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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东六环改造工程开工已满一年，工
程进入盾构始发前的最后阶段。随着京
剧脸谱特色的刀盘缓缓转动，该工程上
周六迎来关键节点——国产最大直径盾
构机“京华号”调试完成并试运转，预计
于3月底开启西线地下穿越之旅。同时，
另一台相同直径的盾构机“运河号”也已
组装完成进入调试阶段，将于“京华号”
始发一个半月后投入掘进任务。两台盾
构机将间隔200米一前一后挖掘隧道。

这两台“最大”盾构机，究竟有何
“大”不同？记者走进现场逐一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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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号”“运河号”整装待发
本报记者 刘薇

“最大”盾构机掘进“最长”公路隧道
东六环改造项目南起京哈高速施园桥，

北至潞苑北大街疃里桥，全长约 16公里。按
规划，东六环路对外纵向联系北京东部地区
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对
内串联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行政办公
区、城市绿心、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等
四个功能节点，形成贯通历史、现状、未来功
能汇聚，集约高效的创新发展轴。

该项目将现状双向四车道拓宽改造为双向
六车道，并将万盛南街至潞苑二街段约9.2公里
改建为地下隧道。竣工后，城市副中心各组团
11条东西向城市道路将实现贯通，有效缝合城
市空间，织密城市路网。

该工程采用盾构法隧道掘进，盾构段长
度 7.4 公里，成型隧道外径 15.4 米，是全国最
长的地下公路隧道。

“京华号”“运河号”两台盾构机，代表了

我国相关领域的最高水准。“京华号”最大开
挖直径 16.07 米，整机长 150 米，总重量 4300
吨。“运河号”最大开挖直径同样为 16.07米，
整机总长约 145 米，总重量约 4500 吨。这两
台“大家伙”的投用，标志着中国超大直径盾
构隧道施工依靠国外品牌时代的终结。

据介绍，我国盾构机研制和生产始于 20
世纪 90年代，此前一直被发达国家垄断且造
价昂贵。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盾构机行业迎
来快速发展，逐步掌握了自主设计制造的能
力，摆脱了以往相关技术“卡脖子”的情况。

2008 年，大直径盾构施工首次在南京长
江隧道应用，十余年来，盾构机直径从 4米、8
米、到 12米，再到 16米，一次次挑战极限，突
破自我，盾构机的意义已经不仅是其本身价
值，而在于创造了中国制造业特别是施工装
备的一种创新模式。

“大块头”功能强大 隧道主体一次成型
在东六环六合桥附近的施工现场，记者

看到了“京华号”这个“大家伙”。巨大的盾构
机“平躺”在 29米深的始发井下，几名工人正
进行设备调试。

“‘京华号’盾构机是中国迄今研制的最
大直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泥水平衡
盾构机，最大开挖直径16.07米，高度超过了5
层楼。”中铁十四局东六环改造工程项目部工
程部副部长陈建介绍，之所以选择如此大直
径盾构机，是为满足该项目高速公路 80公里
时速的三车道通行设计标准 ，且不受天气影
响，可更好发挥自动化智能化优势。

此次启用的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不仅
块头大，功能也非常强大。

在盾构掘进过程中，将同时完成开挖、排土、
碎石、出渣、支护、衬砌、封固等工序，实现隧道主
体一次性成型。陈建解释，所谓“盾”，就是指在
掘进同时建造隧道之“盾”——支撑性管片。

据介绍，在隧道盾构施工中，盾构机每向
前推进两米，就要拼装一环管片，每一环由10
块管片拼装而成。“此次东六环改造工程盾构
隧道使用的管片外径达到 15.4 米，为中国北

方直径最大。”陈建说，为保证管片精准安装，
保护隧道的防水体系不受破坏，管片生产的
尺寸精度需控制在毫米内，对于预制构件来
说难度也极大。

据了解，“京华号”的“寿命”是 10 公里。
不过，在完成此次 7公里多的任务后，它将回
厂大修，对关键部件进行检查，更换易磨损部
件后，会继续应用到下一个工程。

