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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快

讯7 月 1 日，世界上首座跨度超千米

的公铁两用斜拉桥——主跨 1092 米的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通车运营，这也标

志着世界公铁两用斜拉桥主跨将迈入

“千米级”时代。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创下多项“世

界之最”，这其中，我省企业和高校广泛

参与，刻下“江苏烙印”。大桥建设中用

了大量的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和新

工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这座桥

成为一座创新之桥、科技之桥，更成为

一座检验江苏智造的实力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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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强度斜拉索堪比全球
“最硬的鳞”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南起苏州市
张家港市、北至南通市通州区，桥址处
靠近长江入海口，江面宽达6公里。

纵观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一根根缆索组成的斜
拉索，每一根缆索都在牢牢地“拉”住
混凝土桥面。“大桥的跨度大，荷载重
量大，对钢梁和斜拉索的要求非常之
高。”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裁、总工程师刘礼华告诉记者，法尔
胜泓昇集团联合合作单位，经过长达
4 年的研发，找到了最佳材料配方和
工艺，最终生产出了直径 7 毫米的

“最硬”钢丝，单根钢丝可吊起 5 辆家
用汽车，为大桥提供了 2000 兆帕的
超高强度斜拉索，刷新了国内斜拉索
承载力纪录。

“2000 兆帕的钢丝我们从未生
产过，这种直径为 7 毫米的超高强度
钢丝在世界上还是首次应用，充满挑
战性。”刘礼华说，单根钢丝需要同时
保证扭转、缠绕等 16 项指标全部满
足要求，在当时国内没有任何经验可
借鉴。强难之下，法尔胜泓昇集团利
用江苏的制造业优势，联合在江阴的
企业“兴澄特钢”做原料，先做钢丝后
做缆索。

“钢丝强度有一个理论极限，达到
2000 兆帕基本接近理论相对高度。”
刘礼华表示，钢丝从 1770 兆帕变成
1860 兆帕，仅仅是工艺上的突破；而
1860兆帕到2000兆帕，则是原则性
的技术包括炼钢技术、拉拔技术及专
利上的突破。通过一次次试制、试验、
检测及分析，不断地反馈问题、解决问
题，通过对上百项工艺参数进行调整、
摸索、验证，一步步提高各项性能指
标，经过长达6年的努力，法尔胜泓昇
集团最终开发出满足沪苏通长江大桥
的超高强度钢丝。

世界最高强度缆索的使用，使整
个大桥在同样载荷的情况下，减少了
用钢量和用索量。除此之外，这些缆
索还有多项自主创新，据刘礼华介
绍，缆索的涂层采用镀锌铝稀土，耐
腐蚀寿命长，单根缆索长度达到了
576 米，在世界上排名第一；全球首
创智能索技术，在缆索内部放置光纤
24 小时监测缆索受力；在缆索领域
已做到全球领跑。

主塔最高沉井最大，创下两
项世界纪录

斜拉索拉起桥面，最终需要通过
大桥的索塔承压受力。斜拉桥跨度越
大就要求索塔建筑高度越高。沪苏通
长江公铁大桥主跨为 1092 米，主塔

高度就随之攀升到 330 米，相当于
110层高楼，为世界最高公铁桥主塔。

高耸入云的主塔给施工带来了
不少难题。对于混凝土而言，强度越
大，标号越高，意味着黏度越大，就像
很稠的粥，流动性差，难以泵送至高
空；在普通的工程环境，混凝土洒水
养护、保温、保湿相对容易，混凝土抗
裂容易得到保证，但这些在 330 米的
高空中难以实现。

为提高主塔的稳定性及塔柱的
抗扭刚度，施工人员通过调整配合
比，研究出了一种新型混凝土，一举
解决了泵送难、不抗裂等难题。但如
何将大体积的混凝土泵送到百米高
空，又怎样提高混凝土的抗裂性能，
也需要技术上的突破。江苏苏博特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通过数百次的试验，创新研发出
减小收缩的功能型混凝土外加剂，攻
克了“高强大”体积混凝土收缩开裂
的国际难题，为超高主塔的建造提供
了有力的保障。

