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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应用于青藏

高原多个高速公路建设、

公路养护维修。据不完全

统计，取得经济效益累计

189.69亿元。

189.69 亿元

2021 年 ，全 球 首 条 多 年 冻 土 高 速 公 路 共

（和）玉（树）高速公路通车 5年。这条全长 635公

里、设计时速 80公里的高速公路，多年冻土区路

段达 227 公里。运营 5 年，青海省交通运输厅评

价：“首次将多年冻土地区道路工程病害率控制

在国际 1/5以下。”

多年冻土，是青藏高原建设高速公路面临的

最大技术难题。与铁路道砟散热相比，冻土公路为

全断面吸热。长期监测表明，高速公路宽厚沥青路

面吸储热更是倍增，占全断面总吸热90%以上。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这片被称

为“世界屋脊”的土地，高海拔多年冻土区域面积

达 150万平方公里。

要想在青藏高原建设高速公路，必须攻克多

年冻土。不久前，“青藏高海拔多年冻土高速公

路建养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穿越青藏高原 150 万平方公里高海拔多年

冻土，实现西藏与祖国内地高速公路直通，对“一

带一路”南亚大通道建设、“交通强国”及稳边固

疆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青藏高原新建高速公路，将面临宽幅路

基、厚黑沥青路面强热边界对冻土的‘宽厚黑热

毯’作用，大断面桥隧对冻土的强热扰动，工程灾

变风险是普通公路的 3 倍以上。”项目第一完成

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高寒道路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任、高原冻土国家野外站负责人汪双杰

说，青藏高原高海拔多年冻土温度高、热敏感性

强、升温退化剧烈，冻土融沉及恶劣环境导致沉

陷、失稳、开裂等工程病灾害，呈现隐蔽性、长期

性、突发性。

在青藏高原建设高速公路，突破冻土高速公

路融沉防控理论与方法，攻克大尺度工程构筑物

融沉防控、高原大温差厚层沥青路面建养等关键

技术，这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没有技术先例，是世

界性技术难题。

“已有青藏二级公路及铁路，采用的被动保

护与主动冷却结构，在高速公路直接应用面临失

效的风险。”项目完成人之一、中交第一公路勘察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一公院）副

总工程师、高寒道路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陈建兵说，传统保温和冷却技术的作用范围与强

度，难以控制大尺度高速公路强热边界下的均匀

导冷和冻土地基整体升温。

如何把宽幅路基对冻土的扰动、厚黑沥青路

面加给冻土的热量隔离开，不让冻土吸热？2008

年起，国家先后投资 1.5亿元，设立 14项课题，13

家单位历时 12 年联合攻关，自主创新研究高海

拔多年冻土高速公路建养关键技术。

把“宽厚黑热毯”与冻土隔离开

2011 年 5 月，国务院提出构建“一纵一横两

联”“生命线”公路通道，共玉高速公路开工建设，

历时 6年建成通车，从西宁至玉树通行时间从原

来的 16小时缩短至 8小时。

共玉高速为国家高速 G0613 西宁至丽江公

路在青海境内的重要路段，是一条集历史、地理、

人文、生态为一体的绝美风景线，更是青藏高原

多年冻土区建设的首条高速公路，被称为“三高”

公路，即高海拔、高寒、高速。

“青藏高海拔多年冻土高速公路建养关键技

术及工程应用”项目成果在这条“三高”公路建设

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项目成果还应用于青藏

高原多个高速公路建设、公路养护维修。据不完

全统计，取得经济效益累计 189.69亿元。

东起青海省西宁市，西止西藏拉萨市的青藏

公路，是 5 条进藏路线中最繁忙的公路。全长

1937 千米，为国家二级公路干线，路基宽 10 米，

坡度小于 7%，最小半径 125 米，最大行车速度 60

公里/小时，全线平均海拔在 4000米以上。

此前，由于冻土引发的病害，青藏公路 5—

10年需要大修一次。

应用“青藏高海拔多年冻土高速公路建养关

键技术及工程应用”成果维修养护后，2008 年至

今无大修，节约投资 10亿元。

“如今，行车速度提高近一倍，车辆周转期

缩短 50%，减少燃油消耗 10%以上，每年可节约

燃油、车辆保修、大修及缩短车辆周转时间等

费用 19170 万元左右，并减少了事故的产生。”

