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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古建筑、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成果业已应用于许

多其他民生工程，如中小学校舍、医院等重要建筑的隔震

加固工程，以及高层隔震住宅区的建造工程。各类别的项

目合计已有60余项，总建筑面积约336万平方米，直接经

济效益达到15.4亿元。

15.4 亿元
2021年是唐山大地震 45周年。在过去的半

个世纪当中，为了应对地震给我国造成的挑战，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科技界和产业界付出了

巨大努力。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隔震逐渐成为

减灾抗灾领域的重要概念之一。

在日前召开的 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上，“高性能隔震建筑系列关键技术与

工程应用”项目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该项目由北京建筑大学、东南大学、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北京基础设施投

资有限公司和江苏鸿基节能新技术股份有限

公 司 等 单 位 共 同 完 成 。 专 家 委 员 会 鉴 定 表

明，该项目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

高性能隔震建筑设计方法和高性能隔震装置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项目成果已应用于多项

重大工程。

何为隔震，项目中的“高性能”应该如何理

解，哪些重大民生工程已经应用了高性能隔震技

术？科技日报记者联系到多家相关单位，请他们

对这些问题做出了专业解答。

“隔震就像是让建筑踩上了‘溜冰鞋’。”

在 2021 年 7 月举办的防灾减灾救灾应用技术

成果展上，来自减隔震制造业商家震安科技

的工作人员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了隔震技术

的 特 点 。“ 传 统 建 筑 抗 震 理 念 是 硬 碰 硬 ，‘ 以

刚制刚’，主要手段是增加构件的物理强度，

这样会导致上部结构的地震作用更强。而减

隔震技术的核心理念是‘以柔克刚’，在建筑

物的基础或下部结构同上部结构之间设置隔

震装置，如橡胶支座、阻尼器等设备，减少输

入到上部结构的地震能量，这样可以把地震

作用降低到原来的 1/4 到 1/8。”

现场演示的实物模型表明，当“地震”发生

时，采用了隔震装置的上层建筑只发生了相对

较小幅度的平行移动，而未采用隔震技术的建

筑出现的甩动则剧烈得多。“这就是隔震的基

本原理。”工作人员介绍说。

但是，这个简单的模型并不足以呈现隔震

技术的完整内涵。现实当中的技术应用必须

应对各种复杂的需求和场景，例如高层住宅、

医院、地铁、历史建筑等都对隔震技术有不同

的条件和要求。在隔震建筑的设计和建设中，

国际上长期存在设计理论缺乏适用性、设计技

术缺乏系统性、关键装置缺乏高效性和质量控

制缺乏规范性等四大问题。为此，“高性能隔

震建筑系列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项目应运而

生，旨在解决关于高性能隔震技术的一系列关

键问题。

隔震核心特点是“以柔克刚”

为古建“添底”，给地铁“加盖”……在“高性

能隔震建筑系列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项目的应

用成果当中，不乏这样的“神来之笔”。

1933 年，在蔡元培等人的倡议下，国立中央

博物院人文馆在南京落成，即今天的南京博物

院。在隔震技术成果的帮助下，这座八十余岁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建筑变得更加“年轻”了——

