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建设模式创新建设模式 铸就绿色品质铸就绿色品质
——经乌高速全力打造绿色品质典型示范公路纪实

2019 年 10 月，经乌高速全线开工建设。如何构建高质量绿色品质工程成为摆在全部参建单位面前的重要课题，社会投资人内蒙古高速公路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内蒙古高速集团）、项目管理机构内蒙古经乌高速公路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经乌公司）、施工单位内蒙古路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联合体等参建单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领会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
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高质量发展之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以高度的政治站位，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
低碳环保绿色品质指导工程建设实践，参建者们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投身于工程建设当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硬是在落后陈旧的茶
马古道上，走出一条集科技、环保、低碳、景观、舒适、便捷、安全于一体的生态优先，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高速公路建设新路子，塑造出内蒙古植被脆弱区
绿色环保公路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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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西拉沐沦河特大桥建设中的西拉沐沦河特大桥。。 路面中面层摊铺路面中面层摊铺。。 建设中的萨岭河大桥建设中的萨岭河大桥。。

（本版图片由内蒙古高速集团提供）

经乌高速建设“以绿为魂、以质为核”，实现了理念创新、
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建设中，经乌公司健全
质量管理体系，通过精心落实《经乌高速品质工程创建及实
施总体方案》，做到了节点工程重点监督、关键工序严格把
关、重大隐患精心防范。

经乌公司严格设计标准化、制度标准化、驻地场站标准
化、施工标准化，在大力发展智慧交通的同时，提升工程安全
保障水平，发展平安交通；在提升工程环保节能水平的基础
上，发展绿色交通；加大企业品牌塑造力度，提高企业软实
力，极力构建品质工程的核心要素、建设理念、管理举措、设
计方法、质量内涵和安全保障，科研成果应用成绩斐然。

截至目前，经乌高速在施工应用中取得主要科研成果 70
项，涵盖部级工法 1 项、省级工法 2 项、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
型专利 24 项、自治区级 QC 奖 5 项、核心期刊发表专题论文 3
篇、微创新及技术推广应用 31 项。

数字化、装配式箱涵生产、安装、新型钢筋棚、滚焊机辅
助加工托架等新技术、新工艺、新管理方式的应用，使经乌高
速工厂化、标准化、精细化、信息化架构齐备，节约了成本、缩
短了工期、提高了施工质量和效率。

为了改进工艺，项目伊始便将原设计盖板涵优化变更为
装配式箱涵，采用工厂化集中预制箱涵节段、现场安装的方
式进行施工，一改现场绑扎钢筋、支模、浇筑混凝土的现浇钢
筋混凝土盖板涵施工工艺需要较长时间养生才能使用的弊
端，装配式箱涵因其独有的安全、快捷、美观、构件标准程度
高等特点和优势，填补了内蒙古公路工程中应用装配式混凝
土结构的空白，使用价值高，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前景。

经乌高速在路面施工作业中还应用了 3D 数字化摊铺控
制新技术和水中大直径超长桩基施工等控制新技术，其中 3D
数字化摊铺是在摊铺机、压路机上面安装 GPS 定位基站、传
感器等元器件，通过精准定位技术，控制摊铺厚度、速度及碾
压速度、轨迹等，优化了施工工艺，有效减小了测量工作强
度，路面施工质量得到了较大提升，施工进度比传统工艺提
高约 25%左右。同时，通过采用沥青光谱分析仪和沥青 PG
分级监测的双控手段确保了基质沥青和改性沥青质量的稳
定性。

经乌公司数字化管理平台通过数字管控、BIM 智造应用
可以实时监控西拉沐沦河和萨岭河两座大桥的施工情况，实
现了整体工程进度、质量管理、安全管理、计量支付、劳务实
名等 14 个模块的全过程动态监督，可视化管理为决策提供了
依据和第一手资料。

经乌高速还在内蒙古率先实现了工程质保资料电子化、
一体化目标，为文档数据的准确、数据的可查询提供了便
利。作为内蒙古交通质监站工程建设文档电子化试点项目，
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四年之期，四年可期。在这场守护生态、打造品质、塑造
品牌的绿色品质公路建设征程中，经乌高速的建设者们将继
续传承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发扬属于内蒙古高速集团的绿色
品质筑路精神，深入推动内蒙古绿色交通发展，进而续写大
美经乌高速示范公路建设新篇章。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王林喜 通讯员 罗杰 元
少波 任中杰）

