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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城口（陕渝界）至
开州高速公路 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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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口，是目前重庆唯一
不通高速公路的远郊区县。
之所以高速公路迟迟未触及
这个角落，是因为在这里修
路，实在太难了！城口县位
于大巴山南麓，超过 90%的
面积为山区，海拔2000米以
上的山峰 400 多座。同时，
城口水系发达，有大小河流
700 多条，河谷相对高差达
1000 米的，比比皆是。然
而，再难也挡不住发展的脚
步。2017 年，城（城口）开
（开州）高速公路开建，一系
列攻坚克难、迎难而上的精
彩故事，在这里上演。

核心提示

施工难度最大、
风险最高

沿线滑坡、崩塌、岩溶、涌水、突泥、
高地应力、瓦斯等不良地质高度发
育。

桥隧比最高

全线桥隧比达 77.7%，

其中陕渝省界至大进段约80公
里，桥隧比达 95%，个别合同段

桥隧比在99.2%以上，目前全市
最长的两座隧道都在这条路上。
第一长隧：大巴山隧道位于城口
渝陕界，长 13.6 公里。第二长

隧：城开隧道，长 11.5公里，也在
城口境内。

修城开高速有多难？

施工便道最长

城开高速全长 128 公
里，其中施工便道就修了 142公
里，超过正线长度。全项目投资

概算235亿元，平均每公里投资

高达1.8亿多元。

□本报记者 曾立 杨永芹

巍巍大巴山，重峦叠嶂。
9月7日，记者驾车行驶在开州—城口的

老路上。这是一条建成于2003年的二级公
路，在高山间的峡谷底，蜿蜒曲折，依山势而
行。抬头仰望，蓝天被高高的峡谷切割，只
剩下一条缝。

峰回路转。
峡谷间的峭壁上，出现了一个个高大的

桥墩，直插云霄。“这就是正在建设的城（城
口）开（开州）高速公路。”同行的高速公路建
设者激动地指着头顶上方，告诉记者。

为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减少特长隧
道，城开高速公路大多在山顶穿行，最高线
超过海拔2000米，看上去就像是一条“天
路”。

要建设这样一条路，难度可想而知。

山上 骡子运材料

9月8日，连日降雨，高山峡谷间，湍急的
东河水以不可阻挡之势，奔涌向前，在河岸
的石头上，溅起片片雪白的浪花。

城开高速公路南长沟特大桥，横亘在河
的上方，一端连着开州大进镇云风村，一端
连接谭家镇明水村。

从桥上看下去，仿佛没有什么特别。但
记者来到桥下，却发现这座桥主跨的桥墩，
矗立在坡度超过70度、局部几乎达到90度
的山体上。

“在我们来之前，这里就是一片封闭的
山林，没有任何路可以进来。”中铁十一局城
开项目二分部工程技术部副部长任俊周告
诉记者，为了进入施工现场，他们首先是花
了2个多月时间，从山外打了一个长380米
的隧道。

通过隧道进入施工现场后，他们又傻了
眼。

根据设计，桥墩的承台是建在半山腰
上。可如此陡峭的悬崖，连双脚站立的空间
都没有。施工便道没办法修，设备和人怎么
上得去？

没办法，施工人员只好请来骡子帮忙。
据称，他们利用冬季枯水期，在河里填

土，修了一条过河的路。然后，请来4匹骡
子，将施工用的材料，从山底运到半山上。
在近乎70度的陡坡上，一匹骡子一次也只能
运150公斤，往返需要1个多小时。就这样，
4匹骡子运了两个多月。

“好几次，骡子在陡峭的山坡上差点踩
滑跌落，幸而都有惊无险。”申家喜感激地
说，在“骡子兄弟”的帮助下，工人们在河面
55米高处，建起了一座长138米的钢栈桥作
为辅助道路，大桥才得以顺利施工。

水下“蛙人”插“筷子”

山上，有骡子运材料；水下，则有“蛙人”
插“筷子”。

位于开州境内的澎溪河特大桥，长
1176.5米，因地处澎溪河湿地保护区，是连
接开州赵家和谭家的重要交通命脉，也是城
开高速全线涉水最宽、最深的桥梁，全桥21
个桥墩有18个都在水里。

由于涉水面太宽，施工困难，澎溪河特
大桥同样采取了先修钢栈桥，作为桥梁辅助
施工通道的方案。澎溪河特大桥的钢栈桥，
也是整个长江三峡库区最长的钢栈桥，达到
1100米。

