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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薇）1月 19日
上午，在城市副中心图书馆第一施
工区，27台液压提升器同步作业，
跨度 125 米、重约 1000 吨、整体面
积相当于 12个篮球场的钢结构屋
盖缓缓上升，将历经三次分步提
升，耗时 4 天到达图书馆顶，不久
将会初步形成银杏叶形状。

记者了解到，图书馆项目屋盖
共分 4 个提升区域和 2个吊装区，
其中最大提升吨位重量为1200吨，
累计提升吨位 4185吨。此次首段
整体提升区域平面分块尺寸长125
米，宽40米，面积达5055平方米。

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灰色
的钢屋盖已被提升至距离地面 3
米处，技术人员全都严阵以待,紧
盯着数据。“整体提升前，我们已
经在这个高度对屋盖钢结构、提
升架结构、提升系统，进行了 24
小时的全面观察和监测。”承建
方中铁建工集团项目部生产经理
张立华说，整个提升工况均处于
稳 定 状 态 ，符 合 方 案 及 设 计 要
求，可以继续提升。

什么是整体提升工艺？通俗
来说就是在地面平台上将屋盖钢
结构拼装好，然后通过提升系统将
屋盖整体抬起，最终与图书馆柱顶
对接。“整体提升工艺对结构的精
度要求特别高，屋盖钢结构的整体
提升也就成为图书馆建设中最重
要、最复杂，也是最难的施工节点
之一。”张立华说，钢结构屋盖主
要在地面完成拼装及焊接工作，有
利于钢结构的精度控制，同时降低
了高空作业的风险，使工人的安全
得到有力保证，并且还可以大大缩
短钢结构安装时间，提高了工效。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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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
研究城市积水内涝防治及溢流污染控制实施方案等事项

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

本报讯（记者 孙宏阳）昨天下午，广渠
路东延正式通车。

作为广渠路的一部分，广渠路东延道路
西起怡乐西路，向东延伸至东六环。道路全
长7.6公里，按地面、地下两套系统设置，其
中地面道路为景观大道，主路双向六条车
道，设计速度60公里每小时；地下隧道全线
下穿通州主城区，设置为双洞隧道，双向六
条车道，设计速度80公里每小时。

昨天下午 15时整，在广渠路东延东六
环路起点，随着工作人员将一排锥桶挪
开，一辆辆私家车驶入崭新的车道，其中
大部分车主是家住附近前来尝鲜体验的

通州居民。
“听说这条路要开通，立刻就来体验

了。”家住通胡大街的樊先生带着家人，早
早就在路口附近等待。“过去进城要先上
通燕高速，然后走京通快速，赶上早晚高
峰光在京通快速上就得耗一小时。”樊先
生告诉记者。

15时整，广渠路东延正式通车，记者也
驾车进行了体验。

从东六环起点出发，不到 1 分钟就会
驶入全长6.5公里的运通隧道，由于隧道口
衔接处设置了多排“天窗”，隧道内外光线
过渡自然，没有明暗明显变化。隧道内共

有 3 条车道，其中全线最外侧车道是施划
了黄色虚线的公交专用道，公交专用道在
起点处就标明了启用时间为6至20时。隧
道内设有区间测速提示，沿线抓拍违章的
摄像头已经架设完毕。

行驶在隧道内，头顶是两条向远方延
伸的白色灯带，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出现一
组绿色箭头，以及写有“平稳驾驶 注意安
全”黄色大字的提示牌，同时地面、头顶也
会出现限速标志。地下隧道全线无信号
灯，按照限速驾车走完隧道只需6分钟。

用了 6分多钟，记者车辆离开隧道，在
地面行驶不久就上了广渠路高架，驶入现

况广渠路。记者发现，从最东端进入隧道，
到离开广渠路高架，全线没有信号灯，基本
不用踩刹车。15时20分，记者抵达位于东
四环的大郊亭桥。也就是说，从城市副中
心到东四环，只开了20分钟。

