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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3 期                                   总第 27 期 

《道桥之窗》企业内刊 

※重点进展 

杨泗港大桥完成猫道和首根主缆索股架设 

 
6 月 5 日，由公司负责建设的杨泗港长江大桥完成首根主缆索股架设，这是

继猫道完成验收后，该工程迎来的又一重要时刻，这意味着它离通车更近一步了。 

猫道是架设在主缆之下，而又平行于主缆线形的临时施工作业的便道，主要

承担人行通道和主缆系统乃至悬索桥整个上部结构作业平台的作用。猫道作为提

高施工效率的辅助工具，将贯穿于杨泗港长江大桥上部结构施工作业的始终。杨

泗港长江大桥猫道设计采用不设抗风缆的连续式猫道，中跨设置 11 道横向天桥、

每个边跨设置 2 道横向天桥连接上下游猫道。猫道架设验收完成，对整个上部结

构施工意义深远，猫道结构的稳定性、耐久性直接决定了悬索桥上部结构的施工

安全与进度，对全桥施工工期的有序推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杨泗港长江大桥全桥主缆共两根，主缆跨度为 2630 米，主缆采用预制平行

钢丝索股法形成，每根主缆有 271 根索股，每根索股由高强钢丝组成，是目前国

内强度等级最高的悬索桥主缆钢丝。根据大桥主缆索股的特点，单根主缆共设置

了三根基准索股，其他索股线形将以基准索股为准，进行相对垂度调整。杨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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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大桥的主缆设计最大索力约 6.5 万吨，可以拉起一艘航空母舰。主缆架设完

成后，将进行主缆紧缆、索夹、吊索以及缆载吊机安装，预计今年 4 季度进入钢

箱梁架设阶段。 

 

市政府张军副秘书长检查江汉四桥建设工作 

 
5月3日下午，市政府副秘书长、市重点办主任张军检查江汉四桥拓宽改造工

程建设工作，市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市城投公司李兵总经理、项目部陈勇部

长，道桥公司鲁有月董事长、郭文增总经理、杨志祥副总经理以及 BT、监理和

施工单位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在江汉四桥正桥，鲁有月董事长向张副秘书长汇报了项目征收进展，工程建

设以及年度节点目标等情况。 

※集团公司领导活动 

集团公司金国发董事长检查项目建设工作 
5 月 15 日、5 月 21 日和 6 月 14 日，集团公司金国发董事长检查了江汉七桥、

墨北西和江汉四桥等项目建设工作，并就三个项目的建设工作分别提了要求。集

团公司林驰副总经理，集团项目部、投资部；道桥公司鲁有月董事长、郭文增总

经理、杨志祥副总经理、梅建松副总经理等参加了活动。 

在检查江汉七桥项目建设工作后，金董事长充分肯定了江汉七桥的建设工作，

并指出：江汉七桥项目管理起点高标准高，进展有条不紊，文明施工管控到位，

标准化建设程度高，不仅要打造中国市政工程示范项目，还可以向更高的目标努

力。金董事长要求：城投集团、道桥公司、项目公司要齐心协力，共同为建设好

江汉七桥交上一份圆满的答卷，同时要努力打造市政工程的示范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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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北西项目是年度完工项目。在建设现场，金董事长对道桥公司在建设中克

服高压线迁改和拆迁等重重困难给予了肯定，同时要求：一是要按照集团公司下

达的年度建设目标，抓紧推进桥梁和桥下道路建设；二是要按照城投精细化管理

要求，切实抓好收尾细部施工，打造城投质量管理品牌；三是要继续抓好安全文

明施工，确保项目平安，同时树立城投文明施工的良好形象。 

 6 月 14 日金董事长现场检查汉江大道江汉四桥拓宽改造工程建设进展，并

就下步建设工作提了三点要求：一是各参建单位要继续集中精力，在收尾阶段要

确保各项工作安全平稳推进，当前要特别针对性抓好桥梁高空涂装防护安全；二

是要切实抓好施工防暑降温工作；三是要按照集团公司关于精细化管理的要求，

高标准做好高架桥下施工精细化收尾工作，加强桥面系施工质量管控，按照目标

要求圆满完成建设任务。 

 

