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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纸上的线条图案到现
实的钢筋水泥，这条路，王德志
和团队走了至少 8 年。可以
说，福厦高铁的修建从一开始
便充满了复杂与挑战。

“一个好的建设肯定是从
一个优秀的设计起步。”王德
志说，优秀设计的起点在于选
择合理方案。像是在完成一
道线性规划题目，在他的脑海
中，装着福建省的地图，而规
避各种复杂因素，寻求最优解
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

福建自然地理环境复杂，
且高铁全线濒临海湾，施工季节
受台风影响大，结构受沿海盐雾
侵蚀较为明显。同时，整条线路
还有大大小小的河流、海湾穿梭
其中，增加了选线的难度。

此外，复杂而众多的既有
桥隧建设，无形中将选线难度提
升到新高度。“这条线路的桥梁
和隧道很多，整个桥隧占比高达
85%。”王德志说，福厦高铁全线
途经高风险隧道4座，地质条件

复杂，存在浅埋偏压、涌水涌泥、
断层破碎带、节理密集带以及采
空区等不良地质。同时，该线特
殊桥跨多，结构形式新颖复杂，
主跨150米以上特殊结构达14
联。其中，乌龙江特大桥主桥主
跨432米，是福厦高铁最大跨
度的桥梁。

复杂的交通网络是福厦
高铁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
因素。“福厦高铁跨越既有铁
路11处。跨很简单，但确保施
工和运营安全很难。”王德志
说，不仅如此，福厦高铁还与
既有高速公路交叉跨越、邻近
112处，安全管控难度大。

如果说自然与基础设施
建设的复杂条件带来的是技术
考验，那么沿途的经济条件带来
的则是对规划与协调能力的检
验。细看福厦高铁所经城市，大
多为福建沿海经济发达城市。

“如何与沿线城市和人民灵活沟
通调解相关矛盾，是我们面临的
另一个难题。”王德志说。

“要致富先修路”，这是中国
人耳濡目染的一句话。中国建设
者们克服重重挑战，通过勤劳和
智慧，建设出了一系列世界闻名
的路网、桥梁。

福州与厦门之间车程约3.5
小时，且有动车组往来。既然有
城际铁路，为什么还要修建跨海
高铁路线？带着疑惑，我购买了
一张从厦门到福州的动车票，准
备一探究竟。在车上，我遇到了
带着3岁女儿的阿莉，通过和她交
流，我找到了答案。

阿莉和老公在大学相识相
恋，毕业后两人在厦门安家并有
了小孩，老公一直从事物流运输
行业，公司总部在福州。为了更
多的团聚，阿莉和老公成为福州
和厦门的穿梭者，轮流去对方的
城市度周末。她无比期待着明年

福厦高铁的开通，“像我和老公这
样往返于福州、厦门两地的人其
实很多。我们现在只能周末相
见，或许等到明年跨海高铁通车
后，我们工作日也能相见了。”

对比现有福厦铁路动车组，
初略计算，福厦跨海高铁单程节
省了1小时，若每周往返1次，一
年累计下来就有96小时，也就是4
天。对于成千上万的乘客而言，是
不是有了成千上万的4天？

我意识到，阿莉只是往返福
厦两地人民的一个缩影，福厦高
铁新线的开通，不仅可以满足市
民对方便快捷出行的美好愿景，
让家更近，更暖，更幸福，更重要
的是，它为打造福建沿海“一小时
经济圈”提供了强劲动力，串联起
福州都市圈与厦漳泉都市圈，加
速经济贸易，让城市更繁荣。

记者：在您的从业经历中，
参与了很多大的工程项目，如果
从重要性和建设难度综合来排
名，福厦高铁能排第几？

王德志：应该说，福厦高铁
是最复杂、难度最大、挑战性最
强的一个项目。我国首次建设
高铁时，是摸索着前进。现在，
整个高铁建造技术规范体系都
比较成熟了，但又面临着新结
构、新技术的挑战。这是更向上
跨越式的一种发展，是对复杂桥
梁结构的创新。