在浑善达克沙地的南缘，绿水流淌、云蒸霞蔚，山
峦起伏、层林尽染。金秋十月，在群山翠绿红黄之间，
桥让山相连，路与景相间。作为交通运输部第二批绿
色公路建设典型示范工程经乌高速蜿蜒从经棚一路
南下止于河北省塞罕坝营林河口，这条宽 26 米，长
96.151 公里的绿色之路、智慧之路、平安之路、致富之
路饱含着建设者超前的科技创新智慧，践行了内蒙古
高速公路建设的绿色革命，引领着内蒙古绿色高速公
路未来的潮流和发展方向。

总投资 60.63 亿元的经乌高速公路是内蒙古高速
集团和赤峰市人民政府以 PPP 模式合作建设的一条国
家高速公路，是丹锡高速（丹东至锡林浩特）克什克腾
旗（经棚）至承德联络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交通运输
部国家首批 PPP 试点项目和财政部第二批 PPP 示范项
目，也是内蒙古中部地区重要的出海通道和精品旅游
新干线，有效拉近了内蒙古与环渤海经济区的距离。
项目具有建设标准高、环保要求严、技术运用先进、施
工质量超前等特点。

面对这一典型品质示范工程，建设者们知难而
进、齐心协力、团结奋进、共绘蓝图，凝练并锻造出一
种构建绿色品质公路的强大精神动能的科技创新实
力，先后创新孕育出多项公路建设科研新成果并成功
运用于实践，谱写了内蒙古高速公路建设史上质量
精、品质优、示范作用明显的强大范例。

经乌高速积极示范作用在于其全面推行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研究和成果转化应用，并在公
路基础构建、桥梁涵洞建设等多个方面取得了重大创
新突破，树立起生态环保、科技创新、质量优化、品质
提高等多个绿色公路标准化建设标杆，为内蒙古公路
建设转型、内蒙古交通运输业建设样本升级积累了新
经验，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新模式和新样板。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投资的 84%，2023 年 10 月
建成通车后，经棚至乌兰布统车程将由现在的 2 个小
时缩短至 1 小时以内。有关专家说，经乌高速的贯通
将对完善内蒙古高速公路网布局、打造高品位景观旅
游大通道、改善区域交通状况、加快内蒙古与京津冀
对接，带动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流动、推动内蒙
古高速公路建设整体水平提高、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翻开经乌高速开工筑路的奋战史册，参建者非同
寻常的建设轨迹跃然眼前：全体党员突击队、青年突
击队和攻坚先锋队贯彻内蒙古交通运输厅关于建设
绿色平安公路的指导意见，发扬内蒙古高速集团“以
初心成就匠心，以品格铸就品质”的筑路精神，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坚持使命在肩、冲锋在
前，攻坚克难，创新施工工艺技术方法，在构建绿色品
质典型示范公路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建设成就。

按照内蒙古交通运输厅的部署，经乌公司会同交
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等有关单位编制绿色公路建设
典型示范工程实施方案，构建了“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环境保护、品质提升、拓展功能与完善服务”四大类技
术体系 25 项重点任务并坚实落地。

在公路融于自然、顺应自然方面，项目针对公路
建设穿越多样性地貌，拥有潢源、桦木沟、乌兰布统等
多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保护区，当地地表多为风积沙
层，清表开挖后，如果植被恢复不当，容易引起路域土
地沙化或退化的实际，开工时，为全面保护生态植被，
全线提前架设隔离栏，严格控制施工界面，注重“永临
结合”源头治理，通过充分有效利用地表土，对路线内
表土资源进行科学有效剥离和集中堆放，有力解决了
道路边坡植绿的用土问题。期间，道路全线约 113 万
立方米表土 100%利用，格状沙柳、植草等精细化边坡

防护在防沙固沙的同时美化了景观，应用于石质边坡
的厚层基材生态防护，不仅达到边坡绿化效果，而且
较好阻止了因岩石风化带来的落石安全隐患。通过
填“绿”扩“绿”，成形一个边坡，绿化一个边坡，既保障
了植物景观绿化的美观性和适用性，又保护了当地自
然生态的生物多样性。

经乌高速建设的亮点还在于其施工过程中的生
态环保模式超前、施工工艺先进、科技含量高、节能清
洁减排成绩突出和高效经济耐久的筑路模式。秉承

“创新管理、交旅共享、绿色低碳、科技支撑、示范引
领”的建设理念，建设者以全新的视角架构生态绿色
通道建设新方法。在项目建设中，以匠心铸就绿色品
质，开创了丰富绿色公路实战经验的先河。