集团公司李兵总经理调度道桥在建项目 
5 月 7 日、16 日，6 月 25 日、26 日，集团公司李兵总经理检查调度道桥建

设项目。集团盛华副总经理、项目部陈勇部长、吴伟文部长，安保部梁玉萍部长，

道桥公司鲁有月董事长、郭文增总经理等参加了活动。 

5 月 7 日下午，李总率队踏勘了武嘉高速至三环联络线（青菱湖西路——新

武金堤路）工程，现场听取设计单位关于设计思路的汇报，并结合现场条件，就

项目方案有关细节进行了讨论。就杨泗港大桥和新武金堤中段拆迁工作，李总要

求：一是要按照集团公司会议精神，继续加大协调力度，大力推进八坦路和新武

金堤路的剩余征拆工作，确保两个项目的工期目标；二是施工单位要加强与拆迁

单位的对接力度，见缝插针地开展施工；三是要按照集团公司精细化和安全文明

施工要求，落实责任，加强检查督促，树立城投精细化和安全文明施工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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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汉四桥建设工作，李总提了四点要求:一是要按照集团公司下达的工

期目标要求，加强调度，抓紧组织项目收尾；二是要按照集团公司精细化管理要

求，继续加强细部施工，做到到边到角；三是要继续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加强封

闭式管理，加强高空作业和临边保护；四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合理安排作息

时间，保障职工生产安全和身体健康。 

6 月 26 日上午，李总还慰问了高温期间施工的杨泗港大桥建设者，并为建

设者送去了泡面、沐浴露、医药箱、矿泉水、酸梅膏、白糖等。李总询问了工人

的生产、生活情况，嘱咐单位负责人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合理安排作

息时间，保障职工生产安全和身体健康。 

 

集团纪委荣巩书记检查廉政阳光工作 
5 月 24 日下午，集团纪委荣巩书记检查了道桥公司廉政阳光工作。 

在杨泗港大桥汉阳岸项目部，道桥公司鲁有月董事长和纪委书记高翔向荣书

记汇报了廉政阳光工作开展情况。荣书记肯定了道桥公司率先在城投系统开展工

程建设领域廉政阳光创建的做法，同时提了三点要求：一是要坚定不移地推将廉

政阳光活动推向深入，尤其要充分总结鹦鹉洲大桥廉政阳光创建的成功经验，结

合当前项目建设特点，以更高要求推进工程建设领域的廉政阳光工作；二是在廉

政阳光过程中，要着重把握设计变更、征地拆迁、招投标、材料设备采购等关键

环节，切实加大腐败源头预控力度；三是要认真总结廉政阳光工作经验，不断完

善深化，确保项目安全，干部成长安全。荣书记还现场检查了杨泗港大桥汉阳岸

猫道施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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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纪检监察室谈逢阳副主任，道桥公司梅建松副总经理，纪检监察室、综

合工作部等有关人员参加了活动。 

 

集团多位领导检查道桥在建项目 
 5－6 月，集团公司领导林驰、朱斌、吏林山等多次检查调度道桥公司在建

的江汉四桥、墨北西、墨水湖立交改造、江汉七桥、杨泗港大桥等项目，集团安

保部梁玉萍部

长、项目部余秉

璋副部长、总工

办江涛副主任，

道桥公司领导

鲁有月、郭文增、

杨志祥、梅建松，

以及有关参建

单位负责人参

加了活动。 

在检查中，

集团公司领导

要求：一是要按

照集团公司下

发的年度建设

计划，按期保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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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各项目目标任

务；二是要按照集

团公司精细化管理

要求，尤其要抓好

墨北西和江汉四桥

等完工项目的细部

施工；三是要针对

当前高空作业和高

温气候特点，针对

性做好现场安全生

产工作，确保安全，

同时严抓扬尘治理；

四是要充分利用安

全体验馆、VR 等设

备，采取施工安全

教育与体验馆相结合的方式，双管其下，切实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五是要继续

加强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管理，确保临时便道排水畅通；六是要按照“宁可备过、

不可备不足”的原则储备防汛排渍物资；七是建设中的工程要全面排查防汛排渍

风险点；八是要做好自查自改，确保施工项目安全渡汛。 

 

