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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张亦
筑）第19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暨2019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将
于8月13日至16日在重庆国际会议
展览中心举行。12日，重庆日报记
者来到位于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下称：会展中心）的赛场，提前打探
竞赛备战情况。

竞赛赛场位于会展中心4楼，第
一个区域为第19届中国青少年机器
人竞赛的封闭式赛场，来自全国各地
的525支参赛队的1485名学生将在
这里“关门迎考”。第二个区域为
2019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赛
场，第三个区域为创意赛区及企业展
区。

“竞赛分为三个区域，分别面向
不同群体。”市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
其中，第二、第三区对公众开放。有
兴趣参观的市民，可关注“中国青少
年机器人竞赛”微信公众号，根据提
示提交个人信息，申请观摩票。

据悉，第19届中国青少年机器

人竞赛包括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机
器人创意比赛、FLL机器人工程挑战
赛、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和教育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5个比赛项目。

2019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
设置WRO常规赛、VEX IQ挑战赛
和MakeX机器人挑战赛3个比赛项
目，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近
30个国家和地区共 113 支队伍的
319名学生和112名教练员将参赛。

据悉，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是
中国科协面向全国中小学生开展的
一项普及性科技活动，是国内面向青
少年机器人爱好者所举办的规模最
大、影响最广泛的竞赛活动之一。第
19 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暨
2019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由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重庆市人民政府主
办，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协
青少年科技中心、南岸区人民政府、
重庆交通大学承办。除赛事及展览
外，还将举办主题论坛、中外学生交
流活动等。

第19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暨2019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今日开幕

市民可前往观摩

1.关注“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
赛”微信公众号。

2.再选择赛事服务-申请观摩

票，并确定好票的类型和时间段
3.提交个人信息，生成观摩二维

码。

竞赛观摩票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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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智博会开幕在即，今年展会有哪些新亮
点、新内容？在观展体验方面有哪些优化？智博会
对于推动我市大数据智能化发展起到了哪些作用？

8月12日，在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智博会第
二场新闻发布会上，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智博会承
委办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周青，智博会承委办主
任、市经信委主任陈金山。

三个参展主宾国活动丰富
重量级嘉宾将开启“头脑风暴”

重庆日报：2019 智博会确认了新加坡、英国、
意大利为主宾国，智博会期间它们将有哪些相关活
动安排？此外，今年智博会上将有哪些重量级嘉宾
亮相？

周青：今年智博会确定的主宾国有三方面考
虑，第一是要有政府代表参会，其次是要举办论坛，
第三是要举办展览。

选择新加坡是因为重庆与新加坡正在开展
合作项目，而英国和意大利也与重庆有很好交
流，并且在数字经济方面也有比较好的发展。智
博会期间，三个主宾国将分别举行新加坡重庆服
务未来发展趋势高峰论坛、首届中英智在未来智
能产业合作高峰论坛、意大利汽车大数据与交通
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同时，新加坡还将在发布平
台发布该国智能企业和智能化应用及相关情况，
英国将发布中英人工智能报告亮点、经贸合作发
布会等。

今年智博会还邀请了很多重量级嘉宾参会，包
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图灵奖获得者等，届时将有14
位全球顶级专家发表演讲。整个大会期间将举办
46场论坛，来自全球智能数字、AI、人工智能等领
域的一大批专家学者和企业家都将汇聚重庆，开启
一场“头脑风暴”。

再过十几天，2019智博会就将开幕，我们诚挚邀请各位新老朋友相聚重
庆，到智博会分享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新成果。

今年观众预计达70万人次
将充分保障出行及餐饮服务

重庆日报：去年首届智博会共有60万人次参加，观众热情高涨但人流量
比较集中，对于2019智博会的观展体验方面将采取哪些优化措施？

周青：2019智博会会期4天，第一天是专业观众日，预计当天有10万人次
参加，后面三天估计总人次将达到60万。

对此，今年我们新增了礼嘉智慧生态城、仙桃数据谷智慧交通及自动驾驶
示范区、经开区（南岸）智谷智能科技体验区以及悦来智慧生活互动体验区，预
计将分流吸纳观众30万人次以上。

