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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重要的检验过程

飞机依次降落标志着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开始真机验证，飞行程序正式进入试飞
阶段。华北空管局大兴空管中心副主任颜
晓东说：“每一个飞行程序，我们都必须
进行一个专业的验证。”

早在 5 月 7 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为
了确保试飞当天工作顺利，就提前在地面
进行了飞行程序验证。那么，试飞任务到
底有多重要？

“如果验证成功，说明大兴机场的这
套飞行程序可以交付，飞行员按照这套飞
行程序，就能安全完成起飞、降落。”颜
晓东说，试飞是飞行程序批复和相关行业
验收的重要前置条件，对机场开航具有重
要意义。今年 2月 24日，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完成了历时34天的飞行校验，标志着机
场飞行程序和导航设备具备投产通航条
件。而一个新机场，必须经过校飞、试
飞、行业验收等一系列程序检验后才能取
得机场使用许可证。

与2月份的校验不同，此次试飞验证飞
行的范围更广，内容是验证飞机起飞的离
场程序、降落的仪表进场程序是否符合规
范。就如同车在道路上、火车在轨道上行
驶一样，飞机在天空上飞行也有路，而且这
些“天路”是立体的，在不同的高度有交叉
有重叠，形成一个空中“立交桥”网络。表
面上只是新建了大兴机场，但涉及到调整
飞行程序的机场在华北地区就有 24 个，华
东、中南、西北、东北地区有 9 个，为保证本
次试飞，全国共调整33个飞行程序。

在天上“修路”，首先要保证安全
性，充分考虑地形条件、周边空域、飞机
性能等多方面因素。如果把机场比喻成车
库，把航路航线比喻成城市二环三环，那
么从车库出发到环路之间的这段路程就是
飞行程序。

此次试飞将对 12 项飞行程序进行验
证，其中包括进近程序 4 项，进港程序 4
项，离港程序 4 项。华北空管局将根据此
次验证飞行结果对飞行程序进行调整并形
成最终的飞行程序报告，在取得飞行程序
正式批复后，大兴机场才能够顺利通航。

一场创新的实现舞台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是世界最大空港之
一、被英国 《卫报》 评为即将竣工的“新
世界七大奇迹”的榜首。从本次试飞中实
现的多种创新，不仅在全国是首例，在世
界也属先进水平。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副总经理朱文欣介
绍说：“飞行区已经进入了竣工验收阶
段，航站楼将在 6 月底完成竣工验收的相
关工作。”据悉，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是我
国首次实行交叉跑道运行，采用“三纵一
横”的全向构型。“一横”是指在跑道资
源丰富、跑道使用功能单一化的条件下，
高效疏导大兴机场的出港航班，同时有效

地减轻大兴机场离港飞行与首都机场进港
飞行流之间潜在的冲突。在遇到极端西北
大风天气时，侧向跑道还可以提升机场的
运行能力。“三纵”则是为了飞机在两个
机场进离场的关键运行区域内航向数字指
令一致，可以明显降低终端区管制员在席
位间切换值班时，由于惯性思维造成人为
差错的风险，有利于终端区统一指挥。

能见度不低于50米就可着陆，大兴国
际机场将在全国首次建设四级标准的高级
地面引导系统，居世界领先地位。高级地
面引导系统共分为五级，四级系统基本可
以做到自动识别航空器在跑道及滑行道上
运行的潜在冲突，并发出告警。

导 航 设 备 在 全 国 第 一 个 实 现 HUD
（平视显示器） RVR（跑道视程） 75米起
飞，即装有平视显示器的飞机在跑道视程

75米的情况下就可以起飞，居世界先进水
平。在全国第一个实现开航即具备仪表着
陆 （也称盲降） 三类 B运行标准，即在飞
机降落的过程中，能见度不低于50米的情
况下，就可以着陆，居世界先进水平。

在全国民用机场中首次使用激光气象
雷达和相控阵气象雷达。据颜晓东介绍，
大兴国际机场对飞机起飞和着陆安全威胁
最大的就是低空风切变，它不仅能使飞机
偏离航迹，也可能使飞机失去稳定。如果
飞行员在这个过程中处置不当，则有可能
造成严重后果。激光气象雷达能够有效加
强对风切变的监测和预警。相控阵气象雷
达能够提高空间分辨率和空间定位精度，
缩短雷达扫描时间，大大提高对雷雨等恶
劣天气的预警能力，缩短预报时间。

除了本次试飞中体现出的新科技，大
兴国际机场航站楼也将实现多个全国首
次。总建筑面积约 143 万平方米，将成为
全球最大单体航站楼；顶部由 1个中央天
窗、6条条形天窗、8个气泡窗及贯穿指廊
中部采光带等组成，将创造屋顶面积世界
之最；为了机场安全，在航站楼首层和地
下一层设置了隔震支座，其中层间隔震技
术是国内首创……大兴国际机场中实现的
多种创新，不仅将极大地便利人们生活，

