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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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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前大桥
建设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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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林东：

铺前大桥是海南桥梁技术
创新的样板工程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潘彤彤

“海南铺前大桥斜拉桥主桥合龙意义重大，是通车前最重要的
时间节点。”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林东说，铺前大桥通车后
将成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地标和新名片，在“海澄文”一体
化发展中起到交通先行的重要作用。

一桥飞越变通途，海文共享一体化。
“铺前大桥项目是海南桥梁技术创新的样板工程。”林东说，铺

前大桥取得了多项重要突破，如抗震设防裂度国内最高，设计基本
风速国内最大，突破国内无法在极震区、跨越活动断层带建设特大
桥的技术难题，解决了强台风区的桥梁永久结构安全和施工安全
技术问题，突破了国内最大规模钢管复合桩的施工难题，取得了一
系列工法。“历经3年的攻坚克难，敢叫天险变通途，向世人展现了
海南交通人强大的技术进步和文化自信。”

林东说，党的十九大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作出了建设交通强国
的重大决策部署；交通运输部印发《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方案》中也提出
支持海南打造交通强国建设先行区，“铺前大桥斜拉桥主桥合龙，
可以说是建设交通强国的一个具体生动体现。”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
‘一桥六路’等重点交通项目，我省交通基础设施步伐不断加快。”
林东说，铺前大桥作为“一桥六路”中的“一桥”，是“海澄文”一体化
经济圈内的重要交通控制性工程，也是海南自贸试验区海口江东
新区的东部门户，建成通车后将率先实现“海澄文”区域内交通一
体化，强化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助力海南自贸
试验区建设。

“铺前大桥更是海口文昌两地人民群众的圆梦工程。”林东说，
铺前大桥通车后，不仅将助力经济发展，也将实现海口、文昌两地
人民期盼以久的美好愿景，密切两地人民的联系和交流。他透露，
铺前大桥通车后将被正式命名为海文大桥。

林东说，3年来，铺前大桥的建设者发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的拼博精神，克服台风多发等各种不利因素，确保了工程质量和进
度，实现了大桥主桥合龙；海南交通人还将继续发挥“勇当先锋，做
好表率”的精神，凝心聚力，全力以赴，确保工程安全和质量，争取
铺前大桥早日建成通车，造福当地群众。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

“三年来，我目睹了铺前大桥建设，不管
是节假日，还是高温天气，施工作业总是马不
停蹄、日夜奋战。”从铺前大桥动工建设开始，
文昌退休老人张光煌就用相机记录下大桥建
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11月3日更是见证了
主桥合龙的一刻。

张光煌说，他是铺前本地人，小时候就
喜欢坐在海边，望着大海对面的海口，想象
能有一座如彩虹一样的“天桥”，将铺前与
海口相连，“如今我们几代人的梦想终于成
真了。”

“以前从文昌铺前镇去海口，走老路途经
大致坡要3个小时的车程。后来海文高速通
了，途经三江镇、罗豆农场，也要1个半小时
的车程，而铺前大桥建成通车后，车程会缩短
到20分钟。”张光煌开心地说，以后他从海甸
岛的家出发，顺着江东大道，过了桥就能回到
铺前的老家了。

从规划之初就备受各界关注的铺前大桥
全长5.597公里，是我省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

大、桥塔最高、跨度最长的独塔双索面钢箱梁
斜拉桥，也是国内防震、抗风级别最高的跨海
大桥，更是目前国内唯一跨越地震活动断层
的跨海大桥，刷新了多个海南和国内建桥第
一的记录，建设难度可想而知。

仅以台风为例，据统计，自2016年1月大
桥第一根钻孔桩正式开钻以来，截至今年9月
底，铺前大桥施工区共经历了14次台风袭击，
受影响停工天数多达81天，对大桥工期造成
严重影响。

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局长吕晓宇说，铺
前大桥位于强震、强风、强腐蚀区且跨越
铺前—清澜地震活动断层，建设条件极为
复杂，按照省交通运输厅的要求，为确保
工程质量，建设各环节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由国内一流院校机构和大型企业负责
设计施工，并针对建设难题开展专项科技
攻关，同时铺前大桥建设项目还是国内第
一个采用项目管理承包（PMC）模式进行
建设的复杂桥梁工程。

