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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三项科研成果
荣获工程建设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黄明海 黄鹤

12 月 11 日，2020 年工程建设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
由
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申报的 3 项科研成果全部荣获工
程建设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依托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
司建设，于 2012 年在郑州揭牌，同
年通过国家科技部验收，
是盾构及
掘进技术领域唯一的国家公共研
究平台和国家级研发中心。2017
年实验室在首轮运行评估中被国
家科技部评为优秀类国家重点实
验室，是河南省参评的 5 家国家重
点实验室中唯一的优秀类国家重
点实验室。实验室致力于盾构及
掘进技术领域的科研创新，
先后承
担国家 863 计划、973 计划、国际合
作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
级项目 22 项，主持及参编国家标
准 11 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 1 项、二等奖 3 项、中国专利奖 1
项、省部级科技奖 40 余项；实验室

先后荣获了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
进集体、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
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位以
及全国工人先锋号、
全国青年文明
号等多个国家级荣誉。
本次参加评奖的 3 项科研成
果分别是《极软极硬地层跨海通道
超大直径盾构直接掘进关键技
术》、
《盾构掘进数字仿真及风险防
控技术》、
《极端复杂地质隧道新型
TBM 研 制 及 工 程 关 键 技 术 应
用》。其中，
《极软极硬地层跨海通
道超大直径盾构直接掘进关键技
术》针对极软极硬地层盾构工程，
以爆破硬岩和加固软土的方式进
行，
存在工期长、
成本高、
污染大等
难点，
项目开展了刀具破岩机理实
验、盾构掘进模拟试验、刀具更换
与状态感知集成技术、
主轴承密封
压力自适应控制技术、
开挖面稳定
及掘进姿态控制技术等研究工作，
攻克了高效掘进参数选取、
关键系
统针对性设计、
施工微扰动控制三
大关键技术，
在汕头海湾隧道首次
成功实现了无辅助工法下盾构安

全高效掘进，
开创了海域大断面隧
道施工技术新方向。
《盾构掘进数字仿真及风险防
控技术》项目针对盾构掘进载荷控
制与地质条件不匹配、
人员操作不
规范、
盾构掘进风险不可控等业界
三大共性难题，
创新了盾构刀盘刀
具掘进载荷全物理数字化实验技
术，
设计了一种盾构刀盘刀具掘进
过程直接数值模拟方法，
开发了盾
构掘进载荷数字化实验平台，
设计
了一种盾构操控环境可视化数字
模拟方法，研制了土压/泥水平衡
盾构系列数字仿真操作平台。成
果应用于国内外 40 余国家和地区
的盾构掘进数字演算、
刀盘数字化
设计、标前决策和掘进风险防控，
有效提升了盾构工程抗风险能力，
推动了盾构施工风险防控技术的
发展与进步。
《极端复杂地质隧道新型TBM
研制及工程关键技术应用》项目针
对极端 TBM 掘进受阻、隧道失稳
等难题，构建了“理论—装备—工
法”协同的 TBM 穿越软弱破碎地

层分级支护技术体系，
开发了极硬
岩长距离隧道 TBM 高效掘进、延
长寿命及岩爆分级防护技术，
研发
了融合于 TBM 的水—岩—机一体
化实时超前地质预报技术，
实现了
TBM 法隧道修建向极端复杂地质
的突破，
推动了极端复杂地质隧道
技术领域的科技进步。
近年来，实验室以重大装备
及 重 点 工 程 为 载 体 ，开 展 盾 构
TBM 行业应用基础与前沿、共性、
关键技术研究，形成了具有核心
关键技术与自主知识产权的盾构
制造和施工成套技术，为合肥地

新华社区开展
小帮客清洁家园志愿服务活动

第五届 2020 华糖万商领袖大会开幕
微众银行与华糖云商达成战略合作

12 月 6 日，
“ 第五届华糖万商领袖大会暨第四届中国
食品工业发展年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会议以“未
来十年·对标世界”为主题。会议期间，微众银行与华糖云
商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通过本次签约，微众银行与华糖云商将就食品行业展
开深入合作，在微业贷经销商贷款产品的基础上，为糖酒

企业文化

铁、厦门地铁、南昌地铁、石家庄
地铁、呼和浩特地铁、杭州地铁、
苏州地铁、南宁地铁、深圳前海跨
海通道、蒙华铁路等业主提供技
术咨询，其科研成果被多家装备
设计、制造及施工单位进行应用，
成功应用于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
道 、汕 头 海 湾 隧 道 、深 圳 春 风 隧
道、深圳地铁、重庆地铁等国家及
行业重大工程，解决了施工技术
难题，提升了经济效益，为我国盾
构及掘进技术的进步和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强有
力支撑，做出了巨大贡献。

食品行业经销商推出定制化服务，除了针对性实行多样化
提额的政策，客户额度可提升 50%—100%，还依据客户行
业、区域、经营状况、提用情况等定制最优惠价格，推出限
时优惠等诸多福利。
微业贷经销商专属贷款，是微众银行微业贷为广大经
销推出的具有特色化的供应链金融产品，具有不过度依赖
核心企业信用、不依赖货物押品的差异化特点，无需开户
即可手机申请，高效便捷地为经销商订货提供备用资金，
缓解经销商资金周转的难题。
会上，微众银行还获得了中国进家食品大会组委会授
予的“2020 中国进家食业明星金融新品”奖项。微众银行
作为国内首家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银行，自成立伊始就以
“让金融普惠大众”为使命，致力于为小微企业提供高效、
持续、稳健的金融服务。2017 年底，微众银行推出国内首
个线上无抵押的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产品——微业贷，以“1
分钟，1 部手机，服务 200 家小微企业”的互联网效率，在三
年的时间服务了超过 170 万户企业法人。截至目前，微众
银行微业贷共发放贷款金额近 4000 亿元。
（张洁）

