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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二桥有望年底通车 湖南大学首创STC轻型组合桥面

这座“超强”桥面终身无需大修
本报11月14日讯 近日，
岳阳洞庭湖二桥完成了超高韧
性混凝土（简称STC）最后一段
浇筑，至此，大桥6.5万平方米
的STC铺筑施工全部完成。和
普通桥面不同，STC桥面可实
现终身无需大修的超长寿命。
作为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邵
旭东教授的高性能桥梁研究团
队研发的原创技术，STC轻型
组合桥面是首次应用在千米级
特大跨径钢桁梁悬索桥上。

困惑： 跨径钢桁梁悬索桥
桥面设计成难题
据悉， 岳阳洞庭湖二桥是
杭瑞高速临湘至岳阳段的控制
性 工 程 ， 全 长 2.39km， 东 起 岳
阳市七里山，横跨洞庭湖，西至
君山。 主桥采用主跨1480m的
双塔双跨钢桁梁悬索桥， 建成
后将是世界第二、 国内第一大
跨径的钢桁梁悬索桥。 湖南大
学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桥桥面
原设计采用“正交异性钢桥面
板+沥青铺装”方案。“因为钢桥
面具有自重轻、承载力高、施工
便利等优点，适用于（特）大跨
径柔性桥梁， 钢桥面沥青铺装
属于常规技术， 应用较为普
遍。”
但国内外大量工程实践表
明， 这种常规桥面方案存在两
大难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一是钢桥面板易疲劳开裂，通
常不到10年便出现疲劳裂缝，
存在断裂高风险； 二是钢桥面
沥青铺装极易破损， 需频繁维
修，个别桥梁甚至遭遇“10年24
修”，导致桥面铺装翻修成本飙
升。

解决： 湖大研发钢桥面专
用超高韧性混凝土
如何破解这个公认的世界
性难题？ 事实上，2009年起，邵
旭东教授团队开始探索破解上
述难题的新思路， 通过系列研
究， 发现了解决难题的关键在
于： 如何在不增加桥面自重的
前提下，显著提高桥面刚度。随
后， 团队研发了强化UHPC抗
拉和收缩性能的钢桥面专用超
高韧性混凝土STC， 并首创性
地提出了钢-STC轻型组合桥
面结构。研究表明，STC可提高

钢桥面局部刚度超30倍， 降低车
载作用下钢桥面应力达50%，从
而为根治两大病害难题提供了可
能性。
但“超薄组合结构”在国际上
并无研究先例，基本属于空白。经
过艰苦攻关， 团队解决了其中诸
多科学问题，形成设计理论，编制
并颁布了STC轻型组合桥面地方
标准。2011年，该技术首次应用于
广东肇庆马房大桥第11跨， 经过
重载交通、夏季高温的双重考验，
STC在同期施工的五种铺装方案
中脱颖而出， 成为该桥至今唯一
不开裂的方案。目前，该技术已应
用于我国6个省市17座实桥，涵盖
了梁桥、拱桥、斜拉桥和悬索桥等
各类基本桥型， 为解决钢桥面的
世界性难题找到了根治的途径。
岳阳洞庭湖二桥为特大型
桥梁，投资巨 大 ，若运 营中 钢 桥
面及其铺装频繁出现病害，不仅
带来安全隐患，而且在国道主干
线上经常维修，中断交通的社会
负面影响巨大。因 此，为 防患 于
未然，在大桥专家组的一致推荐
下，2016年8月，湖南省交通运输
厅 批 复 采 用 STC 轻 型 组 合 桥 面
技术。

案件传真

病死猪肉销往长沙火车站附近8家餐馆
长沙警方破获生产销售病死猪肉大案 摧毁窝点20余处，抓获嫌犯28人

成效：科研助力48天完成桥
面全部浇筑
由于岳阳洞庭湖二桥STC的
浇筑规模空前，需要有高效、可靠
的规模化施工技术作为支撑。团
队联合施工单位开发了智能化成
套施工装备，大幅提高施工效率。
今年9月1日， 岳阳洞庭湖二桥试
验段STC施工完成。 以中铁大桥
设计院徐恭义设计大师为首的专
家组对试验段进行验收， 一致认
为施工设备先进，技术可靠，质量
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9月16日开
始了STC的大规模施工， 采用分
幅分块交叉作业，全桥共分12块，
每次约浇筑5500平方米，历时48
天完成全部浇筑。
岳阳洞庭湖二桥预计今年年
底竣工通车，届时全长3404公里
的杭瑞高速将全线贯通。 邵旭东
教授团队表示， 大桥的STC桥面
新技术能够经受住严酷的运营考
验， 并为我国今后大型钢桥建设
起到示范作用， 这项新技术还会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发挥
其独特作用。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雷谊 赵华

草花互动援助安化范溪小学
本报11月14日讯 11月10
日， 湖南草花互动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二十余位员工组建的
“爱心小分队”前往益阳安化县
平口镇范溪小学， 为孩子们定
做了一批儿童床、被褥和图书,
并为该校援建了多媒体教室。
据草花互动CEO戴建清表
示， 能够让山区里的贫困孩子
有了与外界交流学习的窗口，
享受到与城里孩子一样的教学
环境是该公司此行的初衷。当

