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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桥建设中的科技智慧

我们该如何应对“手机控”
到了晚上，傅小丽（化名）和丈

夫坐在客厅，各自攥着手机，闷头
刷微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沉溺
于虚拟世界的沟通会让现实生活
中的人际关系变得疏远。

“你在家的时间都花在手机上
了，不好好看管孩子，怎么做好榜
样？”傅小丽的父亲傅健青（化名）

不能忍受。
“啥都看不惯，你搬出去住

吧！”女儿的一句气话让傅健青胸
口闷闷的。傅健青用“有点中毒
了”来形容女儿，却不知她为何依
赖手机。傅健青更担忧的，是家长
玩手机会对孩子起到负面的言传
身教作用。

这样的忧虑不仅存在于一个家
庭中。上网检索“手机依赖”——

“母亲发个朋友圈孩子就不见了，
北京8岁双胞胎青岛溺亡”“未成年
人触网呈低龄化，超六成小学生有
手机”……身边的故事和相关调查
数据不断敲击公众的神经，我们到
底该如何与手机相处？

西安街头的“低头族专用通道”。 张远摄

近日，被称为“现代世界新七
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正式
通车运营。大桥全长 55 公里，集
桥、岛、隧于一体，创造了沉管隧
道“最长、最大跨径、最大埋深、最
大体量”的世界纪录，涵盖了当今
世界岛隧桥多项尖端科技，是当
今世界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

港珠澳大桥从设计到建设前
后历时 14 年，这背后有着什么样
的科技支撑呢？

天上有飞机，海上有轮船，夹
在中间的港珠澳大桥如何才不会
影响邻近香港国际机场航线的飞
行安全，又能满足伶仃洋航道 30
万吨轮船通航的需要呢？

港珠澳大桥设计团队提出了
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方案：建造东
西两个人工岛，修建一段海底隧
道，将隧道与大桥连接起来。这
条世界最长的海底沉管隧道由 33
个巨型沉管组成，每节管道长 180
米，单节重约 8 万吨，且沉到海底
40多米。

如此巨大的沉管要怎样才能
沉降到海底实现对接？这就需要

浮运安装。所谓浮运安装，即是
用拖船将沉管拖运到桥位附近，
再用绞锚方式进行横、纵移沉管
至安装位置并进行沉放安装。为
保证浮运安装成功完成，华南理
工大学的赵成璧副教授团队采用
物理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方法对
隧道沉管管段浮运、系泊与沉放
等水上施工的关键问题进行研
究。这一研究，还真发现问题。

“实验发现，在浅水海域，沉
管在水流和波浪的作用下，纵向
水流对管段的作用所引起的问题
比较容易解决，但若遇横流的作
用，管段一放进海里，就会产生横
倾与下沉，并容易触碰到海底，极
其不安全。”团队成员王冬姣副教
授说。为了进一步验证该实验的
可靠性，团队一遍遍进行实验与
计算。最终为港珠澳大桥的浮运
与沉放施工方案提供重要的技术
支持。

在大桥主体安装中，钢箱梁
桥面铺装代表桥梁建设“面子”工
程 ，它 提 供 车 辆 行 驶 的 舒 适 安
全。“我们摒弃了价格高昂的进口
环氧沥青材料桥面铺装技术，选
择了英国浇注式沥青铺装方案。”
华南理工大学张肖宁教授说，“但

该方案施工效率低，按照此方案，
需要 5 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铺
装 工 程 。”他 们 创 新 性 地 提 出
GMA 施工方案，将施工效率提高
10 倍，半年内完成工程。并建成
国内外首个能够满足力学相似的
桥梁截断足尺模型。

除了是世界最长的大桥，港
珠澳大桥的设计使用寿命长达
120 年，打破了国内大桥的“百年
惯例”。

位于海泥环境中的钢管桩如
何确保 120 年不损坏，这对港珠澳
大桥设计团队提出极大的挑战。

“针对特定的海泥环境，我们先后
从涂层的抗渗透性、耐阴极剥离
性等着手研制新型涂料，解决涂
层的耐久性问题。”中国科学院金
属研究所耐久性防护与工程化课
题组负责人李京研究员告诉记
者，他们研制出新一代高性能环
氧涂层钢筋，并参与大桥基础的
防腐涂装施工，保障了港珠澳大
桥 120年耐久性设计要求。