如此庞大的盾构机，运输、组装等工序的
工作量也十分庞杂惊人。

“京华号”在项目中承担着长达7.4公里的
隧道掘进任务，光是运到施工现场的零件就有
上万个，300余辆货车分几十批运输。其中，最
大件重量近250吨，最大件尺寸宽度8.2米。不
仅如此，这些零部件中还有百余个需要现场组
装。其中，最大最重的当属刀盘，重量达530吨。

“零件中有许多都属于超大件运输，我们使
用的是专用车辆，走专用道路，并且协调了沿路
交通运输条件。其实，更费劲的是吊装。”陈建
说，别看都是大块头零件，吊装却是个精细活
儿。需要事先对每一个零件的重心、起吊翻转
角度等进行精密计算，微调距离以厘米计。

“脸谱”刀盘合金刀具比钢还硬
150米长的盾构机内部都有什么？
据介绍，盾构机内部一般分为推动、注

浆、拼装、泥水循环、密封等五部分系统。“它
好比一条放大若干倍的‘蚯蚓’，前面的刀盘

‘吃’土，然后管道内泥水会通过循环系统排
到地面。”陈建形象地比喻。

为了确保在地表下精准走位、准确施工，
“京华号”盾构机装有高精度测量和导航系
统，动态显示当前位置相对于隧道设计轴线
的位置偏差，准确度精准到毫米级。

在开掘过程中，隧道需穿越粉细沙、中粗
沙及黏性土交互层等地质，工程不仅面临超
大直径、超长距离、超深覆土等施工难点，还
面临下穿地铁、市政道路、铁路、河道、建筑物
等超敏感环境施工情况。

砂层、粉土，听上去“软”，实际却“硬”。
工程专家告诉记者，中粗沙中的石英含

量高，这意味着什么呢？“日常生活中的磨刀
石常用的就是石英，磨刀石能‘磨钢’。这次
盾构机脸谱刀盘就采用比钢更硬，含有锰、铬
等元素的特殊合金刀具，减少刀具磨损。”

刀要够硬，换刀也要够快。“京华号”应用
了常压换刀技术。目前，“京华号”盾构机采用

的是更安全、更高效的第三代常压换刀技术。
陈建介绍，地层中富水高压，以前工作人

员只能带压换刀，要像“潜水员”一样，在压力
环境下操作。换一次刀具需要经过繁琐的加
压、减压等过程，常要花上一天时间。现在采
用了常压换刀，就是在刀盘内部设置一个刀
箱，工作人员钻到里面，最快40分钟就能轻松
更换刀具。

除了常压换刀技术，“京华号”盾构机还
应用了多项核心创新技术，让隧道掘进作业
安全高效。其中包括伸缩主驱动、高效大功
率泥水环流系统、高精度开挖面气液独立平
衡控制等多项高新技术。同时，创新性地搭
载管环收敛测量、管环平整度检测、同步双液
注浆等系统装置，更加安全高效。

比如在施工过程中一旦需要换刀或推进
遇到障碍，伸缩主驱动技术就会发挥作用。
尽管刀盘重达 530吨，却可以前后移动，灵活
应对；双液注浆系统则用于快速制造隧道“防
水层”，迅速填充开挖直径与隧道外径之间的
间隙，浆液在短时间内快速凝固，增强隧道的
抗渗透性；高效大功率泥水环流系统，则随时
收集掘进中产生的泥浆，提高掘进效率。

“京华号”的兄弟“运河号”，同样是
完全自主研发设计制造的中国最大直径
泥水平衡盾构机。“运河号”整机总长约
145米、总重量约4500吨。接下来，它将
与“京华号”先后参与东六环改造工程建
设。当前，“运河号”已经组装完成进入
调试。此次隧道掘进是自北向南始发，

“京华号”和“运河号”同向施工。
在“运河号”入地的施工现场，记者

看到一个长 28米，深 21米的基坑，百余
名工人穿梭在区域内，有序进行钢筋调
运、绑扎，为侧墙的浇筑做准备。“中间
是盾构工作井，是目前北京最深的基坑
工程之一。”中交隧道工程局东六环改
造工程盾构施工准备第一标项目经理
部总工忽慧涛介绍。

忽慧涛说，业界通常将12米及以上
直径盾构机划分为超大直径盾构机。
超大直径盾构机集机械、电气、液压、信
息、传感、光学等尖端技术于一体，对设
备的可靠性要求极高。