在经乌高速的施工大纲中，防沙治沙、带绿施工
是必须遵循的生态保护修复细则。通过开展灵活设
计和景观专项设计，实现了绿色景观、旅游资源融合
旅游服务的作用更加明显。紧贴萨岭河支流大桥边
被当地人称为“油松王”的古油松，具有 300 年树龄，通
过改进施工方法避让得到了充分保护，数棵古油松自
然环绕，浓密茂盛，成为经乌高速路域点缀新景观。

在保护沿线植被的同时，道路全线施工区大力推
广应用水循环和智能喷淋养护系统，提高水资源循环
利用效率，开展资源集约利用技术应用，加大环保投
入，严格保护水源地，严格环保监测，合理调配运距，
优化混凝土配合比，全线混凝土搅拌站全部设置砂石
分离机和三级沉淀池，做到了废料、废水循环利用，沿
线 96 万立方米石质挖方的部分破碎加工用于路基封
层及底基层，部分用于路基回填，实现了 100%全部利
用。全线驻场、预制场、拌合站等场站临时用地快速
实现退场还绿，整个施工过程生态环保取得重大成
效，把环保资金全部都用在了刀刃上。

西拉沐沦河特大桥和萨岭河大桥以及萨岭河支流
大桥等作为道路全线的控制性节点工程，建设进度和质
量以及采取的施工工艺一度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为
此，项目建设立足“保护生态、服务旅游、低碳节能、品质
提升”的战略定位，将“绿色、平安、品质”建设目标作为
自觉承担的重大责任使命，在控制性工程上始终进行科
学谋划布局，桥梁工程高质量飞架道路南北，天堑变通
途，以实际行动回应了社会各方的关切。

在施工过程中，建设者克服峡谷环境脆弱、桥梁
高度大、安全风险高、施工周期短等诸多困难，对 1 座
特大桥、15 座大中桥、56 座小桥及通道桥、126 道涵
洞、5 处分离立交等坚持高质量新标准施工，积极开展
技术创新，极大地提高了工程品质，开创了桥梁、涵洞
等构造物各项建设指标优于设计施工规范的样板，为
内蒙古在高墩柱和大跨度桥梁建设等方面积累了宝
贵经验。诸多施工新技术的运用在内蒙古业界走在
了前列。

西拉沐沦河特大桥为变截面预应力混凝土矮塔
斜拉桥，桥长 2064 米，主跨 240 米。该桥最高距离水
面为 208 米，相当于 69 层楼高。萨岭河大桥长 988
米，共 19 跨，主墩最高处距地面 80.5 米，相当于 27 层
楼高，目前，萨岭河大桥主桥已顺利合龙。萨岭河支
流桥全长 248.4 米，最高墩柱 46 米，由于线路与河流交
角较大，采用左右幅错孔布置施工。地质结构复杂是
所有大桥建设中遇到的一大难题，为有效解决高墩柱
施工技术难度大、安全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施工中，建
设单位将“准、新、细”标准化管理紧扣全程，高起点、
高质量严把工序关，取得了预期效果。

同时，新材料应用在经乌高速几座大桥施工中取
得了突破和创新。西拉沐沦河特大桥及萨岭河大桥
在高墩柱施工中，率先在内蒙古公路建设史上采用高
墩柱液压自爬摸施工法施工，使用进口 visa 建筑模
板，该类型模板具有强度高、重量轻，耐磨性和易操作
性强等特点，相对于传统的钢模板，具有安全系数高、

重量轻、强度大和混凝土成品外观质量优良等多项优
点。另外，主桥上部采用悬臂挂篮施工方法进行施工，
桥面铺装采用的智能摊铺机具有自动化程度高、二次接
缝少、经济节约等优点，克服了传统工艺难以整幅摊铺、
标高不利控制、局部过振等缺点，对比振捣梁等传统施
工工艺，混凝土振捣更到位、提浆更紧密、大面平整度效
果更好，大大提高了桥面混凝土的摊铺、压实、整平、散
水效果。西拉沐沦河特大桥全桥新型混凝土釆取粉煤
灰、矿粉两种低碳、绿色高性能建材进行双掺混合配比，
在满足结构安全的前提下，降低了水泥用量，既节约能
源又保证了质量，非常值得推广。

另外，项目施工单位首次引进应用了全套激光混
凝土摊铺设备、防撞墙模板台车和防撞墙定型不锈钢
模板，省时、省力，操作安全，效果好，不仅大幅改善了
工程施工效率，同时降低了安全风险，使桥面及防撞
墙外观等各项技术指标得到有效保证，其实用经验受
到了权威部门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经乌起点克什克腾互通与省际大通道互通立交经乌起点克什克腾互通与省际大通道互通立交。。

1 绿色典型示范工程取得重大成效

2 控制性工程施工技术超前

品质道路工程铸造
成绩斐然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