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国“焊将”
王中美在洪鹤大
桥焊接作业。

“全国劳动模范”孙
家林在洪鹤大桥施工现
场检听设备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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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工程的施工质量、环保
要求，还是创新技术的应用，洪鹤大
桥都达到了国家优质工程的标准。”
今年12月10日，洪鹤大桥建设者、
全国劳动模范、央企“百名杰出工
匠”代表孙家林站在即将通车的洪
鹤大桥上，对洪鹤大桥工程给予了
高度评价。

孙家林是中交二航局第二工程
有限公司起重工大师，两年前，由他
领衔的“孙家林技能大师工作室”的
一项新型发明专利——“可旋转的
吊具在施工中的运用”获得国家知
识产权局授权，专利衍生出的“磨刀
门辅航道桥小半径曲线节段梁架设
工艺”，解决了海上大桥“S型弯”作
业和巨型部件输送距离远、提升距
离高的难题，将节段梁安装施工精
度控制在毫米级。

这是参与洪鹤大桥建设以来，
孙家林收获的又一项发明专利。在
洪鹤大桥的建设过程中，他倾注了
巨大心力。

孙家林是重庆人，40余年执着
追求，20余座精品桥梁，“起重工大
师”“架桥专家”的美誉已名满建筑
界。他先后获得“全国技术能手”、

“全国职工创新能手”等称号，并于
2010年摘取“全国劳动模范”桂冠。

建桥40载，参与建设的桥梁无
数，能让孙家林彻夜思量、大费周章
的事情不多，洪鹤大桥1200米“S型
弯”桥梁架设工程算一个。

洪鹤大桥是国内乃至世界上迄
今为止的在建项目中，第一座由两
座主跨500米双塔双索面叠合梁斜
拉桥串联而成的特大桥，其主跨长
度比港珠澳大桥的青州航道桥主跨
458米还要长，要完成桥梁设计师这
脑洞大开的天才设计，把超级工程
从图纸变为现实，像孙家林这样的
起重工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

起重工，顾名思义，就是负责吊
装起重物体的工作，从业人员要具有
良好的起重吊装运输、物料搬运的专
业技术和相关知识和实践经验。

洪鹤大桥连续跨越洪湾水道、
芒洲湿地公园、磨刀门水道。其中
跨越磨刀门水道的部分，处在一个
1200米的S型弯道上。对一座全长
达10公里的巨型特大桥来说，这段
桥面距离短，桥墩数量少，角度刁
钻，施工的时候，相当于让长达156
米的吊装设备在近百米高空转急
弯，驾驭难度可想而知。而且桥墩
处是浅滩，大型工程船无法从海上
提供吊装服务，只能空中吊装完成。

“这道1200米的S型弯，半径小，

海上施工难度大，这种工况在全世界
其他特大桥上都罕见。”孙家林说。

桥梁建造，是力学与美学的结
合，也是综合诸多高精尖技术的精
密工程。

洪鹤大桥节段梁的施工，就是
一个精密控制的过程。

“我们造桥啊，简单来说，就是
在这个1200米的曲线位置，把一个
个4米长、200吨重的节段梁像糖葫
芦一样串起来，最终形成完整桥
面。”孙家林说。

“节段梁预制好后，需要用架桥
机把它们一段一段地吊装上桥完成
拼接。我们公司负责的标段，有780
节，共3120米。每节吊装的拼装精
度要求是毫米级，必须严格控制在3
毫米以内。如果吊装误差大于3毫
米，780节就会出现连锁反应，桥梁
合龙就会出现偏差，最终会导致大
桥合龙失败。”孙家林说。

为了征服这道设计图上的“小曲
线”，让铺桥设备找到完美工况，孙家
林和同事通宵达旦地钻研攻关。“我
们参考滑旱冰设计，为平台增加了底
座，扩大它的移动距离和空间；再利
用类似自行车龙头画圆圈控制方向
的原理，通过安装转向轴，增加156
米长的架桥机高空作业的机动性，实

现3-5度小角度旋转作业。”
“在洪鹤大桥的每一次吊装流

程，都是起重和架梁工艺的宝贵实
践，帮助我们总结思路，解决施工难
题。”孙家林感慨地说。

“洪鹤大桥上的发明专利可不只
我这一项，新技术和新工艺可多了。
比如，吊装设备，原来是将吊装设备
的零部件拿到桥面上拼装，在洪鹤大
桥，则是先在地下将零部件拼装好后
再整体吊装到桥面；项目海中引桥全

部采用60米跨节段箱梁预制拼装工
艺……洪鹤大桥可以说是桥梁建筑
艺术的集大成者。”孙家林说。

另一个喜讯是，洪鹤大桥上的
这项发明专利和相关设备，还被国
家征用为国效力，以“大国重器”之
名，远赴文莱用于中国的海外援建
项目，赢得了国际声誉。

事实上，这不是孙家林第一次
参与珠海经济特区建设。早在1993
年，他参与了淇澳大桥工程，这位起

重工大师就已经与珠海结缘。
参与珠海东、西两座大桥的建

设，此番作为“洪鹤人”，加入珠海经
济特区“二次创业”加快发展进程，
孙家林感慨良多。

“前后27年，我人生中两次海
上建桥，都是在珠海，这是我与珠海
不解的缘分。我是珠海经济特区发
展的见证者，也是建设者，珠海是我
的福地，在这里，我的收获比付出
多，感谢珠海。”孙家林说。

起重工大师孙家林：

新专利用于海外援建赢得国际声誉

跨海建桥，四易寒暑。
珠海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之际，横跨西江出海口的洪
鹤大桥即将通车，这是继
1993 年珠海大桥通车之
后，时隔27年，珠海终于拥
有了翘首以盼的第二条连接
东西区域的跨海通道，也是
港珠澳大桥连接粤西地区的
一条跨海通道。

