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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超，出生于

1959年，四川遂宁人，重
庆交通大学1978级桥梁
与隧道专业学生，中国
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全国工程
勘察设计大师，港珠澳
大桥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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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粤港澳1小时
交通生活圈

重庆日报记者：港珠澳大桥历时9年时
间的建设，耗资上千亿。那么，我们为什么
要在珠江口建这座大桥？

孟凡超：港珠澳大桥是我国继三峡工
程、青藏铁路、京沪高铁之后又一个重大基
础建设项目。

为什么要建这座大桥？我们先看看它
所处的地理位置。在伶仃洋半径60公里以
内，有11个珠三角的大中城市，包括广州、
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惠州、江门、
肇庆等9个市，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
政区。

国家致力于将珠三角沿线打造成大湾
区。如果这11个城市形成一个城市群、经
济圈，共同发展，未来这里会与美国纽约湾
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并肩，成为
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
重要空间载体。

重庆日报记者：有人说，港珠澳大桥让
粤港澳1小时交通生活圈变成了现实。此
话如何理解？

孟凡超：以前，珠江口上除了一座位于
东莞的虎门大桥外，中间就再没有第二个
通道。由于天堑的阻隔，珠江西岸与香港
之间的陆路需绕行虎门大桥，导致珠三角
西岸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如何真正激活这一地带，打破桎梏其
经济发展的壁垒，进而促进珠三角沿线的
提档升级，实现粤港澳1小时交通生活圈至
关重要，这是建设港珠澳大桥最直接的目
的。

我们从地图上看，港珠澳大桥从珠海
抬起左脚、从澳门迈开右脚，一路向东伸向
香港，形成一个大大的“Y”字。大桥建好以
后，驱车从香港到珠海、澳门的时间将由以
前的约3个小时缩减为约45分钟，让粤港
澳1小时交通生活圈变成了现实，珠三角等
沿线城市成为一个超级城市群，这有助于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集桥、岛、隧一体的
完美呈现

重庆日报记者：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
里，集桥、岛、隧一体，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
大桥。英国《卫报》将其称为“世界第七大
奇迹”。您是基于怎样的理念带领团队设
计这座大桥的？

孟凡超：2004年初，港珠澳大桥建设的
前期工作正式启动。我们公司承担起大桥
工程前期规划的牵头工作，整个团队涉及
交通、经济、规划、水文、气象、地质、环保等
多个专业，全国涉及的总人数有1000余
人，核心成员有六七十人。

关于港珠澳大桥的总体设计理念，我
总结出“7个性”：即战略性、创新性、功能
性、安全性、环保性、文化性、景观性。

说到港珠澳大桥的功能性，就涉及到
桥位的选择。在综合考量三
地的车流、人流，以及现在和
未来的交通状况等因素后，
在珠海我们选择了拱北海
关，澳门在东方明珠，香港则
是在与机场高速相联的大屿
山公路东涌点，这样对三地
来说都是最便捷的位置。

重庆日报记者：从桥的构成来看，港
珠澳大桥为什么是桥、岛、隧三种方式的
集群组合？

孟凡超：这就是我想说的大桥的安全
性。港珠澳大桥不仅仅是桥，更是一个跨
海集群工程，由桥、岛、隧三部分组成。通
常来讲，桥型可以分为梁式桥、拱式桥、悬
索桥、斜拉桥等四种类型。但是港珠澳大

桥太长了，单一的桥型无法满足建桥所需
的力学结构，也就无法保证大桥的安全性。

因此，在设计桥型的时候，我们需要分
段考虑。首先，珠江口是一条世界级的战
略航道，最繁忙的时候，这里每天有4000
多艘轮船在海面上通过。根据预测，未来
还会有30万吨级的海船需要通过，那么就
要留下足够宽的主航道。其次，港珠澳大
桥的桥位所在海域靠近香港机场，每天有
1800多架的航班从这里起降，白天每隔一
两分钟就有一班，因此，桥不能修得太高。

综合以上两点，必须启动修建海底隧
道，以留够宽阔的海域通航30万吨级海轮，
又不至于影响飞机起降，且需要建人工岛
把隧道两头连接起来。除此之外，我们把
其余主体桥梁工程设计为3座通航孔桥：九
洲航道桥、江海直达船航道桥、青州航道
桥。这三段通航孔桥都是斜拉桥，按照桥
墩之间的距离不同，分别通行5000吨、1万
吨、几万吨等不同吨级的轮船。

重庆日报记者：港珠澳大桥远远望去如
一条玉带飘落在伶仃洋上，非常壮观，也非
常优美。把大桥设计成弯弯曲曲的形状是
基于什么原因？您曾经说过港珠澳大桥不
仅是一座桥，还是有血有肉的文化载体，那
么港珠澳大桥的文化元素体现在什么地方？

