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敢挑重担，实现“冰丝带”索网国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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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李久林
北京城建集团副总工程师

李丽芳
北京城建集团天卉源绿色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副经理

精研植物，为中国园林添彩

有着 “冰丝带” 美誉的国家速滑
馆目前已进入屋面、 幕墙及机电装修
工程全面施工阶段。

作为 “冰丝带” 总工程师的李久
林， 也曾经是2008年 “鸟巢” 的总工
程师， 是名副其实的 “双奥总工”。 说
起 “冰丝带” 的工程难点， 李久林如
数家珍———从国家速滑馆索网-环桁
架结构体系， 到采用更先进环保的制
冰工艺， 再到智慧场馆的实现， 工程
建设的每一个阶段， 项目团队都面临
着严峻的挑战。 其中， 刚刚完成的屋
面索网工程不仅完美实现了设计工艺，
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 “高钒密闭
索” 的国产化， 填补了我国在这项材
料自主生产方面的空白。

其实， 在2003年李久林担任国家
体育场的总工程师时， 就力主材料国
产化。 李久林介绍， 国家体育场是一
个总体量4.2万吨的 “重型钢铁结构”。
设计中使用了Q460E-Z35100/110mm
厚钢板 ， 当时这种钢板没有国产化 。
于是， 李久林带着团队， 联系筛选生
产厂家， 采取内外结合、 联合攻关等
办法， 主持完成了从钢材试生产到焊
接性试验、 从焊接工艺评定到工程应
用等一整套科研攻关工作， 最后实现
了工程用钢全部国产化。 “现在新机
场、 国家速滑馆都用到了Q460钢材，
这就使我们相关领域往前大大跨越了

一步。 这是 ‘鸟巢’ 建设给建筑工程
行业留下的财富。” 李久林说。

与鸟巢不同， 为了更加节能环保，
国家速滑馆屋顶采用索网体系 ， 屋
面结构更加轻盈。 “就像一个网球拍
扣在屋顶。 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网
球拍。” 李久林说， 索网结构总重量只
有几百吨， 是传统屋顶用钢量的四分
之一。

然而， 与鸟巢面临相同的情况是，
这种索网材料在工程开始之际没有国
产化的先例。 这种名为 “高钒密闭索”
的材料多用于大型桥梁， 且主要依靠
欧洲等几个国家的生产厂家供应。 如
此大规模应用在体育场馆中， 在国内
尚属首例。

“在满足安全、 质量、 工期、 功
能和成本的前提下， 我们主张优先选
用国产材料 。 通过国产化过程 ， 推
动我国的相关领域进行技术研发和进
步 。 ” 李久林说 。 可是 ， 也有人提
出 ， 使用国际知名厂家生产的成熟的
产品更为稳妥， 材料国产化面临风险。
“作为重点工程 ， 工程安全 、 质量
及进度等必须要全力保障。 研发新材
料， 对我们是极大挑战。 但是国产化
也有极大的好处。 材料成本大幅度降
低 ； 填补了我国相关领域技术空白 ，
为今后工程使用奠定了基础； 建设周
期不会受限于他人。” 李久林分析。 从

旁观者角度讲采购进口材料更为快捷
和保险， 使用国产材料， 则需要胆量
和担当。

国产化不能盲目， 工程建设不容
有一丝马虎。 李久林心里知道， 一旦
工程出现偏差， 他和他的团队都是第
一责任人 。 “我们做了充分的调研 ，
国内相关领域的一流厂家都走遍了 ，
详细考察了国内的技术基础。 从钢丝
原材出场开始 ， 到后续拉拔 、 镀锌 、
合绳等工序， 各参建单位、 生产方及
第三方检测单位一同攻关。” 从2018年
4月开始调研材料的生产， 李久林和团
队就全力投入各种考察、 比选、 研究
和试验， “我们这个团队几乎每天都
在一起。”

2018年10月20日，成品索顺利通过
检测和验收。 同年10月21日，第一车成
品高钒密闭索运输到国家速滑馆施工
现场。媒体以“编织天幕”来形容高钒密

闭索织网提升的过程。 2018年12月28
日，在天气最冷的时候，李久林在现场
亲自抽检索夹螺栓拧紧力矩。经参建各
方联合条件验收通过后，“冰丝带”正式
启动提升张拉工作。今年3月20日，屋面
索网张拉完成， 填补了国内首个大吨
位、大面积的超大跨度单层正交双向索
网同步张拉技术空白。

索网难题已 “解锁”， 李久林却来
不及高兴， 他面临的难题一个接着一
个 ： 国家速滑馆为了更加节能环保 ，
制冰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系统， 如何
实现 “最快的冰”； 3360块玻璃构筑的
天坛型曲面幕墙系统工艺复杂， 如何
顺利完成 “丝带飞舞”； 智慧场馆的设
计涉及全方位的科技体验， 如何打造
“智慧的馆”。 每一个目标节点的完成，
每一项智慧功能的实现， 都需要建设
者责任担当、 潜心专研， 贡献中国智
慧和中国力量。