凭借整体提升（3 米）、隔震加固等先进技术，建

筑的抗震水平得到了有效提升，外观风貌也没有

遭到损害，建筑的内部空间也扩大了，给了文保

单位和参观游客更多余裕。工程完成之后，住建

部防灾研究中心把南京博物院的这次加固收录

为经典案例，还选为出版丛书的封面。

在千里之外的另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北京，隔

震技术成果同样大显身手。比起南京，北京的部

分自然人文条件更加复杂：处于地震多发地区，

自古以来地震频繁；拥有全世界运行长度最多的

地铁系统；人口众多且交通枢纽集约用地紧张。

在建设高性能建筑的工程当中，隔震技术发挥了

关键作用。在北京地铁 6 号线琨御府、8 号线公

园悦府和 16 号线北安河上盖等项目中，复杂高

层隔震结构系列关键技术得到推广应用，应用面

积高达 89 万平方米，是目前国际上总面积最大

的盖层间隔震建筑群。

除了上述地铁上盖隔震建筑，北京还有一项

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采用了项目成果。项目第五

完成单位，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提供的资料

显示，由该单位主编的《建筑隔震柔性管道》国家

行业标准已经应用于北京大兴机场的高性能隔

震装置。位于北京中轴线南方延长线上的大兴

机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体隔震建筑，航站楼

总共使用了 1152 套隔震装置，采用的橡胶隔震

支座，无论是体量还是单个支座的吨位都创下国

内之最。

大兴机场的一大特点就是可以实现不同交

通工具同站换乘，航站楼的负二层供高铁、地铁

和城际列车通行。列车的高速出入会产生较强

的震动和较大的风压，这也是我国隔震技术业已

克服的困难之一。

郭彤介绍说，除了古建筑、交通基础设施，

项目成果还应用于许多其他民生工程，如中小

学校舍、医院等重要建筑的隔震加固工程，以

及高层隔震住宅区的建造工程，例如总面积约

114 万平方米的河北燕郊天洋创新城项目，以

及位于 9 度区近断层（地震放大系数为 1.5）的

四川西昌领地项目。各类别的项目合计已有

60 余项，总建筑面积约 336 万平方米，直接经济

效益达到 15.4 亿元。

四川省地震局资料显示，早在 2015 年，我国

应用隔震技术的楼房总数就已经超过 6000 栋，

总数占到世界一半，多于日本的 5000栋，位居世

界第一。震安科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我国应用

隔震技术的楼房已经超过 1万栋。

郭彤评论说，作为一种高效的结构防震手

段，隔震技术有着广阔的未来应用前景，技术

人员仍在不断开发各种性能优异的隔震装置和

拓展其应用范围，为提高城市的防灾能力贡献

力量。

已经广泛应用于民生工程

给建筑装上给建筑装上““隔震垫隔震垫””
以柔克刚抵御地震危害以柔克刚抵御地震危害

针对长期存在的四大问题，项目主要实现了

四大创新，分别是高性能隔震结构设计理论、隔

震结构多目标一体化设计技术、系列功能可调控

高性能隔震装置、隔震建筑建设质量控制技术并

主编系列标准。

“我们这个项目历时二十多年，产出了大量成

果，内容十分丰富。”在接受科技日报专访时，获奖

项目第二完成人、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郭彤

解读说，该项目共发表论文166篇，获发明专利30

项，出版著作5部，成果应用于60多项重要工程。

“举例来说，我们研发了多种高性能隔震支

座，例如超低模量、高阻尼的橡胶支座，可调控、

频率低敏感型复合隔震支座，新型受拉可控隔震

支座等。除了支座，还有其它装置，例如可调控

黏滞阻尼器和大变形柔性管道，这些都是我们在

装置研发方面取得的成果。但是项目成果不只

有装置，设计理论、设计技术、质量标准都很重

要。”郭彤补充说。

作为获奖项目的第二完成单位，东南大学牵

头完成了多个项目成果，涵盖了以上四个创新的

主要方面。除了设计、理论等方面的创新，项目

在工程应用与推广方面也有许多成果，而这些成

果有许多业已落地，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民生工

程的一部分。

既有理论突破也有现实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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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何亮）12 月 25 日，由三峡集团所属中国三峡新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国内首个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场——

三峡阳江沙扒海上风电项目（以下简称阳江项目）宣布实现全容量并网发

电，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再添清洁能源动力。

阳江项目位于广东省阳江市沙扒镇南面海域，总装机容量 170 万千

瓦，每年可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约 47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满足约 200万

户家庭年用电量，减排二氧化碳约 400万吨。

阳江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不仅安装使用全球首台抗台风型漂浮式海

上风电机组，还创下国内单体容量最大的海上升压站、国内同等容量下重

量最轻的海上升压站等多个“全国之最”。

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雷鸣山表示：“此次三峡阳江沙扒海上风

电项目的全面成功并网，有效促进了海上风电勘察设计、重大装备制造和

施工的技术创新，带动了我国海上风电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为后续集中连

片规模化开发深远海风电项目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未来海上风电实现平

价上网打下了良好基础。”

国内首个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项目、国内离岸最远海上风电项目

也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目标。

国内首个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项目位于江苏省如东县黄沙洋海

域，年均上网发电量将达 24 亿千瓦时，可满足约 100 万户家庭年用电量。

该项目建设过程中，三峡集团联合产业链相关单位，组织科研攻关完成目

前世界容量最大、电压等级最高、体积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换流站主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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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离岸最远海上风电项目江苏大丰 H8—2 项目位于黄海南部海