钢栈桥需要打桩。他们的做法是，把
钢管插到水里，然后用自己设计制

作的“抱箍”，把钢管箍成钢管
桩。

“我们把插桩
称为插筷子，就

是把钢管插

到水里。”项目总工程师罗华平告诉记者，这
里的水位季节性变化大。同一个地方，夏天
泄洪后，只有5米深，冬季蓄水时，就可能达
到30米深。每年11月至次年3月，为蓄水
期。

“水位低时还好，水位高时，就只有潜到
水下施工。”据称，钢栈桥修建后期，正值蓄
水期。当时，经过专业培训的6名潜水员、5
名护工，组成三个深水作业班组，他们每天
背着氧气瓶、在水下20多米深处作业。“蛙
人”两班作业，一天要工作约10小时。

冬天的河水，冰凉刺骨。“400多根钢管
桩，其中有100根是在水下完成。”罗华平称，

“蛙人”经过近一月奋战，终不负使命。如
今，澎溪河特大桥已经建成，成为开州标志
性建筑之一。

冬天 大桥“蒸桑拿”

9月 9日清晨 8点，城口县城，凉风习
习。主城还是30度的高温，城口的人们，已
经穿上两件衣服。

任河特大桥距离城口县城不过十几公
里，大桥单幅长1264米，其中主跨180米，因
两岸山体高、坡度陡，专家们舍去T梁拼装作
业，采用悬臂现场浇筑工艺，即在135米的高
空进行混凝土现场浇筑。

“现场浇筑，受气候的影响非常大。”A2
标1工区负责人舒国毅告诉记者，城口现场海
拔700多米，夏季气候凉爽，冬天时间较长，气
温低。混凝土浇筑施工，温度必须在5℃以
上，否则混凝土强度难以保障。而这里的冬
天，经常冰雪覆盖，温度根本达不到5℃。

怎么办？停工，工期耽误不起；不停工，
天气又太冷，温度达不到。

为此，建设者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
给大桥“蒸桑拿”。

据介绍，每到冬季，他们就用土工布给
大桥的施工桥面搭一个“小房子”，把桥梁包

裹起来，然后用蒸汽养护机给“房子”里灌入
热气腾腾的蒸汽。

“一台蒸汽养护机，可将一个50平方米
空间的温度提高20℃左右。”舒国毅称，天气
最冷时，他们会采用8台这样的蒸汽养护机。

记者看到，正是因为建设者克服了重重
困难，任河特大桥的建设进度非常快，2018
年才进场，近期，大桥就将实现主桥合龙。

夏天 智斗“水帘洞”

9月15日上午，旗杆山隧道全线贯通。
这个全长7.66公里的隧道，位于城口县

大巴山深处，是城开高速公路第三长隧，但
其复杂程度却超乎想象。“这是我修过最难
的一条隧道。”已有23年修路经验的中国铁
建大桥局三公司项目经理朱宝权感叹地说。

旗杆山隧道被业内专家称为“地质博物
馆”。瓦斯、断层、岩溶、暗河、涌水、突泥、岩
爆……这里集结了全国高速公路所能遇见
的所有不良地质。

尤其是岩溶、暗河。“称之为‘水帘洞’，
一点都不夸张。”朱宝权告诉记者，“洞中架
桥”“洞中打洞”“划船进洞”的故事，都发生
在这个隧道里。

2018年，项目部在为旗杆山隧道修建斜
井时，发现路面下方有一个溶洞，洞深十几
米，下面还有暗河。项目部最终在溶洞上架
桥通过。

当斜井进洞100米左右时，项目部又探
测到前方有一条暗河，水量很大。于是，项目
部在隧道边上十几米处，打了个洞进去，把水
引出来，主洞的水位降下来后，才继续施工。

2019年夏天，当斜井打到1100米时，突
然发现大量涌水，项目部用了100多台水泵，
花了8个月时间，才将水抽完。

“当时，到隧道掌子面，根本没法走进
去，只能坐橡皮艇划进去。”朱宝权称，水抽
完了，还要堵水，一般的材料堵不住。最终，
他们采用成都理工大学的方案，运用了建水
电站的材料，可快速凝固，才将水堵住。

2020年9月，他们又遭遇大涌水，每小
时涌水量达到2—3万立方米。当时，既要排
水，又要防止已掘进隧道垮塌。为此，他们
一面用钢管搭“管棚”固定壁周，一面引水泄
压。这一次涌水，也足足排了4个月。

进洞 要穿“防护服”