另外对于国博中心交通出行方面，我们将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在展区附近
设置100多条公交线、调整轨道交通运力、设置“P+R”换乘区域等；在餐饮服
务方面，今年智博会期间国博中心将提供充足餐饮配套，每天能够保证10万
人吃饭和20万人饮水。

智博会举办为重庆“添智”
一年来全市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825个

重庆日报：去年首届智博会成功举办后，对重庆经济发展和大数据智能化
应用带来了哪些促进作用？

陈金山：去年智博会成功举办，对重庆经济及智能产业发展带来了非常积
极的影响，全市上下对于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发展的认识更加统一、干劲更加充
足，全市大数据智能化产业生态得到了极大完善，一年以来全市大数据智能化
发展成效十分突出。

自去年以来，全市新签约智能产业809个，占全市工业签约项目比重达
52.3%，投资总额6766亿元，占工业项目总投资58.7%。智博会的成功举
办，为全市智能化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发展基础。当前，我市在智能产业发
展方面产业规模正进一步壮大，制定了智能产业围绕“芯屏器核网”全产业
链加以推进；在智能制造产业项目方面，这一年以来全市实施智能化改造项
目825个，其中今年上半年实施622个，这些示范项目经过改造后，生产效率
提高68.7%，不良品率下降38.6%，运营成本降低20.8%，单位生产能耗降低
17.2%；在智能化应用方面，特别是智慧城市建设方面，从政府行政管理，到
民生项目实施，以及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农业等多个方面都得到广泛
普及。

可以说智博会为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相
信2019智博会之后，重庆又将迎来新一轮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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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本报刊发渝中连接隧道全线
贯通的消息，许多市民十分欣喜。

贯穿渝中半岛的渝中连接隧道，连
接起东水门大桥和千厮门大桥，也串起
解放碑、江北嘴、弹子石三大CBD。通
过该隧道，只需要两三分钟，就可以从南
岸区穿越渝中半岛，抵达江北嘴。

不少市民致电本报或在网上留言，
对该隧道今年内实现通车十分期待。

8月12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该隧
道施工现场，只见隧道空间开敞，右线隧
道（东水门大桥至千厮门大桥段）路面垫
层已经做好，并已开始电缆沟的盖板及
隧道壁装修工作。在左线隧道口附近，
工人们正切割钢筋，为隧道做二次支护。

工人们头顶的正上方，是车水马龙
的陕西路。他们后方相隔几十米处的顶
部，则是轨道交通1号线小什字车站。
前方不远处的底部，轨道6号线列车正
呼啸而过。

就是在这密集的都市立体交通体系
“夹缝”之中，渝中连接隧道逐寸推进，艰
难贯通。

这一工程，整整耗时8年。

工人、挖掘设备等都要排队
从竖井吊到工作区

2011年5、6月份，渝中连接隧道开
始项目前期工作。“原定2013年8月通
车，但不可预料的情况接连发生。”项目
施工单位——重庆能投巨能中环公司党
委工作部部长周朝军说，除了一小部分
施工用地按期交付以外，大部分施工用
地原单位，都是在近2014年才陆续交
地，最后一个单位甚至到2017年才交
地。

一般隧道工程，都是两头同时掘进、
平行施工，可渝中连接隧道两头都无法
开展施工。实在没有办法，施工方只能
从隧道的中段上方打了一个竖井下去，
再从里面朝两头施工。

项目部党支部副书记李小华回忆，
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工人、挖掘
设备、水泥罐车还是除渣车，都要排着
队，从竖井吊到下方工作区，完了再挨个
吊上来。“那时我们才体会到，在城市建
筑密集区施工有多难。”

