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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原付川）
记者近日从雄安新区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平台获悉，《雄安新区
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快线项目
勘察设计招标公告》已对外发
布，该项目将于近期实施。线
路时速160公里以上，建成后实
现雄安新区启动区至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半小时、至北京金融
街一小时通达目标。

雄安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快线（R1 线）是列入雄安新区

“四纵两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
干线，线路全长约 85.75 公里，
途经雄安新区、廊坊市和北京
市。其中，高架段约 65.55 公
里，路基及U槽段约1.15公里，
地下段约 19.05 公里。设站 7
座，分别为雄安航站楼站、金融
岛站、东二组团站、雄县站、雄

安站、霸州经济开发区站、永清
站。其中，雄安航站楼站、金融
岛站、东二组团站为地下车站，
其余4座为高架车站。

雄安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快线项目已批准建设。项目业
主为河北雄安轨道快线有限责
任公司，建设资金来源为政府
投资，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资金落实情况为已落实。招标
人为河北雄安轨道快线有限责
任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国信
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区将加快建立连接雄安
新区与京津及周边其他城市、
北京新机场之间的轨道交通
网络，完善雄安新区与外部连
通的高速公路、干线公路网，
打造便捷、安全、绿色、智能交
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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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原付川）
5 月 30 日，随着长 40 米、重 160
吨的预制箱梁被稳稳吊升安放
到预定台座，雄安新区首座特
大桥、雄安站西侧干路项目新
盖房特大桥首片预制箱梁吊装
完成。该项目施工生产正式进
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作为雄安新区第一座特大
桥，新盖房特大桥全长 2.2 公
里，桥面面积 9 万平方米，跨越
新盖房分洪道。大桥共 51 跨，
除跨越分洪道南北大堤部位 6
跨采用现浇连续梁外，其余均
采用40米预制装配式箱梁。

雄安站西侧干路项目是雄

安新区重点交通路网建设项
目，起点与起步区东西轴线东
延相交，项目规划为城市主干
路，连接雄县、K1线、既有荣乌
高速及雄安站枢纽片区内部规
划道路，终点与既有荣乌高速
相交。工程范围共分两段，两
段道路全长约6.5公里。

据了解，雄安站西侧干路
项目是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的
配套项目，也是雄安新区五个
外围组团之一昝岗组团的城市
主干路，主要承担雄安站枢纽
片区与昝岗组团内其他组团的
快速连接，以及京雄城际铁路
雄安站周边地面的交通集散。

□河北日报记者 原付川

作为雄安新区先行开发建设区，容
东片区市政道路、配套综合管网、电力
设施等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推进，到处呈
现出塔吊林立、热火朝天的景象。

容东片区河西110千伏输变电工程
（简称河西变电站）去年9月正式开工建
设，目前已转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预
计明年5月正式投产运行。河西变电站
有哪些设计理念，采用哪些先进技术，
工程有哪些特色亮点，质量如何保障？
连日来，记者对该项目进行了探访。

打造国内首个绿色星级变电站

5 月 14 日，位于容东片区西南部的
河西变电站施工现场一片繁忙，各种机
械运输车辆来回穿梭，机器的轰鸣声不
绝于耳，近百名工人戴着口罩、紧张有
序地进行钢筋绑扎作业。

作为雄安新区重点项目，该项目全
面复工后，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按下了建设的快进键，确保项目高质量
如期完工。目前，项目已完成基础施工、
桩基工程，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绿色理念、绿色施工贯穿于项目
全过程，建设国内首个绿色星级变电
站，助力新区打造成为高效节能示范
区。”国网河北建设公司河西变电站项
目经理张照琨告诉记者，河西变电站是
一座绿色建筑，绿色是前提，在建设过
程中，项目严格落实“四节一环保”（节
水、节地、节能、节材和环境保护）要求，
确保各项节能指标都达到国家绿色工
业建筑评价标准。

与普通工地不同的是，除大型机械
及大型车辆外，项目施工现场全部采用
电动机械和电动工器具，电动洒水车来
回移动将路面浸湿，电动叉车、电动升
降车、电动吸尘车等有序作业。

绿色生产无处不在。在项目入口

处设置车辆自动冲洗装置和三级沉淀
池，车辆驶出前冲洗，保证尘土不带出
工地，冲洗用水流入沉淀池循环使用。

“坚持节能优先，综合兼顾施工成本
和运营维护成本。”张照琨说，在规划建
设时，利用下沉空间作为变电站内部空
间的进风通道，设计自然通风散热冷却
方式，既能减少基坑围护和土方开挖工
程量，又能有效降低后期运营维护成本。

