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国家科技进步奖提名项目公示
一、项目名称
复合地层超高水压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建设关键技术

二、提名者及提名意见
提名者：中国公路学会
提名意见：我单位认真审阅了“复合地层超高水压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建设关
键技术”项目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
本项目以中国首个复合地层超高水压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南京扬子江隧
道为依托，对复合地层超高水压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建设关键技术开展了研究。
创新性提出了刀盘伸缩机构新理念，解决了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复合地层和不
明地质条件下刀盘掘进过程中刀具更换和刀盘被困得世界级难题。首创了复杂地
质长距离掘进条件下多模式切削刀盘和刀具技术，开发了超高水压、震动状态、
交变载荷下刀盘主驱动系统，研制了在超高水压条件下满足氦氧饱和气体作业的
人闸设备系统，首次实现了超大直径盾构机的自主研发和国产化，结束了超大超
大直径盾构机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工程将提供有力
的技术支撑，对促进我国隧道盾构机机械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总
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刀盘伸缩机构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首次将氦氧饱和潜水技术应用于盾构隧道带压进舱作业中，突破了空气带压
进舱作业时间短、减压时间长、工作效率低的难题，形成的氦氧饱和压气条件下
开仓作业技术体系，将盾构工法的应用拓展到超高水压、复杂地层领域，为国际
领先水平。开发了超高水压强透水地层定量形成长寿命闭气型泥膜技术，大幅度
延长了泥膜-压气稳定时间。
构建了复合地层超高水压双层盾构隧道设计理论体系，解决了长距离复合地
层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切岩量大、超高水压强透水层条件下盾构隧道长期防水以及

长距离双层车道结构盾构隧道运营安全等技术难题。
成果在福州、佛山、哈尔滨、孟加拉国项目中得到应用，已建和在建的隧道
施工里程 20.9km，实现收入近 74.8 亿元，新增利润 1.25 亿元。部分研究成果已
纳入《公路水下隧道设计规范》和行业专著《公路盾构隧道设计指南》，将对我
国公路水下盾构隧道的发展起到引领和指导作用，促进了我国大直径盾构机的国
产化，每年新增数十亿的产值，为国产盾构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奠定了基础，提
升了中国水下盾构隧道建设技术在国际上的影响，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鉴于以上所述，郑重提名“复合地层超高水压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建设关键技
术”为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贰等奖。

三、项目简介
本项目以中国首个复合地层（岩层最大单轴抗压强度 141MPa）超高水压
（0.72MPa，国内建成最高）超大直径（φ14.93m）盾构隧道南京扬子江隧道工
程为依托，解决了超高压条件下超大型盾构机国产化研制、盾构机氦氧饱和气体
带压进仓换刀、超高水压复杂地质条件下的盾构掘进、超高水压下盾构管片接缝
防水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主要创新成果有：
（1）开发了盾构刀盘伸缩机构、卡机脱困技术、复杂地质多模式切削刀盘
技术、饱和气体带压换刀人闸设备系统，研制了适用于复杂地层、高水压、长距
离掘进的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设备，是国内首台国产的开挖直径为 15.03m
的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
（2）世界上首次应用氦氧饱和气体带压进舱作业技术进行高压条件下带压
进仓换刀作业，一次换刀工作时间可达到 6～8 小时，工效与常规压缩空气方法
相比提高 9 倍。开发了作业条件所需的超高水压强透水地层长寿命闭气型泥膜制
备技术，可达到 0.8MPa 压气条件下长达 6 小时漏气率小于 5%的效果。
（3）构建了复合地层超高水压双层盾构隧道设计理论体系，解决了长距离
复合地层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切岩量大、超高水压强透水层条件下长期防水以及长
距离双层盾构隧道运营安全等技术难题。