1092 米的跨度和 330 米的主塔
高度为大桥的建设带来不少难题，要
想“跨得稳”，就要“立得住”，主墩钢
沉井就是这一“跨”的关键所在，必须
沉的很深。中铁大桥局副总经理、沪
苏通长江公铁大桥项目部经理罗兵
介绍，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沉井基础
长 86.9 米，宽 58.7 米，高约 110 米，
平面面积相当于 12 个篮球场，是目
前世界上体积最大的水中沉井基础，
要将这些“定江神针”精确地沉入江
底绝非易事。

施工过程中，大桥项目部请来无
锡研究深水探测的中国船舶第七〇二
研究所，利用水下机器人进行沉井封
底前的基底探测。中国船舶第七〇二
研究所所长何春荣表示，基底探测在
沉井施工过程中可判断下一步施工是
否达到要求；通过水下机器人的视频
探测和声呐扫描，施工方可直观地看
到水底情况，准确测量出淤泥的高度、
厚度，发现水底障碍物，为井孔内精确
抓泥、高压射水，清除沉积江底数百米
的障碍物提供了科学的数据支撑。

东大自创自平衡测桩技术
“四两拨千斤”

万丈高楼始于垒土，桥梁建设也
是如此，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同样少
不了稳固的地基基础。沪苏通长江公
铁大桥桩基础承载性能以及设计参数
指标的确定也是应用的“江苏技术”，

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龚维明教授团
队早在 2014 年就前往大桥选址处，
通过其自主研发的“深基础自平衡法
承载力测试成套技术”，成功解决了沪
苏通大桥桩基础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
超高吨位、超大尺寸、超长埋深、复杂
环境下承载力测试难题。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全线地基
土体偏软，桩基础打到什么深度，既经
济又安全，很考验我们的技术。”龚维
明告诉记者，现场地下 200 多米处才
出现岩层，桩基础合适的持力层选择
不仅关系到基础建造成本和施工难易
程度，更直接决定了桩基承载安全性
能。通过团队研发的“自平衡测桩技
术”，将自主知识产权的“荷载箱”埋设
在桩身一定深度的“平衡点”位置处，
实现大吨位桩基承载力“四两拨千斤”
式的精确测试，并进一步得到桩基础
设计所需的参数指标。

龚维明介绍，应用该项技术，还
可使承载力测试时间由传统的一个
多月缩短到几天。据悉，该技术已被
国内外 500 多家企业应用于国内 32
个省市以及 15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 12000 多个工程，解决了重大
工程深基础承载力测试的技术难题，
并创造了多项世界测试纪录，目前在
建的南京五桥等桥梁工程也应用了
这一技术。

通车后，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已
实现5G信号全覆盖，这也是全国首座
使用 5G 漏缆实现信号覆盖的高铁大
桥。据介绍，大桥公路面将采用华为
5G新型微站覆盖，铁路面采用中天新
型5G泄漏电缆覆盖，引桥部分采用南
通铁塔建设多座超高铁塔站点进行补
充覆盖。相比公路面，铁路面无线通
信的覆盖更难更复杂，中天科技通信
产业集团总裁沈一春介绍，高铁车体
损耗大，对漏缆系统损耗、频率兼容性
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中国铁
塔—中天科技联合实验室对大桥覆盖
要求和漏缆整体系统损耗做了详尽分
析，采用渐变分频技术，使整体信号覆
盖均匀，创新开发了新型5G漏缆。

中铁大桥局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
项目部常务副经理查道宏表示，目前
5G 信号全覆盖的大桥能满足用户高
速上网、高清语音通话、VR/AR 等 5G
应用，同时可升级 SA 网络，实现低时
延、大连接等工业物联网应用，届时，
大桥将成为一座真正的智能化桥梁。