刘戈说。花大高速公路起于果洛藏族自治州

玛多县花石峡，终点在该州大武镇。为减少对

高原多年冻土的侵扰，花大公路架设“金隧银

桥”避让阿尼玛卿生态脆弱区。位于青海果洛

藏族自治州玛沁县的雪山一号隧道，双洞总长

9065 米，平均海拔超过 4400 米，施工最高海拔

达 4800 多米，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速公

路隧道。

雪山一号隧道穿越大面积的季节性冻土层

和永久冻土层，其冻土层属于冰川融化后石块和

泥土的堆积物。建设采用“青藏高海拔多年冻土

高速公路建养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相关技术，

保持了冻土的稳定，阻止了山体随气温变化而融

化或塌陷。“项目采用隧道三层衬砌结构，取消系

统锚杆，节省工程投入约 176.4万元；减少防寒泄

水洞设置约 695 米，节省工程投入约 868.8 万

元。”刘戈说。

目前，这项成果正应用于青藏高速公路规划

设计、东西部多年冻土公路的升级改造，以及中

巴喀喇昆仑公路建设。

取得经济效益累计189.69亿元

◎本报记者 龙跃梅 通讯员 兰梦媛

2010 年，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震后生命

线——共玉高速公路紧急上马。“尺度效应理论

证实，普通公路病害整治技术已无法满足大尺度

高速公路工程结构 50 年设计要求。”陈建兵说，

高速公路全线穿越冻土区占路线总长的 36%；桥

梁和隧道（单幅）长 39.2 公里，占路线总长的

11%，鄂拉山隧道和姜路岭隧道是我国首次设计

建设的多年冻土区公路隧道。

中交一公院寒区中心副主任刘戈介绍说，冻

土路基横断面吸热是造成多年冻土能量失衡、引

发融沉的主因。二级公路因窄幅路面及边坡吸

热在多年冻土层发育“融化盘”；铁路因道砟散热

及边坡吸热在路基内发育“融化夹层”。而高速

公路则因路基、路面结构尺度的加大，引发规模

换气、遮盖、传导攻克冻土消融

“我们在全国率先开展固体矿产数字勘查，

实现了矿产勘查从普查到详查、勘查全过程数字

化。”日前，在贵州省地矿局举办的“数字勘查”媒

体见面会上，该局首席科学家周琦言语之间透着

自豪，“过去野外地质矿产勘查工作数据采集较

为落后，都是人工野外作业并采用手工整理和记

录，现在要改变落后面貌，实现它的数字化转型，

我们第一步做的就是数字勘查。”

为破解长期以来地质勘查数字化转型难题，

贵州在国内率先开展数字勘查，推进地质工作与

大数据融合发展，实现了地质勘查全过程数字化。

“亚洲第一”带来的数字化命题

我国是锰矿石和锰系材料的消费大国，每年

有 70%的锰矿需要从国外进口，锰资源十分紧

缺。过去，贵州找矿，沿用的是苏联科学家在 20

世纪 40年代提出的沉积型锰矿找矿理论。

从 2005 年起，贵州省地矿局以周琦为首的

103 地质队找矿团队立足贵州锰矿成矿条件，在

大量野外考察、勘查的基础上提出“古天然气渗

漏沉积成锰”成矿理论。

依据这一新理论，贵州在铜仁探明普觉、高

地、道坨和桃子坪 4个世界级超大型锰矿床和中

国第一个特大型富锰矿床，实现我国锰矿地质找

矿有史以来的最大突破。

贵州由此成为全国最大的锰资源基地，锰矿

石资源储量跃居亚洲第一，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国

家锰矿依赖国外进口的局面。

不过，在传统的矿产勘查中，地质填图、钻孔

编录、计算制图等无一不是靠纸质记录。繁琐、

低效，成为制约地质勘查工作发展的瓶颈。

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

贵州的大数据发展如火如荼。是否可以利用大

数据的红利，让地质勘查搭上数字化的快车道

呢？这成了摆在贵州省地矿局党委书记、局长付

贵林面前的一道新命题。

为此，从 2016 年起，在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的

支持下，贵州省地矿局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吴

冲龙教授团队合作，开始了数字勘查的探索。

数字化颠覆传统矿产勘查模式

“数字勘查”第一步是勘查的全过程数字化

和信息化。

这就意味着，原先以纸质的方式来留存的各

种地质数据和资料，都要按标准录入数据库，为

后续的图件编绘、综合研究和储量估算提供数据

支撑。

面对新的数据采集方式，一开始，很多人不

习惯。贵州省地矿局通过集中培训、野外现场演

示等方式，让一线技术人员熟练掌握数字勘查技

术。

周琦到矿区现场指导，他鼓励大家大胆尝

试。“野外数据采集就像修房子，首先要打好地

基。数据录入完整，地基牢固才能在上面建成高

楼大厦。”

“今后不用带笔和纸到现场了。”在矿区现场，

年轻的技术骨干沈红钱用平板电脑给大家演示，

“平板电脑里，数据编录不重复，只要填写一张表

格，其他表格中相同的内容便自动更新……”

