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绝高薪回国效力
勇挑大梁抓四件事

1979年，蒋树屏进入交通部交通科学
研究院重庆分院（重庆交科院前身）工作。

改革开放之初，一大批中国青年怀揣
着梦想，踏上公派留学之路，蒋树屏也是
其中之一。

1984年，他赴日留学，师承国际著名
的隧道围岩反分析专家樱井春辅教授，学
习国外先进的隧道与地下工程科学技术。
5年学成之后，他念念不忘的，是故土。

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人，他深知，像
重庆这样多山的地方，要发展现代交通，
太需要这些技术，他的智慧和才能应贡献
给自己的祖国和家乡。

“蒋君，你会留下来吗？”毕业前的一
天，当樱井教授问他这个问题时，蒋树屏
早已下定决心：“我的家乡中国重庆，到处
都是山，连一条高速公路都没有。您教我
的隧道与地下工程建设技术，我会在中国
好好施展。”

蒋树屏谢绝的，不仅是樱井教授的挽
留，还有几家日本公司的高薪聘请。

回到重庆，等待他的，是一个个棘手
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公路隧道领
域的技术非常薄弱，要奋起直追，还得从基
础抓起。为此，他勇挑大梁，做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组建公路隧道专业科研与
设计队伍，集中力量开展科技攻关；

第二件事，建设国内首个公路隧道工
程实验室；

第三件事，发起成立中国公路学会隧
道工程分学会，为开展学术交流、技术咨
询搭建平台；

第四件事，针对当时国内公路隧道建
设无标准可依的状况，蒋树屏主持编写了
一系列具有指导性的技术规范，如《公路隧
道施工技术规范》《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这四件事，是蒋树屏作为一名科技工
作者，为实现自己的梦想留下的见证，更
为后来开展公路隧道科学实验、凝聚人
才、开展学术交流、规范公路隧道设计施
工行为和提高工程质量打下了坚实基础。

“高原孤岛”全年通车
建设技术全球领先

地处喜马拉雅山东段、毗邻印度的西
藏自治区墨脱县，长期以来被称作“高原
孤岛”，曾是我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行
政县。

扎木至墨脱公路要穿越喜马拉雅—
岗日嘎布山脉，新构造运动活跃，雨水充
沛（最大年降雨量4500毫米），地势高差大
（海拔落差3200米），地质灾害广布，地震
烈度高，是世界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

这样的地质气候环境下，要在墨脱修
建一条与外界连通的公路，必须攻克高寒
—高地应力—高烈度地震区的隧道建设
技术、地质灾害发育活跃区的公路建设技

术、自然环境敏感脆弱区的生态保护技术
三大难题。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墨脱与
外界连通的公路几经修建，由于地质和气
候等原因，巍峨高耸的嘎隆拉雪山将公路

“挡在了脚下”。
2009年，国家再次启动西藏扎木至

墨脱公路新改建工程，蒋树屏担任科研技
术总负责人。

这注定是一场硬仗。
当时，墨脱由于太闭塞落后，工程建

设所需的水文、气象、地质等基础资料，一
样都没有。

没办法，蒋树屏带着团队只能自己进
行野外科考。钻密林、攀绝壁、过塌方、越
冰川，墨脱的蚂蟥还是出了名的凶悍，他
们吃尽了苦头。

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他们提出了4
种调查方法、12种设计方法，研发了4种
新材料、结构和工法，填补了3项空白，攻
克了滑坡、崩塌、泥石流、雪崩、地震等恶
劣自然条件下的扎墨公路建设关键技术，
获得西藏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为建
成我国最后一条通县公路提供了科技支
撑，实现了世代墨脱人民的公路梦想。

像这样深入祖国崇山峻岭寻求公路
隧道建设技术解决方案的经历，蒋树屏还
有很多。

渝湘高速公路武隆至水江段白云隧
道，全长7140米，是当时重庆三大特长隧
道之一，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极大。

“隧道所在地为喀斯特地层，依据地
质勘察结果，地下水渗流量将达22万立
方米/日。”蒋树屏回忆道。

作为总工程师的他带领团队在隧址
区一寸一寸的摸查，最终确定隧道所在地
到处都是泉眼，要完成隧道建设是几乎不
可能的。对此，蒋树屏果断出招：采取迂
回战术，将隧道向北平行移动500米，避
开主水源，使实际开挖涌水量大幅降低，
确保了隧道施工安全。

同时，针对上述富水岩溶隧道，蒋树屏
还开发出地下水控排技术和溶洞回填处治
技术，进而保护了地下水体环境。这类成
果后来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特等奖2项、一等奖3项。