域，场址离岸最远距离超 80 千米，年均上网发电量将达 9亿千瓦时，可满

足约 37万户家庭年用电量，该风电场的成功建设使我国海上风电突破远

距离交流输电瓶颈，向深远海再进一程。

国内首个百万千瓦级

海上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

科技日报讯（记者矫阳）近日，“苏沪同城”地铁建设重点工程苏州地

铁 7 号线白荡南站和扬东路站率先封顶，标志着全线建设取得重要进

展。据介绍，苏州地铁 7 号线全长 40.4 公里，线路呈南北走向，共设 33 座

车站。建设者在施工中，创新出一套我国江南地区复杂地质地铁建设技

术方案。

长 270米的白荡南站为地下二层岛式车站，所处地质为砂层，最厚达

11 米，极易造成坍塌。车站基坑开挖需 15.5 米，常规搅拌桩 30 米的施工

深度无法满足。中铁二十二局技术小组引进泥土搅拌墙作业方法，将车

站标准搅拌桩长度增加至 32米，同时优化参数，增加砂层的密实性，确保

了围护结构止水效果和基坑安全。

扬东路站下穿洋径河，周边居民众多，地铁车站顶板要成为河床，为

全国地铁建设首创。技术小组采用钢支撑支护基坑，通过多种方法增强

钢支撑轴力，将基坑周边土体移动控制在 35 毫米内，使周边居民区建筑

物影响降至最低。针对车站上方河道含水量较大的软土地层，技术小组

在主体结构施工过程中，通过添加抗裂剂等新工艺，提高了车站混凝土自

防水及抗渗性能。

为保障“园林城市”苏州的优美环境，技术小组创新引进可移动式焊

接烟尘净化设备，有效控制了钢筋焊接施工废气和烟尘，净化效果达到

99%以上。

据了解，到 2024 年底，苏州地铁运营总里程将达 352.5 公里，并实现

与上海轨道交通的连接，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苏州地铁7号线

创新江南复杂地质地铁建设技术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迎霞 通讯员罗宏洋 祁玉金）“当天最高峰时，

有 67架无人机同时回传实时监控的图片和视频。据计算，巡检期间共回

传了 1540 张杆塔巡检照片，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平台进行算法识别处理，

共识别各类缺陷照片 386张。”国网宁夏超高压公司无人机班班长白陆介

绍说。

近日，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无人机自主巡检样板间压力测试在国

网宁夏超高压公司成功开展。无人机自主巡检样板间正式实体化落地运

用，标志着宁夏全域无人机自主巡检规模化应用工作取得里程碑式成果。

工作人员接到“起飞”指令后按下任务发送指令，由宁夏各地市公司

部署在全区不同电压等级输电线路的无人机腾空而起，开始执行自主巡

检任务。国网宁夏超高压公司无人机巡检监控大屏上，实时显示着无人

机的位置以及起飞状态，还可发送视频请求连线现场，真正实现了“集中

监控+立体巡检+网格化处置”的可视化综合监控。

据了解，宁夏电网输电线路分布区域广泛，线路通道环境复杂，传统

人工巡检工作效率低、危险系数高。此次基于 PMS3.0架构的无人机自主

巡检样板间，依托技术中台、业务中台、人工智能打造“两库一平台”，可解

决当前无人机巡检数据线下流转、安全管控不足的问题，弥补人工巡视短

板、影像缺陷识别效率不高等缺陷，实现任务指定、任务派发、巡检作业、

数据分析等 9 大流程的线上流转，促进输电巡检业务从传统人工驱动向

“无人机+可视化”精益立体巡检模式转变。

同时，通过无人机自主巡检样板间，管理人员还可以对无人机作业计

划、作业过程及后续工单流转实现全面管控，大大减少基层班组人员的劳

动强度，也能够进一步强化班组无纸化管理。

未来，国网宁夏电力将不断探索无人机智能巡检，优化无人机巡检业

务的管理模式，提升管理效率，助力输电设备数字化管理再上新台阶。

无人机自主巡检

助宁夏电网实现可视化综合监控

12月底，记者从中国恩菲了解到，从2018年6

月底第一次到现场选址，到2021年11月产量过万

吨，不到3年时间，宁波力勤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力勤资源）投资、中国恩菲提供技术