市交通委工程协调与市场监管处副处
长王建辉介绍，广渠路东延通车后，打通了
自东四环大郊亭桥至东六环段长度约 20
公里的城市快速路，使东四环大郊亭桥到
达城市副中心的行车时间由 1小时缩短到
20多分钟，大大缩短了中心城区与城市副
中心间的通勤时间，同时可缓解京哈、京
通、东六环至城市副中心的交通压力。

打通中心城区与城市副中心交通大动脉

广渠路东延昨日正式通车

本报讯（记者 刘薇）昨天下午，在东
六环改造工程施工现场，两台履带吊联
合进行抬吊、翻身作业后，顺利将“运河
号”盾构机刀盘缓缓下放到始发井井底，
待定位安装后，将开展管线联接、调试等
后续工作，预计将于春节后始发。

盾构机刀盘吊装下井是整个盾构机
组装的关键环节，也是吊装安全的重要
时刻。施工方中交隧道工程局采用了一
台 1250吨履带吊和一台 350吨的履带吊
共同配合实施起吊工作，并使用了超强
承载力的钢丝绳和吊耳，确保吊装安全
万无一失。

“运河号”盾构机刀盘直径 16.07米，
总重达 530 吨。经过施工人员的细心操

作，盾构机刀盘缓缓“起身”，翻转至设定
的树立姿势后，顺利吊装下井到指定的
安装位置，与此前已经下井组装完毕的
盾构机主驱动系统精准拼接。中交隧道
工程局东六环改造工程项目经理部项目
总工吕计瑞介绍说：“刀盘是用 7块分体
焊接打造而成，由于井下空间受限，加上
刀盘体型巨大难以随意调整，我们事先
对刀盘重心、起吊翻转角度等数据进行
了精密的计算，以确保刀盘按照设定姿
势和位置吊装下井。”

盾构机刀盘主要有哪些新技术？吕
计瑞介绍，刀盘上使用了大合金刀具、刀
具分层布置设计技术，可以有效增加刀
具的使用寿命，以实现在该项目连续掘

进 4800米不换刀，远超目前国际 3000米
的最高距离。此外，盾构机刀盘还在全球
范围内首次将光纤磨损检测技术应用于
盾构刀具检测上，刀盘上设计了12处可更
换式磨损监测刀，实时检测刀具磨损量,与
传统技术相比更加安全、精准、高效。

据了解，自 2020 年 12 月下旬“运河
号”盾构机首件“一号台车”吊装下井以
来，项目部克服了平行施工作业场地小，
交叉施工多，盾构机部件运输受疫情影
响等困难，仅用时 30 天就完成了“运河
号”盾构机吊装、组装工作，创造了国内
同类型项目施工“新纪录”。预计在调试
始发后，盾构机的掘进速度最快将达到
50毫米每分钟。

“运河号”盾构机刀盘下井
预计春节后始发

本报讯（记者 傅洋）近年来，通州
区文物保护部门通过大规模“摸底儿”，
梳理出不可移动文物登记项目 238处，
投入资金超亿元，对燃灯塔、文庙等一
批文物单位先行修缮保护，助力大运河
旅游景区创建北京东部首个国家 5A级
旅游景区。

“三庙一塔”是通州区运河文化具
有代表性的文物古迹。近日，记者在通
州区“三庙一塔”景区看到，这里与以往
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文庙大门前，
此前一直用于保护残留泮桥桥体的玻
璃板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精
美的汉白玉石桥。泮池内经过修葺，铺
设了防水砖，未来还将打造池内景观。
据介绍，此次恢复的汉白玉泮桥，是通
州区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通过查阅大
量史料，在参照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复
原了文庙最初的泮桥样式。今后，人们
再来到这里，将看到泮桥完整的历史
样貌。

在文庙院落的地面上，覆盖着绿色
的施工毯，走在上面能明显感受到脚下
的凹凸不平。被覆盖的地面正在施工
中，提升景区参观环境的灯光照明所需
要的电线将从地下铺设。景区负责人
介绍，为了助力大运河景区创建国家5A
景区，“三庙一塔”景区进行了一系列改
造提升，包括地面修缮、电气线路改造
等工程；景区内安全防范死角，也都加
装了室外视频监控系统。整个改造修
缮工程预计年内竣工。

