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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旧立新 雷霆尖兵
爆破公司
近两年业绩一览

武汉爆破展现“汉企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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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高速精品

扬汉企品牌

9

精修细磨
为城市铺就“新地毯”

—武汉航空港发展集团勇当高速公路建设先行者
——

路面沥青摊铺，是塑造一座城市“脸面”的重要工

武汉航空港发展集团下属武汉爆破有限公司，具有公安部颁发的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一级资质，是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两年来，爆破公司认真贯彻落实集团发展战略，切实担负起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断拓展生产经营范

爆破大事记

围，持续引领中国爆破行业发展，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作出了积极贡献。
□

2015 年 9 月
成功爆破拆除湖北云鹤大厦

□

2016 年 1 月 ~6 月
成功爆破拆除武汉中央商务区世贸大厦深基坑
支撑梁（1 万余立方米）

□

2016 年 3 月 ~10 月
成功爆破拆除武汉新世界中心三期项目深基坑
支撑梁（3 万余立方米）

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一头挑着发展，一手牵着
民生。
未来五年，围绕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开启复兴
大武汉的新征程，武汉将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城市建设的
重中之重。
高速公路作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一环，其建设要求
考验一个企业的行业水准。 作为武汉市建筑行业的龙头企业，
航发集团下属企业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武汉市市政路桥有限
公司在高速公路项目上硕果累累：
从方便黄陂居民的机场快速路改线，到实现大临空基础设
施一体化的汉孝大道武汉段工程，航发集团始终把推动武汉城

作。

市圈一体化作为发展目标；
从打造中国高速路网东西横线的杭瑞高速，到荣获湖北省
市政示范工程金奖的武英高速，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武汉市
市政路桥有限公司始终站里潮头，成为高速公路建设领军企业
之一；
从在恩施大山筑“天路”的利万高速，到支援灾后重建的汉
源汉九公路，企业始终把“品质立企”作为建设理念。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航发集团将着眼于大建设， 充分发挥在市政工程建设、运
营、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强化管理升级，注入澎
湃动力，为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为航发集团市政业务的一个重要品牌，武汉市很
多“脸面”工程都打上了航发集团的印记。
从二环线到三环线，从沿江大道路面养护到光谷三
路的天蓝色绿道，航发集团以精细化施工技术，精修细
磨的工匠精神，为大武汉铺就了一块块让人眼前一亮的
“新地毯”。

□

2016 年 5 月 ~10 月
成功爆破拆除武汉轨道交通光谷综合体深基坑
支撑梁（1 万余立方米）

□

2016 年 7 月 ~12 月
成功爆破开挖武汉轨道交通七号线螃蟹岬车站
深基坑石方（3 万余立方米）
□

2016 年 7 月
成功一次性整体爆破拆除青海桥头铝电 5×12.5
万千瓦机组主厂房、烟囱、冷却塔
□

2016 年 8 月
成功爆破拆除天河机场老塔台

□

2016 年 9 月 ~2017 年 3 月
成功爆破拆除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 31 栋楼房

□

2016 年 10 月
成功爆破拆除汉正街中央服务区核心区 2 栋楼

蓝色沥青在武汉市首次摊铺

恪守
“工匠精神”，精修细磨筑精品

房
□

2017 年 5 月
成功爆破拆除轨道交通二十一号线朱家河车站
深基坑支撑梁（2000 余立方米）

爆破拆除新纪录

武汉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 19 栋楼房一次性整体爆破拆除（2017 年 1 月）

青海桥头铝电 5×12.5 万千瓦机组主厂房、烟
囱、 冷却塔一次性整体爆破拆除工程是目前世界上
一次性整体爆破拆除规模最大的工业建筑群爆破拆
除工程。

地铁基坑爆破

助推武汉迈入世界级地铁城市
两年来，爆破公司先后成功实施了
武汉轨道交通光谷广场综合体项目支
撑梁爆破拆除、武汉轨道交通七号线螃
蟹岬车站基坑石方爆破开挖和武汉轨
道交通二十一号线朱家河车站支撑梁
爆破拆除等多项地铁基坑工程。 其中，
武汉轨道交通光谷广场地下综合体支
撑梁爆破拆除项目位于武汉市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光谷广场中心区域，2 条主
干道（鲁磨路民族大道、珞喻东路珞喻