※重大活动 

公司开展纪念建党 97 周年“红安之行”活动 

 

为纪念建党 97 周年，歌颂党的丰功伟绩，缅怀革命先烈，激发全体党员爱

党爱国、敬业奉献的热情，公司党委开展了纪念建党 97 周年“红安之行”活动。 

6 月 23 日一早，公司全体党员干部职工集体乘车前往红安，参观了全国唯

一苏区革命遗址遗迹群——七里坪长胜街、全国第一家革命法庭旧址、红四方面

军指部旧址、红四方面军诞生地纪念碑、红军工会旧址、列宁小学博物馆，董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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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旧居及黄麻起义

和鄂豫皖苏区革命

烈士陵园。 

同时在现场召

开了纪念建党 97周

年会议。公司党委

书记鲁有月带领全

体党员重温了入党

誓词；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高翔宣读

了公司党委关于表

彰优秀共 

产党员的决定，对

优秀共产党员进行了表彰;鲁有月同志在现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武汉系

列重要指示、杨汉军同志先进事迹精神及公司的工作实际，给全体党员上了一堂

生动精彩的党课，要求大家一是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党性修养；二是增强敬畏意

识，敬畏组织、敬畏法纪，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三是加

强学习，增强本领，狠抓落实，提高执行力；四是增强廉政意识，提高拒腐防变

能力。 

 

公司专题部署防汛排渍工作 

 

6 月 5 日下午，公司专题部署防汛排渍工作。公司领导鲁有月、郭文增、高

翔、何志明、杨志祥、梅建松，以及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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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传达了省、市、城投公司防汛排渍工作会议精神，布置了防汛排渍工作。

会议要求：一是要坚决贯彻落实各级关于防汛排渍工作会议精神，要按照集团公

司关于防汛排渍工作统一部署，抓紧启动防汛排渍各项机制，坚决克服麻痹思想

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二是同步启动各项目防汛排渍工作，要专

题部署，督促各项目抓紧检修排水设备，检查项目周边排水管网情况，发现问题

立即疏通；三是要督促各项目按照应急预案，抓紧落实人员、设备和物资，加强

演练；四是要同步加强项目周边安全检查，重点是临边防护、工地围墙等；五是

要加强值班制度，加强信息报送，确保通信联络和信息渠道畅通。 

 

简讯： 

 