更为重要的是，数字化之后，数据计算、绘

图、建模都不用人工了。沈红钱的演示，让大家

深受震撼：数据经电脑自动计算分毫不差。更让

大家称奇的是，原本需要手工一个月才能完成的

图纸，在平板电脑里，一个上午就完成了，而且很

精确。

原来，吴冲龙教授带领的团队研发的固体矿

产勘查信息系统，其编图子系统可完成对勘查区

地形地质图、钻孔综合柱状图、勘查线剖面图、矿

体投影图、资源量估算图等各类图件和表格的自

动化编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对此，身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矿信息系

统研究所所长的吴冲龙解释说，通俗地说，数字

勘查就是实现勘查全过程“无纸化”操作。“我们

把地质工作的海量数据转化为计算机能够重组

管理、统计和定量分析的内容，使之数据化、信息

化……”

矿产勘查过程实现无纸化

数字勘查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运用各种探

矿手段、综合分析勘查数据来查明工业矿床。其

中，在勘查数据基础上进行成矿预测是数字勘查

的关键和难点之一。

一开始，不管用什么手段，“三维模型”始终

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如果不攻克这个技术难题，

成矿预测就无从谈起。

“数字勘查的三维建模之后，我们可以准确计

算出这个矿床的资源量，它有没有断层和被破坏，

它距离地表有多深，周围有哪些介质，包括不同矿

石类型的空间及品位分布，都能看出来。它就像人

去做一次CT或者核磁共振一样。”周琦说。

为攻克技术难题，年过七旬的吴冲龙带着技

术骨干深入贵州的勘查现场，查找问题症结。经

多次试验操作，一个漂亮的三维模型终于出现在

电脑上。

由此，贵州省地矿局开始将矿产数字勘查技

术运用到全省重点矿产资源大精查之中，开始初

见成果。今年 7月，松桃高地超大型锰矿床提交

富锰矿石资源量 7535.15 万吨，锰平均品位为

25.64%，是我国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个超大型富锰

矿床。

这仅仅是数字勘查的“牛刀小试”。

如今，经过两年多的摸索，贵州省地矿局与

吴冲龙教授团队合作研发出一套固体矿产数字

化勘查体系，成功实现了矿产勘查过程中无纸化

的流程。

接下来，贵州省地矿局将紧紧围绕“四新”主

攻“四化”战略，充分利用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等的

机器学习方法进行数据挖掘，构建“全体数据+

三维结构+挖掘模式”的成矿预测新模式，形成

在全流程中顺畅流转的勘查大数据链，为成矿预

测和圈定找矿靶区提供智能化决策依据，助推贵

州高质量发展。

全过程数字化勘查 让精准探知地下矿藏不再难
◎通 讯 员 詹海燕 田牛强

本报记者 何星辉

远大于前两者的“融沉盆地”。

共玉高速沿线大量分布全球独特的极不稳

定高温多年冻土，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复

杂。沿线因多年冻土复杂，高温高含冰量路段占

比大，热稳定性差等特点，致使在其基础上建设

道路结构尺度 3—5倍于一般等级公路和铁路时

面临着极大的冻土热融风险。

如何避免建设引发的冻土消融？

汪双杰介绍，中交一公院采用“导冷”——热

棒路基，“阻热”——黑色防护网遮盖工艺、XPS

隔热板路基，“调温”——通风管路基、片（块）石

路基等技术手段，攻克工程作用下冻土消融这一

世界性技术难题。

“项目建立的大尺度路基融沉防控能量平

衡设计理论与方法，国际冻土工程专家认为是

重大创新成果，只要措施得当、质量控制到位，

完全能够实现冻土融沉由国际 100 厘米以上降

至 20 厘米以下。”陈建兵说，为有效平衡高速公

路的“热毯作用”，项目还发明了冷量智能调控

的弥散式通风路基等 4 类 12 种热能量导、阻、调

路基结构。

项目创建了我国独有的高海拔多年冻土公

路建设养护技术体系，实现关键技术与施工方法

自主创新，占领冻土高速公路建设技术国际前

沿，使冻土高速公路沥青路面吸热减少 12%、裂

缝减少 30%，并在海拔 4300 米青藏高原成功铺

筑 830公里沥青路面。

项 目 成 果 获 国 际 冻 土 协 会 高 度 评 价 ，其

2017 年度报告指出“共玉高速公路成功建设，树

立了国际冻土工程新的里程碑”。

攻克冻土消融难题攻克冻土消融难题
在青藏高原修条在青藏高原修条““三高三高””公路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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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卢力媛 记者王春）2021 年 12 月 22 日，世界首条 35 千