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 19 栋楼房一次性整体爆破
拆除工程是目前世界上一次性整体爆破拆除规模最
大的民用建筑群爆破拆除工程。

爆破技术新突破
两年来，武汉爆破公司依托重大工程项目，研发
了“分区独立、区区交叉”的高可靠度起爆系统，研发
了“定向倾倒、空中解体”、“大型群体建筑一次性整
体爆破”和“爆炸水雾降尘”等多项工程爆破新技术，
相关技术获授权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4 项、
软件著作权 5 项。

西路）、1 条次干道（虎泉街）及 1 条光谷
街在此相交形成 6 路环形交叉口，周边
环境极其复杂。 该项目在不封闭交通的
条件下，爆破频次达 10 次，最大一次爆
破拆除方量近 1000 立方米，深基坑支撑
梁的安全、高效拆除，为轨道交通 2 号
线南延线、9 号线、11 号线顺利推进奠
定了基础。 多项地铁基坑石方爆破开挖
和支撑梁爆破拆除工程，为武汉加快迈
入“世界级地铁城市”作出了积极贡献。

授权发明专利
一种混凝土空心立柱的爆破方法
湖北云鹤大厦爆破拆除（2015 年 9 月）

天河机场老塔台爆破拆除

武汉天河机场三期扩建工程中，老
塔台与新建 T3 航站楼主体结构冲突，
部分新建结构无法施工， 需将其拆除。
老 塔 台 为“筒 中 筒 ” 结 构 ， 且“头 重 脚
轻”，四周分布有新建隧道、在建航站楼

一种炮孔堵塞物取出装置及其炮孔堵塞物的取
出方法

等，环境较复杂，倒塌方向受限，须严格
控制其各类爆破有害效应。 爆破公司迎
难而上，成功实施了武汉天河机场 H51.
5 米塔台爆破拆除，为全面加快 T3 航站
楼建设奠下坚实基础。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支撑梁爆破拆除安全防护装置
一种导爆管雷管起爆网路联接装置

破旧立新

一种现浇混凝土预埋成孔装置

年来，爆破公司累计在武汉长江主轴核
心区域爆破拆除了近 30 万平方米的建
（构）筑物，拉开了二七滨江国际商务区
的建设序幕，吹响了武汉市长江主轴经
济带的建设号角。

青海桥头铝电 5×12.5 万千瓦机组主厂房、烟囱、冷却塔
一次性整体爆破拆除（2016 年 7 月）

授权软件著作权
拆除爆破设计系统软件 V1.0
拆除爆破数据库系统软件 V1.0

科技创新

持续引领中国爆破行业进步
“国内外最大规模的深基坑支撑梁
爆破拆除工程”、“国内外一次性整体爆
破规模最大的工业建筑群拆除工程”和
“国内外一次性整体爆破规模最大的群
楼爆破拆除工程”， 爆破公司依托一系
列重点工程项目， 秉承“精细爆破”理
念，创新研发了“定向倾倒，空中解体”、

一道道快速路促进城市大融合
近年来，航发集团根据武汉市城市圈建设要求，在放眼
全省的基础上，坚定以武汉为核心，尤其是开启“融资汇智，
擎动临空”新篇章以来，以建设好武汉城市圈的交通为抓手，
推动武汉城市圈一体化。
孝汉大道武汉段、机场快速路改线两大工程，成为航发
集团打造
“大临空”板块两大快速路标杆工程。
孝汉大道全长约 5 公里，横穿白水湖、马家湖，全程高
架，双向 6 车道，设计时速 80 公里，连接孝感临空经济区和
天河机场二通道。 其中，孝感段长 2.48 公里，已具备通车条
件；武汉段长 2.46 公里。
马家湖互通立交桥串联起孝汉大道武汉段和机场快速
路改线工程。 机场快速路改线工程起于马家湖互通立交桥，
穿过汉孝城铁、武汉地铁机场线，止于机场专用公路与绕城
高速公路交叉处以北约 600 米，全长约 4 公里，双向 6 车道，