记者：福厦高铁在设计建造
过程中，有哪些创新性的尝试或
成果？

王德志：这条线路培养了很
多从事桥梁结构的技术设计人
员，不只我，大家都深有体会。
从目标值来说，要实现大跨桥梁
上跑350公里时速，这就是它的
复杂性。第二个挑战就是要在
大跨桥梁上铺设无砟轨道，无砟
轨道相比有砟轨道平整度更高、

稳定性更强，列车通过有砟轨道
时需要减速，之前由于技术瓶
颈，国内高铁大跨度桥梁大多采
用有砟轨道，但福厦高铁实现了
无砟轨道精调施工，也一举攻克
跨海斜拉桥无砟轨道测量难题。

记者：参与见证中国制造的
提速，感受如何？

王德志：经历了我国高铁从
无到有的发展历程，我们的 30
年，也是中国高铁研究和发展的
30年。我主持了多条高速铁路
的建设，很荣幸，很自豪。

记者：有没有畅想过 2023
年福厦高铁开通那天的场景？

王德志：福厦高铁桥梁的建
设异常复杂，不仅体现在大跨结
构，更体现在因地制宜，选择合
理的桥式方案和桥梁结构上，桥
梁技术创新贯穿整个设计和建
设过程。福厦高铁平稳、安全运
行，是一种自信也是期待，最复
杂的高铁桥梁终于快要顺利建
成通车了。

福厦高铁湄洲湾跨海大桥。受访者供图
2021年1月21日，施工人员在福厦高

铁一处隧道内作业。 新华社发

2020年11月2日，工人在福厦高铁湄
洲湾跨海大桥建设现场施工。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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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座椅上，透过洁净的窗户
俯瞰窗外，一片蔚蓝的大海，偶尔飞
过的海鸥，还有来往的船只，这幅惬
意舒适的海景图将是未来福厦高铁
送给人们的惊喜。

8月30日12时许，福厦高铁（厦
门段）最后一组500米钢轨落架道
床，至此，项目实现全线铺轨贯通，
为通车前的联调联试工作奠定基
础。福厦高铁全长277.42公里，被
称为“福建省内第一条真正意义上
的高铁”，弥补了东南沿海高速铁路
通道的空白。它是福建省第一条时
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也是我国
首条跨海高铁，建设总工期5年，预
计2023年开通。全线共设置福州
南、泉州东、厦门北等8座车站，依
次跨越湄洲湾、泉州湾、安海湾等主
要海湾。此外，福厦高铁还途经天
竺山国家森林公园、泉州湾河口湿
地等5处保护区。

作为一项大国工程，福厦高铁
承载着很多好奇的目光。它的修建
有何难度？有哪些亮点？建成后能
带来怎样的价值？金秋九月，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专访了中国铁建
铁四院桥梁院福厦高铁主管工程师
王德志，听他讲述这一大国工程建
设背后的故事。

从福州到厦门需要多久？50分
钟。这是福厦高铁构筑的大国工程
梦。如今，梦境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在福建省已有的福厦铁路动车
组基础上，重新建一条福厦高速铁
路，在王德志看来，是必要且必然的结
果。既有铁路更靠近西侧，新建的福
厦高铁更靠近沿海经济发展更集中
的地方，从而实现从不同角度覆盖旅
客客流。王德志说：“这是基于经济
发展和人们交通出行的实际需要。”

王德志将视野放宽至全国，他
认为，福厦高铁的价值并非局限于
福建省，对全国的交通运输都有
很好的促进作用——它是我国“八
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沿海大通道
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杭深铁路
已开通，沿途经过杭州、宁波、温
州、福州、厦门、汕头，最终到达深
圳。他表示，福厦高铁的修建，有利
于贯通南北，继续打通东部沿海高
铁，进而跟现有的京广高铁和京港
高铁并列，形成我国又一条纵向高
铁大动脉。