“我参加工作15年了， 真是赶上
了发展的好时代。 这15年中， 我见证
了一个个科研成果转化到了实际应用
中， 也见证了中国园林事业的迅猛发
展。” 李丽芳笑着对记者说。

李丽芳是北京城建园林集团花木
公司天卉源绿色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书记、 副经理， 15年也是她不断成长
奋斗的15年。

2004年， 李丽芳从北京林业大学
生物技术专业毕业 ， 进入花木公司 ，
一直从事研发工作， 先后为组培技术
员、 研发工程师、 研发主管、 项目负
责人， 参与和主持了近百个课题， 如
2013年北京市科委 《花卉种苗工厂化
生产及种苗产业化开发》 课题， 后来
的 《抗寒宿根花卉的引种》， 到 《园林
废弃物作为栽培基质关键技术示范与
推广项目》 《国外新优花卉品种的引
进、 评估及繁殖技术研究》。 作为项目
负责人， 她还完成了蒙特利尔国际立
体花坛大赛 、 APEC雁栖湖景观环境
布置工程等项目。 此外， 她还参与了
世园会工程的建设。

2013年， 李丽芳带领的团队代表
北京参加了蒙特利尔植物园举办的第
五届国际立体花坛大赛， 其作品 《植
桐引凤》 一举获得了最高大奖。 “当
我们完成参赛作品之后， 他们看了都

觉得很惊艳。” 李丽芳说。 虽然时隔多
年， 但是当年参赛的场景李丽芳却记
忆犹新 。 由于比赛地点是在加拿大 ，
需要考虑的问题相对来说就更多了 。
设计方案 ， 他们进行一次次的优化 ；
立体花坛的结构， 他们精心海运过去。
然而最重要的植物却成了最大问题 。
“当时我们选用的一些带有颜色的绿
植， 在加拿大本地根本没有这样的经
验。” 为了更好的呈现展示效果， 展示
北京特色， 他们联系安排好关键的植
物种子 ， 交给当地园林工人培育 。
“就这样， 当地没有这样的植物， 我们
就教他们如何种植， 后期我们再通过
培育技术让这花卉该开花的开花， 该
定型的定型 ， 从而满足我们的需求
……”

这次大赛共有21个国家的作品参
赛， 蒙特利尔植物园内花坛作品琳琅
满目、 精彩纷呈。 而他们的作品 《植
桐引凤》 在所有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
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 最终取得
桂冠。

与植物打交道， 对李丽芳来说是
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 “植物不会说
话， 所以需要我们细心观察， 读懂它
们的语言。” 因此， 在培育植物的过程
中， 李丽芳总是格外的细心。

2014年， APEC会议在北京怀柔顺

利召开 ， 而APEC雁栖湖景观环境布
置工程就是李丽芳和同事们一起完成
的。 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1月， 温度比
较低， 而怀柔山区的温度又比城区要
低， 如何让景观更好看， 同时又不能
让植物冻伤， 成了李丽芳团队亟需解
决的问题。 “首先我们在选材上侧重
一些耐冻的品种。 但这些植物品种毕
竟有所限制， 为了让环境更美观， 我
们还专门对一些植物进行技术培育 ，
一方面让花卉定期开花， 另一方面还
要让花卉耐得住低温天气。”

好几年过去了， 如今的雁栖湖已
经成了人们旅游的景点之一， 优美的
环境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眼中的美好 。
在李丽芳眼里， 植物生长得好， 同时
给人们带来美的体验， 是对她最好的
回报。

中国有 “世界园林之母 ” 之称 。
花卉资源十分丰富， 奇花异草数不胜

数， 而这正是一个宝贵的财富。 “为
了服务2008年北京奥运会。 从2003年
开始， 北京市科委便组织相关单位开
始针对奥运进行花卉研发， 包括新品
种的引种、 生产等工作， 花卉的品种
丰富度逐渐增加。 2012年确定北京将
在2019年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后， 行
业内各单位为世园会开展了各种层面
的准备， 北京市科委、 北京世园局也
组织了北京市的科研单位开展新品种
方面的工作， 到现在， 在新品种层面
已经和国外基本同步， 另外， 应用方
面也开始注重节水、 应用方式也更丰
富了。” 李丽芳说。

虽然我国的园林事业有很大发展，
但其发展的空间仍然很大， 为人们创
造宜居环境的道路上， 李丽芳和她的
团队一直在努力。 “我们将不断研发
更多花卉品种， 为大家的安居梦增添
一抹绿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