（4）攻克了复合地层条件下高水压盾构隧道的关键施工技术难题，实现了
0.65MPa 高水压和强透水地层条件下的超大直径泥水盾构复合注浆止水条件下
盾尾刷更换、富水软弱地层盾构穿越大型圆形风井等成套施工技术。
本项目在复合地层超高水压超大直径盾构隧道的设计理论、施工工法和设备
制造创新及国产化方面均取得了重大突破，大直径泥水盾构机实现产业化。主要
应用推广情况如下：
（1）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已经实现产业化，在南京扬子江隧道工程建设
中得到成功应用，获得累计销售额 38.4 亿元；（2）饱和带压换刀工法、管片接
缝防水可靠性设计方法、合理覆土厚度设计及安全防范措施等成果在南京扬子江
隧道中获得应用，节约投资 4.96 亿元；（3）双联重型高耐磨撕裂刀和高磨蚀性
砂卵石地层刀具配置技术、长距离掘进施工参数模型、长寿命闭气型泥膜等技术
在福州市城市轨道交通 2 号线 4 标、6 标以及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
TJ01 标中进行了应用，显著降低换刀频次，提高掘进效率；（4）本项目部分研
究成果已纳入《公路水下隧道设计规范》和专著《公路盾构隧道设计指南》，对
我国公路水下盾构隧道的发展起到引领和指导作用。本项目的成功实施，为长江
中下游地区众多过江通道的建设、沿海地区跨海隧道以及众多特大城市规划的深
隧工程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5）累计产生经
济效益 74 亿元。
本项目共获得发明专利 24 项，形成企业级工法 4 项，发表专著一部，发表
论文 49 篇（其中 EI 收录 40 篇），获得省部级一等奖 3 项。获得国家科学技术部、
环境保护部、商务部、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国家重点新产品一项。

四、客观评价
1.与国内外相关技术比较
根据 2014 年 2 月 24 日中国科学院上海科技查新咨询中心的查新，应用于此
项目的 NSQYPHFH 1493 型泥水气压平衡复合式盾构机，备用可推出式滚刀技术、
刀盘伸缩机构、多道环形全面盾尾冷冻系统、氦氧饱和潜水作业人行闸为世界首
创。未见国内外与项目方完全类似的报道。

对比国内类似产品的技术参数，分析结果为：NSQYPHFH 1493 型泥水气压
平衡复合式盾构机在刀盘结构设计和刀具配置、伸缩式刀盘技术、饱和气体作业
人闸、整机技术等方面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对比国内现有超大型盾构工程，施工
地质条件是最复杂的、难度是最高的。
根据 2014 年 4 月 25 日中国科学院上海科技查新咨询中心的查新，可三向加
载控制的管片接缝防水性能试验设备、试验方法和流程未见类似报告，课题组研
制出的能满足 0.72MPa 超高水压的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弹性密封垫断面形式也未
见类似报道，具有先进性和新颖性。
与国内外相关技术比较总结如下：
表1
关键技术

本项目技术成果与国内外同类技术对比表
对比点

国内外同类技术

本项目技术

盾构法隧道进仓及
更换刀具技术

带压换刀技术

氦氧饱和气压进仓技术，
一次工作 45 分钟，
一次工作 6~8 小时，工效
工效低
提高 9 倍

盾构机刀盘刀具

推出式滚刀，刀盘
伸缩机构

国内外未见

首创推出式滚刀，刀盘伸
缩机构

超大直径盾构隧道
接缝防水技术

最高水压

0.65MPa

0.72MPa

15.03m 超大直径盾
构机国产化

盾构机集成制造

国内无先例，国外
自主研发，国产化率 65%
较少

2.国家首台套鉴定
2015 年 7 月，经工业和信息化部鉴定为首台套。鉴定委员会认为：泥水平
衡盾构机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工程将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对促进我国隧
道盾构机机械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
备用可推出式滚刀技术、刀盘伸缩机构技术和氦氧饱和带压换刀应用技术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3.产品测试
2013 年 8 月该产品通过了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型式试验，试
验项目为整机性能试验、安全检查和 200h 可靠性试验，试验结论为：样机主要
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满足设计要求，样机主要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符合