正因如此，交通网络的完善，使福
厦高铁将长三角、海峡两岸和珠三角

三大沿海经济区紧密连接在一起。因
此，未来的福厦高铁将有效改善沿线
地区交通和投资环境，为沿线周边经
济发展注入强大生机和活力。

立足福建本省，福厦高铁的修
建更能解既有动车时常“买不到票”
的窘境。据了解，现有福厦线列车
运行时速为 200 公里左右，是全国
最繁忙的城际铁路之一，上座率高，
线路难以扩容。王德志坦言，由于
近年来福建经济快速发展，且省内
70%的经济都分布在福建沿海地
区，与之带来的是城市间交通需求
的激增。而既有铁路已出现饱和，
难以满足客运需求。“有时候周末，
大家想在省内乘坐高速动车都是

‘一票难求’。”他说。
基于此，福厦高铁的修建将一

定程度上缓解现有客运压力。同
时，350公里的时速将缩短福州、厦
门、泉州、漳州之间的时空距离，厦
榕宁将形成 1 小时交通圈，厦漳泉
将形成半小时交通圈，从而推进海
西城市群快速发展。“未来，省内多
座城市实现当天往返是可以预见的
图景。”王德志说。

福厦高铁从修建起就被盛赞为
“让人羡慕的福厦高铁”。羡慕，实
际是人们对自己未来生活的美好构
想。在这份想象的背后，凝结的是
设计团队在面对复杂建设条件下，
用技术创新攻破困难的勇气、决心
与信心。

福厦高铁有世界首座无砟轨道
跨海大跨斜拉桥——安海湾特大
桥。该桥全长 9.5 公里，主跨 300
米，是世界无砟轨道桥梁“大跨”跨
海的“开山之作”。王德志解释说，
所谓无砟轨道，是指采用混凝土整
体基础取代散粒碎石道床的轨道结
构，是当今世界先进的轨道技术。
与有砟轨道相比，它避免了道砟飞
溅，平顺性好、稳定性好、使用寿命
长、耐久性好、维修工作少，列车运
行时速可达350公里以上。

“等通车后，高速列车以350公
里的时速，只需98秒就可风驰电掣
跨越泉州湾。”王德志说，未来，福厦
高铁可在 8 级大风中平稳通过大

桥，甚至在12级暴风之下桥梁依然
岿然不动。

由于沿线桥梁众多，也经过不少
公路，如何选择桥位，是王德志需要
思考的问题。“为了减少福厦高铁对
沿线的影响，我们在跨河时首选与既
有公路桥并行的方案。”他说，比如，
原来修建拱桥时已对环境和路面产
生了一定影响，修建铁路桥会产生第
二次影响，所以干脆就选择并行。一
来，从生态角度，可降低对整个海湾
的环境影响；二来，减少对通航的影
响，兼顾桥与桥之间的安全性。

工程技术因为被赋予人文价值
而更有温度。“我们设计出来的高铁
是给人坐的，建设出来的东西一定
得符合大众审美，所以除了实用性，
我们还兼顾了景观性。”王德志说。

他翻开面前的介绍手册，指尖
停留在一座桥上，“我们在这里采用
的是部分斜拉桥，这个跨度不大，大
约180米的两侧跨度，这样视觉上看
起来就很匹配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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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技术难题
建世界首座无砟轨道跨海大跨斜拉桥2

1 规避复杂因素
只为寻求修建高铁的“最优解”

福厦高铁平稳安全运行
是一种自信也是期待3 缩短时空距离

构建“一小时交通圈”推进城市群快速发展

福厦高铁让家更近城市更繁荣

起于福州，终于漳州
线路全长：277.42公里
建设工期：5年
桥隧占比：高达85%

设计时速：350公里
车站设置：全线共设置福州南、泉州东、

厦门北等8座车站
建设难点：全线依次跨越湄洲湾、泉州湾、

安海湾等主要海湾
开通时间：预计2023年

本版采写：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霁月赵奕杨峰石伟
中国铁建铁四院桥梁院福厦高铁

主管工程师王德志 受访者供图

福厦高铁安海湾特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