设计时速 60 公里。
在马家湖互通 A、B 匝道桥上跨机场二通道主线各有一
联跨径组合为 42+60+42 米的连续三跨， 全部位于湖面上，
施工难度大，技术要求高。
对此， 企业邀请清华大学聂建国院士团队跟踪指导，量
身定制“钢混组合梁”技术。 采用钢梁作为受力主结构，又作
为现浇混凝土层的支撑模板构造，在梁体负弯矩区采用新型
抗拔不抗剪连接件，充分发挥钢材和混凝土各自优势，使得
梁体抗疲劳性能好、承载力可靠、降低了梁高并增强了梁的
刚度，优化了施工工序，节约了钢材，缩短了工期。
孝汉大道武汉段、 机场快速路改线两大工程建成通车
后，孝感、黄陂市民前往机场、武汉城区时间大大缩短，对推
动临空经济区发展、促进“两市三区”经济建设等具有重要意
义。

坚持科技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硚孝高速

以建高速公路打造金杯为目标

一条条高速彰显辉煌发展历程
高速公路工程事关经济发展和交通安全，施工标准要求
非常高。
早在 2005 年， 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参与建设了武麻高
速。 武麻高速公路是湖北省交通重点建设工程，是武汉市规
划的东北部重要出口通道，也是国家规划的沪蓉高速公路的
组成部分。 秉承“工匠精神”的集团公司狠抓工程质量。
好口碑赢得大市场，高速项目全面开花。 2006 年，26.85
公里的汉洪高速沥青混凝土路面， 武英高速 7.013 公里的路
基工程分别开工。 其中武英高速，荣获湖北省市政示范工程
金奖、武汉市市政示范工程金奖。
在高速公路的建设上， 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披荆斩棘。

麻竹高速公路大悟至随州段是湖北省第一条以市州政府为
主招商引资建设的高速公路，是贯通全省中北部的一条东西
向省际通道。 2009 年，承接该工程大悟至随州段土建工程施
工招标 DSGS-TJ-7 标段，路基 9.88 公里，路面 34.92 公里，
总造价约 4.5 亿元，荣获湖北省交通优质工程荣誉称号。
据统计，迄今为止，航发集团下属企业以武汉为核心，积
极向周边城市拓展，先后参与了武英、武黄、武嘉、谷竹、麻
竹、汉蔡、硚孝、汉孝、利万高速、香溪长江公路大桥、新河特
大桥等 30 余条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 为湖北省经济快速发
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大型建筑群一次性整体爆破拆除”和
“爆炸水雾降尘”等关键技术。 两年来，
爆破公司累计授权发明专利 4 项、软件
著作权 5 项，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期刊
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20 余篇， 持续引
领中国爆破行业发展和进步。