Q/320581GLD002-2012 企业标准的要求
4.国家重点新产品
获得了 2014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部、环境保护部、商务部、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颁发的国家重点新产品项目。
5.科技成果鉴定
2016 年 2 月 20 日，在江苏省科技厅组织的“大型隧道盾构机的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验收会上，验收委员会认为项目研制了超长掘进距离刀盘、刀盘伸缩机
构、备用可推出式滚刀、高水压下氦氧饱和带压换刀技术，新型盾尾密封装置、
专用管片机口子件搬运系统等，开发集成了国内首套超大型泥水气压平衡复合式
隧道掘进机，并在南京纬三路过江隧道等工程中得到了成功应用。
2012 年 5 月 31 日，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对“管片接缝防水可靠性试验及数值
分析研究”课题成果进行了鉴定。鉴定委员会认为：课题首次自主设计研制了可
三向加载控制的管片接缝防水性能试验设备，根据弹性密封垫人工老化试验和非
线性有限元分析的结果，预测了弹性密封垫长期防水性能。认为该研究成果总体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现有拼装条件下，管片接缝防水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获奖
（1）《NSQYPHFH 1493 型泥水气压平衡复合式盾构机》获得了 2014 年度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NSQYPHFH 1493 型泥水气压平衡复合式隧道掘进机》获得了 2014
年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
（3）《复合地层超高水压盾构隧道建设成套技术》获得了 2017 中国公路学
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4）《复杂地质条件下水下大断面盾构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获得了 2017 中
国交通建设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5）《超高水压复合地层超大直径泥水盾构施工关键技术》获得了 2016 中
国交通建设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6）《复杂地质超大型盾构机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其应用》获得了 2016 中国
交通建设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7.媒体报道
该项目 2015 年入选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
《建设者-掘进长江》，对超高
水压上土下岩条件下的盾构施工、超长距离掘进不换刀进行及氦氧饱和压气作业
进行重点的介绍和描述，并入围 2015 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和 2015 中国
（广州）国际记录片节“金红棉”奖。

五、推广应用情况
自 2011 年该技术首次运用在南京纬三路过江通道工程中，研制的超大直径
盾构机成功穿越粘土、砂卵石地层，创造了最大日掘进 26m 的记录，成功完成
上土下岩、岩石硬度达 141MPa 的砂岩层，获得营业收入 38.4 亿元，利润 1.02
亿元。成果在福州、佛山、哈尔滨、孟加拉国项目中得到应用，已建和在建的隧
道施工里程 20.9km，实现收入近 74.8 亿元，新增利润 1.25 亿元。部分研究成果
已纳入《公路水下隧道设计规范》和行业专著《公路盾构隧道设计指南》，将对
我国公路水下盾构隧道的发展起到引领和指导作用，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随着本项目技术的成功应用，自 2014 年起，国内盾构机制造商相继获得直径 8m
以上盾构机订单，打破了全部由外国品牌垄断的局面，促进了我国大直径盾构机
的国产化，每年新增数十亿的产值，为国产大直径盾构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奠定
了基础。