也展现出中国日益增长的创新活力。

一张高效的交通网络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管理中心总经理姚
亚波表示，“空空中转”和“空地联运”
是大兴国际机场未来要打造的核心内容。
正式投入使用后，乘客在机场中转将更加
便捷。所谓跨航司“空空中转”是指 A地
到 B 地，B 地到 C 地是由两个航空公司的
航班拼接完成的，旅客换乘不需要自提行
李、不需要二次安检。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预计将于 2019 年 6
月30日前实现工程竣工，9月30日前实现
开航投运。目前，机场主体工程已经基本
竣工，正在进行竣工前的收尾工作，未来
它将成为飞机、高铁、轨道交通、高速公

路等多种出行方式高效换乘的现代化立
体交通枢纽。为保障大兴国际机场省际
旅客顺利出行，北京民航机场巴士有限

公司已成立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客运站，
并计划于 2019年 9月与大兴国际机场同步
开通运营。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位于北京市大兴区
礼贤镇、榆垡镇和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的
交界处，按直线距离计算，距离天安门46
公里，距离首都国际机场67公里，距离天
津滨海国际机场85公里，距离廊坊市中心
只有26公里。

未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和首都国
际机场形成双枢纽运行格局，与天津滨海
国际机场以及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形成京
津冀世界级机场群。为适应吞吐量需求，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远期规划了 7 条跑道，
本期建设 4 条，轨道在航站楼下方设置了
高铁、地铁和城铁等多条线路，正在建设
的“五纵两横”立体交通网将以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为核心，打造京津冀交通圈，通
达雄安新区只需要半个小时。

地处京津冀的三角中心，该机场将辐
射北京大兴以及周边的天津武清、河北廊
坊等广阔地区。建成后的新机场，不仅将
对京津冀民航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也必将
通过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拉动周边地区
经济水平的提升。航空经济学中有个概念
叫做“临空经济区”，指的是以机场为地
理中心，沿交通线向外发散式扩张而形成
的经济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周边将发展
临空经济，发挥产业集聚作用，利用河北
省和天津市的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引导
北京部分交通物流、教育培训、商贸市场
等服务功能向外疏解转移，打造新的经济
增长极。

当前，机场运营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
中，已有50余家国内外航空公司表达入驻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意愿。随着越来越多
国际航线通航，大兴国际机场将与更多国
家实现互联互通，为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贡献更大力量。

5月13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迎来4架飞机的真机试飞，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二院23所研制的国内民航机场首部正式采购的测云雷达也将进入业务运行。

这部由23所为大兴机场“私家定制”的Ka波段全固态毫米波测云雷达，于
4月 26日完成室外部分安装。该雷达可对机场周边 60公里范围内的云、雾、
雪、弱降水（小雨）等进行高精度观测，获取云的高度、水含量等数据信息，
并与其它设备结合，提升机场本场天气预报的精细程度，对于危害航行安全的
低云、大雾等低能见度天气有很好的实时监测和短临预警能力。

23所自2007年完成国内第一部地基测云雷达研制至今，在毫米波测云雷达
领域形成了系列化产品，到2019年已为气象部门、科研院所、高校等多类用户
提供了30余部产品，用户反馈良好。

近期，由23所研制的2部边界层风廓线雷达和一部低对流层风廓线雷达有望
完成架设，届时将和两部测云雷达一起为机场飞行安全提供更多数据服务。

（周亭亭、陈佳佳）

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堪称世
界奇迹，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
末才开始起步，比西方发达国
家晚近半个世纪，但是建设速
度惊人。2013年，通车总里程
达 10.4 万公里，居世界第一。
2018年，通车总里程突破14万
公里，遥遥领先。

伴随中国高速公路建设进
程，一些国产品牌的道路施工
机械，特别是道路摊铺机逐步
打破外资品牌一统天下的局
面，成为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
大国重器。

近日，本报记者在山东济
（南）青（岛）高速公路改扩建工
程采访过程中，不仅现场见证
了国产道路摊铺机“C 位出镜”
的壮观施工场面，而且听到了
道路施工企业负责人和工程监
理负责人对其的高度评价。

济青高速是山东半岛连接
东西的经济大动脉，从双向四
车道改为双向八车道的改扩建
工程被定位为交通部相关示范
工程，承担为全国新一轮高速
公路改扩建工程探索和积累经
验的重要使命，其施工工法创
新、推进速度和工程质量等备
受瞩目。然而，该工程既面临
改扩建与保畅通的矛盾，又遭
遇新旧路基因不同沉降而造成
断裂病害等工程技术难题。

山东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济
青改扩建工程二标段项目经理
刘铭被济青高速改扩建项目总
指挥吕思忠赋予破解施工难题
的重任。

