评估方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山洪泥石流灾

害综合风险评估技术，完成了高精度风险分区图，填补了白龙江流域山洪

泥石流研究的空白，编制出甘肃第一套山洪泥石流风险评估技术手册。

目前该技术得到甘肃省科学院科技产业化项目及地方政府多个项目

的支持，并已经顺利推广应用到甘肃省黄土沟壑典型地区。同时，在综合

考虑甘肃省不同类型与不同规模山洪泥石流灾害防治中的排导、护岸、清

淤防冲等工程建设后，团队与甘肃省科学院地质自然灾害研究所合作研

发改进了锚固式拦挡坝、弹性竖肋格栅坝、构筑物背侧回填和管沟回填结

构等 4套山洪泥石流防治关键技术。

“我们提供最经济实用的防治技术支持，地方政府的水利部门或者自

然资源部门采纳我们的建议后，找专门的设计人员和施工人员进行防治

工程的具体建设。双方共同来完成防治工程。”马金珠说。

目前，该技术已经为陇南、甘南、兰州、临夏、平凉等 5 市州 7 县区 16

条典型特大型山洪泥石流防治工程提供技术支撑，探索出一条以风险评

估与综合防灾为优先，发展与减灾紧密结合的山洪泥石流防治新路，为地

方政府制订防灾减灾对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应用前

景广阔。

风险评估与综合防灾并行

精准狙击泥石流

经过3年科技攻关，项目组

培育出适合长江流域种植的棉

花新品种 28个，新品种示范推

广 850 多万亩，制定配套生产

技术 14套，长江流域棉花生产

实现了良种配良法。

850 多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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