本报记者 张 宣 王梦然
视觉中国供图

如何让 21 世纪最具颠覆性的“新
材料之王”石墨烯广泛应用于农业？在
江苏，多方人士不断进行着讨论和实
践。6 月初，石墨烯农业科技推广联盟
在南京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示
范园区揭牌。未来，联盟将作为“红
娘”，为石墨烯与现代农业“做媒”。

石墨烯是一种单层碳原子层构成
的蜂窝状晶格二维原子晶体，理论厚度
仅为0.34纳米；是人类已知强度最高、
重量最轻、韧性最强、透光率最好、导电
导热性最佳的材料。近十年来，石墨烯
的产业化发展正在不断加快。

那么，在农业中能不能有效利用石
墨烯？2020 年初，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委员吴沛良在前期调查走访的基础上
提出：“以石墨烯为新能源，掀起一场

‘温室大棚革命’”。他建议将成熟的石
墨烯技术应用于农业领域，进一步推进
农业转型升级。

建议初衷，还要从现代农业面临的
困境讲起。冬天里吃上新鲜蔬菜已经

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在长三角地区，反
季节蔬菜的种植，要求温室最低温度不
低于 16 摄氏度，这就需要大棚里采用
增温装置。但目前的供暖措施主要采
取天然气，除铺设安装天然气管道、锅
炉需要花费大量资金，每年使用天然气
也要花费大量资金。吴沛良看到的现
代农业发展困境是：“当前温室大棚遇
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原有的煤锅炉采
暖方式，因环境污染而被禁用。改用天
然气或电，因成本高难以推广，迫切需
要新能源替代，达到节能环保、增产增
收的目标。”

在吴沛良认为，将石墨烯用于设
施农业，制成石墨烯电热膜，如放在
温室大棚上应用，不仅可以解决目前
大多温室热源采用热风炉、采暖炉或
电热线等导致的耗能高，污染大，稳
定性差、成本高等问题，还可以利用
石墨烯电热转化率高、远红外直接增
温 等 特 点 ，为 设 施 农 业 节 约 能 源
30%—50%，同时有效增强光合作用

促进农作物生长。
“综合国内外研究，土壤中适当添

加石墨烯纳米材料，有利于种子萌发及
幼苗生长，有利于提高作物产量及品
质。肥料中添加石墨烯纳米材料，能增
加土壤的黏粒含量，改善土壤质地。”

我省盱眙的江苏科暖热能科技
有限公司，在家庭采暖领域已经小有
成绩。在看到吴沛良的建议后，对石
墨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公司创始人
阮春波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告
诉记者，运用石墨烯进行热能转换，
经过测算，一度电可以获得 3600 大
卡的热能，应用在农业中，可以有效
降低能源消耗。将石墨烯先搬进农
业大棚，江苏绿港现代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计划拿出 4 个大棚，交由阮春波
设计施工，安装石墨烯采暖设备。目
前，根据现有数据参考，建设完成后，
这四个大棚的能耗费用将比使用天
然气时降低三分之一。

在吴沛良的思考里，让石墨烯最新

研究成果尽快在农业领域落地生根还
需要政策加持。他建议建立专门从事
石墨烯农业应用的新型研发机构，跟踪
研究国际最前沿技术，集成国内外石墨
烯农业研究成果，并进行产业化开发应
用；组建成立石墨烯农业科技推广联
盟，建立石墨烯农业科技新产品展示中
心；此外，还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政策，
把石墨烯的农业研发应用列入重大农
业科技项目予以支持，并组织联合攻
关。对新研发的应用成果，建立一批试
验、示范基地，对已经成熟的技术如石
墨烯电热膜用于温室大棚，畜禽水产工
厂化养殖等项目列入农业补贴项目，予
以加快推广。