六、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表 2 主要知识产权清单
知识产
权类别

知识产权
具体名称

国家
授权号
（地区）

发明
专利

盾构机刀
盘伸缩装
置

ZL201
210068
1668

中国

授权
日期

2014.
3.19

证书
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发明专
利有效
状态

1364046

中交天和
机械设备
制造有限
公司

周骏、戴佳
临、季雪兵、
乔培新、张天
举

有权

发明
专利

可推出式
滚刀

发明
专利

盾构压气
条件下饱
和开舱作
业方法及
设备

实用新
型专利

一种盾构
隧道管片
接缝弹性
密封垫

发明
专利

超大型盾
构机穿梭
舱井下搬
运方法

发明
专利

饱和带压
条件下穿
梭舱吊运
装置

发明
专利

一种盾构
机带压开
舱开挖面
的支护方
法

发明
专利

用于盾构
机滚刀安
装的定位
装置及其
使用方法

发明
专利

可三向加
载的多功
能衬砌管
片接头力
学性能试
验系统

中国

ZL201
210067
5883

中国

ZL
2014 1
004227
8.5

中国

ZL201
420388
091.6

中国

ZL201
310365
153.1

中国

ZL
2014 1
006816
7.1

2013.
12.4

2015.
09.09

2014.
07.15

2015.
5.13

2015.
04.15

中国

201410
159979
.7

201604-20

中国

ZL201
310361
853.3

2015.
3.11

中国

ZL
2010 1
028997
4.8

2012.
02.29

中交天和
机械设备
制造有限
公司

周骏、张天
举、史志淳、
戴佳临

有权

1779643

中交隧道
工程局有
限公司

姚占虎，张英
明，夏鹏举，
赵小鹏，邵明
月，陈郁，田
毅

有权

3952983

中交第二
公路勘察
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
司

杨林松；
郭小
红；拓勇飞； 有权
刘继国

1658666

中交天和
机械设备
制造有限
公司

肖军、戴佳
临、谭刚、王
彬、梅万永

有权

中交隧道
工程局有
限公司

姚占虎，张英
明，夏鹏举，
赵小鹏，邵明
月，陈郁，田
毅

有权

2039965

河海大学

朱伟, 闵凡
路，魏代伟,
姜 腾, 王睿 ,
张亚洲, 陈
喜坤, 张宁

有权

1641457

中交天和
机械设备
制造有限
公司

张天举、任琳
妍、季雪兵、
江欢、
马晓华

有权

同济大学

闫治国；丁文
其；朱合华；
顾贇；黄锋；
彭益成；陈
宝；常岐；沈
碧伟

有权

1316419

1635123

913884

七、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1 完成人：周骏，研究项目总负责人，负责总体技术路线的编制、盾构机

关键技术研发与整机研制，并全面组织该项目的实施与审定；负责组织穿梭舱井
下搬运关键技术实施；创造性地提出刀盘驱动伸缩机构新理念，开发了刀盘伸缩
机构；开发了双管片搬运吊具，研制了同步施工系统；提出了长距离掘进刀盘设
计方法，开发了可推出式滚刀；对创新点 1、2 有创造性贡献。
第 2 完成人：姚占虎，提出和验证了超高水压强透水地层定量形成长寿命闭
气泥膜理论体系和现场验证；验证了高水压长距离掘进技术方案和体系；对创新
点 2、3 有重要贡献。
第 3 完成人：张伯阳，盾构隧道建设项目负责人，负责隧道建设技术路线制
定。提出了适合本工程长距离掘进的重型撕裂刀设计方案；实现了饱和带压换刀
技术在本工程中的应用；对创新点 1、2、3 有创造性贡献。
第 4 完成人：拓勇飞，扬子江隧道项目的设计负责人，提出了超高水压条件
下盾构隧道新型防水密封垫及其系统的设计方法，提出了盾构隧道开挖面最小支
护压力计算模型，对土岩复合地层条件下盾构隧道切岩量大的问题提出了优化方
法；对创新点 3 有创造性贡献。
第 5 完成人：张英明，负责组织盾构机施工项目的实施；实践验证了刀盘伸
缩技术在工程中的应用；实践了饱和饱和带压换刀技术在工程中的应用；针对高
水压下提出了盾尾刷更换技术并成功应用与工程；对创新点 1、2 有创造性贡献。
第 6 完成人：施瑾伟，将超高压条件下饱和气体带压进仓作业技术成功应用
于工程实际中；成功申报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泥水气压平衡盾构机潜水换刀作业
系统”；对创新点 1、2 有创造性贡献。
第 7 完成人：吴忠善，复合地层超高水压超大直径盾构机研制及施工关键技
术的主要研究人员，参与了刀盘伸缩装置的方案设计；组织完成了压气条件下饱
合带压进舱技术的研究；参与了高磨蚀性砂卵石地层刀具配置技术研究；对创新
点 1、2、3 有突出贡献。
第 8 完成人：郭小红，定义并给出了掘进面支护特性曲线；提出了盾构隧道
开挖面最小支护压力计算模型；对创新点 3 有创造性贡献。
第 9 完成人：游光文，作为本项目的具体实施人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特别针对上软下硬复合地层用滚刀的设计提出创新理念，把镶嵌合金一体式滚刀
理念引入本项目，针对砂卵石地层优化了重型撕裂刀的设计，为本项目高磨蚀砂
卵石地层掘进 2580 米不换刀提供了基础条件，针对高水压长寿面闭气泥膜技术
进行了现场试验，保障了泥膜制作的质量。对创新点 1、2、3 有创造性贡献。
第 10 完成人：朱伟，作为本项目的主要科研课题的负责人，开发了泥水盾
构机带压开仓时开挖面泥膜闭气值的测试装置及方法；提出了长寿命闭气泥膜的
备制方法，揭示了压气条件下泥膜支护开挖面稳定机理；形成了盾构机压气条件
下开仓开挖面的支护方法，为本项目在超高水压下进行饱和法进仓开挖面稳定性
保障提供了理论和实验基础；对创新点 2 有创造性贡献。