铺前大桥主桥顺利合龙，打破我国桥梁建设史多项记录

一桥飞越变通途 海文共享一体化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张璐 郭苗苗

文昌市铺前镇，坐落在海南
岛的东北角，这里曾是比肩海口
的繁华商埠，物产丰富，商船云
集。在100多年前的海南，“东走
西走，离不开铺前和海口”曾广泛
流传。

这句流行语如今似乎有了另
一种解读，因为随着海南铺前大桥
的兴建，海口和铺前将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通车后两地间的车程将从
原来的 1 个半小时缩短到 20 分
钟，海口和铺前终于不再“咫尺天
涯”。

作为我省“一桥六路”重点交
通项目中的“一桥”，铺前大桥不
仅是推进“海澄文”一体化的交通
控制性工程，更是海南自贸试验
区海口江东新区的重要门户，是
海南省的新地标和新名片。

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下，省交通运输厅、省交通工程建
设局积极组织参建单位，克服多台
风、强腐蚀区、地震断层等不利施
工条件，历时3年多的建设，于11
月3日迎来了大桥通车前最重要
的施工节点——斜拉桥主桥顺利
合龙。

这也意味着距离铺前大桥最
终建成通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专访

国内首座跨越地震活动断层的跨海大桥

2015年3月 大桥开工，大桥水域配套工程的航道疏浚清理

工作正式开始

2015年8月 大桥钢栈桥第一根钢管桩正式施工，标志铺前

跨海大桥水上施工正式启动

2015年 11月 大桥斜拉桥主塔第一根永久钢护筒打入海中

2015年 12月 大桥引桥第一根钢护筒开始沉放施工

2016年2月 大桥施工第2合同段首根直径2.3米钢管复

合桩钢护筒沉放，大桥主体工程开工建设

2016年3月 引桥第1根桩基础开始钻孔施工

2016年4月 主塔第一根4.3米大直径桩基开始浇筑混凝土

2016年 10月 主墩所有桩基施工完成

2016年 11月 主墩承台开始浇筑

2017年9月 大桥斜拉桥主塔左右幅节段顺利完成合龙施工

2017年 12月 主桥首榀钢箱梁吊装成功，主体施工正式进入

上构箱梁、斜拉索安装阶段

2018年 1月 铺前跨海大桥跨地震活动断层引桥第一跨总重

量约630吨的钢箱梁首次吊装成功

2018年3月 跨地震活动断层引桥钢箱梁吊装全部完成

2018年2月 大桥连接线路面施工已全部完成

2018年4月 斜拉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大桥工程转入了

主梁和斜拉索施工的新阶段

2018年 11月3日 斜拉索主桥钢箱梁吊装完成，主桥合龙

刷新多个第一
“我和爱人都在铺前大桥项目上施工，他负责钢

筋梁焊接前的装配，我负责焊接后的打磨。”今年6月，
来自云南的女工杨志会和她的丈夫杨旭盛被公司从大
连抽调到海南，支援铺前大桥建设，常年在工地上风吹
日晒，这位“90后”女孩挂满汗水的脸已呈古铜色。

“我们项目建设中不仅有‘夫妻档’，还有‘父子
兵’。”上海振华重工铺前大桥项目施工部副经理朱
曦说，这些工人长期从事桥梁工程建设，是公司的骨
干力量，包括他自己在内有30多人曾参与港珠澳大
桥建设，“我们在焊缝等施工过程中也借鉴了此前港
珠澳大桥的建设经验，铺前大桥跨越地震活动断层，
在某些方面建设难度并不亚于港珠澳大桥。”

在11月3日的主桥合龙仪式现场，工人们就用
高超的技术将最后两块钢箱梁完美地焊接在一起。

“铺前大桥钢箱梁是在上海工厂内进行预制，
从海上直接运过来，然后采用激光技术进行精密焊
接，其精密程度仅次于汽车制造。”吕晓宇说，施工
中对焊缝这道工序要求极其严格，强度甚至要大过
钢板，焊完后还要用精密仪器测试焊缝里面是否损
伤，有没有气泡。为此，项目组还聘请了国内最顶

尖的同济大学团队进行监测，确保工程质量。
“铺前大桥复杂的地质条件给施工带来了严峻

挑战，按照省交通运输厅和省交建局的要求，我们
集结了最精干的力量参与建设。”中咨集团铺前大
桥项目管理指挥部指挥长吴敬武说，铺前大桥用钢
量和混凝土量是一般同类型跨海桥梁的1.5倍到2
倍，大桥两个承台每个下设16根直径4.3米、长38
米的钢管复合桩，在国内尚属首次，“相当于把占地
面积近300平方米的12层高楼沉于海底，而主墩
单个承台也达8000立方米，有效防止了台风等异
常气候对大桥的影响。”