复杂的海床结构、恶劣的自
然环境、超长的跨度距离，对桥梁

钢是一个巨大考验。支撑起这座
特大型桥梁的高性能绿色桥梁
钢，大部分是基于东北大学王昭
东教授团队研发的基于新一代控
轧控冷工艺，由鞍钢集团生产。

该工艺使钢材组织细化 35％
以上，析出相尺寸减少 25％以上，
有效满足了桥梁钢高强度和高韧
性的需求。通过优化的“成分设
计+控制轧制+轧后超快冷却”组
合拳，满足了桥梁的抗震和抗应
变设计。

港珠澳大桥像“搭积木”一样
拼装出来。先在工厂里把桥墩、
桥面、钢箱梁、钢管桩等生产出
来，等到伶仃洋风平浪静时再组
装起来，首次实现“大型化、工厂
化、标准化、装配化”建设理念。

“大钢箱梁运到现场安装，安
装误差必须控制在 1 公分以内，每
个焊缝不能超过两公分，难度非
常大。”伶仃洋上多台风，为了赶
在台风来临前完成施工期，华南
理工大学王荣辉教授团队在国内
首次采用多工法、不对称、多塔斜
拉桥的施工控制技术，完成世界

首次 3100 吨巨型钢索塔整体施
工。

今年强台风“山竹”登陆时，
当全国人民都为港珠澳大桥捏一
把汗时，它稳固屹立。大桥之所
以能牢牢“站稳”，抗 16 级台风、8
级地震，离不开科学的数据支撑。

“ 前 期 周 年 观 测 工 作 早 在
2007 年就已开始。通过现场波浪
观测和分析计算，从而实现潮汐
潮流长期预报、台风等极端个例
的工程分析等目的。”华南理工大
学朱良生教授总共观测出包括

“黑格尔”在内 7 个台风。“拿到观
测数据非常困难，部分设备需要
依靠千吨以上的海事船进行投
放。并在台风季节开展为期 3 个
月的同步对比观测。”

人工岛的防风设计，应该采
用什么形状才更能扛强台风呢？
团队通过对 1949 年以来所有台风
进 行 反 侦 ，统 计 出“50 年 一 遇 ”

“100 年一遇”的台风强度，为桥面
建设提供参数。

此外，高韧薄层沥青罩面技
术、水下结构止水、交通工程系统
集成等技术应用，使得港珠澳大
桥成为名符其实的“超级工程”。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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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积木”拼装出大桥

手机已成为手和脑的延长

傅小丽觉得，自己和大多数
80后一样，追求新的东西，手机里
塞着数十个当下流行的应用软
件 ，只 要 没 有 特 别 重 要 的 事 ，

“叮”——应用通知声一响，她就
会立刻拿起手机查看。即使没有
新的信息，她也忍不了 10 分钟就
会去刷朋友圈。“不然就不舒服，
怕错过什么，那是一种好奇的心
理。”

智能手机不只占用了她越来
越多的时间，可以说是串起了她
的生活，自拍、社交、购物、刷剧。
相比之下，傅健青的日子简单得
多，在他手里，手机回归到了最原
始的功能：打电话。渐渐地，他发
现女儿的生活越来越便捷，自己
遇到的麻烦却越来越多。比如出
门买东西必须带现金，转账汇款
必须去银行，一聚会讨论朋友圈

里老朋友的近况，自己一脸懵。
“也想学学手机的新功能，否则在
生活上多有不便。”其实傅健青心
里很矛盾，他知道手机已经成为
女儿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但他同
时也希望女儿能从手机的世界里
抬起头来透口气，把精力放在工
作和孩子上。

这早已不是一个家庭面临的
问题。当我们环顾四周，公交站、
地铁站、红绿灯下，几乎所有人都
用手机来打发时间，手机渗透到
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根据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截至 2018 年 6 月，我国网
民规模为 8.02 亿，其中手机网民
7.88 亿。按上网设备统计，手机
上网占比 98.3%，台式电脑、笔记
本电脑占比分别为 48.9%、34.5%。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指出：
“手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类器
官的延伸，是手和脑的延长，整合
了许多传统的支付、购物等功能，
由此带来了大量的时间投入和用
户黏度。”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德良表
示：“手机依赖是一个现象，在网
络信息时代，购物也好，社交也
好，上网的终端是社会生活的核
心平台。”他进一步解释，依赖与
成瘾有区别，更偏向于中性的、对
客观现实的描述。