八、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第 1 完成单位：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扬子江隧道工
程项目的设计及本项目部分内容的研究，具体负责创新点 2 中饱和压气条件下开
挖面稳定问题、创新点 3 中的“超高水压强透水层条件下长期防水”等方面的研
究工作。构建了复合地层超高水压双层盾构隧道设计理论体系，解决了长距离复
合地层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切岩量大、超高水压强透水层条件下长期防水等技术难
题。对于有效减少掘进面失稳而引起的工程事故，加快总体施工进度，起到了重
要作用。研究成果已应用到孟加拉吉达港卡纳普里河隧道工程，马鞍山市九华路
过江通道工程等多个盾构隧道工程的设计或研究中,部分研究成果已纳入中交第
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主编的《公路水下隧道设计规范》和专著《公路
盾构隧道设计指南》，取得较高社会、经济效益，为本项目成果的推广及应用做
出了突出贡献。
第 2 完成单位：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负责盾构机关键技术的研
制和整机制造，对主要科技创新点 1、2、3 做出创造性贡献, 具体如下：
（1）创
新性提出了刀盘伸缩机构新理念，解决了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复合地层和不明地质
条件下刀盘掘进过程中刀具更换和刀盘被困得世界级难题。首创了复杂地质条件
下长距离掘进刀盘和刀具技术，开发了超高水压、震动状态、交变载荷下刀盘主
驱动系统，研制了超大直径盾构机同步施工系统，为国际领先水平。首次实现了
超大直径盾构机的自主研发和国产化；
（2）组织实施了氦氧饱和潜水技术应用于

超高水压下泥水盾构机关键技术攻关，攻克了盾构机压气条件下饱和开舱作业的
技术难题，实现了饱和带压技术在本工程中的应用；
（3）提出了适合本工程长距
离掘进的重型撕裂刀设计方案，组织了项目成果的工程化。
第 3 完成单位：中国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参与本项目部分内容的研究，研
发了盾尾冷冻加固技术，首次提出并采用了 5 道复合式易更换盾尾密封技术并成
功在依托工程应用，形成了高水压和强透水地层条件下多道易更换盾尾密封刷安
全更换技术。通过合理设置富水软弱地层加固参数，并在地下连续墙槽段间采用
十字玻璃纤维接头，成功解决了临水富源软弱地层条件下，盾构机直接穿越大型
圆形风井的技术难题。分析确定了浅覆土软硬不均地层盾构推进的影响因素，结
合盾构机推力、刀盘扭矩等因素对推进速度、刀盘转速的影响，建立了水下隧道
水压力、覆土厚度、土力参数等于盾构机掘进参数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 4 完成单位：中国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
司为依托工程南京纬三路过江通道工程 N 线隧道的实施单位，全面参与本课题
的研究、实施和技术成果资料整理等工作。具体贡献包括：
（1）参与开发了盾构
刀盘伸缩机构、复合地层滚刀更换装置、卡机脱困技术、饱和气体带压换刀人闸
系统；
（2）参与研制了适用于复合地层、高水压、长距离掘进的大直径泥水平衡
盾构机设备；
（3）参与开发了作业条件所需的超高水压强透水地层长寿命闭气型
泥膜制备技术，并成功实施世界上首次氦氧饱和气体带压进舱作业技术进行带压
进仓换刀作业；
（4）主持了超高水压强透水地层盾尾刷更换技术研究，并成功实
现了 0.65MPa 高水压和强透水地层条件下的超大直径泥水盾构复合注浆止水条
件下盾尾刷更换。
第 5 完成单位：同济大学，对本项目贡献包括：
（1）自主设计研制了可三向
加载控制的管片接缝防水性能试验设备，该设备能进行盾构隧道管片接缝一字缝、
T 字缝和十字缝的防水性能试验，并独立设计了弹性密封垫三向加载的防水试验
方法和流程，该方法能较好模拟弹性密封垫在实际环境中的受力状态。同时研制
了相关的混凝土试块和模具，采用混凝土试块进行弹性密封垫防水试验能较好地
模拟弹性密封垫底部与混凝土沟槽之间的防水性能，得到的结果更能反映实际情
况，该试验设备及方法为纬三路隧道接缝防水研究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2）