如今，鸡鸣隧道瓦斯治理负责人罗太
进，每天进入隧道前，都会精心“打扮”一
番——

身穿专用防静电工作服，头戴阻燃帽，
帽子上加上防爆探照灯，脚穿阻燃安全鞋。
同时，手持报警仪、肩背自救器。

“必须从头武装到脚，否则不能进隧
道。”罗太进告诉记者，这是项目部对所有人

的规定。不仅如此，洞内所有施工设备挖掘
机、装戴机、运输车等都必须进行改装，“加
穿”防护服以防燃爆。

为何会有这样的要求？
原来，鸡鸣隧道18次穿越煤层，不良地

质错综复杂，其中尤以高瓦斯、煤与瓦斯突
出最为严重。

今年3月17日，鸡鸣隧道出口右洞，施
工人员在进行超前钻探中突遇煤层，这比勘
测时预测M1煤层（瓦斯含量极高的煤层）提
前了390米。经专家进一步诊断发现：孔口
瓦斯浓度已超过10%，瓦斯倾角达70%，长
度达20多米，煤层厚度达1.42米，检测所有
的指标都超过临界值。

项目部立即请来重庆、湖南、四川、贵州
等地的专家、专业团队和瓦斯治理科研院
所。经过10多次商讨，专家们开展了揭煤防
突专项设计、揭煤防突施工专项方案、现场
九大安全系统改造、瓦斯治理抽排措施等多
项工作。

今年9月9日，鸡鸣隧道顺利安全穿越
M1煤层，实现了高瓦斯突出隧道施工瓦斯零
超限、零燃烧、零爆炸、零突出的“四零目标”。

“相较西南地区传统的煤与瓦斯突出隧
道揭煤防突施工案例，至少节约三个月时
间，同时为城开高速公路和重庆市地下基建
工程急陡倾煤层揭煤防突积累了丰富的真
实参数和宝贵经验。”罗太进说。鸡鸣隧道
有望明年贯通。

桥梁 也会玩“体操”

先竖转体44度，再平转182度，然后又
竖转30度……

不要误会，这不是体操赛场，而是城开
高速公路施工现场；负责完成以上转体动作
的，也不是运动员，而是蓼子特大桥。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蓼子特大桥的“拱
肋”将于明年上演精彩的空中转体。据介
绍，大桥的双拱肋转体，国内尚属首次。

为何要让大桥玩这种高难度“体操”？
“因为地形条件限制，工艺创新。”B1标

段副总工程师刘治宏坦言。
记者在现场看到，蓼子特大桥全长约

330.8米，一端连着蓼子互通、另一端连着长
湾大桥。如果按传统工艺，在建桥过程中，
蓼子特大桥的两端需要布置锚锭，但现实是
桥连着桥，现场不具备锚锭施工作业条件。

同时，蓼子特大桥距离河面达100多米，
相当于50层楼高，施工人员要在如此高度的
空中施工，非常危险。

最终，专家通过对现场地形的踏勘，决
定直接将特大桥的拱肋在桥后卧拼，转体施
工，空中合龙。此举不仅可大大减少高空作
业时间，还克服了地形空间狭窄的限制，降
低了施工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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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深谷筑“天路”

▲城开高速桥隧比很高，
桥隧相连处处能见。

▲高空作业对于城开高速项目就是家常
便饭。

▲9月15日上午，被业内专家称为“地质
博物馆”的旗杆山隧道全线贯通。

▲9月9日，城开高速任河特大桥，建设
者正在紧张施工，该桥是城口县城第一座百
米高墩特大桥，本月内将合龙。

□本报记者 曾立 杨永芹

城开高速公路大巴山隧道，长约13.6公
里，是重庆已建和在建高速公路中最长隧
道，重庆段约5.4公里，陕西段约8.2公里。

然而，承建大巴山隧道重庆段的，是一
群平均年龄仅27岁的90后。

“项目部的管理团队共45人，我和总工
程师老赵最老，都是85年的。”中环公司大巴
山隧道项目部项目经理、支部书记沈仕宇笑
呵呵地说。

团队虽然年轻，经验却很丰富。如沈仕
宇，就曾参与重庆绕城高速、南（南川）涪（涪
陵）高速、南（南川）道（道真）高速的建设。
去年11月，他们刚顺利完成深圳市东部过境

高速公路莲塘隧道的建设，又马不停蹄来到
千里之外的大巴山。

“刚来的时候，很多人不适应高山里寒
冷的气候，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更没有一个
人当逃兵。”沈仕宇说。

为精准测量，每天，26岁的苟凯鸿和同
事扛着仪器，爬上陡峭的大山，深入灌木丛
林，涉入冰冷的溪水。饿了，吃干粮；渴了，
喝泉水。

就这样，从2020年11月到2021年4月
大巴山隧道开建，测量人员几乎爬完了附近
的山，趟完了附近的溪流，完成了12万平方
米的地形测绘和2000多个红线桩、关键结
构物特征点的前期测量任务，为大巴山隧道
提前开工提供了重要保障。

城开高速公路最长隧道
由90后军团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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