孟凡超：关于大桥的设计线形，我们更
多的还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考虑的。因为珠
江口有30多公里宽，每一处的水流方向、速
度都是不一样的。从工程的角度讲，桥墩
的轴线方向应和水流的流向大致平行，以
尽量减少阻水率，否则大桥就会成为珠江
口的一道大坝。再者，大桥设计成弯曲的
形状，可以避免驾驶员产生视觉疲劳。

当然，作为一座里程碑式的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的交通功能只是它的一个基础
性的设计旨要，它的文化打造和追求，是它
更高境界的使命，所以它必须是一个有血
有肉、有骨有魂的文化载体。这座大桥的
文化元素主要体现在“风帆”“海豚”“中国
结”等三处桥塔上。其中2座“风帆”塔寓意
扬帆起航；3座“白海豚”塔取意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2座“中国结”塔因为所处位置靠近
香港，所以寓意三地携手共进、永结同心。
我最感得意的就是整座大桥因地制宜，与
当地的海洋文化、地域文化相得益彰，从而
成为伶仃洋上独特的标志性建筑。

“四化”建设
让大桥工期缩短了2年

重庆日报记者：港珠澳大桥创造了多
项世界第一，解决了很多世界级难题。为
什么大桥要按照 120 年的使用寿命来设
计？120年的使用寿命意味着什么？

孟凡超：设计并确保港珠澳大桥要有
120年的使用寿命，其实这里面没有太多的
玄机。因为香港、澳门采用的是欧洲标准，
这样级别的大桥就应该以120年为使用寿
命的标准。

120年的使用寿命意味着大桥要能够
抵抗120年内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如8度
地震、16级台风，可应对120年内海水、大气
等对大桥结构的侵蚀，可承受120年汽车行
驶带来的疲劳损伤等等，保持安全。

重庆日报记者：如何保证大桥120年的
使用寿命？

孟凡超：这就非常关键了。我们遵照
甚至高于香港采用的120年建造标准进行
施工质量控制，比如对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耐腐蚀钢筋、岛隧工程沉管钢筋的尺寸精
度，水下沉管对接误差等，都制定了非常严
苛的规定。

重庆日报记者：在建设过程中，怎么实
现这些标准？

孟凡超：业界对港珠澳大桥的评价是世
界桥梁史上的珠穆朗玛峰。这项世界超级
工程不仅所有环节都堪称精细、完美，而且
这座大桥自2009年底正式开建以来，没有
出现过一起安全事故。因为在港珠澳大桥
的建设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大型化、工厂化、
标准化、装配化（即“四化”）的方式来建设。

重庆日报记者：怎么理解这“四化”，能
不能举点例子？

孟凡超：按过去建桥的老办法，就是千
军万马到现场去，人工浇筑水泥墩台，然后
再一块块地焊接桥身的钢箱梁。但是，港
珠澳大桥不这么建了。

怎么建？比如建大桥桥梁使用的钢箱
梁体，每段长约110米左右；建海底隧道用
的33节沉管，每节重约8万吨；建人工岛的
120个钢圆筒，每个直径和篮球场一样大，
高相当于18层楼……都是大得不得了的家
伙！但它们都是分别先在各个工厂预制
好，然后用特种装备运到现场进行装配，整
个像流水线一样操作，这就是“四化”。

所以港珠澳大桥建设这几年，除了建
东、西人工岛时海上工人多一些以外，其余
时候海面上只有大型船舶和大型起吊设
备，工人并不多。

重庆日报记者：先把建造大桥的一个
个构件做好，再到海上安装。这种颠覆性
的建桥方式，有什么好处？

孟凡超：直接地说，这种建桥方式，可
以有效地避免海上建桥的风险。比如说，
参与整个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工人，前后加
起来有3万余名，工程量十分浩大，如果一
旦有台风、海啸等发生，工人发生伤亡怎
么办？建桥期间，我们遇到几次大的台
风，因为采取“四化”的方式施工，海上现
场人数较少，所以转移起来很快，经济损
失也小。

还有，如果采取传统的办法建桥，如此
长时间的施工，对海域的污染也是无法估
量的。

再者，这样流水线、标准化的作业方
式，使建设整座大桥的每一个流程、环节都
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从而保证
了港珠澳大桥的高质量，同时也可以大大
地缩短工期。比如三座海豚塔的安装，前
期在基地已经进行了一两年的论证、模型