除了用地问题，城市地下那些交叉
密集的管线，也成了施工的另一“拦路
虎”。

不久前，施工方就因挖到一根金属
管道，马上暂停施工。由于这根管道没
有记录，施工方多方考查才知道那是一
条已经废弃的供气管道。“像这种情况已
经出现过无数次了。”李小华说，例如千
厮门大桥桥头端的A、B匝道，管线迁改
的难度大，施工方只能把管线先在上方
支撑起来，然后采用人工的方式在管线
下方进行掏挖施工，正常一个星期可以
做完的工作量，足足做了3个月。

一系列不可预计的情况，造成工程
费用高、耗时长。然而，比起用地、管线
协调等方面的困难，隧道本身，才是最难
啃的硬骨头。

720米长隧道要穿过18栋
高楼和数条地上主干道

记者发现，渝中连接隧道仅从外
观看就十分特别。一般的隧道都平
整规范，隧道各处高矮长宽均是一种

“规格”，但这条隧道却有20多种“规
格”，各种大小不等的断面让隧道里
时宽时窄，有时隧道顶部还突然矮了
一截。

“隧道说起来只有720米长，但这
720米却穿过了18栋高楼和数条地上
主干道，施工区域各处基桩密布，需要避
让。同时，我们还要保证地面的人流、车
流，这涉及到多次交通转换。”项目部总
工程师李俊松坦言。

隧道工作面时宽时窄，这就意味着
在施工开挖时，台车必须要不停拆装，施
工时间长、成本高，安全风险控制的难度
大。

有的高楼基桩都侵入到隧道里面
了，已经让无可让。施工方采用锚索加
钢带，将基桩抱箍起来，保护其不受施工
的影响。

更有甚者，一处基桩底部岩柱，直接
穿过隧道施工路线的正中间，如果要在
该位置开挖隧道，将会导致该基桩“悬
空”。对此，项目部一度考虑更改隧道的
设计路线，最终则采用了“门”字型支撑
结构，解决了这个问题。

2014年，全国隧道年会将渝中连接
隧道项目作为专项课题进行研究。会上

业界专家指出，由于国内以前极少有在
建筑如此密集的城区进行隧道建设的先
例，这个项目没有太多技术经验可借鉴。

于是，在施工中的每一步，都异常艰
难。

李俊松介绍，隧道大部分开挖段都
是全岩段，而由于这部分开挖段离周边
建筑、管线太近，不能爆破，对此施工单
位专门进购了一台硬岩综掘机。

但就算是这么一台拥有国际先进技
术水平的掘岩“专业户”，干起活路来也
特别吃力。由于岩石硬度太高，有的时
候一天只能推进一两米，一个班下来就
需要换10来颗切割头的切齿。与其说
是在掘，不如说是在“磨”。

渝中连接隧道下穿轨道1号线的小
什字车站，同时又上跨轨道交通6号线，
相当于是在1号线与6号线之间的夹心
层里施工。李俊松回忆，当他做完施工
图参数复核后，看到相关数据，倒吸一口
冷气：这也离得太近了！

6号线的顶板，与隧道底板间的岩
层只有4厘米。小什字1号线车站的底
板，甚至直接“裸露”在该隧道的顶部。

由于要“贴身施工”，不可能采用大
型机械，更不可能爆破。于是，施工方只
能使用圆盘锯，对附近的岩层进行人工
切割。

用破碎机，8个小时就能够开挖出
30—40立方米，但用人工方式，每天只

能开挖7—8立方米。“隧道一般都是大
型机械的天下，唯独我们这个做得像‘绣
花’。”李俊松无奈地说。

在100米长的施工段实施
2000—3000次爆破

8年来，渝中连接隧道项目遇到的
各种技术难题不计其数，但在李俊松看
来，这些难题既是挑战，也是契机。每一
个重大问题的解决，背后都是一次技术
和认识上的重大进步。