地面立交植入江底
解决城市交通难题

蒋树屏是地道的重庆人，对重庆的公
路工程品质尤其看重。

重庆90%的区域为山地和丘陵，是典
型的山地城市，高速公路穿行于崇山峻岭
之中，隧道占公路的比例为全国之最，在
国际上也实为罕见。

这样的自然地势条件，也为隧道建设
带来了许多难题。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
蒋树屏带领团队在重庆“三环十二射”高
速公路网的建设中发挥了科技支撑与品
质支撑作用，在穿越中梁山、铜锣山的30
多座隧道中留下了他的脚印，为渝鄂、渝
湘、渝黔、渝邻、渝合、长涪等高速，以及方

斗山隧道、吕家梁隧道、白云隧道、北碚隧
道、真武山隧道等建设提供了大量创新科
技成果。

蒋树屏承担设计的5个隧道项目（含
重庆2个项目）获“建国60周年60项交通
经典工程”；承担设计的重庆轨道临江门
车站、翔安隧道分获2005詹天佑土木大
奖、2011全国百年百项杰出土木工程称
号；还获得省部级优秀设计一等奖9项。

多年来，他还在工程标准化方面下功
夫，主持编制了公路隧道有关的设计、施
工、养护、通风、照明、抗震6部技术规范，
以及《我国西部公路建设的主要技术政
策》等，形成了较完备的技术规范体系，对
我国公路隧道的标准化与工程品质提升
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根据重庆的实际
情况，开创性地研究出用江底地下立交代
替地面立交的方法。

经过10余年的深入研究和工程应用，
蒋树屏带领着团队攻克了相关技术难题，
开发出的江底地下立交系统及隧道结构、
通风防灾、空气净化等相关技术和装置，已
经应用于重庆、厦门、长沙等地。这些技术
在疏解城市交通拥堵、节约土地、保护环境
等方面，都有重大意义和应用前景。

此外，针对重庆较场口、临江门、大坪、
红旗河沟等轨道地下车站修建时的施工难
题，他带领团队又开发了浅埋微拱暗挖和
明暗混挖等技术，解决了城市繁华区临近
高层建筑条件下的隧道建设技术难题。

隧道建设或运行中可能遭遇坍塌、岩
爆、涌水、突泥、岩溶、滑动、瓦斯、火灾、地
震、暴雨等10种灾害的威胁，其中坍塌更
是隧道安全生产与品质工程的“主要杀
手”。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蒋树屏一头扎进
了隧道施工力学的知识海洋。一个将滤
波器线域推优功能与有限元场域分析功
能相结合的隧道围岩非确定性反分析模
型，在蒋树屏大脑中清晰起来。他还带领
团队建成公路隧道国家工程实验室，并研
制出隧道围岩与结构试验系统及装置，建
立起围岩全位移理论及试验方法，提高了
隧道变形的客观真实性。

构建1∶1足尺试验隧道
经受百次火灾“烤”验

巍巍秦岭，东西绵延，既是我国天然
的南北分界线，同时也阻断了南北交通及
人员交往。

21世纪初，围绕秦岭终南山隧道修建
技术方案的数次激烈讨论，至今还深深地
印在蒋树屏脑海里。

经多次研讨分析，最终确定了净缩短
盘山公路64公里、避免冰雪灾害威胁、减
少边坡植被破坏、提高公路服务水平的低
线方案。该方案穿山隧道长度达到18.02
公里，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速公路隧道。

显然，这是一个极具前瞻性、超越性
的方案。当时我国已建成的最长高速公
路隧道仅为4.1公里，国外最长高速公路

隧道也只有10.9公里，这条隧道的修建，
将没有任何的工程和技术经验可以借鉴。

面对严峻挑战，担任“秦岭终南山公
路隧道关键技术研究”项目技术负责人蒋
树屏，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建立纵向送排
通风模式、试验装置、计算方法和防灾控
制级档，较好地解决了隧道运营通风—防
灾—监控系统技术接口问题。

公路的修建向大山深入延伸的同时，
也在向离岸深水拓展。

2018年10月，历时9年建设的港珠
澳大桥全线通车，举世瞩目。

由于突破了诸多世界性技术难题，在
2018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
中，“港珠澳大桥工程建设关键技术”被授
予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在13家主要完成
单位中重庆交科院及蒋树屏排名第三。

港珠澳大桥海底沉管隧道长达5664
米，由33个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沉管管节
和一个最终接头对接而成，其建设技术复
杂、建设难度大，是整个工程建设的“硬骨
头”。同时，其设计使用寿命长达120年，
如何保证运营期内的安全问题是头等大
事，做好防灾减灾成为重中之重。

最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将港珠澳海
底沉管隧道防灾减灾的任务交给了招商
局重庆交科院蒋树屏团队。