演练等，每一个操作流程都进行了极为细
致的考虑，因此现场安装一座塔只用9个小
时。

总之，因为“四化”建设，港珠澳大桥工
期整整缩短了2年。

重庆是一支
非常重要的建设力量

重庆日报记者：有一种说法是，攀越了
港珠澳大桥这座珠穆朗玛峰后，我国从桥
梁大国成为了桥梁强国。您是否认同这样
的说法？

孟凡超：自 2009 年开建以来，港珠
澳大桥以国际视野、国际能力、国际胸
怀，一直备受关注。它的建设完成，是
改革开放40年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标
志着我国今后在桥梁建设方面，可以很

“任性”。
此前，业界谈论最多的是韩国釜山港

大桥、瑞典厄勒海峡大桥、土耳其博斯普鲁
斯海峡大桥，但港珠澳大桥建成后，综合难
度已经超越前几个标志性的跨海工程。

在完成建设港珠澳大桥的这些年中，
我们前后实施了300多项课题研究,形成
了60多份技术标准,获得454项专利,创新
了海上装配化桥梁、超长外海沉管隧道、海
上人工岛等方面的设计与施工理论，形成
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建立了
建设跨海通道的工业化技术体系。这为我
们今后建更长、更大规模的跨海大桥，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

重庆日报记者：您是重庆交通大学毕
业的优秀学子，大学教育对您今后的职业
生涯奠定了怎样的基础、产生了怎样的影
响？对如今的交大学子，您想说些什么？

孟凡超：我是1978年进入重庆交通大
学的，当时叫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在重庆
的这四年，不仅让我接受到良好、系统的大
学教育，而且重庆这座城市也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座山水之城，重庆独
特的山城地貌和两江环绕，让如今的重庆
总共有4500多座桥梁，数量多、规模大，桥
梁技术水平高，影响力也很大。比如长江
大桥复线桥是世界跨径最大的连续刚构
桥，菜园坝长江大桥是世界跨径最大的公
轨两用结构拱桥，朝天门大桥是世界跨径
最大拱桥……早在2005年，重庆就被茅以
升桥梁委员会认定为中国的“桥都”。所
以，这次建设港珠澳大桥，重庆是一支非常
重要的力量。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我在母校接受
的教育，为我今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我记得当时全校一共有城市规
划、土木工程、道桥工程等六七个系，2000
多人。我就读的道桥工程系有4个班，140
余人，设桥梁与隧道和公路工程两个专业，
我学的是桥梁与隧道专业。

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很单纯，平均每天6
节课，其余时间就是自习、做作业，大家都
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校长、老
师都寄语大家：国家百废待兴，人才青黄不
接，大学生是栋梁之才，一定要好好学习，
为国家建设努力。

教“结构力学”的王向坚、教“拱桥”的
王世槐、教“梁式桥”的汤国栋、教“悬索桥”
的徐君兰……这些老师都给了我很大的影
响，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举一反三的
思维方式，让我获益终生。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以每门课平均90
分以上的成绩分配到北京工作，一直就做桥
梁设计。我有时会回到重庆，参加一些桥梁
方面的学术研讨会，或者回母校作讲座。

我想给交大学子说的便是庄子的那句
名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学习是
一件终生都要为之执着追求的事，所以必
须保持一颗进取的心，持之以恒。愿母校
的学子们，为将我国建设成为世界桥梁和
交通技术强国而不懈奋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278年，宋代大臣文天祥在广东兵败被

俘。翌年，他被押送经过珠江口外的海域时，
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作——《过零丁洋》。

如今，文天祥发出千古慨叹的伶仃洋（又
称零丁洋），已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

在这片广阔的海面上，有一座大桥于10月
23日正式开通了。它，就是港珠澳大桥。

这座大桥历时6年论证、9年建设，全长55
公里，集桥、岛、隧一体，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
获454项专利，堪称世界桥梁史上的珠穆朗玛
峰。

令人自豪的是，有近3000名重庆人参与
了这座大桥的建设，他们用智慧和汗水成就了
属于重庆的骄傲。今年4月，重庆日报曾特派
记者到大桥现场实地采访，对港珠澳大桥中的
重庆元素进行了全媒体系列报道。

除此之外，在大桥建设中，还有一些人与
重庆有着难于割舍的关系，孟凡超，便是其中
的佼佼者。

通车前夕，这位昔日重庆交通大学1978级
桥梁与隧道专业学生，如今的港珠澳大桥总设计
师，就为何要建这座大桥，依据怎样的理念、标准
设计这座大桥，建设过程中突破了哪些技术难
题，在渝的大学教育对自己今后的职业生涯奠定
了怎样的基础等问题，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的独
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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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郑宇摄

落日下，港珠澳大桥西人工岛恰如镶
嵌在大海中的宝石。

位于珠海牛头岛的预制沉管厂出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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