近日，岳阳洞庭湖二桥完成了超高韧性混凝土（简称STC）最后一段浇筑。和普通桥面不同，STC桥面可实现
终身无需大修的超长寿命，这座世界第二、国内第一大跨径的钢桁梁悬索桥预计今年年底竣工通车。
雷谊 摄

天下午，“爱心小分队” 还走访了
该校的特困学子家庭， 在详细了
解了他们的生活、家庭、学习情况
后，为其送上慰问金及礼物。据了
解，2016年以来，草花互动开始践
行“5年，500人，500万”的百万阳
光助学项目， 即在未来5年内，将
联合湖南的社会公益组织、 爱心
企业、爱心人士和各大高校，完成
对500名青少年500万 元 人民 币
公益资金的资助。
■记者 朱蓉

本报11月14日讯 近日 ，
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在开福
区、 长沙县和宁乡等地同步收
网，抓获涉嫌生产、销售病死猪
肉的犯罪嫌疑人28名， 打掉非
法生产、销售窝点20余处。经过
警方侦查发现， 这批病死猪肉
先后售卖到长沙火车站附近的
8家餐馆。
今年7月， 开福公安分局
接到线索：开福区捞刀河某地
有人购销病死猪。该局高度重
视， 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调
查。 经过三个多月的细致调
查 ，一 条 涉 及 市 内 多 地 ， 嫌 疑

人数 较 多 ， 非 法 生 产 、 销 售 病
死猪肉的犯罪链渐渐呈现出
来 。11月9日 ， 专 案 组 组 织 收
网，一举抓获黄某某等28名犯
罪嫌疑人， 彻底摧毁此购销、
加工一体化运作的犯罪链条。
专案组查明，犯罪嫌疑人黄某
某（男，湖 南安 化 人）自 今年 3
月 份以 来 ， 在 开 福 区 、 望 城 区
和宁乡等地生猪养殖户手中
低价收购病死猪，简单加工后
转手卖给嫌疑人阳某某 （男，
湖南 衡 南 人）等 ， 由 阳 某 某 等
细加工后，将这些不符合安全
标准的猪肉以不到市场正常

价格一半的价格 ， 出售 给芙 蓉
区、 长沙县等地多家小餐馆、小
门店和公司食堂供顾客食用。据
黄某某交代，自己低价收购的这
些病死猪价格极其低廉，“200斤
重的病死猪， 随便给个100多块
就可以了。”办案民警透露，每斤
病死猪肉的成本可以低到 五毛
钱左右， 而宰杀后贩卖到餐馆，
每斤则可以卖到7块多钱。
警方侦查发现， 长沙火车站
附近有8家餐馆涉嫌购买病死猪
肉，在警方的追击下，目前八家餐
馆老板纷纷落网。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张铁山

株洲企业单位欠缴水费纳入征信
本报11月14日讯 今天上
午，记者从株洲获悉，从本月底
起， 该市将实行“用水信用消
费”新政，企业单位的用水信息
将纳入征信系统， 恶意拖欠水
费也会和拖欠银行贷款一样，
产生不良信用记录。
“用水信用消费”是指通过
征信公司， 将客户欠缴水费的
信息（信用不良记录）提供给商
业银行、政府部门、司法机关、

社会团体、 中介机构以及其他
社会主体使用， 使欠缴客户在
银行的授信、行政管理、商贸往
来等活动中受到限制、惩戒，进
而促使其按时缴纳水费。
目前， 株洲市水费欠缴现
象突出， 部分企业用户欠费金
额达数百万元， 对供水企业的
正常运营及未来发展造成极大
威胁。此次株洲推行的“用水信
用消费” 只针对企业单位用水

客户，个人用水客户暂不实施。
目前，国内很多城市已经成功
引入用水信用消费体系， 包括上
海、哈尔滨、昆明、长沙在内的省会
城市，以及常德、义乌、湖州等地级
市，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了解，
长沙市推行用水信用消费一年多
来，目前计入征信系统的企业无一
家再拖欠水费， 且收回往年欠费
35%左右。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唐瑞丰

株洲东城大道明年底全线通车
本报11月14日讯 记者今
日从株洲市交通运输局获悉，
该市重点交通项目东城大道进
展顺利， 将于明年11月实现全
线通车。
东城大道是株洲市区连接
醴陵的快速通道， 对于株醴融
城、 株醴新城开发具有重要意
义。该道路东起醴陵市国瓷路，

经仙霞、新阳，西至株洲市区东
环线，对接铁东路，由省道S331
醴陵屏山至芦淞区栗塘村公路
(醴陵至仙井段) 和城市规划的
机场大道、迎新路等道路组成，
全长34.85公里。道路采用一级
公路(或城市主干路)标准，路基
宽度为32米， 可实现双向六车
道通行。东城大道建成后，从株

洲市区至醴陵的时间有望缩短至
30分钟内。
目前，项目整体进展顺利，芦
淞区段预计今年12月建成通车，
株洲县、 醴陵市段目前正在进行
路基、桥涵施工，预计明年11月
全线建成通车。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郭力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