该隧道是从张采路以北连续下穿
京津公路、通三铁路、滨河路、北运河、
广渠路、地铁6号线、京秦铁路、通胡路、
减河、通燕高速、京榆旧线，再由京榆旧
线北侧爬上至地面。其中，最大难度在
于穿越城市核心区，因地下管线构筑物
复杂，需下穿或上跨多条道路、轨道及
河流，盾构机平均覆土 20米，而最深处
位于穿越副中心火车站时的段位，覆土

达59米。
为减少对地面影响，项目采取了预

加固和洞内加固措施，并在盾构沿线设
置上百个监测点，全方位实时监控施工
区域及周边建筑物，及时调整盾构姿态
及掘进参数。

同时，为保持掘进连续性、稳定性，
“运河号”还具备长距离掘进不换刀技术。

“一般情况下在砂卵石地层超大直
径盾构机平均每掘进200米就需更换刀
具，‘运河号’首次采用了自主研制的全
球首创长距离掘进不换刀技术，可连续
掘进 4800 米不换刀，极大降低工程风
险。”忽慧涛解释，刀盘内外周同轨迹共
布置了20余把先行刀，其中焊接型先行
刀选用大合金、大宽度和大厚度的重型
撕裂刀，刀具宽度达300毫米，在刀体裸
露部分还焊接了耐磨钉和耐磨堆焊，足
够耐磨，以保障实现长距离掘进任务。

此外，为方便操作人员及时调整盾
构掘进参数，提升刀具使用寿命和掘进
效率，该盾构机研发团队还在全球范围
内首次将光纤磨损检测技术应用于盾
构刀具检测上。在刀盘转动时，刀具内
部嵌入的光纤传感器等，将采集数据传
给电脑解析，计算出磨损检测刀的实时
磨损量，推算刀具的磨损量。

“运河号”还应用了中交天和自主
研发的管片自动化拼装技术、智慧化远
程安全监控管理系统等先进技术和装

备，将“大块头”与智能化结合，降低制
造成本。

比如管片自动化拼装技术，可对盾
构姿态、盾尾间隙、推进油缸行程等进
行数据分析，预测后续管片的类型及安
装点位，实现管片自动搬运、位置智能
识别、精准定位拼装盾构管片，大幅提
高管片拼装质量，减轻人工作业强度；
泥水分层逆洗循环技术则主要应对排
泥管口大量砾石堆积以及盾构机内管
路堵塞情况，多个压力传感器会自动识
别可能堵管的位置，再通过逆洗及时防
止排浆管堵塞。

据介绍，该项目预计 2023 年底完
工。建成后可以有效缓解东六环路的
交通拥堵。隧道采用分离式双洞布置，
每洞设 3条车道分为三层，上层为排烟
通道、中间层为行车通道、下层为疏散
救援通道。隧道中每100米将设置一处
逃生口，遇到危险情况时，司机和乘客
可从逃生口下楼梯进入逃生通道内。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常规的道路
改造，东六环入地后，地面上原有的东
六环主路将建设为高
线公园并改造成为慢
行系统，与城
市景观融为
一体，成为居
民散步骑行
好去处。

4800米“运河号”全球首创长距离掘进不换刀

“京华号”盾构机内部，犹如大型厂房。

工人在“京华号”盾构机内进行收尾工作。

1 月 20 日，“运河号”刀
盘顺利下井组装。

在 东 六
环六合桥附
近的施工现
场 ，“ 京 华
号 ”盾 构 机

“平躺”在 29
米深的始发
井下。

“ 京 华
号 ”盾 构 机
内部还有一
台轨道起重
机用来吊运
所需物资。

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高枝）昨天下午，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十六次会
议。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
协主席吉林，市委副书记张延昆出席。

会议审议了《北京市关于加快推进媒体
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方案》，指出，要深刻认
识全媒体时代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牢牢掌握全媒体时代舆论场
主动权和主导权。加强区级融媒体中心建
设，做大做强网络平台，向“新闻+N”全媒体
扩容。加强优质内容生产。加强与新媒体
业务相匹配的采编审发全流程管理。严格
行业监管及准入。用好 5G、8K等信息技术