5月 2日上午 9：

38 分，由公司负责

建设的军运会配套

项目墨水湖立交改

造工程首联钢箱梁

成功吊装。 

5 月 10 日下午，

郭文增总经理专题

调度江汉七桥建设

工作。郭总要求：一

是 PPP 公司要抓紧

落实项目建设和征

拆资金，同时要提前筹备后期相关招标工作；二是要严格按照公司下发的年度建

设计划抓紧推进，合理调配资源，确保投资和时间进度相匹配；三是现场管理人

员、质保体系、安保体系必须按要求落实到位，尤其要按照道桥公司精细化管理

要求，加强管控；四是工程部要密切跟踪紫霞观渗滤液池扩容方案批复进展，前

期部要加快沙场场地、万科还建房搬迁等工作；五是要继续按照安全文明施工管

理要求，认真抓好扬尘治理、围挡清洁、项目周边道路清扫等工作，文明施工水

平要力争跃上新台阶。 

5 月 17 日下午，郭文增总经理检查杨泗港武昌岸及新武金堤中段项目建设

工作，并提了三点要求：一是要严格按照 4 月份调度会精神，逐项抓落实，通过

保节点目标，确保年度投资和形象目标的实现；二是当前气温逐渐升高，要提前

做好高温期间的施工预案，合理调整施工计划；三是要按照安全文明施工要求，

落实安全责任，尤其要加强高空作业安全保护，加强洒水降尘等文明施工措施，

不断提升项目文明管理水平。 

5月23日下午，郭文增总经理带队检查了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工程，要求：

一是继续加大高压线迁改协调力度，确保6月底前完成；二是精心组织，确保横

跨墨北西及汉阳大道钢箱梁施工节点；三是针对工程后续转入高空作业，确保安

全投入及安全措施到位；四是提前筹划防暑降温预案，注重工地食堂食品安全。

郭总同时还对文明施工、质量控制等方面工作提了要求。 

5月24日下午，鲁有月董事长带队检查了杨泗港大桥猫道架设施工。鲁董事

长检查了杨泗港大桥汉阳侧猫道施工、1#主塔平台安全工作，着重查看了临边防

护、用电用气等安全工作。鲁董事长要求：一是要进一步做好高空临边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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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确保防护无盲区，特殊部位要加固；二是猫道施工要进一步做到精细化，

尤其是铁丝绑匝方向要避开施工通道，防止划伤；三是平台施工材料要归整，做

到井然有序；四是要提前做好高温期间施工的降温措施，防止中署。 

5月25日

上午，鲁有月

董事长检查了

二七过江通道

预埋工程。在

铁机路路口，

董事长对照图

纸，查看了现

场电力、燃气

和给水等管线

布置情况，详

细了解了管线

迁改进展情况。

鲁董事长要求：

一是要加快电力、燃气、给水和信息等管线的迁改进度，6月5日前完成10KV 电

力迁改；二是6月上旬完成和平大道南侧打围；三是本项目地处交通要道，过往

人流和车网密集，要切实抓好安全文明施工。 

5月31日下午，郭文增总经理检查江汉四桥安全生产工作，并提了三点要求:

一是要认真做好高空作业临边防护工作，确保安全；二是要重视引桥作业区域的

施工用电安全，对临时用电线路的搭接、拆除和使用要加强监管；三是要结合现

场施工进度，继续认真做好项目危险源辨识和预防，及时掌握施工过程风险点，

各项安全管理工作要做到心中有数，切实防患于未然。 

6月13日下午，郭文增总经理带队检查了江汉四桥安全工作，并提了五点要

求：一是要加强夏季食堂卫生管理，防止食物中毒；二是要加强现场用电用气安

全管理，严格操作程序，加强检查；三是要加强主桥涂装高空施工保护，严防坠

落；四是要按照公司文明施工管理要求，加强周边道路洒水和清扫，安排专人清

洁围挡，确保干净整洁；五是要做好防汛和防高温工作，要落实公司防汛部署，

压实责任，确保人员和物资双到位，要针对高温特点，切实做好防署降温工作。 

6月15日，公司专题研究江汉七桥和杨泗港大桥建设工作，分别对两个项目

提了要求。关于江汉七桥工程：一是汉阳引桥渗滤液池区域的3种桥梁建设方案

要按照会议讨论意见，抓紧优化；二是项目公司要按临时占用渗滤液池方案，下

周抓紧与环投公司再次对接；三是渗滤液池方案取得环投公司认可后，要抓紧协

调市城建委，尽快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关于杨泗港大桥工程：一是 BT 公司要

继续加强现场施工调度，静心组织，要确保时间过半，投资和形象目标完成过半；

二是要继续加强招投标管理，继续规范各个环节，做到常抓不懈；三是 BT、监

理、审计要共同努力推进计量计价工作，要按照专题会议要求时间抓紧落实；四

是要做好夏季防中暑和防汛排渍工作，要按照道桥公司防汛工作方案要求，落实

值班制度，加强信息报送。 

6月22日上午，鲁有月董事长组织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廉政阳光建设工作。

会议要求：一是要牢牢扣住制度建设这个重点，狠抓风险决策机制、风险预测机

制、风险教育机制、风险动态管理机制、风险纠错机制的落地落实落效，用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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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制统揽廉政建设

