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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快速路新河大桥月底完工
桥面亮化打造
“月满新河”景观
武汉晨报讯 （记者张晟 通讯员宋振
路 王开元 何佳）13日上午， 记者从武汉
航空港发展集团 （以下简称航发集团）获
悉，江北快速路新河大桥已开始装饰拱吊
装施工，施工方市桥梁工程公司有关负责
人说，预计月底新河大桥主体工程完工。
航发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江北快速
路主线部分预计今年10月通车，届时包括
新河大桥在内多座桥梁将同步完成亮化
工程，呈现不同的景观风貌。
国内桥梁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秦顺
全曾表示，新河大桥是中承式钢箱拱式桥
梁，外形上看类似晴川桥，但桥面是叠合
梁， 类似二七长江大桥和鹦鹉洲长江大
桥，设计理念先进，但建设难度也较大。
航发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为了扮靓

江北快速路，在设计时选择了包括新河大
桥在内的多处关键点位进行亮化。
新河大桥亮化主题为“月满新河”，利
用半月形的桥拱与水中倒影勾勒出一轮
圆月，与桥梁顶部的满月形天窗呼应。 司
机在驾驶车辆经过新河大桥时，透过装饰
拱打造出的天窗和灯光的映衬，产生桥上
“多”了四轮弯月的感觉。
有着武汉首条“临江、近江、看江”景
观大道之称的江北快速路横跨新洲、黄陂
和江岸，其中新洲段2015年底建成，江岸、
黄陂段全长21.33公里， 起于二七长江大
桥西侧，主路设计时速60至80公里。 全线
通车后，江岸、黄陂段可与目前已建成的
新洲段相连，全长27公里，驾车跑完全程
在20分钟左右。

新河大桥亮化效果图

高温重返30℃以上
真正入秋为时尚早

武汉60座桥装上健康监测系统

监测数据及时预警桥梁“隐患”
武汉晨报讯（记者韩玮 通讯员刘佩
娅 付丽 邢影 岳奥）13日上午， 记者从
第四届全国桥梁结构健康与安全技术大
会上获悉，今年，包含跨江跨湖桥梁、城
市高架立交在内， 武汉有60座桥梁接入
健康安全监测系统 ，5年 内将 覆盖 全 市
694座城市桥梁，织就智慧桥梁大网。
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院长田启贤介
绍， 武汉的智慧桥梁步伐在国内走的最
早，智慧水平国内最高。 2007年，阳逻长
江大桥就率先安装了健康监测系统，是
武汉桥梁中最早安装的。 2017年7月，武
汉首次按照城市桥群架构建设桥梁智慧
管理系统，开始搭建武汉“智慧桥梁”平
台， 三环内的42座重点桥梁上共安装了

15类共计1000余个传感器，对运营环境、
车辆荷载、结构力学特征、病害及安全运
营指标等进行全天候自动化监测。 若算
上跨江特大桥及跨湖桥梁， 今年内全市
总共60座桥梁安装健康监测系统。
健康 监测 系 统到 底 能 解 决 什 么 问
题？ 装上传感器后，对于突发事件的影响
可以即刻追溯。 通过监测数据及时预警，
能关注到平时“看不到的隐患”。
目前正在建设的杨泗港长江大桥是
世界跨度最大的双层悬索桥，1700米一
跨过江，还要满足小汽车、电动车、自行
车、人行过江及观光等多种功能，如何保
证建成后长久健康安全运营？ 田启贤表
示，多项最新“黑科技”都将在该桥上应

用。 除了安装有健康监测系统，还将装上
最新的抗震阻尼器，他打了个比方：能将
地震给桥体带来的力由1000吨降至10
吨，降低地震对桥体结构的破坏。 此外，
吊杆上将安装抗风阻尼器， 可抗12级台
风。 目前正在研究超高性能混凝土在桥
面的应用，可解决钢桥面疲劳开裂难题。
目前，长江二桥、白沙洲大桥阳逻大
桥、天兴洲大桥、二七大桥等多座跨江桥
均建立了“云计算桥梁健康监测”系统，
仅一座桥例外，就是被称为“
桥坚强”的武
汉长江大桥。 不过，田启贤表示，目前正在
研究长江第一桥长期健康监测及安全评
估系统，“桥坚强” 最终也会有“智能穿
戴”，运用科技手段为其长寿“保驾护航”。

武汉晨报讯（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江
鸿 范进进）市气象台预计，今起三天我
市高 温 重返 30℃以 上 ， 最高 预 计 达 到
34℃。
从9月6日受冷空气影响， 高温下降
到30℃以后，到9月13日，武汉市最高气
温已经连续8天在30℃以下。 13日白天，
我 市阴 天到 多 云， 早 晨 的最 低 气 温 为
21.8℃，最高气温上升到了28.4℃。 本周
最后三天，高温“反扑”。 市气象台预计，
今起三天我市多云到晴天，气温回升，最
高气温在33℃上下浮动。 资料显示，武汉
往年（1981-2010年）入秋时间为9月28
日。 现在虽然已经进入白露节气，但武汉
距离真正的秋天还有一段距离。

