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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 666 天，地铁 2 号线下穿洛河段首个隧洞贯通，
技术难度位居全国同类型地层前列

地铁 2 号线一期实现单侧
隧洞全线贯通
1 月 11 日 11 时许，经过 666 天的
接续攻坚，
“牡丹 19 号”盾构机从地铁
2 号线九都西路站破墙而出，洛阳地
铁下穿洛河段首个隧洞贯通。至此，
地铁 2 号线一期工程实现单侧隧洞全
线贯通。
洛阳市地铁 2 号线一期工程博物
馆站至九都西路站区间全长 2031 米，
是 2 号线一期工程在建的最后一个盾
构区间隧洞。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相
关负责人介绍，由于涉及下穿洛河作
业，该区间面临采石箱滞排、出渣管道
及刀具磨损严重等难题，这是业界公
认的泥水盾构在卵石地层运用中的难
关。该区间是目前洛阳地铁施工难度
最大的一个区间，技术难度在全国同
类型地层中也位居前列。
此次下穿洛河盾构施工的完成，
不仅为如期完成 2 号线建设既定节点
目标提供了保障，为我市地铁建设下
穿洛河、伊河等施工提供了第一手的
技术指南，更为国内外类似地层条件
下泥水盾构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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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最强配置泥水盾构机
护航地铁首次下穿洛河作业
2019 年 3 月 16 日，
“ 牡丹 19 号”
盾构机从地铁 2 号线博物馆站始发，
随后沿东侧隧洞下穿洛河，向河北岸
掘进。
“牡丹 19 号”盾构机是我省在市
政领域首次使用的泥水平衡盾构机。
地铁 2 号线一期下穿洛河段，共
有东西两个隧洞。
“在下穿洛河中使用
的两台泥水平衡盾构机在国内属于最
强配置。”中铁装备集团公司机械专业
顾问张宁川表示，由于“牡丹 19 号”承
担首次下穿洛河的掘进重任，工程技
术人员在建设之初，就对该盾构机的
刀盘等进行了相应改良。
负责盾构施工的中铁隧道局技术

行技术指导，为地铁 2 号线下穿洛河
特殊地层开具良方，掘进方案先后修
改几十次。
进 入 洛 河 前 ，施 工 单 位 多 措 并
举，先后克服开挖仓卵石堆积滞排、
大孔隙率地层保压等问题，确保了盾
构机安全平稳掘进。进入洛河区段
后，大粒径卵石含量大幅增加对建设
带来更大挑战，仅粒径大于 20 厘米的
卵石含量就达到近 30%，远超国内同
类型地层 15%大粒径卵石含量平均
水平。
“牡丹 19 号”盾构机整体保持在
平均每天 3 米的掘进速度和两环的管
片拼装效率。

3 “牡丹 20 号”正在洛河底部
养护，还剩 150 米完成掘进
“下穿洛河区间，是 2 号线的控制
性区段。”施工单位中铁隧道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确保一次性安全完成下
穿洛河施工，为后续建设奠定良好基
础，不论是春节假期还是疫情防控期
间，该区间建设从未中断。
人员介绍，为确保“牡丹 19 号”盾构机
此次东侧隧洞贯通后，市民群众
安全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技术人员为
十分关注西侧隧洞掘进情况。和“牡
它安装了抗磨损的“铁齿铜牙”——刀
丹 19 号”一样，负责西侧隧洞掘进的
盘大圆环全部采用两环耐磨合金；同
时，在该盾构机刀盘背部增加了格栅， “牡丹 20 号”盾构机也是一台为地铁 2
号线下穿洛河专门制造的泥水平衡盾
限制进入刀盘内部的卵石粒径，达到
构机。
减少刀具异常损坏的目的。
为确保两台盾构机安全施工，
“牡
2 掘进方案先后修改几十次
丹 20 号”进度略慢于“牡丹 19 号”。
目前，
“牡丹 20 号”正在洛河水面下进
在“牡丹 19 号”盾构机施工过程
行检修和刀具更换等养护作业，随后
中，盾构机需安全侧穿牡丹桥主桥、引
将继续上路，目前还剩 150 米完成掘
桥及牡丹桥立交隧道等重要建筑物， 进任务。
施工难度大，施工风险高，属特级风险
下一步，市轨道交通建设部门将
源。
压茬施工，针对地铁 2 号线下穿洛河
面对这一施工技术难题，项目建
段的铺轨施工等进行筹划，合理组织，
设单位先后两次邀请多位国内隧道掘
精心安排，确保按照节点目标完成铺
进领域的院士、专家到场把脉问诊，进
轨施工任务。 （据《洛阳日报》
）

万基石墨公司创单月产量新高，
实现产品首次大批量出口俄罗斯

“洛阳造”石墨产品双喜临门
记者日前从万基控股集团石墨制
品有限公司（简称万基石墨公司）获
悉，该企业 2020 年 11 月单月产量创
下历史新高，并于近日与俄罗斯客户
签下 600 余吨产品大单，首批 110 吨
已成功启运，实现了“洛阳造”石墨电
极首次大批量出口俄罗斯。
“这是企业围绕新发展格局，持续
开放打造国际化品牌的重要体现。”万
基石墨公司副经理安治强表示，2020
年，面对疫情等不利因素，该公司凭借
过硬的产品质量和新产品研发能力，
完成首次向土耳其出口，并实现对俄
罗斯大批量供货，在国际市场开拓上
接连取得突破。
创新营销是企业积极投身“双循
环”格局的重要手段。自 2020 年年初
开始，石墨产品受疫情影响不能直接