全局；二是要紧紧盯住

关键环节，继续重点抓

好招投标、设计（工程）

变更、征地拆迁、管线

迁改、计量计价计息、

建设管理（工期、质量、

文明施工、安全生产）、

竣工验收、移交及回购

等八大关键环节，尤其

要重点加强招投标（二

次招标）、设计（工程）

变更、征地拆迁和管线

迁改的管控力度，杜绝

腐败风险；三是要死死守住各个岗位职责，切实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用“责

任”二字夯实廉政阳光工作。 

6月29日上午，公司在三楼会议室召开了2018年科技创新工作大会。会议要

求：一是要紧紧依托公司承担的重大项目建设任务，充分借助本地高校密集的智

力优势，继续加强科研课题工作力度，力争尽快形成一批公司自有或部分自有的

知识产权；二是科技创新选题必须结合公司实际和项目建设实际，做到科技创新

成果能为企业发展所用，为公司项目建设所用；三是总工办和投资计划部要抓紧

推进科技创新相关课题的招标工作。 

 

※企业建设 

公司员工体验行走杨泗港大桥猫道 

 

6月8日下午，公司组织

员工高空体验行走建设中

的杨泗港大桥猫道。 

猫道是架设在主缆之

下，而又平行于主缆线形的

临时施工作业的便道，主要

承担人行通道和主缆系统

乃至悬索桥整个上部结构

作业平台的作用。杨泗港大

桥主跨1700米，南岸主塔高

241米、北岸主塔高231米。

猫道穿越两岸主塔，全长

2630米，每条猫道宽4米，

上面铺设铁丝网。行走在两

百多米高空的猫道上，其惊

险程度远超时下风行的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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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栈桥。 

这次体验活动增进了员工对于项目的了解，加深了大家对于悬索桥建设过程

的感性认识。 

 

公司开展安全健康知识讲座和消防安全演练 

 

6月20日上午，按照公司“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公司开展了职业卫生与

健康知识讲座和消防安全演练。公司全体人员参加了活动。 

卫生与健康知识讲座由中国安全健康教育网李思芸老师主讲。李老师讲解了

针对环境污染（雾霾天气）的危害及防护、在职人员常见职业病与慢性病的预防

及改善、突发意外事故的应急处理方法以及三减三健健康生活方式等相关知识。 

活动还邀请了省楚安消防宣教中心的周嵩教官。周教官用图片视频资料对近

期重大火灾案例进行了分析，讲授了火灾特点及应急处理办法，办公室、家具生

活用电用气注意事项，高层楼宇火灾预防以及正确逃生方法和扑救方法。讲座结

束后，在周教官的现场指导下，公司开展了办公区应急逃生和灭火器实操应用演

练。 

此次培训让大家对职业病预防和多种场合火灾应急处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进一步提升了大家的职业健康、消防安全意识和火灾自救能力。 

 

※业务交流 

工程质量通病剖析：结构砼表面碳化破坏 

铁四院监理公司杨泗港大桥总监：罗国耀 

前言：本人在多年的现场监理工作实践中，比较关注工程质量通病问题。现

对典型的质量通病对结构使用的影响、形成原因和解决措施进行分析整理和总结，

按照每一个问题整理成一个独立的章节，供现场施工监理人员参考借鉴。现将其

中一个比较典型的质量通病在此与大家进行交流讨论，若有不当之处，请各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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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指正。  

1、钢筋砼表面碳化对结构使用的影响 

钢筋混凝土表面碳化引起的结构损坏，是钢筋砼结构在使用过程中最常见的

质量通病，不仅影响结构的耐久性，其不良的外观缺陷给人们造成视觉污染，给

城市形象带来负面影响。虽然砼结构的设计年限都在50年以上，但有的构件仅使

用十多年就出现了严重的碳化破坏，有连续几公里长的护栏出现严重损坏现象。

这种损坏带来的直接后果，一是需增加维修费用，二是维修期间影响道路的正常

行车，三是成为典型的质量问题，可能带来社会负面影响。 

2、砼碳化机理及形成原因分析 

(1）、碳化形成机理：砼的碳化是指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从不密实的砼表面缝

隙中渗透到砼内部，与砼中的碱性物质产生化学反应，使砼碱度降低的过程，又

称为中性化。当碳化深度大于主筋砼保护厚度时，砼就失去对主筋的保护作用。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水气和腐蚀介质就很容易进入砼内，使钢筋快速锈蚀，严重