打造国内首个国际最高
标准变电站

变电站和建筑物全在地下，长期处
于潮湿环境，建筑结构施工质量是控制
难点。如何保持良好通风效果？如何
彻底避免粉刷物脱落，损伤电气设备、
带来运行风险？

国网河北建设公司多次市场调研，
并组织专家论证，最终确定了一套解决
方案：主体结构施工选用进口新型聚合
物模板系统，采用清水混凝土技术。同
时，落实高标准高质量要求，对每一个
细节精益求精、力求创新，确保施工中
不打折扣。

国网河北建设公司雄安建设管理中
心副主任金晓明，对河西变电站清水混
凝土技术的应用赞不绝口。原来，河西
变电站在全站尝试清水混凝土装饰，浇
筑一次成型，表面光洁美观，且无需二次
粉刷或装饰。通过这项技术，既体现出
混凝土天然质感，又产生光洁的效果，令
变电站内部空间宽敞通透。“清水混凝土
墙面远观色泽柔和自然，走近触摸非常
光滑细腻，像镜子一样能照出人影。”金
晓明说，与清水混凝土施工工艺配套使
用的还有进口新型模板和清水混凝土保
护剂。清水混凝土保护剂既能保护结构
保护层，又能防止变电站结构内部钢筋
锈蚀，延长结构使用寿命。

在工程质量方面，针对每项工程建
设指标，提高常规建设标准，选取国内、

国际标准条款中相关条款最高标准为
标准，全面提高工程建设质量，打造国
内首个国际最高标准的变电站。

打造国内首个下沉庭院式变电站

“从地面上看是一个街角公园，变
电站所有设施设备、电线电缆、控制装
置等置于地下空间，与周边环境融为一
体。”在项目部工程展示沙盘前，张照琨
向记者描绘了河西变电站的运行场景。

作为国内首个下沉庭院式变电站，
河西变电站利用周边绿地，围绕宣传展
示屏、下沉式透明设备观察窗、绿色能
源技术等设计建筑和景观，将休闲、体
验、科普教育等多种功能融为一体，打
造一个开放式电力科普公园，与周边居
民实现实时互动。

张照琨举例说，通过踏电地面，当
你走路或跑跳时产生电能，驱动墙体大
屏幕，展示变电站运行情况、安全用电
常识、电力设施保护等信息，起到寓教
于乐的作用。

透过下沉式透明设备观察窗，变电
站内部不再神秘，能看到其运行中的电
力设备。设置环境数据监测点，对外公
示站区范围内噪音、电磁辐射的真实数
值，消除周围居民对电力设备运行是否
有害环境的疑虑。

正式投运后，河西变电站将为容东
片区居民与商业聚集区进行供电，并与
其他变电站共同构建110千伏链式结构
及10千伏双环网，大幅提升区域供电可
靠性，为用户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

国网雄安新区供电公司规划管理
中心副主任王帆表示，将根据雄安新区
规划，在新区全面推行共享融入式电网
建设理念，大力推进电力设施和电线
电缆入地，精心打造世界一流绿色智
能电网。

工程还结合雄安新区规划，推进电
网工程与城市景观融合建设，所有景观
设计完全与区域风貌、周边环境相融
合，不断优化完善变电站节能和环保措
施，打造环境友好型变电站，为新区规
划建设提供坚强可靠的电力保障。

5月29日，随着京
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京雄
车场钢结构屋盖最后一
根钢梁平稳吊装到位，
京雄车场主体结构顺利
完工。

京雄城际铁路雄安
站位于雄县城区东北
部，是京雄城际铁路规
模最大的新建车站。该
站总建筑面积47.52万
平方米，共设 11 台 19
线，其中京雄车场规模
为7台12线，津雄车场
规模为 4 台 7 线。未
来，京港台高铁、京雄城
际、津雄城际3条线路
将在此汇聚，与公交、出
租车等地面交通实现立
体换乘。

这座服务于“未来
之城”、主体5层的宏大
建筑，体现出“畅通融
合、绿色温馨、经济艺
术、智能便捷”的新理
念。雄安站的建设者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项目推进，紧盯工程
质量，取得了主体结构
如期顺利完工的阶段
性胜利。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伟亚）从近
日国家防总检查组在雄安新区召开
的防汛抗旱工作座谈会上获悉，目
前雄安新区环起步区各防洪治理工
程正在快速有序推进，百公里防洪
堤中，6 月底前近半将达到 200 年一
遇防洪标准。