社区

为了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弘扬“服务他
人、奉献社会”的志愿服务理念，近日，合肥市蜀山区南七街
道新华社区关工委组织辖区小帮客志愿者开展老旧小区卫
生清理活动。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他们拿着扫帚、簸
箕、垃圾袋来到卫生死角 、绿化带等处捡拾垃圾，清理乱堆
放物品。看着社区环境通过自己的双手而焕然一新，虽然
很累，但大家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笑容。通过开展此次活
动，培养了孩子们爱护环境、从我做起的责任意识，同时，也
能够号召更多群众参与到社区环境建设工作中。 （刘学）

新华社区开展
小帮客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活动
为进一步营造安全有序的文明交通环境，11 月 15 日下
午，合肥市蜀山区新华社区关工委组织辖区小帮客开展“践
行微公益，争做小帮客”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活动。活动
中，小志愿者手持“文明交通”小红旗在道路上引导过往行
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制止不文明行为，并在公交站牌对上
车的乘客进行文明引导。通过开展这次志愿服务活动，深
入引导广大群众遵规守纪，增强文明出行的思想意识，加强
自身安全保护和文明素养。同时，让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做
好文明出行工作，创造一个出行便捷、畅通有序、文明和谐
的交通环境。
（刘学）

中铁置业滕州公司加强精细化管理

新华社区开展文明养犬志愿服务宣传活动

关爱儿童 从“齿”开始

11 月份以来，中铁置业滕州公司开展了 2021 年度全面
预算编制及审议工作。在预算管理过程中，公司要求全体
员工持续加强学习，切实履行岗位职责，提升角色认知，积
极发挥作用，提出合理化建议，把每个人的力量凝聚到企业
高质量发展当中。在日常经营管理中，严格按照预算方案，
不断强化执行力，充分利用提高预算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
平的契机，做大招商规模，做强项目建设，做优经营业绩，助
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姬贺）

为进一步规范社区居民群众依法养犬、文明养犬，提高
居民群众的文明素养，营造整洁有序、安全和谐的浓厚氛
围，近日，合肥市蜀山区南七街道新华社区关工委组织志愿
者在金环花园小区开展“文明养犬不扰民，社区环境同维
护”志愿服务宣传活动。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
们积极向居民们进行文明养犬宣传，居民们纷纷表示：
“一
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规范养犬行为，并相互提示，共创文
明卫生的宜居环境。”
（刘学）

近日，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街道灵璧路社区民政
部门、
企退部门携手凤阳东路口腔门诊部开展关爱儿童口腔
健康活动。 活动中由口腔医生利用画册、
模型等细致深入地
为儿童讲解牙齿的相关知识，包括牙齿的结构、日常使用牙
齿受到的损害、
基本保护措施以及患牙病需采取的治疗手段
等；对日常生活中儿童不正确的洁牙护齿方式进行了纠正，
并示范如何正确放置牙刷、怎样正确刷牙。最后，医生和儿
童进行了积极的互动交流，一一解答儿童提出的问题，并检
查每位儿童的牙齿情况。
（郑锐 张亚琦）

安全生产
开展安全培训 提升安全意识
为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安全操作技能，
熟练掌握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近日，
中煤新集楚源生产服务公
司二矿支护区就新设备操作规程对职工进行安全培训。培训
从设备的使用和维护、
安全规定、
岗位安全操作、
操作手法等
几个方面进行细致讲解并演示，
对岗位操作注意事项进行剖
析和解读。培训要求，
各位职工应结合工作实际，
加强薄弱环
节的学习和练习，
提高操作技能。此次的安全培训采用了理
论培训、
实操讲解、
考试相结合的方式。
（王雪玲）

新华社区开展“情暖社区，
爱心义剪”上门理发志愿服务活动
为弘扬志愿服务精神，给辖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提
供便利的服务，12 月 7 日，合肥市蜀山区新华社区关工委组
织辖区爱心理发师志愿者开展“情暖社区，爱心义剪”上门
理发志愿服务活动。老人见到社区志愿者的到来，非常高
兴地与志愿者聊起了家常，根据老人的需求，志愿者经过细
致的修剪，为他们量身打造了有“精气神”的发型。老人纷
纷感叹现在的社会对我们老年人真好，这样的活动才最“接
地气”，希望以后能经常开展这样的活动，现场呈现出一派
欢乐和谐的气氛。
（刘学）

包饺子 话峥嵘
近日，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街道林店社区党委组
织退役军人开展
“包饺子 话峥嵘”
活动。活动当天，
社区的志
愿者和退役军人们就来到了活动现场，热火朝天的忙活起
来。有的和面、
和馅，
有的擀皮、
包馅，
大家一起为此次活动做
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现场，
欢声笑语，
情绪高涨；
大家的脸
上写满了快乐和幸福！到处洋溢着“家”的味道、
“ 家”的温
馨！社区退役军人们践行初心使命，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带着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送到了部分行动不便的退
役军人家中。
（张亚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