发展成果，促进应用场景建设和使用。大力
培养全媒体人才。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推
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作为落实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的重要内容。

会议审议了《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实施方案》，指出，要着力弘扬中医药
文化，推动中医药科技创新，破解发展难题，
体现首都特色，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开展国
家级、市级中医医学中心建设，做优做强市
区中医医疗机构。完善中医药参与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机制，发挥中医药在康
复服务中的独特作用。升级治未病健康工
程，启动健康北京中医药行动。推进中医药
文化遗产保护，加强传承和人才培养。促进

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完善中医药发展保
障举措。

会议审议了《北京市关于全面加强新时
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施意见》，指出，劳
动教育对学生健康成长具有重要作用。要
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家
庭、学校、社会各方面，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
劳动习惯，形成吃苦耐劳的品质，树立热爱
劳动、尊重劳动的观念。发挥家庭在劳动教
育中的基础作用，通过“小手拉大手”，推动
爱国卫生运动、周末大扫除、生活垃圾分类
等深入开展。建立健全基本劳动教育制度，
加强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

会议审议了《北京市关于构建现代环境

治理体系的实施方案》，指出，要深入实施绿
色北京战略，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着力
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落实党政主体责
任，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目标评价考核。推
进生产方式“绿色化”，健全严密的风险防控
体系。加大环境公益诉讼力度。深化大气污
染区域联防联控，推进水环境联保联治。市
委生态文明委要加强统筹协调、督促落实。

会议审议了《北京市关于加强科技创新支
撑平安北京建设的实施方案》，指出，要通过科
技赋能，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北京提供支
撑。强化顶层设计，纳入智慧城市建设整体框
架。用好中关村创新成果，加强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保障技术安全可靠、自主可控。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十六次会议
蔡奇主持 陈吉宁李伟吉林张延昆出席

本报讯（记者 刘薇）随着京剧脸谱特
色的刀盘缓缓转动，东六环改造工程迎来
关键节点——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京华
号”已于近日调试完成启动试运转。同时，
另一边东线的“运河号”盾构机也已组装完
成进入调试阶段。

在地下 31米深的盾构机始发井下，巨
大的盾构机刀盘缓缓旋转，其内灯光如昼，
如同“车间”一般，两侧还分布着变压器和
液压油箱。记者注意到，在盾构机头部主
驱动后面有18个排成拱形的蓝色电机，每
个电机功率达 350 千瓦，为盾构机刀盘正
常运转提供了巨大动能。

“今天进行试运转后，盾构机已经具备
始发条件，预计3月底，盾构机将从隧道北
端始发，正式开始漫长的掘进。”中铁十四
局东六环改造工程项目盾构工区经理孙长
松介绍，为了保障盾构掘进，工程还需引进
110 千伏大电，将从通顺路商务园变电站
接入，上跨京哈铁路、小中河、潞苑北大街，
下穿通顺路、疃里路，需新建高压电塔 16
座。目前，盾构大电接入施工涉及占地
85375平方米，现已进场施工。

此外，隧道盾构施工中所需的扇形盾
构管片已经到场，单块最大重量有 17 吨，
厚度为65厘米，将在四周洞壁上拼出一个
圆管形，支撑隧道四周的泥土和水，避免土
层塌方。“在大直径盾构隧道施工中，随着
管片结构尺寸增大，易引起端面受力不均、
管片开裂等通病，管片生产难度也越来越
高。”孙长松说，为了保证管片精准安装，管
片生产的尺寸精度需控制在几毫米以内，
对于预制构件来说难度极大。

据了解，东六环改造工程隧道段约7.4
公里，将采用盾构法进行施工，隧道左右线
分别购置“京华号”“运河号”两台超大直径
复合泥水平衡盾构机。目前，东线的“运河

号”盾构机也已组装完成进入调试阶段，待
西线的“京华号”始发一个半月后，也将始
发，两台盾构机未来将间隔 200 米一前一
后挖掘隧道。

首发集团东六环改造项目管理处工程
部部长王岳松介绍，东六环改造工程还在
国内首次于行车通道下方设置了救援隧
道，今后隧道中每 100 米将设置一处逃生

口，遇到危险情况时，司机和乘客可从逃生
口下楼梯进入逃生通道内。救援隧道具备
行车条件，救援车辆也可以通过救援隧道
穿越南北。

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启动试运转
预计3月底开始正式掘进

“截至目前，北海幼儿园雄安园区
经过约 15 个月的建设后，已完成内外
装修，春节后将展开室外小市政及园林
绿化工程。”北海幼儿园雄安园区工程
代建方项目部经理韩欣乐昨天向记者
介绍说。