刘铭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陕
西中大机械集团的路面摊铺机

“变形金刚”。“2014 年，我负
责广东的一个高速工程建设标
段 时 ， 就 使 用 了 ‘ 变 形 金
刚’，对其单机超宽幅、大厚
度、整体一次性摊铺成型的独
家绝技感佩不已，在我负责的
标段完成了对进口摊铺机的替
代，‘并机摊铺’的传统模式
开始被摒弃。中大机械更优越的性能、更好的性价
比既提高了工程质量和效率，又降低了建设成
本。” 刘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刘铭于是联系中大机械董事长綦开隆，共同研
究解决方案。对于綦开隆和中大机械来说，虽然参
与过诸如港珠澳大桥岛隧路面摊铺施工等超级工程
建设并广受赞誉，但是济青高速改扩建工程提出的
一些挑战也是第一次碰到，需要与施工方联合研究
解决。功夫不负有心人，双方经过不断试验和总结
提高，终于形成了“横向一字坡”“纵向无纵缝”

“僚机侧向输料、大厚度摊铺、反开挖水稳施工”
“两层连铺连压，实现初凝期整体成型”等一系列创
新。攻克了“四改八”工程中常见的新旧路面高程
不一、横向平整度差的难题，解决了“并机摊铺”
造成的路面多横坡、多拱坡等顽疾，真正实现了高
均匀前提下的“一字坡、无纵缝”超大宽幅摊铺。

“各项试验都在我们这标段完成，改进完善后向其他
标段推广。虽然我先‘吃螃蟹’，风险较大，但是信
心十足。工程完工在即，‘变形金刚’表现近乎完
美，创新的施工工法完全符合工程实际。”刘铭骄傲
之情溢于言表。

“至少 98分！”中国建筑第八局济青改扩建项目
第三标段总工张建立给本标段工程质量打出了超高
分。对改扩建工程全部309公里的施工质量，工程总
监理工程师张平给出的分数是目前“95分以上”，在
全线通车之前进一步完善细节后，“质量还将进一步
提升”。他们都强调，工程超高品质的背后，是针对
高速公路“四改八”而进行的施工工法创新和中大
路面摊铺机的超强性能，尤其是后者，因为施工工
法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大路面摊铺机的超强性
能为基础实现的。

“中大的摊铺机‘变形金刚’就像手机界的中国华
为，面对高手如云的国际品牌，多年以来，埋头创新、
心无旁骛，不仅迎头赶上，而且在某些方面成功实现
超越，赢得了用户的口碑和国际竞争对手的尊敬，
成为中国制造的骄傲。”刘铭深有感触地说。

●装有平视显示器的飞机在
跑道视程75米的情况下就可以
起飞。

●能见度不低于 50米就可
着陆。

●激光气象雷达能够有效加
强对风切变的监测和预警。

●相控阵气象雷达，提高空
间分辨率和空间定位精度，大大
提高对雷雨等恶劣天气的预警能
力，缩短预报时间。

智能化大兴国际机场兴国际机场

领衔打造世界级机场群领衔打造世界级机场群
严严 冰冰 刘山山刘山山

5月13日上午9 时30分，一架南方
航空公司空客A380飞机平稳降落在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西一跑道上，随后，东方
航空公司空客A350-900飞机、国际航空
公司波音B747-8飞机、厦门航空公司波

音B787-9飞机也先后在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西二、东一、西一跑道降落。

一架架飞机的平稳降落，也是对一
项项科学设计、科技成果的成功验证和
集中展示。

测云雷达装备大兴国际机场测云雷达装备大兴国际机场链
接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鸟瞰图 （千龙网）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鸟瞰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鸟瞰图 （（千龙网千龙网））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景图 （千龙网）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景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景图 （（千龙网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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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试点中小学校创客教育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菲菲） 山西省日前出台

《关于开展中小学校创客教育的指导意见》，将在全
省范围内遴选部分意愿积极、条件成熟、特色鲜明
的中小学校作为首批创客教育试点学校。

为培养中小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进一
步推进基础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山
西省提出，各学校要新建、改造或合理整合现有功
能教室作为创客实验室，选拔创新思维好、学科综
合能力强的教师作为创客教师，将创客教育课程纳
入学校整体课程规划，形成包括课程计划、课程目
标、课程内容、课程评价在内的创客教育课程体系。

北大新时代青年经济论坛举行
本报电（记者韩维正） 近日，“五四百年 经略

新篇”第八届新时代青年经济论坛开幕式在北京大
学举行。该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共青团北京
大学委员会联合主办。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金特应邀出席开幕式并
作了题为 《美国关税与贸易政策：历史与当下》 的
学术报告。萨金特在报告中表达了坚定支持自由、
平等国际贸易的态度，高度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奉行的对外贸易政策。同时，他批评美国政府采
取的贸易保护政策，认为其破坏了世界自由贸易体
系和秩序，增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