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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故事

2 月 22 日，在北京市重点工程北京东六环

改造工程西线隧道现场，“京华号”盾构机顺利

通过地下最低点 59米。

盾构机是专门用于隧道掘进的工程机械，

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享有“地下蛟龙”“钢铁

穿山甲”的美誉。它犹如一条钢铁穿山甲，能在

山间、水底和城市地下钻出一条条隧道，既高

效，又安全。

2020 年 9 月 27 日，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铁建）研制的国产最大直径盾

构机“京华号”，在湖南长沙成功下线。这台盾

构机整机长 150 米，直径达 16 米级，总重量 4300

吨，是我国迄今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近年

来，中国铁建聚焦隧道施工、轨道交通等领域，

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自主研发不同型

号的盾构机，实现了我国盾构机从无到有、从进

口到出口、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量身定制 开挖断面超
200平方米

由首发集团投资建设的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

全长约16公里，其隧道盾构段约7.4公里，共设计了

两条隧道，每条隧道三层，开挖断面超过200平方

米，是一般地铁隧道的5倍，为整个项目的关键性控

制工程。

完成这样一项超级工程，需要一台盾构机，

而且必须是超大直径。

一台大型盾构机，重量超过 3000吨，零部件

超过 3万个，涉及电气、光学、力学、土木、机械等

众多学科，制造工艺复杂，其自主化程度直接反映

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技术水平和产业链完善程度。

较之常规直径、大直径盾构机，15米级以上

超大直径盾构机的系统集成更复杂，加工制造更

困难，可靠性要求更高，工程应用风险更大，一直

是国产盾构机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的薄弱领域。

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西线隧道掘进，将面

临 50 多个风险源。地上风险源密集、地下空间

环境复杂。针对项目所处的特殊地理地质条

件，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十

四局）与中国铁建重工集团（以下简称铁建重

工）联合多所高校院所，依托以往应用成熟的常

规直径、大直径盾构机自主设计与系统集成技

术，以及系统关键零部件设计和加工制造技术，

开始了共同研发首个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的历

程，并将其命名为“京华号”。

聚力攻关 突破多项高
精尖技术

如何让超庞大的盾构机实现高精度制造和

智能化施工，是研制“京华号”面临的最大挑

战。而且，在保证盾构机功能优越的同时，还要

确保运输的便捷性和经济性。“将超大超重的盾

构机部件，分解成合理的体积和重量，是生产设

计面临的另一大难题。”中铁十四局大盾构专家

陈鹏说，此外，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地质主要为

富水高密砂层，盾构机需要在该地层中独头掘

进 7.4 公里，工程对盾构机的可靠性及工程适应

性要求非常高。

设计之初，研发团队详细调研了国内盾构组

装能力、各种运输方式的能力，并借助三维建模优

势，在充分考虑结构可靠性和生产可行性的基础

上，结合实际运输能力，量身设计出了“京华号”。

“盾体分为前中盾和盾尾两大部分。前中

盾共分为 10 块，盾尾分为 4 块，刀盘分为 1 个中

心块、6 个刀箱和 6 个小边块，最大分块重量仅

250吨，符合现有起吊和运输要求。”铁建重工掘

进机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张帅坤说。

面对北京东六环入地工程地层水压高，且

盾构掘进距离长、磨损性强等难点，“京华号”对

整机的耐磨性及承压性进行了重点设计。

经过数月的艰苦攻关，研发团队针对大盾

构开挖、出渣、支护和精密制造等关键设计制造

难题，聚力突破了多项大盾构高难精尖技术。

“京华号”刀盘上，有近 400个硬质合金的刀

头，硬度媲美金刚石，优于国外同类产品。“‘京

华号’还首创了综合性常压换刀方案。”陈鹏说，

创新研发的伸缩主驱动技术，解决了硬岩地层

换刀难题，创新研制的常压换滚刀装置，消除了

带压换刀的风险隐患。

2020年9月27日，“京华号”在湖南长沙下线。

同步双液注浆 填补超
大直径施工空白

“京华号”一路掘进，一路创新。

城市内盾构隧道施工要下穿地上密集风险

源，因此需要将地表变形有效地控制在最小范

围内，降低对风险源的影响。“要想控制地层沉

降等，最关键的是盾构施工的注浆工艺。”中铁

十四局北京东六环项目盾构副经理孙长松说。

常规的盾构隧道施工同步注浆采用的是水

泥单液浆，存在凝固时间较长、流失量大、不能

及时有效控制管片上浮等缺点。

为此，“京华号”在研发和施工应用中，在国内

首创超大直径泥水盾构同步双液注浆技术。“历经

3 年的探索和实践，经过一年半的方案论证、试

验，充分应用了西南交通大学在本领域的前瞻储

备和铁建重工的制造经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陈鹏说，“京华号”实现了地面沉降的毫米级控制，