坐落在雄安新区启动区的北京市
北海幼儿园雄安园区，规划用地面积
595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495平方米，
目前，整个建筑已呈现出扬帆起航的视
觉效果，这座“红墙绿树白塔边”的美丽
幼儿园已初绽芳容，将为雄安新区幼儿
提供高品质的活动用房、服务用房及附
属用房，计划今年6月全部完工。该园
区将设置 9 个班，可接收 225 名幼儿
入学。

北海幼儿园雄安园区室内共计三
层，一到三层分别是小班、中班、大班。
园方深度参与设计方案和装修方案的
制定，力求在每个细小环节为幼儿创设
参与体验、想象创造、动手实践的机会，
支持幼儿的自主发展。室内三层每层
一个主题色，分别为黄色、绿色、蓝色，
象征着从播种到成熟。“这样的色彩搭
配，既符合不同年龄幼儿的心理特点，
也有利于视觉的健康发育。安全上，我
们考虑到儿童活动时可能发生磕碰，将
整栋楼所有的边角进行了倒圆弧处
理。”项目施工方、中建八局北海幼儿园
雄安园区项目经理尹建介绍说，为了配
合幼儿园自主发展课程理念的落地，园
区还设有科学探究室、美工教室、烘焙
教室、资源教室等特色教室。

记者还了解到，刚刚完成装修的北
海幼儿园雄安园区，室内装修严格按照
绿色建筑三星级要求，全部选用绿色环
保的装修材料，地板选用了不含甲醛、
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的SPC锁扣式地板，
内墙涂料选用了甲醛、TVOC符合要求
同时耐擦洗次数在 10000 次以上的无
机矿物涂料，室内木门选用的实木烤漆
门。节能材料上外墙保温选用了160毫米厚的岩棉板，外门窗
使用的是气密性、水密性、抗风压、传热性能都高于标准要求的
铝包木门窗。

北海幼儿园雄安园区是北京市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三校一
院”（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史家胡同小学、北京四中、宣武医院）
交钥匙项目之一，也是雄安新区启动区第一批启动建设的公共
服务与民生保障项目。

“所有村民请注意！最近疫情反弹，根据
最新政策，必须扫码、测温、登记，才能进村，
请大家伙配合咱们的工作。”“最近去过中高
风险地区的人员，请第一时间到村委会报
告。”广播员李洪琦一段“大白话”、声音洪亮，
提醒村民积极配合、科学参与疫情防控……
进入网络时代的今天，看似已经过时的“大喇
叭”，又在潞城镇重新响了起来。

上午 7:30，47岁的广播员李洪琦准时来
到潞城镇前疃村广播室，打开广播设备，播放
镇域广播《潞城之声》。“可别觉得我这工作就
是简单地按按开关、读读稿子，最近这一年，

我操纵的这些‘大喇叭’，可是抗击疫情的主
阵地。”李洪琦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镇内广播增加了最新的抗疫政策、防疫提醒
等信息，原本不起眼的“大喇叭”，反而成了防
疫战线上，最实效、最迅速、最简洁的宣传
工具。

近几年，前疃村保持着定期为村里 60岁
以上老人办集体生日会的传统。去年因为疫
情不能聚集，但是村里始终没有忘记这些老
人。“这次暂时的不相聚是为了更多人的健
康，一会儿村两委班子、志愿者会分成两队，
分别为老人们送上生日礼物，祝愿老人们生
日快乐、健康长寿！”2020年 12月 24日，前疃
村的大喇叭里响起了生日祝福。随后，广播
里还播放了前疃村李欣芮小朋友为村里老人
唱的生日快乐歌。（下转2版）

潞城镇“大喇叭”成抗击疫情“主阵地”
本报记者 金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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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营商环境4.0版改革正式发布

277项改革任务
年底前全部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