服务和核心装备的印尼红土镍矿湿法冶炼项目

（以下简称 OBI项目）建立了镍钴行业的中国模

式，让低品位红土镍矿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使先

进技术成为中国企业获得资源开发机会的利器，

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材料供应保障。

OBI项目的建成投产，标志着红土镍矿高压

酸浸工艺技术及核心装备的成功应用，让中国红

土矿湿法冶金工艺、装备、工程技术在全球范围

内占据了引领地位，也使采用中国技术、中国装

备、中国标准的“恩菲方案”成为低品位红土镍矿

资源开发的最佳解决方案。

自主技术打造经典工程

2018 年，力勤资源与印尼 HARITA 公司合

作，针对东南亚尤其是印尼储量大、难开发的

低品位红土镍矿资源，在 OBI 岛建设一座湿法

冶炼厂，由掌握核心技术、具有成熟工业化应

用能力的中国恩菲提供技术，并承担设计和相

关工作。

项目一期工程包括选矿、冶炼、尾渣库、酸

厂、电厂、石灰石等工程，冶炼部分采用“高压酸

浸（HPAL）—氢氧化物沉淀”工艺生产混合氢氧

化镍钴产品，一期年处理红土镍矿约 330 万吨

（干基），镍金属产量约 3.7万吨，钴约 4500吨。

中国恩菲负责试验研发、工程设计、核心设

备供货、全厂控制系统、施工技术服务及投产

技术服务等工作。在工艺方案选择上，除了以

“成熟、可靠、安全、实用、节约”为原则外，中国

恩菲还充分考虑与下游新能源基础材料生产高

效衔接，打通了从资源到电池材料生产的工艺

路线。

在高压酸浸技术方面，中国恩菲在项目中采

用先进的三级预热+高压釜+三级闪蒸技术，蒸

汽循环利用率高，浸出率高，解决了高温、高压、

高酸性化学腐蚀和高固体磨蚀工艺环境中的关

键材料问题，开发了钛钯合金、钽合金等高性能

材料制备超大型预热器、高压釜、闪蒸槽，其中高

压釜直径 5.57 米，长 41.47 米，净重 850 吨。同

时，采用先进控制系统实现了高压酸浸工厂自动

控制和安全、稳定、连续生产。

在氢氧化镍钴沉淀产品生产技术方面，中国

恩菲采用自主开发的氢氧化钠沉镍钴专利技术，

避免了硫化氢沉镍钴技术存在的毒性高、控制难

等问题；解决了活性氧化镁沉镍钴的原料要求

高、成本高、产品镁含量高等问题，并成功开发了

转晶沉淀技术，使产品含水率由 73%—75%降到

50%—55%，生产消耗少、操作简单、大幅度提高

了生产工艺稳定性。同时产品与下游材料制备

高效衔接。

研发实力彰显行业责任

凭借对镍钴产业链的全面认识，中国恩菲

在低品位红土镍矿处理方面开发了红土镍矿高

压酸浸的多项核心技术，依托巴布亚新几内亚

瑞木镍钴项目，有效解决了“采矿—洗矿—矿

浆输送—冶炼”全工艺流程的工程技术衔接及

匹配难题，填补了国内多项空白。

在进一步降低投资的情况下，OBI项目再度

创造了建成最快、达到最快的世界纪录。

在自主核心装备方面，恩菲在核心装备或部

件方面逐步推行国产化，开发了一系列高效、节

能、技术可靠的材料和设备，有效节约项目投资，

既降低了设备成本，又保障了设备的性能，赢得

了能够保障现场施工的时间。

项目建设过程中，一期工程顺利推进，力勤

资源对湿法部分进行扩产，并增加硫酸镍、火法

冶炼、不锈钢等相关或配套工程，实现对 OBI岛

红土镍矿资源的全方位利用。

据了解，中国恩菲与力勤资源双方进一步加

强合作，先后签订了湿法二期、硫酸镍、RKEF火

法冶炼、湿法三期等一系列工程技术服务和核心

设备采购合同。OBI红土镍矿项目全部投产后，

将形成 6 条高压酸浸生产线、20 条 RKEF 生产

线、50 万吨电池级硫酸镍和 7 万吨硫酸钴精炼

厂、300 万吨不锈钢厂及配套 4200MW 燃煤电

厂、420 万吨酸厂、码头、宜居小镇的大型综合智

能制造产业园，将实现 1500 万吨低品位镍矿、

2600 万吨高品位镍矿的年处理量，镍金属产量

将超过 40万吨/年。

高压酸浸技术出马 低品位红土镍矿释放高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