如今，石墨烯农业科技推广联盟已
经顺利成立，未来将把从事石墨烯研发
的科研院校、制造企业、推广部门以及
相关农业经营主体用户联合起来，形成
石墨烯农业科技研发、生产、推广、应用
各方合力推进的工作机制。

本报记者 胡安静

专家建言将石墨烯用于农业生产

借力新能源，掀起“温室大棚革命”
近日，省科技厅组织中国工程

院陈温福院士、胡培松院士等 9 位
专家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耐
盐水稻新品种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
研究”系列课题进行了验收，专家组
一致认为该项目为沿海滩涂和内陆
盐碱地提供了水稻品种和技术支
撑，对沿海滩涂资源综合利用、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截至目前，项目累计收集各类
水稻种质资源近 2 万份，筛选耐盐
种质 1600 余份，获得水稻耐盐新
基因11个，建成水稻耐盐种质资源
数据库 1 个；形成 2‰-3‰的盐碱
地亩产 600 公斤以上，3‰-6‰盐
碱地亩产 450 公斤以上的栽培模
式。项目成果在江苏、山东、吉林含
盐量 3‰左右改良沿海滩涂和内陆
盐碱地大面积应用，亩产量超过
400 公斤，主要品质达国标 3 级以
上，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蔡姝雯

我省耐盐水稻新品种
选育技术取得新进展

日前，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智能制造技术研究所（江苏集萃智
能制造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在南
京召开智能产品接洽会暨技术需求
对接会，发布三款智能科技产品，其
中的主打产品“高端协作机器人”打
破国外技术垄断，将高端技术国产
化；来自智能制造领域的 120 多家
企业及协会出席“抢”订单。

喷涂、点胶、焊接、码垛、锁螺
丝⋯⋯对接会现场把舞台留给了

“轻型协作机器人”，5 台由集萃智
造研发的“协作机器人”一字排开，
各司其职，其灵活度和速度令人应
接不暇。“协作机器人最大的特点
就是拥有高效的传感器、智能的控
制技术和最先进的软件技术集成，
确保人和机器人之间无需防护栏
就可安全合作，也可以不限定地点
和任务灵活地协作。”江苏省产业
技术研究院智能制造技术研究所
产品研发中心总监卢钰说。

他介绍，现场展示的机器人机
体采用铝合金、ABS 塑料材质，外
形设计为 6 自由度旋转关节，可实
现任意角度灵活操作。性能方面采
用高灵敏度的电流检测系统和感知
系统，能实时测量外界的扰动，碰撞
后响应延迟时间小于 0.1 秒；有效
负载 3 到 10 公斤、而自重仅有 12
到28公斤，目前该系列已推出三款
轻型协作机器人。

轻型协作机器人“聪明”的秘诀
在哪？卢钰解释，协作机器人利用
双目视觉与红外传感器，辨识和判
定人与机器人在逐渐接触之前的接
触状态，通过采集关节电流频率检
测判定是否碰撞，利用视觉场景感
知与碰撞电流信息融合判定碰撞是
软接触还是事故碰撞。截至目前，
集萃智造的协作机器人主要用于精
密制造、科研、教育培训、医疗护理
等行业，并与海尔、南微医学、苏美
达等知名企业开展合作。

“机器人的市场很大，却刚起
步，尚需培育。轻型协作机器人还
没有完全兴起，大部分客户都是潜
在。”卢钰说，“市场开拓目前正在推
进中，但不管怎样，做产品做技术都
是为江苏乃至中国智造而生。”他相
信，未来的工业车间，“人做不好”和

“人不想做”的问题将妥善解决。
张 宣 王 拓

江苏集萃助力高端
协作机器人国产化

多项多项

﹃﹃
世界之最世界之最

﹄﹄
展现创新科技与实力展现创新科技与实力

沪苏通长江大桥刻下沪苏通长江大桥刻下

﹃﹃
江苏烙印江苏烙印

﹄﹄

协作机器人协作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