雄安新区环起步区生态防洪堤
由 5 部分工程组成，全长 100 公里，
防洪标准为 200 年一遇，堤防等级
为 1 级。除西北围堤外，环起步区
的其余 4 处堤防工程全部于 2019 年
进场施工，其中，南拒马河右堤、白
沟引河右堤、萍河左堤全部，以及新
安北堤防洪治理工程的白洋淀码头
段，共 40 多公里，在今年主汛期前
完成水利堤防填筑等工程，具备防
洪能力，即达到 200 年一遇防洪标
准。西北围堤连接工程南起荣乌高
速北接南拒马河右堤，正在谋划前
期工作。

据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新区配合省水利
厅编制完成《2020 年雄安新区起步
区安全度汛方案》，该方案已经通
过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的
专家审查，进一步完善后按程序报
批实施。起步区、三县县城和白洋
淀蓄滞洪区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
已基本编制完成。起步区现状工
况安全度汛标准为 20 年一遇，当发
生超标准洪水时，则对新安北堤未
开工段采取应急措施，通过分洪以
及抢筑挡水子埝等措施，实现降低
淀区滞洪水位，达到 50 年一遇安全
度汛标准。

早启动、早排查，赢得防汛工作
主动。今年 2 月下旬，新区启动防
汛准备工作，对 380 公里堤防、27 座
排水泵站、24 处水闸自查，发现 12
处隐患，已处置 8 处，其余 4 处近期
将全部修缮整治到位。围绕堤防险
工重点，对新安北堤、萍河左堤、南
拒马河右堤和赵王新河等关键区
域，组织制定堤防抢护、河道清障和
白洋淀预泄等应急措施方案，汛期
不结束，巡查排险不间断。

此外，新区三县已经登记抢险
队伍 530 支，建立以民兵为主力、群
众队伍为基础、施工企业为主要支
撑 、消 防 抢 险 专 业 队 伍 为 技 术 保
障、解放军部队为坚强后盾的防洪
抢险救援队伍体系。

强化管理，督导施工单位编制安全度汛和排涝预案，并
定期演练。新区和三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起步区应急抢
险预案、白洋淀蓄滞洪区分洪口门运用预案、蓄滞洪区转移
安置预案等已修改完成，形成了较完备的预案体系。

目前，新区及三县均已成立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新区
及三县防汛指挥组织机构已全部调整到位。省水利厅牵
头，大清河流域内相关各地市、雄安新区和水文、气象等部
门，共同制定了雄安新区洪水防御工作机制，建立了雨水情
信息共享、降雨趋势研判、预报预警信息推送、协调会商、技
术支撑等机制，力保新区安全度汛。

绿色智能高铁站呼之欲出
——写在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京雄车场主体结构完工之际

容东片区河西110千伏输变电工程转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全程绿色施工 实现共享融入
——雄安新区重点项目探访（五）

容东片区河西110千伏输变电工程效果图。 （国网雄安新区供电公司供图）

□河北日报记者 张伟亚

一条条超长钢梁飞跨雄安站高架
候车厅上方，像一根根巨型龙骨，构成
了拱形屋顶，雄安站站房露珠状外观雏
形展现。高架候车厅和钢结构屋盖与
下面两层独创的清水混凝土主体结构
浑然一体，尽显绿色环保理念。

来自参建单位中铁十二局的项目
部总工程师贾玮表示，雄安站设计理念
以绿色三星级客站要求进行设计，绿色
设计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一体”：站城
一体、站桥一体、建构一体，节约空间的
同时，使人们出入站和换乘其他交通工
具更加便捷和人性化。

雄安站站城一体化设计理念，是将
车站与城市空间紧密融合，城市功能与
枢纽功能互联互通，在一体化开发原则
指导下，使多方主体共享车站周边的经
济利益和开发价值。

未来，依托高铁站和地铁 M1 线形
成城市综合发展轴，两侧设置带状城
市公园，构建城市休闲活力环，最终将
雄安站联动周边功能区，形成一个有
效的、更舒适的日常生活圈，使居住、
就业、购物、娱乐相对比较集中，让人
们大幅度减少长距离通勤。综合客站
通过与城市的一体化建设，更加密切
了客站与城市功能之间的联系，实现
了相互之间在空间和形态上的融合与
渗透。

站桥一体，是将承轨层设置在高架
桥上，距离地面16.4米，实现了桥梁结构
和车站建筑结构组合在一起的桥式站
房综合体。“这样既能有效利用空间、显
著减少建筑占用面积，又能使轨道交通
和地面公交‘交融’，实现功能多元化，
同时营造出宽敞舒适的候车换乘环