“科技的发展，手机的普及给
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都带来了极
大的便利，但不良的使用习惯会
影响人们的身心发展，过量的时
间消耗也会疏远人和人之间的关
系，与现实生活脱节。”华南理工
大学教师明宗峰提醒道。

当心下一代手机依赖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傅小丽的
大儿子跑过来讨要手机，她严厉拒
绝了。不过傅小丽坦言，一两次不
成，孩子就会吵闹，而手机是安抚
的“神器”，虽然知道对眼睛不好，
可难免心软。傅健青认为，孩子过
多接触手机，关键原因在于家长自
身的行为和引导方式不当。如今，
家里一年级的小孩就经常玩游戏，

1岁的小儿子还拿不稳手机却总要
拨弄几下。

事实上，在很多新一代年轻家
庭的教育中，似乎都缺少如何与手
机共处这一课。

刚上初一的北京市中学生陈
宸，“连洗澡也要带手机去卫生间，
除了睡觉，手机不离手”。为了让
孩子合理使用手机，陈先生经历了

从强压、约法到放弃的过程。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青少年

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
运 用 和 阅 读 实 践 报 告（2017~
2018）》，64.2%的小学生拥有自己
的手机。从 2006 年到 2017 年，中
国未成年人首次接触网络的年龄
不断降低，2017年底，7岁（学龄前）
触网比例达到27.9%。

关注沉溺的成因

直到家里莫名其妙多了一张
某电竞比赛“北京通州赛区第三
名”的证书，李宝东才知道，上高二
的儿子一直在偷偷摸摸租手机玩
游戏。“小卖部里五块钱可以租一
小时，还有同学藏了好几部手机租
给别人。多害人呀，我就说这孩
子，这节骨眼怎么还能玩得下去。”

“手机应用，尤其是 APP 这么
流行，是满足了人性的某些需求，
例如自我认同、社交、表现欲。”刘
德良说，“最典型的，网络游戏就是
通过人为地对用户进行等级划分，
利用对人性弱点的激发来绑定玩
家意志。任何人都存在人性的弱
点，无论年龄大小，只要进入游戏，
就会被游戏规则所牵引，一步步走
向游戏的深处。”

2017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中
国网络游戏注册用户达到 5.8 亿，
市场收入达 2355 亿元，同比增长
23%。我国在架 415 万款 APP 中，
游戏类应用占比 36.6%，网络游戏
手机用户增长较快，最近半年增加
5123 万 ，达 4.58
亿。而根据 2010
年出台的《网络
游戏管理暂行办
法》，很多游戏平
台已经推出了实
名注册和防沉迷
系统，管理防控
之下，为何仍然
不尽如人意？

明 宗 峰 表
示，游戏内容审
查制度有“聘请
专家承担内容审
查、备案与鉴定”
的规定，但是应
该包括哪些领域
的专家、具体操
作性的制度等缺

乏明确性的规定。《暂行办法》将游
戏分级的权利给了游戏运营商的
做法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依据，对
运营商基本上没有约束，“甚至还
变成另一种获利的工具。游戏运
营商为帮助玩家规避因防沉迷系
统所造成的游戏内升级经验和虚
拟物品奖励损失，直接向玩家出售
升级经验。”他说。

“成瘾只是一种症候，背后往
往有更深刻的心理动因。就像流
鼻涕，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感冒，也
可能是肺部疾病等。”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教授李玫瑾说。“除了得到
快乐，被尊重、合群的需求、亲子沟
通问题、逃避和替代都可能成为孩
子沉溺手机的原因。”

刘德良认为，这一逻辑对成年
人也适用。“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
交往的机会，没有娱乐的途径，这
类人群就很容易陷入手机依赖之
中。所以，社区、单位应该提供丰
富多彩的活动，让成瘾者回到现实
生活中来。” 据《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