当隧道掘进至罗汉寺下方时，施工
单位发现，这里没有那么多的建筑基桩
和管线，可以采用爆破施工。但开展爆
破前，他们又面临另一个难题：爆破不能
对罗汉寺内建筑和文物产生影响，也不
能影响到地上的居民。因此，要将爆破

的振速控制得很低。
一般的城区施工爆破，需要将爆破振

速控制在大于2.0cm/s,但在罗汉寺地下
区域，要求控制在0.5cm/s，这相当于在
马路上，一辆汽车驶过时产生的振动。

要实现有效爆破，又要减小振速，就
必须降低单段雷管的装药量，同时增加
段数。但这对雷管精度、爆炸延时的控
制有很高的要求。

对此，巨能中环公司与北京科技大
学等单位合作，研发了高精度延时的控
制爆破技术，并专门定制了高精度非电
毫秒雷管。

随后，施工方在100米长的施工段，
实施了2000—3000次爆破，并在精准
控制方面表现得几近完美——在罗汉寺
地面附近，人们几乎完全感觉不到爆破
所带来的振动和噪音。

有专家表示，这项技术为今后密集
建筑群下城市隧道爆破，开创了新的技
术路线，有重大示范和推广意义。

在隧道掘进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
的粉团灰尘。隧道施工除尘一直是世界
级的难题，巨能中环公司对此到各地考
察，希望获得技术支持，但没找到很好的
方法。“最终我们决定靠自己。”李小华介
绍，通过前期采用高压水枪、泡沫除尘方
案均失败后，技术团队创新思路，研发了
针对性更强的多层次综合除尘方案。

首先，他们在综掘机切割头的周围，
安装了环形喷雾装置。这样就可以在粉
团产生的初期，就将其在很大程度上抑
制住。

其次，为了能够尽可能的靠近吸尘，
他们摈弃了传统的固定式吸尘装置，研
发了自走式吸尘装置，能够让它随着掘
进机械前进，吸入污风后，通过装置里的
多层钢丝网和水雾除尘。

最后，剩余的一些灰尘，被隧道内的
水幕雾墙拦截下来。经检测，这套综合
除尘方案，总降尘效率近99%，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

除了上述的技术突破，巨能中环公
司在渝中连接隧道项目中应用的“大断
面隧道两台阶五步开挖施工技术”技术，
在工程提效降本等方面成效显著，经重
庆市城乡建委专家组鉴定和评审，一致
认为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具有广泛的推
广性。该项目掘进QC小组，还获得了
全国工程建设优秀QC小组活动成果一
等奖……

目前，一系列的先进成熟的技术，
已经应用到了观音桥商圈北大道一期
工程等项目中，极大推进了相关工程的
实施。

建筑密 岩石硬 技术难题多

用足“绣花功”渝中连接隧道耗时8年贯通
本报记者 白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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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智博会期间还将新增两江新

区礼嘉智慧生态城、仙桃数据谷智慧交
通及自动驾驶示范区、经开区（南岸）智
谷智能科技体验区和悦来智慧生活互
动体验区，预计将接待观众30万人次
以上。

智博会承委办介绍，2019智博会将

聚焦“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围绕
“会”“展”“赛”“论”4大板块组织策划各
类活动，除开幕式和高峰会之外，2019
智博会共设置各类主题、专题及分论坛
46个，同时I-VISTA自动驾驶汽车挑

战赛、国际无人机竞速大奖赛等8项赛
事已经全面启动。

智博会期间，主办方将发布《中国大
数据应用发展指数报告（2019）》、《中国
5G应用发展白皮书（2019）》等涉及5G

科技、工业互联网领域的行业标准和指
数报告。

据介绍，智博会室内展馆将于8月
26-29日开放，其中26日为专业观众观
展日，只面向专业观众和媒体开放，27
日-29日面向所有观众开放。目前专业
观众观展邀请和普通观众在线报名通道
均已开通。

2019智博会：更具吸引力更有“国际范”

上图下图：8月12日，渝中连接隧道内，工人正在施工。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白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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