天河机场老塔台爆破拆除（2016 年 8 月）

武汉轨道交通光谷综合体深基坑支撑梁爆破拆除（2016 年 5 月 ~10 月）

撰文：姚颖康

以拓外埠市场增强竞争为抓手

一个个项目“
品质立企”扬汉企声威
一个人，要跳得更高、看得更远，必须不断突破自己。
一个企业，要做大做强，不能囿于固有市场，必须在竞争
中砥砺磨练，才能勇立潮头。
在竞争激烈的建筑市场， 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立足武
汉，积极拓展外埠市场，更加主动地参与市场竞争。
2009 年，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承建了中国高速公路网中
重要的一条东西横线——
—杭瑞高速公路。 2 个标段，总造价近
7 亿元，荣获了湖北省市政示范工程金奖。
2010 年， 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承建了谷竹高速， 路基
6.05 公里；大中桥 8 座，共长 3569 米，施工段面在险峻的山林
穿行。 再次荣获了湖北省市政示范工程金奖。
探索的脚步，永不停止。 在湖北恩施，本月底，由武汉市
市政路桥有限公司承建的利万高速湖北段计划全线可竣工。
大山深处，夏天酷热，冬季严寒，长隧道内铺沥青时作业人员
需戴面具……一个个困难被克服。
这条大山深处筑起来的“天路”，是企业在高速公路建设
中的又一标杆工程。 该项目全长 42.056 公里， 其中桥梁 27
座，隧道 15 座，桥隧比达 61.7%，建成通车后，该区域车辆在
冬季结冰时期将不再翻越齐岳山高海拔路段，车辆通行安全
得到极大保障，对完善全省高速公路网规划，惠及区域经济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湖北秭归，香溪长江公路大桥施工正酣。该项目是由多
座特大型桥梁、隧道及大型滑坡处置组成的项目群，所处山区
溶洞多，山体多为石灰岩，同时大桥桥位高、跨度大，建设施工
难度位于世界前三。
作为完善湖北“六纵五横一环”骨架公路网的重要接线工
程， 该项目建成后将使国家高速公路沪蓉线和沪渝线相互连
通，对于加速推进大三峡旅游、农业发展，对改善库区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和移民安稳致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四川汉源，首个省外 PPP 公路项目——
—汉九公路正在
紧锣密鼓地进行。该项目起于汉源县城 8 号线，止于九襄镇梨
花大道，里程总长 20.7 公里，为二级公路，建成后将极大提升
汉源县的道路交通能力， 为当地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和新农村
经济建设提供更好的服务。
据统计，迄今为止，航发集团下属企业先后承建了广西六
钦高速、杭瑞高速、京珠高速、青郑高速、上海 A15 高速等 20
余项外埠高速项目， 并以高水平的建设管理和诚信的履约赢
得了当地业主的信任， 先后荣获各类省级、 国家级工程奖项
20 余项，先后编制出台省级、国家级工法 30 余项，国家级专
利技术发明 20 余项。

路过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神墩三路的市民可看到，有
一段天蓝色沥青的道路，异常吸引人的目光。
这是航发集团下属武汉市市政路桥有限公司于 2016
年成功研发天蓝色彩色沥青新材料。 与使用广泛的红色
沥青相比，研发蓝色沥青上色难，色差大，温度难以控制，
而且易脱色不易保持。
通过近半年研究，上千次的试验，一种色彩美观、上
色效果好、不易脱色的天蓝色沥青最终被研制出，企业成
功掌握从材料选择到摊铺成型全过程的技术参数。
从天蓝色的光谷未来城绿道到沿江大道上”一“字长
龙的就地热再生施工设备， 从抗滑阻燃降噪的武汉长江
隧道路面到武胜路高架冬季施工中不再热气腾腾的黑色
混合料……这些沥青路面施工的新技术都已在大武汉”
落地生根“。 作为 2016 年全国示范院士工作站，航发集团
院士工作站对沥青路面施工的科技创新研究给予了大力
支持。 工作站成立两年来，已立项《城市沥青路面就地热
再生技术研究与应用》、《城镇道路彩色沥青混合料性能
研究及应用》等科研课题 4 项，获得省、市级科技进步二
等奖各 1 项、省级工法 1 项、企业级工法 13 项、国家发明
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2 项。 在轰轰烈烈的复兴大武汉
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航发集团坚持科技创新，推动行业进
步，用创新智慧不断为城市点亮新的美景。

承担养护重任，为城市旧路换新颜
杭瑞高速土建工程——
—湖北省市政金杯示范工程

拉开武汉长江主轴规划建设大幕
武汉长江主轴是市第十三次党代
会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 爆破公司把握
机遇，顺势而为，围绕武汉长江主轴的
规划建设，先后成功实施了湖北云鹤大
厦、汉正街大兴路两栋楼房和汉口滨江
国际商务区 31 栋楼房的爆破拆除。 两