确保盾构施工对地面既有建筑的零扰动。

“施工中，与传统浆液相比，‘京华号’浆液固

结时间从8小时缩到1小时，并能快速达到有效强

度，形成对隧道的加固、地层的支撑。”现场技术研

究人员舒计城博士说，目前这一研究国内尚无先

例，世界各国也无完全成熟的研究成果。

经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等专家论证，“京

华号”同步双液注浆技术实践效果显著，科技含

量高，属国内首次，填补了我国超大直径泥水盾

构隧道同步双液注浆的空白。

截至 2022 年 2 月，“京华号”盾构机已掘进

至 1380 环，成型隧道 2760 米。除首创国内同步

双液注浆施工关键技术外，“京华号”还陆续攻

克了深基坑施工、盾构浅覆土始发、盾构机高风

险吊装、穿越多处敏感建筑物、长距离穿越高致

密砂层等 11项技术难题。

据悉，依托于北京东六环项目，“京华号”研发

团队已经瞄准机器人换刀、盾构机远程驾驶等前

沿技术，技术人员正尝试将施工过程与 5G技术、

智能等相结合，进一步提高盾构施工能力，助力中

国大盾构施工技术创新、管理经验迭代升级。

“京华号”盾构机：
一路掘进，一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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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职 5 年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铁建重工

集团（以下简称铁建重工）董事长刘飞香始终关

注着地下工程装备产业发展，积极为产业技术

创新、产业链完善、智能化升级建言献策。

国产最大盾构机“京华号”，直径达 16米级，

从设备研发制造到施工应用，每一个技术卡点

和关键节点，都有刘飞香刻厉攻坚的身影。

“京华号”的研发设计过程充满挑战，但铁建重

工团队，凭着十余年的技术积累，让困难指数陡然

平滑。“首次锻造1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不能掉以

轻心。设备要参建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意义重

大。”刘飞香坦言，这其中既有压力，也有底气。

刘飞香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研发团队持续 8

年专注超大直径盾构机研制，潜心攻关2900多个

日夜，攻克和掌握了围绕开挖、出渣、支护和超大

结构件精密制造等关键系统设计、制造技术。

近年来，随着城建、矿山、水利等隧道工程建设

规模和数量持续高速增长，政、产、学、研、用多方位

立体式的技术发展和核心技术突破，国产装备的整

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技术国际领先。

在刘飞香看来，随着高原铁路等国家战略性

重点难点工程开工建设，设备需要挑战超恶劣的

自然环境，应对超风险的地质条件，采用超常规的

设计施工方法，满足超大超长超深地下空间结构

施工要求，对高端地下工程装备的需求与日俱增。

“部分国产配套核心基础件可靠性不足，性

能指标不能满足设计要求，产品智能化程度有

待提高等问题，是今后亟待制造企业解决和攻

克的难点。”刘飞香说，像盾构机的一些核心零

部件，由于应用工况恶劣、制造工艺极其精密、

产品可靠性要求极高、规格尺寸巨大，对基础设

计理论、原材料、热处理、制造加工工艺、装配与

试验能力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

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

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不断推进，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升级已成为各国博弈的核心，科技创

新和产业转型面临新的方向选择和路径突破。

在产业升级的风口中，铁建重工从 2014 年开始

展开数字化转型，着力推进以研发

设计数字化、产品机器人化、制造智

能化、服务数智化、管理智慧化为技

术方向的数字化转型。

刘飞香代表：
用更智能的零部件助盾构产业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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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北京城市副中心地下 59 米处，中铁十四局建设