作为课题技术负责人，蒋树屏带领团
队耗时近8年，围绕港珠澳海底沉管隧道
防灾减灾难题，以确保结构安全和运营安
全为目的，研制出港珠澳大桥海底沉管隧
道1:1足尺防灾减灾试验平台和高温试
验炉，获得火灾时的温度场、烟雾场、损伤
范围和耐火设计参数，并提出沉管隧道防
减灾及排烟方法等。

课题研究期间，他们做了上百次中巴
车、小轿车、货车燃烧、油池火等不同火源
类型的火灾试验，拖着真车到隧道内点火
燃烧，穿着厚厚的防火服在隧道内采集相
关研究数据。

2015年2月8日，这是在隧道内进行
的最后一次真车燃烧火灾试验。

“为了这一次试验，我们烧了56吨柴
油和一辆汽车，还有10吨木垛。”蒋树屏
说。

正是这一次次火灾“烤”验，让他们摸
清了隧道内火灾场景的温度分布和烟雾
流态，不仅能有针对性地给管节接头加装
橡胶体防火隔热材料，防止混凝土酥松开
裂，并测试喷淋灭火装置的有效性，还编
制出有效的人员疏散逃生方案。

近8年的攻关，6项关键技术，20项研
究成果，8个创新点，蒋树屏带领团队为这
座世界上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和最长的
公路沉管隧道作出了重要贡献。

让蒋树屏欣慰的是，他的若干研究生
参与了港珠澳大桥的科技攻关。在蒋树
屏的培养下，他的很多学生已经在交通建
设行业的重要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蒋树屏心里，人才队伍壮大，才能
为国家提供更多更高品质的公路基础设
施，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毕生的
追求。

巍巍群山，公路穿行
于其间，构成经济社会发
展的条条动脉。

蒋树屏至今仍清晰地
记得，在他毕业之际，老领
导给远在日本的他写信，
告诉他中国公路隧道技术
还非常落后，希望他回国
效力时，言辞有多么恳
切。他也清晰地记得，自
己当时拒绝日本几家公司
的高薪邀请，把先进技术
带回家乡的决心有多么坚
决。

回国后，他带领团队
刻苦钻研、攻坚克难，为提
升公路隧道科技水平做了
大量开创性工作，研发出
一项项创新成果，用科技
创新征服了群山，化一方
天堑为通途。

如今，遍布中国版图
的 1000 余座重大公路隧
道与地下工程，从世界
屋脊到巴渝群山，都留
下了他的身影。在别人
眼里，他就是一名“开路
者”，他手中的利器，就
是科技。

和公路隧道打了大半
辈子交道，青丝染了白霜，
但 67 岁的蒋树屏仍然在
坚持最初的梦想，带领团
队奋战在一线。

“攀登科技高峰，勇担
社会责任，是一名科技工
作者应有的使命和担当。”
受访过程中，这是蒋树屏
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他
说，他还将不断开拓创新，
建设更多高品质的公路基
础设施，为祖国实现科技
强国、交通强国贡献毕生
力量！

用科技创新
让天堑变通途

□张亦筑

蒋树屏：高山挡不住追求
本报记者 张亦筑

蒋树屏，工学博
士，博士生导师，招
商局重庆交通科研
设计院有限公司项
目科技总监、顾问，
国家山区公路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技术
委员会主任、公路隧
道建设技术国家工
程实验室专家委员
会主任。从事隧道
与地下工程科研开
发和勘察设计40年，
攻克我国公路隧道
规划、建设、运营、养
护中的许多重大技
术难题，取得60余项
科研成果，获得全国
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何梁何利基金科技
进 步 奖 、全 国 交 通
行业科技杰出成就
奖 、重 庆 科 学 技 术
奖科技突出贡献奖
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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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科技高峰，
勇担社会责任，是一
名科技工作者应有
的使命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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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交科院）国家山
区公路工程研究中心、公路隧道建设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67岁的蒋树屏有
着“拼命三郎”的称号——他的工作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的，经常忙到晚上
十一二点。

从事公路隧道研究40年，从最开始打通崇山峻岭，到后来穿越江河湖

海，再到开拓地下空间，蒋树屏带领着团队攻坚克难，取得多项创新性成果。
西藏墨脱嘎隆拉隧道、秦岭终南山隧道、重庆白云隧道、重庆方斗山隧

道、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厦门翔安海底隧道等1000余座重大公路隧道与地
下工程中，都曾出现过他忙碌的身影，众多的工程技术难题被他逐一攻破。

他自己把这称为“高山挡不住追求”。

▲蒋树屏在做隧道抗震模拟试验。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蒋树屏在野外勘察地形。

◀蒋树屏和团队在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火
灾试验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