伏公里级超导电缆示范工程在上海正式投运。这是国内新型电力系统建

设领域一项重大核心技术突破，标志着我国超导输电应用迈入全球领先

行列。

35 千伏公里级超导电缆示范工程位于徐汇商业核心区，联结两座

220千伏变电站，总长 1.2公里，额定电流 2200安培，额定容量 133兆伏安，

采用全程排管敷设工艺，是目前世界上距离最长、输送容量最大、全商业

化运行的 35千伏超导电缆输电工程。

作为国家电网与上海市共同开展的科技产业战略合作成果之一，该

示范工程由国网上海电力承建运维，项目自 2016 年启动酝酿至全线投

运，历时 5年多时间；工程主体部分于 2020年 4月开工，历时一年半完工。

超导输电是当今电力行业最具革命性的前沿技术之一。其原理是在

零下 196摄氏度的液氮环境中，利用超导材料的超导特性，使电力传输介

质接近于零电阻，电能传输损耗趋近于零，从而实现低电压等级的大容量

输电。

“一条 35千伏超导电缆相当于传统 220千伏电缆的输送容量，可以替

代 4—6条相同电压等级传统电缆，较以往可节省 70%的地下管廊空间。”

国网上海电力总工程师谢伟介绍说，“这种传输效能和空间经济性上的显

著优势，使得超导电缆非常适用于将大容量电能直接输送到寸土寸金的

城市中心区域。”

高温超导电缆具有损耗低、容量大、体积小、无污染等优点，超导电缆

的落地应用，有效解决了窄通道大容量输电的难题，有助于消除负荷热点

地区的供电“卡脖子”现象，为城市电网今后的升级改造提供了一种全新

的解决方案。

当前，全球范围内较长距离高温超导电缆的实用化、商用化进程正在

加速，已有多组长距离高温超导电缆并入实际电网运行，主要集中在美

国、日本、韩国、德国。此前已投运的最长高温超导电缆位于德国及韩国，

全长约为 1公里。但是从 1公里到 1.2公里要解决一些瓶颈才能实现。

此次示范工程的成功投运不仅开创了公里级超导电缆在全球城市核

心区域的应用先例，同时也在核心的材料、技术和装备上实现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从最关键的超导材料，到电缆结构、关键部件，再到顶管敷设，都

是上海自主创新的成果。

35千伏公里级超导电缆投运

兼具高传输效能和空间经济性

2021 年 12 月 30 日，记者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获悉，由仲恺农业工程

学院与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芭田股份）联合研发

的芭田有机无机Ⅲ型系列肥料产品，自 2021年 6月上市以来，累计销量已

超过 3万吨，销售额超 1亿元。

据了解，芭田有机无机Ⅲ型系列肥料产品应用的核心技术为“一种高

浓度赖氨酸发酵废液制备有机碳肥的方法”。该专利技术自 2016 年 3 月

起，在芭田股份和其子公司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进行产业化实施，

形成了黄金系列、甜美系列、包膜系列、有机无机等多个系列产品，主要应

用于果菜、叶菜、果树、块根块茎等作物相关领域。截至 2020 年，该成果

的应用单位已达到 600 多家，遍及全国 20 多个省、自治区，建立起了成熟

的产品销售网络。

随着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肥料行业的绿色发展、高质量发

展已成为大势所趋。该专利提供的方法可以有效络合废液中的氨基酸、

蛋白质等大分子和水不溶物，显著提高废液沉降效果，改善有机碳肥品

质；废液上层液体中的小分子有机质，可作为有机碳肥液体肥与其他营养

物质复配，给作物提供更营养、更容易吸收的水溶性复合肥等。

基于以上优势，应用该专利的相关产品获得了众多荣誉称号。早在

2017年，该专利就以“生物质固废生产肥料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项目形

式获得了 2017年度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一等奖。此外，项目团队

近期还委托广东省石油和化工协会对本专利技术进行了科学技术成果鉴

定，鉴定结果为该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该专利相关产品累计产量超 40 万吨。其

中，应用了该专利技术的芭田有机无机Ⅲ型系列肥料产品，自 2021年 6月

上市以来，销量已超过 3万吨，销售额超过 1亿元。

这些喜人的成绩背后，离不开产学研的深度合作。2014 年，芭田股

份的研发团队联系到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的研发团队，针对“一种高浓度赖

氨酸发酵废液制备有机碳肥的方法”的研发工作，双方正式成立产学结合

项目团队。其中，由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院长舒绪刚带领的

高校团队，主要负责前期实验室小试、工艺优化以及技术开发等工作。芭

田股份的企业团队，则侧重于专利技术后期的应用转化与生产销售。

经过双方将近 2年时间的通力合作，2016年起，包括芭田有机无机Ⅲ

型系列产品在内的该专利相关产品陆续问世。收获了广大用户好评的同

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不断提高。

肥料废液中深挖“营养品”

这个产品半年销售额过亿

2021 年 12 月 22 日，世界首条 35 千伏公里级超导电缆在沪投
运，图为超导电缆终端。 新华社记者 丁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