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
者，过去的4年，斗转星移，
记录了祖国南海边山河巨变
和大地变迁；奋斗是发展最
好的注脚，近万名特区建设
者夜以继日悬空凭海造桥，
架起了全长10公里、世界第
一的大跨度串联斜拉桥。

一朝巨龙舞，天堑变通
途。这条驰骋南海的“钢铁
巨龙”，为珠海经济特区“二
次创业”加快发展和特区西
部大开发经济腾飞打开了
“黄金通道”。

全国各地的建设者汇聚
到珠海交通集团旗下参与建
设洪鹤大桥，他们之中，有全
国劳模、大国工匠，有特级大
师、飒爽巾帼，有塔吊操盘
手，普通钢筋工……他们，都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洪鹤
人”。

1460多个日夜，“洪鹤
人”斗台风，战疫情，冲过重
重险关。每一名特区建设
者，犹如茫茫人海中一朵浪
花。正是这每一朵浪花，在
珠海“二次创业”加快发展中
凝聚磅礴力量，汇聚成时代
建设大潮。

近日，本报记者走近这
些大国工匠们，了解他们与
洪鹤大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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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十九大党代表、中铁九桥
工程有限公司的大国工匠；她是一
位“80后”，先后参加了50多座世
界一流桥梁的钢结构焊接试验和生
产制造任务；每一次大桥建设，都在
开启一段钻研新工艺新工法的新征
程，在电焊世界里，她乐此不疲……

“不忘初心建桥志，焊就漫天七彩
虹”，她就是大国女“焊将”、“全国劳
动模范”王中美。

籍贯江西九江的王中美，女承
父业，巾帼不让须眉。从业19年
来，她用22万根焊条，16吨焊丝，
10万多米焊缝，27项技术攻关，17
项创新成果，逐步从电焊工学徒成
长为电焊特级技师。先后获得全
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荣
誉。

来到珠海，更让这位“80后”女
工匠迎来了人生的巅峰之作：以她
名字命名的电焊界神技——“王中
美焊接工法”，在洪鹤大桥施工现场
得到了技术升华。在这里，她首次
挑战对厚度80毫米的钢板进行熔
透焊接，由传统的开双面坡口焊接

工法，改为开单面坡口焊接工法，有
效地控制了杆件变形，工效提高了
50%。就在今年11月份，她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珠海是我的福
地”，王中美说。

王中美年龄不大，却是天南海
北“洪鹤人”中地地道道的元老。

“洪鹤大桥是2016年12月开
工，我比绝大多数人早一步参与进
来。大桥开工的前一年，我就参与
了桥梁钢部件的焊接实验，进行模
板的焊接工艺评定。”王中美说。工
作一丝不苟、处处快人一步，正是她
鲜明的风格。

5年来，在满眼钢筋水泥，钢花
飞溅的洪鹤大桥建设工地上，王中
美和15位姐妹组成的“女子电焊突
击队”，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她们
专门攻克大桥电焊难题。

而洪鹤大桥果然就给了她们
“硬钉子”。

提起电焊，人们印象中是光弧
流转、火花溅射后，在钢材上留下
一条巨大且丑陋的“蜈蚣线”。而
洪鹤大桥的建设现场，这种“蜈蚣
线”难觅踪迹。

特大桥建设中，钢材焊接质量
决定了桥墩的受力点承压能力。桥
箱钢板是洪鹤大桥桥墩的部件之
一，其厚度超过80毫米，王中美的
工作就是要将每块80毫米厚的钢
板焊接起来，全部达到一级焊缝标
准。“这个焊件的要求，就是焊缝要
控制在毫米级，不能有任何气孔和
夹渣，钢件焊完之后表面要平滑，像
镜面一样光亮。”

“通俗点来说，就是你把焊好的
钢板沿焊点再切割的话，切开的截
面要跟钢板原本的内部结构是一样
的。要掌握这门技术，至少要达到
高级焊工水平。”王中美解释道。

技术超难之外，洪鹤大桥的
施工工位也是一个重大挑战。桥
箱内空间狭小，通往焊缝点的通
道仅容一人侧身通过。

“这就在技术和体能方面迎
来了双倍挑战，在我参与的其他
的大桥建设工程中是从来没有遇
到过的。但凡块头大一点的人都
进不去，我们焊工班的女性都身
材娇小，在这方面确实比男同胞
有优势，他们只能给我们默默搬

运工具和重物、打下手。”王中美
笑着说。

盛夏时节，海上热浪滚滚，桥箱
的温度高达60到70摄氏度。再加
上电焊产生大量高温，炙烤得人中
暑甚至脱水。为此，王中美和姐妹
们身上随时备有仁丹、十滴水等防
暑药物。

在封闭狭窄的桥箱内电焊作
业，三五分钟便汗湿衣衫。“钢板焊
接需要一次性成功，一条焊缝需要
来回连续作业几十道甚至上百道，
一个焊工可能一天下来都焊不完。
为了保证焊接质量，焊工保持一个
焊接姿势就是一天，停下来的时候
腰都直不起来。为了加快进度，姐
妹们只能采取三班倒作业。”王中美
说。

5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在特
区建设者手中，洪鹤大桥这条“钢铁
巨龙”从无到有。今年12月10日，
站在即将通车的大桥上，回忆起这
五年来工作的点点滴滴，王中美十
分感慨，“我可以自豪地对所有人
说，脚下这座雄伟的跨海大桥，代表
着我参与过建设的巅峰之作。”

大国“焊将”王中美：

把洪鹤大桥钢梁焊缝控制在毫米级

洪鹤大桥航拍图。 本报记者 陈新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