对接客户，为此，万基石墨公司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积极
创新营销方式，通过互联网无接触开
发石墨阴极市场新客户。
此前，万基石墨公司曾将铝用石
墨化阴极、石墨炉头电极、中粗细结构
石墨材料等产品推向俄罗斯市场。其
中，中粗细结构石墨材料深受当地客
商青睐，该款产品对石墨粒度、密度、
耐高温性能要求十分严苛，但附加值
是普通石墨化阴极产品的 3 倍多。
2020 年 10 月，万基石墨公司通
过网络与俄罗斯客户“再续前缘”。通
过多次洽谈对接，企业根据客户需求，
对使用原料、成型工艺配方、混捏等关
键工序开展技术研究，精心制定出符
合原料特性的生产工艺参数，焙烧产
品出炉后外观检验合格率达 100%，

顺利完成首批订单交货。
与俄罗斯客户的顺利对接加大了
企 业 开 放 力 度 ，据 统 计 ，该 企 业 自
2020 年年初以来共出口各类石墨产
品 986 吨，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300 多
吨。其中，出口石墨碎 779 吨，同比增
长 85%，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92.6%；出
口非铝石墨方同比增加 165.8%，出口
金额同比增加 172.7%。
除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取得新成
绩外，近年，面对国内铝电解槽用石墨
化阴极产品供过于求的市场态势，
万基
石墨公司还持续优化存量资源配置，
加
大炼钢、
炼铜用等非铝高附加值石墨制
品研发、生产、销售力度。该企业在去
年 11 月总产量达 1.8 万吨，创历史新
高，
其中成型生块等多款产品产量均刷
新纪录。
（据《洛阳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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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首批市级
中试基地获得备案
记者日前从市科技局获悉，首批洛阳
市中试基地备案名单日前公布，我市 5 家中
试基地获得市级中试基地备案。
本次备案的 5 家中试基地主要分布在
新材料、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石油化工领
域。它们分别是：
依托洛阳特种材料研究院
建设的洛阳市轻合金精密成型与表面处理
中试基地、
依托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建设的洛阳市吸附与催化多孔材料
中试基地、
依托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
院洛阳先进制造产业研发基地建设的洛阳
市高端装备中试基地、
依托洛阳中信成像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洛阳市工业新型成
像中试基地、
依托河南新开源石化管道有限
公司建设的洛阳市石化管件中试基地。
中试基地是以科研机构为依托，为行
业的科研成果进行二次开发实验，为企业
规模化生产提供成熟、适用、成套技术而开
展中间试验的一种新型科研开发实体。加
强中试基地建设，有助于构建和完善以企
业为主体的现代创新体系，加快科技成果
转化与产业化，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促进我
市产业转型升级。
下一步，
市科技局将加强对已备案中试
基地的建设指导，
健全绩效考评机制，
充分发
挥中试基地完善科研成果、
服务成果转化、
促
进产业发展、
加强人才培养的作用；
同时，
加
快后备中试基地的遴选培育，
到2025年逐步
实现
“565”
产业领域中试基地全覆盖。
（据《洛阳日报》
）

北玻硅巢成功
“牵手”
丰域烯碳
双方将围绕新型建材产业开展合作
记者日前从洛阳北玻硅巢技术有限公
司（简称北玻硅巢）获悉，该企业近日与丰
域烯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丰域烯碳）
正式签约，双方将围绕新型建材产业开展
合作，联合打造国内最大的轻质硅酸盐烧
结材料产业园。
丰域烯碳董事长顾岩表示，尾矿资源
的再利用，对矿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至关
重要，通过此次签约，丰域烯碳准备近期引
进北玻硅巢数条生产线，正式启动国内最
大的轻质硅酸盐烧结材料产业园建设。该
企业与北玻硅巢的深度合作，将形成“环境
友好、技术创新”的结合优势，实现矿产的
主矿、尾矿
“双业并举”
。
双方合作的重点“轻质微晶石”，是北
玻硅巢研发的新型建材，具备轻型高强、防
火阻燃、保温隔热、吸音降噪等优点，是可
在建筑业广泛应用的轻质多功能墙材。这
种利用硅基固废制备出的新型绿色环保墙
体材料，在高效节能、自动化等方面都有着
突出表现，并且在生产过程中无任何尾气
排放，
真正达到绿色环保要求。
“此次签约，也是我们企业围绕新型建
材产业延链补链的积极实践。”北玻硅巢相
关负责人表示。继前不久与下游应用领域
的北京万通房地产公司开展市场应用合作
之后，北玻硅巢现在又与上游资源领域的
丰域烯碳签约，这标志着“轻质微晶石”从
资源供应到研发生产，再到市场应用的全
产业链已经成型。
丰域烯碳是国内新材料知名企业，于
2008 年成立，企业拥有的大乌淀石墨矿，为
世界级超大型晶质石墨矿。依托丰富的石
墨及尾矿资源，丰域烯碳致力于开发与生
产新型绿色建筑材料，正在积极拓展下游
高端碳材料和装配式建筑新材料市场。
（据《洛阳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