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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天文馆昨收尾主体钢结构工程
年底有望完成展示规划设计 力争 2020 年基本完成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吴燕）昨天 12：18，随
着桁架间补缺杆安装及焊接工作的完工，
位于临港的上海天文馆用钢量达 2000 多
吨的大悬挑结构完成整体卸载施工。这标
志着上海天文馆主体钢结构工程顺利收
尾，主体结构施工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2016 年 11 月 8 日正式开工的上海天
文馆，总用地面积超 5.8 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超 3.8 万平方米，计划于 2020 年基本
完成建设。届时，临港滴水湖畔将再添一
个重量级文化场馆：它将是全球建筑面积
最大、国际顶级的天文馆。

BIM 技术打造绿色建筑
昨天中午，记者在临港大道与环湖北
三路口的施工现场看到，上海天文馆主体
建筑体的外部以弧线始发，一系列的像轨
道一样的螺旋带状物围绕着整个建筑，并
在顶部达到高潮。螺旋上升的“带子”唤起
一种动态之感，从地面升起，旋转入空中。
走进主体建筑内部，圆洞天窗、倒转穹顶和
一个大型球体已初现雏形，仿佛进入了一
个鱼眼镜下的钢筋水泥的梦幻森林。
这一建筑构造十分复杂，其中的大悬
挑结构更为罕见，从外观上看它如同一个
“大帽檐”，从主体建筑向外延伸，挑空比例
几乎与主体建筑大小相当。上海科技馆副
馆长、上海天文馆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顾庆
生介绍，这个结构由二层双向桁架结构组
成，跨度约 61 米，是全国跨度最大的大悬
挑结构。其两侧与钢骨剪力墙结构体系相
连，外侧为单排四层桁架立柱和外弧桁架
结构，内侧与相邻结构的混凝土梁、柱通过
预埋件相连，支托起 2000 吨左右的主体钢
结构。
施工方上海建工七建集团介绍，
大悬挑
区域的加工制作和安装，
难度都很大。整个
大悬挑的跨度约 61 米，悬挑水平距离约 36
米，
桁架下除根部有 3 根加强柱外大部分区
域处于无支撑状态，
仅仅靠两个钢骨核心筒
进行拉结，现场安装时，所有控制点位均为
空间点位，
给安装带来了极大挑战。
上海天文馆在施工时采用了建筑信息
模型（BIM）技术，通过分析整个结构体系
以及对建筑模型的深入研究，合理有效地
布置支撑体系。施工前，施工方针对大跨
度构件的特点和施工时结构内力变化的计
算，找到了最佳的构件分段点，同时要兼顾
考虑施工中的变形量。在构件安装过程
中，又对每个构件分段点的三维空间坐标

昨天中午，上海天文馆主体钢结构工程收尾。

进行全程跟踪放样，确保安装的施工精度
等。经过施工团队 4 个多月努力，整个大
悬挑结构的安装任务终于顺利完成。
此外，上海天文馆在项目的施工过程
中集成运用了地源热泵、太阳能利用技术、
照明控制系统、雨水收集利用、高效节水器
具等多项节能技术，建成后将成为大型公
共绿色建筑的示范工程。

部分陨石及文物已完成征集
上海天文馆的建筑方案由美国意艾德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建筑事务所和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院联合体
设计，体现了“天体”及“轨道运动”的概
念。其中，主体建筑由 3 个明显的圆形构
成“三体”结构；椭圆形的建筑形态构成天
体运行轨道，与三个天体一同诠释了天体
运行的基本规律，暗示着“万有引力”这一
塑造宇宙今日之面貌的神奇自然力。主建
筑外的景观区域设计了 4 条非同心圆的步
道，从主建筑向外自然延伸出去，象征星系
的旋臂。主体建筑还暗藏玄机，包括“圆洞
天窗”
“倒置穹顶”
“球幕光环”等特色设计，
让建筑本身看上去就像是一台超大的天文