此次文庙修缮的施工单位——北
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项目负责人介
绍，文庙景区的修缮虽然是从去年开始
的，但这支古建施工队与通州区“三庙
一塔”渊源已久。早在 2009年，这支古
建队就进驻了通州，一直参与基建工程
的辅助考古工作。2012年，恰逢通州瓮
城大规模文物古建迁建，古建修缮队也
参与其中。当时，文庙西路遗址上一直
覆盖着的一堆渣土，就是由古建队进行
清运后又修旧如旧复建了文庙西路。
从那时候开始，这支古建队就一直没离
开过通州“三庙一塔”景区，为其中的文
物“问诊修复”，至今已经是第8个年头。

“我们希望通过打造国家 5A 旅游
景区，进一步提升全区文化遗产保护力
度，将以燃灯佛舍利塔为核心的大运河
景区，转化为人们可以欣赏的一笔文化
财富。”通州区政协特邀文史委员任德
永介绍，助力大运河景区创建国家5A景区，仅仅是近年通州
区文保修缮的项目之一。近年来，通州区文物部门梳理出不
可移动文物登记项目 238处，并对燃灯佛舍利塔、文庙等文
物文化遗产进行了妥善修缮和保护利用。

记者从北京市文物局了解到，通州区文物保护近年来交
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2016年，通州路县故城遗址入选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目前，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展示工程正
在建设之中；2017年，通州区地标性文物古迹燃灯塔大修工
程竣工，燃灯塔得到全面修缮与维护。截至目前，全区实施
了几十余项文物保护单位抢险、修缮工程，使文物的整体环
境得到了较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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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力垃圾收集

气力垃圾收集技术来自瑞典，于1961年最早使用，在瑞典、日本、新加坡等国，气力垃圾收集普及率已经达到40%左
右，广泛应用于住宅区、商业区、城市中心、厨房、医院和机场等地，已成为城市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在北京，中石油总部大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未来科学城等地已建成或正在建设气力垃圾收集回收系
统。在中石油总部大楼，系统主要服务于餐厅，3个餐厅内共设置了 6个垃圾投放口，垃圾由气流输送到最底层的垃圾
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气力垃圾回收系统主要应用于生活垃圾和污衣被服收集。未来科学城垃圾气力
管道收送系统正在建设中，主要分布在未来科学城一期南北两个区域，由投放系统、管道系统和中央收集站三
部分组成，建设内容包括5套垃圾气力管道收送系统、5座中央收集站，服务面积共计5.1平方千米，垃圾管道长
约15950米。

现代楼宇中产生的垃圾，被一个巨大的“吸尘器”吸入地下管道。随后，以每小时 70—80公里的速度，一路“飙车”至地下一层的垃圾处理终
端。听起来如此魔幻的“黑科技”，早已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变为现实。这也是北京市首条区域性气力垃圾回收系统。

垃圾不落地垃圾不落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施君陈施君

取道地下 运输全程封闭

车水马龙的运河商务区，其市政综合配套服务按说应该
是个体量庞大的系统，但却悄悄地“藏”在了地下。

沿着楼梯下行，气力垃圾中央收集站就位于地下一层，
色彩明快，一目了然。蓝色的管道、银色的处理罐、乳白色的
巨型垃圾集装箱，组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小型“工厂”，整体风
格极富未来科幻感。

“这套系统吸力超强，利用负压空气，借助四通八达的地
下管道及自动化装置完成垃圾运输。”系统运营管理方——
北投集团子公司北投通城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有了这套高效运转的闭环管网，垃圾自投入到投放口的
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一场奇幻的“管中之旅”。整个运输过程
都在封闭管道中进行，不会造成二次污染，遗撒、污水、臭气、
蚊虫，在这里都不复存在。

变化不止在管道中，地面变化也有目共睹。在运河商务
区，传统的垃圾暂存点和转运车都难觅踪迹。从人工转为自
动，从暴露转为封闭，从地上转为地下，垃圾的运输方式由此
发生革命性变革。