者正在有序忙碌。

“‘京华号’盾构机已掘进 2700 多米，第三方监测数据显示，

地表沉降量始终控制在 2毫米以内，管片上浮量也始终控制在 10

毫米以内。”在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操作室内，盾构机长黄鲁自豪

地说。

在掘进过程中，随着“京华号”盾构机的推进，两种浆液在盾

尾后方混合，通过 8个注浆口，快速注入管片壁后的环形间隙，仅

10多秒就成为胶凝状，并在短短的 30分钟内就形成早期强度，为

隧道管片提供更加坚固的“金钟罩”。

这是国内首次应用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同步双液注浆关

键技术，为了这项成果，中铁十四局建设者联合铁建重工、高校等

已经开展了 3年的探索与研究。

2020 年 9 月，搭载了同步双液注浆系统的国产首台 16 米级

超大直径盾构机“京华号”下线。与此同时，在反复的方案论证和

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关于超大直径泥水盾构同步双液注浆关

键技术的研究，正在北京东六环驻地西北角的实验室全力推进。

“围绕同步双液浆基础材料、配合比、注浆工艺参数等技术难

题，我们前后共进行了上千次的室内试验、近百次的室外试验。”

回忆起当时的日子，现场技术研究人员舒计城博士用“循环往复”

来形容。

“试验过程中，一个小数值的变动都会影响试验效果。”舒计

城回忆，为遴选出性能较优的基础材料，他们从全国乃至国外选

取了 20 余种产品作为双液浆的基本材料，并对它们的性能指标

进行试验。

这种精益求精的创新精神还体现在对浆液胶凝时间的控制

上。“两种浆液混合后，会产生一个胶凝反应。而这个胶凝状态，

既要具有良好的扩散性能，又要避免堵管。”舒计城解释说，就是

固结得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通过反复试验，研发团队将胶凝时间控制在了 30 秒。为追

求更优的效果，研发团队随后提出，把时间控制在 10秒左右。功

夫不负有心人。4个月后，4组胶凝时间控制在 10 秒—12 秒的最

优配合比被确定。

配合比有了，怎么直观地验证数据的有效性？为更加真实地

模拟盾构机在地下掘进时同步注双液浆的机理，并在始发之前对

注浆系统全环节进行实操检验，他们大胆提出了开展“双液浆原

型试验”的想法。

他们选好原型试验段，利用钢板和亚克力板定型制作双液注

浆套筒，并发明了一种同步注入双液浆原型试验装置，在双液注

浆时，观测注浆量、注浆压力、浆液种类等方面对注浆效果等方面

的影响，对浆液的配比进行验证。

“这又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创新之举。”中铁十四局北京东六环

项目盾构副经理孙长松说，“在试验过程中，我们设置了 3 个断

面，每个断面都设置压力传感器，在同步双液注浆过程中，对盾尾

的孔隙水压力和土压力进行监测。”

盾构机 24小时施工，研发人员也会围绕浆液流动状态、监测

数据等进行全过程观测。根据原型试验，结合试验效果，他们对

注浆孔布设、配比参数进行了及时调整。

“京华号”盾构机正式掘进后，研发人员对 200米试验段进行

了实时监测。根据第三方监测结果，同步双液浆的有效性得到了

验证。

“相比单液注浆，管片上浮得到有效控制，且随工艺的优化，

上浮范围还在收窄。”2021年 9月，经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等组

成的专家组认定，该技术填补了我国超大直径泥水盾构隧道同步

双液注浆的空白。

目前，依托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运用的同步双液注浆技术，

项目正全面形成各项成果，已申报发明专利 6 项、实用新型 3 项，

技术论文 2篇。

“我们还将继续开展相关的研究，并应用于更多的超大直径

盾构隧道，进而推动国内盾构施工技术的发展。”完成了该项技术

的舒计城又有了新的方向。

上千次试验

造就隧道管片超强“金钟罩”

大型盾构机制造工艺复杂，其自主化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技术水平和产业链完善程度。应用于

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的“京华号”集多项大盾构高难精尖技术于一身，整机长 150 米、直径达 16 米级，刷新了

国产盾构机的直径纪录，标志着我国盾构机研发制造水平的又一次跃升。

2020年 9月27日，我国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京华号”在长沙下线。 新华社记者 戚晓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