华中首个LTE-V/5G车联网示范区在汉建成

未来酒后“远程代驾”送你回家
武汉晨报讯（记者张智 实习生石佳
敏 通讯员王哲 蔡娅梅）在不远的将来，
你与朋友在 酒桌 上 一番 觥 筹交 错后 回
家，不需要再找代驾，而是上车按下一个
按钮，进入远程驾驶模式，后台系统就会
有人帮你把车开回家。
昨日， 记者从东风公司技术中心获
悉， 华中地区首个LTE-V/5G车联网示
范区在该中心建成， 并通过远程驾驶技
术测试，让这一科幻般的场景成为现实。
LTE-V是我国主导的基于LTE蜂窝
网络的下一代车对外界信息交互技术，在
车与车、车与路、车与人之间组网，构建数
据共享交互桥梁，助力实现智能化的动态
信息服务、车辆安全驾驶、交通管控等。
13日， 记者在东风公司技术中心智
能网联实验室看到， 一名实验人员坐在
远程驾驶舱内，手握方向盘，脚踩油门，
眼睛盯着前方的6块屏幕。 与此同时，在
实验室外的道路上， 一辆经过改装的风
神AX7无人驾驶车几乎同步接收到驾驶

驾驶员坐在实验室内，通过车联网远程驾驶室外的汽车
员的指令，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前行，
并灵活自如地实现启动、加速、减速、转
向、刹车等操作。
东风公司技术中心远程驾驶项目负
责人何聪介绍， 远程驾驶技术是无人驾
驶重要的辅助功能。 例如，当无人驾驶试

换季时皮肤状态有变化
资深美妆顾问教你护肤

记者张智 摄

验车出现紧急状况时， 可一键切换到远
程驾驶模式，通过人工接管汽车，保证试
验车的安全。 今年4月，武汉成为中国移
动全国首批5G网络试点城市，5G网络具
有低时延、高可靠性，为远程驾驶技术的
研发提供了网络环境支撑。

武汉晨报讯（记者龚萍）进入秋冬季
节护肤品也要换季， 究竟该怎么挑选合
适的护肤品呢？ 今天中午，“周5时尚课
堂” 将邀请资深美妆顾问和专业彩妆师
解答。
很多女性皮肤在换季时， 会出现一
些小问题，或者是偏干燥，或者是容易发
红。 而她们的化妆台上，一年四季的护肤
品都比较类似，并没有各个季节的区分。
在专业彩妆师看来， 换季时皮肤状态有
变化，巧妙利用护肤品的功效，就能让皮
肤平稳度过换季期。 今天的直播中，专业
彩妆师将现场展示使用方法， 教会你各
种小技巧。
周5时尚课堂每周
五固定直播，关注武汉
晨报官微或官博，即可
获得直播的链接。想报
名参加素人模特的读
者，给武汉晨报官微小
直播间二维码
编留言即可。

东风首批入驻中国社会扶贫网央企扶贫馆
2018年9月10日，中国社会扶贫网央
企扶贫馆正式上线。 在国务院扶贫办、国
资委的指导和支持下， 为加快推进消费
扶贫工作，动员央企和全社会力量，帮助
贫困户劳动脱贫， 中国社会扶贫网邀请
东风汽车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电子首批
入驻央企扶贫馆， 陆续还将有更多的央
企入驻， 全部入驻后预计实现千余种商

品在线销售。
东风公司一直积极响应党中央扶贫
攻坚精神号召， 不断推进对口扶贫地区
产业发展， 主动探索打造具有地方特色
的扶贫形式和市场渠道， 大力推动受援
地经济社会发展。
此次受邀作为首批入驻央企扶贫馆
的企业， 东风公司面向定点帮扶地区进

行了优质商品资源筛选， 将当地特色农
副产 品纳 入 以电 商 为纽 带的 产 业链 体
系，助力扶贫商品品牌与区域联动建设，
实现贫困地区生产与跨域消费市场的对
接， 构建了多样化模式和谐共存的线上
与线下销售大生态，形成可信、精准的电
商扶贫生态链。
目前， 东风公司扶贫馆已上架定点

帮扶地区中的部分产品， 有来自湖北的
名品房县菌菇、恩施小土豆，还有各种茶
叶、果干、新鲜蔬果，以及在去年东风“爱
心团购”活动中热销的巴东纽荷尔脐橙，
现在均已可以在线预定。 此外，东风公司
的“柜台”还将陆续上架其他对口扶贫地
区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