据介绍，气力垃圾收集系统的服务范围为商务北区新华
南路以东，通燕路以南，北关大道以西，永顺南街以北，共 20
个地块，服务面积约 0.4平方公里，管线总长约为 1920米，日
收集垃圾能力23吨，目前实际日收集垃圾在5吨左右。

其实，运河商务区在规划中就预留了气力垃圾收集系统
的空间，并预留了垃圾收集站点，这大大节省了气力垃圾收
集系统的前期建设成本。早在2012年，北投通城公司就开始
建设这套垃圾处理系统。历经6年时间建设完成，于2018年
投入使用。“运河商务区是承载中心城区商务功能疏解的重
要载体，是国际化的高端商务区，在这里先行先试智能化的
垃圾处理系统，具有示范效应。虽然建设工程造价不菲，但
是从长远来看，随着规模的扩大和人力成本的不断增长，气
力垃圾输送的成本会越来越有优势，环保价值也会越来越凸
显。”工作人员介绍。

省时省力 日处理5万吨中控只需一人

听上去技术复杂，但事实上操作这套系
统流程简单人力少。

垃圾处理中心的中控室里空空荡荡，一
块大屏一个人。一块大屏幕可实时显示垃
圾投放点、运输管道及处理终端的状态。

“点位颜色是红色就说明垃圾量已经饱和，
可以开启风压进行回收。”控制人员告诉记
者。由于目前运河商务区没有满载运转，
垃圾量饱和的情况很少发生。不过，工作
人员解释，这套系统可以随时增设垃圾传
输管线，只要以中央收集站为圆心，方圆 1.5
公里范围内都能覆盖。当前运河商务区正

处于加速发展的时期，随着交付楼宇的增
多，垃圾运输需求量日益增加，管线也在不
断扩容中。

除了自动运转外，一旦出现应急情况，管
理人员也可手动操作。如果管道的某一处发
现了垃圾堵塞的情况，中控室大屏会即时弹
出报警信息，显示出具体位置。在位于地下
管廊的垃圾运输管道，每隔一段距离都设置
了观察口，方便工作人员观察、维修。

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在垃圾收集末端，
有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两个集装箱，但传输
管道却只有一条，这是怎么实现的呢？工作

人员道出了其中的“玄机”：“采用分时控制的
办法，这个时间段抽厨余垃圾，下一个时间段
再抽其他垃圾。到达终点后，各类垃圾被分
别倒入不同的垃圾集装箱。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最大程度节省垃圾运输空间。”

环保、高效、节能，这套负压垃圾处理系
统的优势十分明显，在传统的汽车清运垃圾
方式中，每天处理5万多吨垃圾至少需要1部
垃圾车，4至 5人不间断地清运才能完成。而
负压垃圾处理系统采取自动化运营模式，只
需要一位工作人员在中控室操作，大大节省
了人力成本，垃圾收运效率显著提高。

垃圾分类 气力垃圾管道也“分类”

据了解，2018年起，在新城中心区建管委
的指导下，运河商务区北区就开始在物业保
洁人员、业主和办公人员中普及垃圾分类，这
是气力垃圾输送系统运转的基础。

不过，工作人员也提到，并不是所有的垃
圾都适合投放进气力垃圾管道。目前，北京
市生活垃圾分为四类，厨余垃圾、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其他垃圾。气力垃圾管道也是“分
类使用”。其中，厨余及其他垃圾通过气力输
送系统进行收集运输，可回收物通过回收循
环利用，有害垃圾则通过专业回收避免污
染。另外，直径大于500厘米的大块垃圾也没
法进入轨道，一般需要通过大件垃圾回收系
统进行回收。

“滴！”伴随清脆的刷卡声，“其他垃圾”投放

口的盖子弹开，保利大都会物业保洁人员轻车
熟路地把已经分好类的垃圾投放进去。在运河
商务区北区各个楼宇，传统垃圾桶已不见踪
影，取而代之的是这种智能化的垃圾投放
口。约2米高的智能垃圾投放口，远远看去更
像是一个机器人，银色的金属外壳，容量大约
是普通垃圾桶的 3倍，能够容纳 500到 700升
垃圾。在垃圾桶的下方还设有一个储存节，
当排放阀关闭时，垃圾暂时存放其中。