针对纬三路当时国内最高水压 0.72MPa 的防水设计要求，提出了一套弹性密封垫
断面形式优化设计的思路与方法，即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和防水试验方法相结合，
计算分析弹性密封垫断面的力学特性和防水特性，能有效提高优化设计效率与效
果，最终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弹性密封垫断面形式，防水性能试验得到该断面形式
的防水密封垫防水能力达到了 1.3MPa，且同时满足了“张 8 错 15”的综合指标，
即在张开量为 8mm,错台 15mm 的不利工况下，仍能达到 1.3MPa 的防水能力，
最终该断面形式的防水能力能满足本工程 0.72MPa 防水性能要求，同时其装配力
也能满足设计施工要求；（3）针对纬三路当时国内最高水压 0.72MPa 的防水设
计要求，提出了分区防水的概念，通过在盾构管片角部加贴防水材料，防止地下
水在管片接缝之间窜流，并对后期运营养护期间确定渗流点位置，采取相关维修
措施提供了便利。
第 6 完成单位：河海大学，负责本项目的主要科研课题的研发工作，对创新
点 2 创造性贡献。具体如下：
（1）开展了本项目高水压强透水地层泥浆配置、成
膜及饱和法带压开仓稳定性保障工作，开发了泥水盾构机带压开仓时开挖面泥膜
闭气值的测试装置及方法；
（2）提出了长寿命闭气泥膜的备制方法，揭示了压气
条件下泥膜支护开挖面稳定机理；
（3）形成了盾构机压气条件下开仓开挖面的支
护方法，为本项目在超高水压下进行饱和法进仓开挖面稳定性保障提供了理论和
实验基础。
第 7 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对本项目贡献包括：
（1）
负责南京扬子江隧道盾构支护在施工和运营期的健康监测与分析；
（2）提出并论
证盾构穿越大型圆形风井的设计方案和加固技术；
（3）构建了盾构隧道实时监测
衬砌动力响应的无线远程监测系统。

九、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该项目成果主要由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并长期合作
研发，同时针对不同研究内容、任务和目标又分别联合了其它单位共同完成。中
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超高水大直径盾构隧道管片接缝防水
密封及主河槽隧位埋置深度及合理覆土厚度的研究。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负责超高水压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的研制，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及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负责压气条件下饱和带压进舱作业技术作业流程
的开发及实施，河海大学主要与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合作研发饱和带压进舱
作业技术所需要的闭气泥膜。同济大学与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作进行防水密封垫的防水能力测试。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工程研究所主要与中
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隧道设计理论及实时监测方面的合作。
项目第一完成人与张伯阳、拓勇飞，张英明，施瑾伟，郭小红，吴忠善等人
共同完成 2010 年中国交建特大科研项目《复合地质条件下超高水压大直径盾构
过江隧道建设成套技术研究》并完成验收通过。
项目第一完成人作为项目负责人与张伯阳、姚占虎、郭小红、朱伟、拓勇飞、
施谨伟共同申报并立项 2013 年江苏省交通科研计划项目《盾构压气条件下饱和
法开舱作业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编号 2013Y26。
项目第一完成人与郭小红，拓勇飞，张英明，姚占虎，游光文共同申报并立
项研究交通部西部科技项目《复杂地质条件下水下大断面盾构隧道建设关键技术
研究》，项目编号 2013318Q03030。
上述情况属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