以推动城市圈交通一体化为己任

一种水压爆破拆除装置及其拆除方法
一种建筑物爆破拆除的降尘及减震方法

为全面加快 T3 航站楼建设奠下坚实基础

广西六钦高速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航发集团下属企业武汉市市政
建设集团就进入武汉城市道路黑色化市场， 距今已有近
30 年的施工历史。
二十多年钻研行业经验打造出工匠精神， 企业在研
发方面，向质量要效益，以质量促生产，不断根据市场优
化品种和型号，走在沥青原材料生产销售行业前列。 在摊
铺技术上，从细节处着眼、从细节处改进、从细节上成熟，
亮化重点工艺示范操作， 打造出了一套独有的沥青砼精
细化施工技术规范， 逐渐从城市路面黑色化施工领域发
展到高速公路路面摊铺和城市道路养护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不同天气、不同温度、不同工程
特点，以及不同施工材料和业主要求，航发集团沥青砼精
细化施工技术团队制定了一系列施工标准。 实践中，他们
力求把精细化施工做到“边边角角”，细到一块摊铺机踏
板上的防污染胶垫、一张压路机前的防锈帆布、一片抗裂
贴的贴法。 在雄楚大道改造工程一期路面摊铺过程中，在
进行乳化沥青喷洒施工时， 洒布车靠卧石太近喷洒乳化
沥青易污染卧石， 过远会出现喷洒不到位。 针对这一情
况，项目团队着手改良施工设备，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
研制出了一种新型专利产品—移动式小型沥青洒布车。
该“利器”解决了摊铺时弧线段、加宽段洒布车喷洒不到
位的问题，施工时乳化沥青喷洒到边到角，提高了施工质
量，为打造雄楚大道精品工程奠定了基础。
从长江大桥、长江二桥、二七长江大桥、东沙连通工
程、雄楚大道，从二环线、三环线，到机场快速通道，近年
来， 武汉市近一半路面刷黑工程由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
完成。 其中，东沙连通、天河机场第二公路通道、三环线西
段道路改造工程、雄楚大道道路改造工程（一期）等省市
重点工程的道路沥青摊铺工作皆由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
承担，并先后荣获中国市政金杯奖、湖北省市政示范工程
金奖、武汉市市政金杯工程奖“等多项质量荣誉。

汉蔡高速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 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新建浪潮
终将褪去， 道路管养的紧迫性也将越显突出——
—武汉市
道路近年来逐步进入了维修养护时代。
为修缮城市“脸面”，早在 2014 年，航发集团下属公司
便成立课题小组，提前介入城市路面病害的研究问题。 次
年， 首次引进了国际先进的就地热再生道路维修养护技
术， 在汉口沿江大道一元路进行了试验段摊铺， 效果良
好。
据介绍，传统沥青路使用期 10 年到 15 年，若按传统
的“打围、铣刨、摊铺”方式养护，动静大、工期长，期间交
通中断，对市民生活造成极大影响。 就地热再生道路维修
养护技术无须打围，1 小时可完成 120 米至 150 米长的路
面铺设；原有路面材料 100%循环利用，不需转运，可快速
就地再生，1 公里路面仅需 3 个晚上可全部完工， 比传统
工艺提速 7 天，养护后的路面寿命可延长 5-10 年。
目前， 企业关于城市路面病害问题的课题研究已得
到了支持和认可。 随着今年企业成功申报道路维修养护
资质，未来 5 年，企业将承担起三环内快速路共 340 万平
方米路面的维修养护工作，为城市旧路焕“新颜”，为全面
复兴大武汉作出更大贡献。
专注造就品质。 在大武汉飞速发展的进程中，企业甘
做城市“修路人”，坚守品质，精修细磨，用行动为城市点
亮每一处风景，用创新为城市注入发展的活力，用汗水为
城市中的你、我、他提供最踏实的路！
撰文：程璟 高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