的钢筋锈蚀可产生较大的膨胀力，将保护层砼胀破，形成崩裂破坏现象，使主筋

部分或全部外露（见附件照片）。 

(2）、碳化因素：影响砼碳化速度的因素很多，但主要的有三项：一是砼不

密实，有不同程度的裂纹和外观缺陷，使二氧化碳很容易侵入钢筋位置；二是气

候条件长期处于有利于化学反应所需要的湿度范围内（湿度在50--75%之间碳化

反应最严重）；三是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有害物质浓度较高。试验结果表明，在

干燥或饱和条件下，碳化反应几乎处于终止状态，因此南方的气候环境更容易造

成砼碳化反应，尤其是大城市周边的护栏，车辆密度大，腐蚀介质浓度大，更容

易出现碳化破坏现象。 

(3）、管理因素：管理者对护栏质量重视不够，造成施工质量下降，使护栏

砼实体质量、外观质量都未达到设计要求，如砼强度不够，表面有裂纹、蜂窝麻

面、气泡等严重缺陷，为砼碳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大部分护栏施工都是在

赶工期条件下施工，且模板数量普遍不够富裕，护栏拆模时间过早，如果养护再

跟不上，对砼的强度造成致命影响。 

(4）、结构因素：护栏处于梁体结构的顶部，与梁体形成整体受力，温度及

荷载交变引起的变形，在护栏部位非常敏感。加之护栏是后期施工，梁体对护栏

产生约束作用，这些结构特点都容易造成护栏砼产生裂缝。 

3、防治措施 

(1）加强现场管理，保证砼实体及外观质量达到设计要求，就不会出现严重

碳化破坏的情况。原材料质量、施工工艺、操作质量、养护、切缝是基本保证项

目。 

(2)、几项具体防治措施 

1)、提高砼密实度：降低水灰比是提高砼密实度的有效措施，试验证明：水

灰比越小，砼密实性越好，碳化速度就越慢。在砼浇筑过程中,要严格控制砼塌

落度，加强振捣，防止砼漏振产生的空洞麻面气泡等质量缺陷，可提高砼密实度。 

2)、减少砼结构产生裂缝（纹） 

砼的表面缺陷是加速砼碳化反应的重要原因，其中裂缝（纹）的危害性最大。

砼裂缝有表面裂纹和温度裂缝，裂缝就是一条腐蚀介质进入的通道，使主筋快速

腐蚀。可通过优化砼配合比，加强成品养护，采用全覆盖浇水养生7天以上，是

防治裂纹产生的有效措施。在养护条件差的地方，应尽量推迟拆模时间，有利于

保温保湿，减少护栏砼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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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减少集料中含泥（粉）量 

集料中的含泥（粉）量超标，使砼成品内部的吸水保水性加大，不利于砼强

度和密实性，长期潮湿的环境为砼碳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必须把砂石料中的

含泥（粉）量控制在规范数值内。 

4)、根据外部温度条件，准确把握砼强度，及时进行切缝，是减少护栏裂缝

的有效措施。 

5)、封闭砼表面 

采用在构件表面涂装建筑涂料，全面封闭砼表面，隔断二氧化碳进入砼的通

道，这也是一项有效的防治措施，由于需增加工程造价，目前使用较少。 

6)、采用自拌砼 

由于商品砼的质量与自拌砼存在明显差距，只要有条件应该尽量使用自拌砼。

只有自己掌握原材料的控制权，才能够保证工程质量，否则，就只能被动接受，

谈不上控制。可以说，砼成品的质量问题都与砼原材料和砼生产过程质量有很大

关系。 

小小护栏，就像一面镜子，形象反映出工程质量对结构使用耐久性的影响，

也提示我们工程管理人员，需要尽快采取精细化管理手段，去克服那些典型的质

量通病。 

桥梁护栏砼碳化破坏初期的情景（使用年限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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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护砼碳化破坏初期的情景（使用年限 8 年） 

 

 

桥梁护栏砼碳化破坏后期的情景（使用年限 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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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护栏砼碳化破坏后期的情景（使用年限 12 年） 

作品欣赏 
本期摄影作品由工程技术部周颖创作的彩铅——《雪地里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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