仪器。此外，天文馆还包括魔力太阳塔、青
少年观测基地、大众天文台等附属建筑。
馆方介绍，截至目前该馆主体建筑初
装完成约 60%，附属建筑初装完成约 90%，
累计完成工程量 85%左右，幕墙工程累计
完成工程量约 8%，机电安装、消防、弱电等
同步施工。
上海天文馆展示部分的整体规划设计
正有序推进，本月初已完成 50%的专家评
审，有望年底完成整体规划设计。球幕影
院、天象厅、太阳塔、望远镜已完成技术需
求专家论证，即将进入采购程序。展品展

西比曼：让抗癌
“细胞”国产化提速
在华全面铺开 CAR-T 治疗研发管线
同 CAR-T 产品和干细胞候选产品
进行临床试验。

集中力量在中国
展开最新研究

■本报记者 杨珍莹
近年来，CAR-T 技术从临床前
研究到临床应用一直都在快速发展
着。业内人士称，在肿瘤治疗领域，
它正在成为下一个具有爆发力的市
场，未来十年的市场空间将达百亿
美元。
作为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唯一
一家中国细胞治疗生物科技公司，
西比曼生物科技总部于去年 11 月正
式落地浦东张江药谷。如今位于张
江的西比曼新车间，与已扩建的无
锡和北京的符合 GMP 标准的车间一
起，共同支持着西比曼同时开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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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 2009 年的西比曼，
在美国
马里兰、
上海、
无锡、
北京均布局研发
点，
目前主要拥有免疫细胞治疗技术
和干细胞治疗技术两大平台。
值得关注的是，西比曼最终决
定在上海浦东张江设立总部，并宣
布将集中力量开展在中国的干细胞
治疗及 CAR-T 治疗的研发管线。
西比曼生物科技首席执行官刘
必佐表示，
推动西比曼做出这一决定
的最大原因在于国内政策的
“春风”
：
2017 年 5 月 10 日，科技部印发
《“ 十 三 五 ”生 物 技 术 创 新 专 项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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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明 确 要 加 强 免 疫 检 查 点 抑 制
剂、基因治疗、免疫细胞治疗等生物
治 疗 相 关 的 原 创 性 研 究 。 2017 年
末，
《细胞治疗产品研究与评价技术
指导原则（试行）》落地，为中国企业
创新和申报临床上市奠定基础。
“这一举措也给西比曼以及其他
细胞治疗生物技术公司带来更清晰
的路径，我们也坚信，中国细胞治疗
产业化进程将会提速。
”
刘必佐说。
在位于张江的总部内，
西比曼率
先在国内启动CAR-T细胞工业化自
动化系统，并建立了相应的 CAR-T
细胞生产制备规程，
以满足后期临床
试验对细胞制品生产质控的需求，
达
到国际一流的工业化生产能力。
在西比曼总部，有两块牌子特
别醒目：
“ 西比曼—赛默飞联合创新
应用中心”，以及今年 4 月与 GE 医疗
新建的“西比曼—GE 医疗细胞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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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实验室”
。
这两项战略合作，都将推动西
比曼的 CAR-T 细胞和干细胞产品
的开发从实验室研发阶段快速、有
效地进入临床试验、药品申报以及
产品上市的工业化生产阶段，共同
推动和实现细胞治疗制剂生产的标
准化和产业化。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发展免疫肿
瘤学、
干细胞治疗技术即将面临的最
难环节是实验室研究探索阶段向工业
化生产阶段的转化，
即自动化、
标准化
和配套完整的质控体系。我们期望西
比曼能在国内和潜在的国际市场上发
挥更大作用。
”刘必佐表示。
目前，该公司有多个治疗非实
体瘤的在研项目进入临床试验阶
段，涉及白血病、淋巴癌等，细胞治
疗在非实体瘤领域已较成熟。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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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分批进入了招标采购和设计实施，部分
珍贵陨石和文物已征集到位，展示工程明
年将进入深化设计和施工阶段。
馆方还透露，建成后的上海天文馆展
示部分将以“连接人与宇宙”为主题，以“塑
造大历史大结构的完整宇宙观”为愿景。
展示教育区域由三大展示主题区、3 个特
色区域和 4 个教育活动区组成。三大展示
主题区包括“家园”
“ 宇宙”
“ 征程”；3 个特
色区域为“中华问天”
“行星乐园”
“球幕影
院”；4 个教育活动区包括星闻会客厅、大
众天文台、魔力太阳塔和青少年观测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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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未来三年累计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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