“此次合龙段主桥钢箱梁吊装施工采用2台桥
面吊机同时起吊，最大起吊重量约240吨，这相当
于把40头成年大象同时起吊并在40多米的高空

‘走秀’。”中交二航局铺前大桥项目副总工程师向
梨梨说，由于合龙对环境和精度要求高，而晚上环
境气温变化小，项目部测量人员都是昼伏夜出，反
复测试，采集了上万组数据，运用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术，进行了多次虚拟拼装，确保了此次合
龙顺利实施。

借鉴港珠澳大桥的建设经验

集结最精干力量
铺前大桥紧邻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最近距离仅为80米。东寨港湿地于1992年列入国
际重要湿地名录，是我国第一批7个国际重要湿地
之一，位于全球8大候鸟迁徙线路之上，是迁徙鸟
类，特别是冬季候鸟的重要栖息和越冬场所。

为了保护湿地，让这群特殊“居民”免受打扰，在
省交通运输厅、省交建局的严格要求和指导下，铺前
大桥的建设者们坚持生态优先，成了这座生态家园
的重要守护者。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保护区与临近的施工便道间专
门修建了隔离防护网，施工使用的大型设备加装了减震
底座，沿路也设置减速、禁鸣的标志，尽量减少施工过程
中产生的噪音，避免对附近鱼类、鸟类造成影响。

“铺前大桥在照明设计上没有采用高挑的照明
设施，而是直接在栏杆柱安装低矮的灯光设施，为夜
间施工提供照明。”吕晓宇说，此举就是为了避免灯
光对东寨港内候鸟体内导航机能造成干扰。

据大桥项目管理指挥部负责人介绍，按照省交
通运输厅、省交建局的部署，指挥部定期开展环保教
育，在制定施工计划、安排进度时，也会通过调整工

期的方法尽量避开鸟类迁徙的高峰期，降低对鸟类
觅食、栖息的影响。

而在施工现场，每天开工前，工人们都会派洒水
车进行全路段洒水作业，有效避免生产或运输过程
中产生的扬尘。

中交一公局铺前大桥1标项目安全总监沈锦强
说，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泥浆都会被收集起来，用罐车
运到指定地点排放，这些泥浆以及清洗机械、运输车
的废水倒入沉淀池，经过多级别沉淀，浑浊的废水逐
渐变清；处理后的废水再通过管道传至洒水车内，用
于洒水降尘。“这样的循环利用，既保护了环境，又避
免了污染和浪费。”

此外，海南大学海洋学院的老师也会定期受邀
来附近海域采集海水样本进行化验，对全线施工海
域的水质进行监测。

在铺前大桥所经过的北港岛上，海南日报记者
看到，距离大桥不远处，有两只白鹭正在翩翩起舞，
而大桥上则是工人们忙碌的景象，两者辉映成趣，组
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

多措并举 生态优先 绿色施工

绘就人与自然和谐画面

铺前大桥的

海南第一和国内第一

1 海南最长的跨海大桥

2 海南投资最大的大桥

3 海南第一座独塔斜拉桥

4 海南第一个采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的桥梁工程

5 海南第一个采用大跨径移动模架工艺进行引桥施工

6 海南第一个采用透水膜板布工艺进行海上一墩台施工

7 海南第一个采用不锈钢模板工艺进行箱梁施工

8 海南第一个超高韧性混凝土（STC）钢桥面铺装的项目

9 海南第一个进行全过程海上环保监测施工的桥梁工程

国内第一

1 抗震设防裂度国内最高

2 设计基本风速国内最大

3 国内唯一跨越地震活动断层跨海大桥

大桥夕照。庆祝合龙。 紧张施工。

合
龙
现
场
。

以上资料均由本报记者邵长春整理

5 国内第一个采用三维可调跨断层桥梁体系

6 国内第一个采用跨断层简支钢箱梁桥面连续结构体系

7 国内规模最大的钢管复合桩基础（32根4.3米钢管复合桩）

4 国内第一个采用项目管理承包（PMC）模式进行建设的复杂
桥梁工程

本版制图/王凤龙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张杰摄

从飞机上鸟瞰建设中的海南铺前大桥，即将进行最后的合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