在运河商务区北区，共有约150个这样的
垃圾投放口，“根据各个地块的人员数量和建
筑面积，测算所需投放口，按需配备。”工作人
员介绍，由于运河商务区以办公楼宇为主，因
此其他垃圾的投放口占多数，厨余垃圾的投放
点设置较少。

目前，北投通城公司与物业公司签署投
放协议，为物业保洁人员发放专门的用户卡，
刷卡才能投放。每次的投放记录都会在后台
显示，从源头上做到有迹可循。此外，集成终
端的用户识别跟踪系统，还可实现用户识别、
使用记录、智能收费等功能，比传统垃圾收运
效率提高90%。

“这套系统对物业的专业化要求很高，每
年我们都会组织物业保洁人员培训，培训合
格才能给予垃圾投放的权限。他们要对业
主投放的垃圾，进行检查和再分类，确保分
类正确，严禁易燃易爆或有毒有害的垃圾
混入其中，我们也会不定期地对各个地块
进行抽查，督促其严格执行垃圾分类。”工
作人员介绍。

【
名
词
解
释
】

垃圾处理 极速漂流+甩干+压缩打包

我们看看，被投放进去后，垃圾将经历怎
样的神奇之旅。

首先，垃圾会暂时储存在排放阀上方的
储存节内，当储存节内的感应器探头探测到
垃圾已满，或者到了操作员预先设定的收集
时间时，中央控制系统就会发出收集指令，启
动收集站内的抽风机。同时，投放口末端的
进气阀也会打开，当动态压力达到 1000帕以
上时，垃圾排放阀就会打开，垃圾在强力的负
压作用下进入垃圾水平输送管内。

接下来，就进入了管道“高速”。
垃圾输送管直径约60厘米。在市政综合

配套服务中心负三层的地下管廊层，最醒目
的蓝色大块头就是它。在强大的负压气流作

用下，垃圾在蓝色管道中一路奔跑，每秒钟行
进距离可达到18到24米，也就是时速约七八
十公里，堪比行驶在城市高速上的小型汽
车。按照管线敷设最长1.5公里计算，到达终
端的最长时间仅需 1 分 15 秒。每天早、中、
晚，系统自动定时开关会按时启动，智能开启
垃圾的“极速漂流”。目前，系统每天运行时
间在1.5—2.5小时。

到达终端后，这趟旅程还远没有结束。
真空垃圾收集系统末端装有引风机械，垃圾
被输送至分离器，在此“甩干”，与废气、废水
分离。

废气统一经过除尘除臭处理后再排放到
大气中，垃圾管内气体经除尘过滤、除臭净化

达标排放，也杜绝了二次污染，节约城市资源。
除湿过程中产生的水，则会集中在积液

池中，统一运走。分离出的垃圾被装进垃圾
集装箱里密封存储。经过“高速奔跑”后的垃
圾，此时呈现被“压扁”的状态，也正因如此，
同样体积的垃圾集装箱，普通垃圾只能装约1
吨，压缩后的垃圾却足足能装上6吨。

集装箱装满后，垃圾即将迎来最后一站。
通州区京环公司的运输车到市政综合配

套服务中心运走垃圾进行后续处理。这个过
程也是科技感十足，位于滑动轨道上的吊臂
稳稳地吊起垃圾集装箱，精准地移动到运输
车上，等集装箱清空运回后，吊臂再将空的箱
子吊起，稳稳落回原处。

空的垃圾集装箱精准落回原处空的垃圾集装箱精准落回原处。。

地下管廊内，蓝色管道即为气力垃圾运输管道。

工作人员在中控室监测垃圾收运情况。

气力垃圾回收系统可回收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

随着一声令下随着一声令下，，城市副中心图书馆项目城市副中心图书馆项目
首段钢结构屋盖缓缓上升首段钢结构屋盖缓缓上升。。记者记者 唐建唐建//摄摄

重达重达530530吨的刀盘顺利下井安装吨的刀盘顺利下井安装，，标志着标志着““运河号运河号””盾构机即将组装完毕盾构机即将组装完毕。。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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