境。”贾玮称，这样可使旅客在站内走最
短的路，完成站内各种交通工具的相互
转换。

雄安站以“建构一体”为原则，通过
首层的清水混凝土开花柱、弧线型清水
混凝土梁以及站台钢结构，将自然、朴
素的建构之美作为理念与特色，最大程
度地优化梁柱关系，强化整体感，表达
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建筑气质。

在雄安站站房效果图上，整个建筑
在南北方向设置的一条 15 米宽的“光
谷”看上去晶莹透亮。这条极具特色的

“光谷”将建筑屋面单元划分为两部分，
解决候车厅采光通风问题的同时，让旅
客感受到自然光的沐浴。屋面采用“光
伏板+阳光板”设计，可为后续运营提供
约 20%的电力，形成自供自用新型绿色
建筑新模式。

在高架候车大厅和地面候车大厅中
间，是铁路站台及轨道交通线站台组成
的站台层。5月29日11时，来自陕西的
工人李海斌正在对站台层进行“打毛”和
清理混凝土废渣。站台层的立面墙上，
安装着很多带孔的墙板，格外显眼。

“站台采用了国内首创的预制站
台 吸 音 墙 板 ，能 很 好 地 起 到 降 噪 作
用。”项目副总工程师何锦辉称，因为
雄安站站台设在候车大厅上方，因此
对于列车进站的降噪设计是项目的一
个难点和亮点，“你不能让旅客头顶上
隆隆地响”。这种墙板有一米高、两米
多长，采用声学设计，上面有很多 55 毫
米见方的孔眼，夹层为玻璃丝绵。站
台长 450 米，每个站台的立面都铺满了
这种吸音墙板。

“这是国内首个三维曲面清水混凝
土候车大厅设计，满足桥下候车厅整体
性、韵律性、艺术性。”中铁建工集团雄
安站指挥部党工委副书记王星运表示，
清水混凝土梁、柱中部设有凹槽，再加
上四角圆弧的造型，都对清水混凝土
梁、柱从设计到建造提出了极高要求。
针对小截面、异形箍筋加工的需求，他
们组织技术人员攻关，研究发明了异形

钢筋顶弯机和“几”字形角码固定木方
的侧模体系，达到模板正面无钉眼的清
水效果，提高了加工效率和加工精度。
最终实现中部凹槽一次成型，四角圆弧
单独设置、现场拼装。“智慧工地建设应
用共计 9 大项，17 子项。成立了 BIM、
智能建造、信息化技术、清水混凝土、绿
色建造五大创新工作室，完成 17 项技
术创新科研课题、19 项专业论文、17 项
创新工法，11 项专利完成相关科研课
题申报。”

BIM 技术的应用，有力地保障了高
铁站的建设。利用BIM的三维可视化，
使施工现场平面布置与现场一致；通过
BIM 三维模型的建立模拟，对各主要阶
段的交通组织、大型设备配置、材料堆
场、临建设施使用是否合理进行管理，
使工程施工合理有序地进行，实现质量
管理优化、安全管理优化。BIM+GIS技
术的运用，通过无人机对现场进行不同
阶段的航拍扫描，生成数字模型，可以
更加真实地反映现场实际进度。

在建设阶段积极探索应用了BIM+
GIS技术、BIM信息模型技术、物联网技
术，为后期实现数字模型的交付、CIM
平台对接创造有利条件。

在塔吊林立的施工现场，记者在相
关移动端和平台端上看到，塔吊运行数
据实时显示在上面。

数十台塔吊均安装了塔吊防碰撞
系统，实时监控塔机工作吊重、变幅、起
重力矩、吊钩位置、工作转角、作业风
速，以及对塔吊自身限位、禁行区域、干
涉碰撞进行全面监控，实现建筑塔吊单
机运行和群塔干涉作业防碰撞的实时
安全监控与声光预警报警，有效地防范
了塔吊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雄安站开工建设伊始，便做了数
字建造与信息智能化建造基础工作，
以实现 BIM 技术设计、施工、运维的全
生命周期应用。采用更加科学、自动
化的施工生产方式，施工现场遍布众
多大型设备和先进高空作业车设备，
施工场外建设智能钢筋加工厂、智能
搅拌站，实现了工厂化加工、商品化的
配送方式。”中铁十二局雄安高铁站项
目科技部长郑河舟表示，通过深基坑
监测、塔吊安全监控等应用，从源头排
查安全隐患，降低安全风险；通过大体
积混凝土温度监测、高大模板监测，有
效地保障了施工质量，为打造精品工
程保驾护航。

多项国内首创技术，使雄安站科技满满

绿色设计，展现朴素的自然之美

雄安新区首座特大桥
开始箱梁吊装

雄安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快线将启动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