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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中通道沉管隧道东侧管节全部完成安装
建设进度再
“刷新
刷新”
”
深圳讯 近日，广东省交通集团发布消息，粤港澳大湾
区核心枢纽深中通道的沉管隧道 E24 管节在水下实现精准
对接，标志项目沉管隧道东侧 9 个管节全部完成沉放安装。
至此，项目全线累计沉放 27 个管节，安装长度达 4207.8 米，
沉管段安装突破 5/6。
深中通道全长 24 公里，其中海底隧道长 6845 米，沉管段
长 5035 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宽的海底沉管隧道。E24 管节为
标准管节，长 165 米，浇筑后重约 8 万吨，由保利长大广州打
捞局联合体深中通道 S08 合同段承建。

管的工效。目前，
全线累计完成 27 个管节沉放安装。
“东侧沉管有 5 个为非标准管节，宽度由 46 米逐渐变宽
至 55.4 米，在水下与项目东人工岛堰筑段隧道对接。”深中通
道管理中心岛隧工程管理部工程师席俊杰介绍，施工团队在
面临“超宽、变宽、深埋、回淤量大”等世界级技术难题的情况
下，攻克了超宽、变宽非标准管节及超长、超重标准管节的沉
放安装难题，
刷新了沉管隧道水下安装宽度的世界纪录。

制的世界首艘船架分离式全智能碎石整平清淤船，碎石整平
精度误差不超过 2.5 厘米。
7 月 22 日 14 时，历经精调沉放、拉合及水力压接等工序，
E24 管节完成对接安装。21 时 30 分，经贯通测量确定，E24
管节安装绝对偏差及相对偏差均符合设计及验评标准要求。

海底“安家
安家”
”，
高质量完成 27 个管节沉放安装
深海“牵手
牵手”
”，
“慧眼
慧眼”
”
助力水下精准对接
7 月 20 日晚，拖航编队提带管节，在广东海事局、深圳海
事局的保驾护航下，跨越珠江口截面交通流量超 1000 艘次
的繁忙航道，
于 21 日 12 时 23 分到达施工水域。
受近期频繁的暴雨天气影响，珠江上游径流量增强，增
加了回淤风险和浮运安装难度。
“我们借助水下‘慧眼’，在浅
滩深槽、回淤强度大的复杂施工水域环境，实现沉管的高精
度对接。”广州打捞局深中通道 S08 合同段项目经理孔维达
介绍。
施工团队的“慧眼”，除了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自主研发
的测量塔外，还有沉管隧道施工辅助决策系统。该系统由交
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与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联合打造，
融合了全站仪、姿态传感器等多种高精尖设备功能，并可通
过二维和三维形态实时显示安装情况，实现管节对接全过程
导航、定位、监测。同时，广州打捞局施工团队还应用自主研

深中通道海底隧道沉管段由 32 个管节和 1 个最终接头
组成，西侧需完成 23 个管节（含最终接头）的沉放施工，东侧
完成剩余 9 个管节。2021 年 8 月，沉管隧道东侧首个管节
（E32）完成沉放对接，正式开启了项目东西两侧同步安装沉
管的新征程，在国内首次实现连续半年每月安装 2 节大型沉

8 万吨沉管预制
万吨沉管预制，
，
智能浇筑解决“芯”
技术
对建设团队来说，沉管不仅要实现高精度沉放对接，还
要在海中经受得起长年累月的水压、腐蚀等考验。因此，沉
管管节浇筑的“芯”
技术尤为重要。
沉管管节为矩形双层钢壳、内部填充自密实混凝土的复
合结构型式，每个管节有 2200 多个密闭隔仓，浇筑精度要求
高，且浇筑过程基本不可逆。为了高质量完成预制，项目研
发团队研制出一套世界首创的智能浇筑设备及系统。
“目前，我们混凝土填充密实度达 100%，解决了钢结构
与混凝土的耦合受力难题。此外，经过工艺优化，每个管节
浇筑工期缩短至 29 天，不断刷新大型海底沉管隧道的浇筑
记录。”保利长大深中通道 S08 合同段项目经理吴旭东表示，
在高质量完成项目沉管隧道 E32 至 E24 共 9 节沉管浇筑预制
的同时，项目部也对技术成果、经验进行总结，目前已有 5 项
技术获国家专利发明认可。
据了解，在完成 E24 管节的沉放安装后，深中通道计划
本月底进行沉管隧道西侧管节沉放。
（杨启宁）

广州港口岸南沙港区海嘉汽车码头开放启用
进一步提升广州国际航运枢纽综合通航能力

广州讯 今年 6 月，广州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 220 万标
箱，创单月历史新高，1-6 月共完成 1185 万标箱；6 月完成货

物吞吐量 5773 万吨，为上半年单月新高，1-6 月共完成 31629
万吨；1-6 月外贸集装箱完成 505 万标箱，同比增长 10%，外
贸滚装商品汽车 26 万辆，增长 24%。集装箱航线方面，今年
以来净增外贸航线 13 条；截至 6 月底有集装箱航线 260 条，
其中外贸航线 154 条，
内贸航线 106 条。
近日，广州港口岸南沙港区海嘉汽车码头通过由广州市
商务局、广州海关、广州边检总站、广州海事局组成的联合验
收组验收，
可正式批复同意对外开放启用。
海嘉汽车码头是国务院公布《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
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后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码头。该码
头位于广州港口岸南沙港区对外开放水域，由广州港股份有
限公司及上汽安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注册资
金为 20000 万元，工程总投资约 62980 万元，设计年通过能力
为 62 万辆商品车。码头地处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沙仔岛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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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靠近大虎水域主航道，码头岸线总长 459 米，前沿及港池
水深-12.5 米，建有 1 个 5 万吨级和 1 个 1 万吨级汽车滚装泊
位。该码头开放后，将联合南沙汽车码头组成南沙汽车口岸
平台，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南沙区商品车滚装通过能力及服务
品质，进一步巩固了广州整车集散中心大港的地位，提升广
州国际航运枢纽综合通航能力，促进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片
区和南沙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
广州港货物吞吐量由 2014 年 5.01 亿吨增长至 2021 年
6.5 亿吨，世界排名第 4；集装箱由 1663 万标箱增长至 2447 万
标箱，年均增长超过 100 万标箱，世界排名第 5。2021 年新
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中，广州在全球排名第
13 位，较 2015 年上升 15 位。2021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
货运港口绩效指数”排名，广州港位列第四，在全球货物吞吐
量前十港口中位列第一。
（孙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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