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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 21 岁大学毕业开始就和桥打交
道，在35年的职业生涯中，主持设计了50
多座特大型桥梁，捧得了桥梁工程技术界
的“诺贝尔奖”——美国约翰·罗布林终身
成就奖和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国际杰出
成就奖”。他就是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副总
工程师徐恭义。

赶上了建功立业好时代

1984 年，徐恭义从西南交通大学桥
梁工程专业毕业，进入中铁大桥勘测设
计院工作。他喜欢钻研，常常在办公室
加班、看书到深夜。周末，他骑着自行
车去补习英语。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十几
载，从未间断。

徐恭义理论功底扎实，再加上迎难而
上的“钻劲儿”，引起了杨进、方秦汉等中
国老一辈桥梁专家的注意，给予他长期、
全面、深入的业务指导。

“我是个幸运儿！”徐恭义十分庆幸自
己遇到了让他受益一生的领路人，赶上了
建功立业好时代。

汕头海湾大桥、西陵长江大桥、澳门西
湾大桥、五峰山长江大桥、杨泗港长江大桥
……提起徐恭义的作品，国外工程师尤为羡
慕和佩服，年龄相仿的美国工程师干了 30
年修了3座桥，而徐恭义主持设计的桥梁数
量之多、含金量之高远远超过国外同行。

核心材料必须国产化

20 世纪 90 年代初，徐恭义负责中国首
座悬索桥——汕头海湾大桥的主梁设计。当
时中国现代悬索桥从设计方法、计算理论到
施工组织方法甚至每一个重要构件的加工
制造都没有标准，都要摸着石头过河。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还需要更多的悬
索桥。”徐恭义及其技术团队做了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在他的具体负责和率领下，团
队独创性地解决了预应力混凝土主梁设计
的一系列技术难题。该桥 1995 年建成通
车，至今仍保持着同类桥梁的多项世界纪
录。由徐恭义撰写的悬索桥混凝土加劲梁
的设计方法，被作为经典案例收录于美国
悬索桥专业书籍中。

随后几十年间，一大批悬索桥问世，
横跨在祖国的江河之上。其中，徐恭义经
手设计和咨询的就有20多座。然而，他心
头始终压着一块石头——悬索桥的核心部
件主缆钢丝一直依赖进口，高品质钢丝的
核心制造技术和定价权都不在自己手中。

“核心材料必须国产化。”徐恭义一直
憋着一口气。从2004年开始，他主持设计
杨泗港长江大桥。不善言辞的他这一次苦
口婆心地“磨”着、鼓励着几家有潜力的
企业。最后，一家公司在他的指导下终于
研制生产出了符合国际标准的超强度钢
丝，强度荷载在1960兆帕以上。

今年 9 月，杨泗港长江大桥即将通
车。这座世界上最大跨度的双层公
路悬索桥不仅集成了中国桥梁设
计、制造和原材料生产完全自主的
核心技术，还在悬索桥钢桁梁中首
次使用了全焊接工艺。“与美国同
类悬索桥相比，这座桥梁用钢量指
标节省 10%，截面干净、外观清
爽，检修维护效率也随之提高。”

为追求完美而努力奔跑

一篇古罗马碑文上写着“建造
永世留传之桥”，这也是徐恭义的座
右铭。

他深知，桥梁长期服役在复杂、恶劣
的腐蚀环境中，只有在实用经济之上更注
重耐久性，才能实现安全运营，建造出

“永世流传”的桥梁。
为此，他为设计的每一座桥绞尽脑

汁，不赞成过度奇异和外观装饰油漆。很
多地方都希望“徐大师”能建造当地的地
标性桥梁，然而一旦碰到桥型不合理的情
况时，徐恭义就尽力说服对方。

2017 年，徐恭义受国际桥梁及结构工
程协会邀请，担任“国际杰出结构奖”评
审委员会评委，从此，国际最高桥梁结构
工程大奖评选有了中国人的声音。2018
年，55 岁的徐恭义成了约翰·罗布林终身
成就奖设立 32 年来第一位获奖的中国人，
也是历年来最年轻的一位。

“桥就像自己的孩子，它的成功与否，设
计师要负最大责任。桥梁地处越偏远就越担
心出现超载等情况，项目越多就越睡不着
觉，压力很大。”徐恭义说。

“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最得意的作品，
每一座桥回头看都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徐
恭义仍在为追求完美而不断努力奔跑。

为中国建造永世留传之桥
——记约翰·罗布林终身成就奖得主徐恭义

矫 阳 于紫月

数据显示，随着中国交通强国战略的深入实
施，交通运输事业快速发展，人车路持续高速增
长。截至今年 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3.4
亿辆，其中汽车2.5亿辆，全国有66个城市汽车保
有量超过了 100 万辆，29 个城市超过了 200 万辆，
北京、成都等 11 个城市超过了 300 万辆。高速增
长之下，也对如何应用好大数据、服务交通管控
提出了更高要求。

认车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孙正
良介绍，近年来，公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建设持
续推进，实现卡口、视频和执法取证设备联网接
入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预计今年底将实现交
通监控视频“全国联网”。

与此同时，建立 25种违法分析模型和车辆特
征库，从通行轨迹数据筛选各类违法行为。集成
指挥平台的成功运用，也令套牌车无所遁形。通
过对车辆进行标签化“画像”，集成指挥平台可以
对4700亿条轨迹数据进行分析，筛选出12余万假
套牌嫌疑车，并对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进行再筛
选。数据同步各省市后，通过跨区域时空分析锁
定假套牌。

识脸

不仅是“认车”，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平台还可
以实时精准发现相关涉证违法行为，准确“认脸”。
涉证违法行为多分为三类：无证驾驶、失驾行为

（注：驾驶员在失去驾驶资格后仍驾驶机动车上路
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如“醉驾”吊销驾照、“毒驾”
注销驾照、“超分”未学习、逾期未审验等）及准驾不
符。事实上，对此类人员若是仅通过交警执法远远
不够，难度很大，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可以通过数
据比对、分析与研判，系统预警失驾人员开车上路
的行为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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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智能+”出行，以“无缝化”出行服务提高
出行效率，将减少平均通行时间、分层出行模式，利
用交通设计基础、交通工具带动出行行业进入智能
交通发展阶段。阿里巴巴合伙人、高德地图总裁刘
振飞表示，以移动导航应用为抓手的管理及服务出
行模式，会打通全部层级，让出行者在“行前”“行
中”“行后”得到全面高效服务。

智慧出行时代正在到来，移动导航能扮演的角
色远不仅仅是“指路”，它正转型成为出行者离不开
的“全能指南”。

护安全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动态交通事件

语音提示，是管理者与出行者之间的纽带，移动
导航实时接收动态交通云信息，随时提示出行
者；通过应用物联网化改造后的“智慧锥桶”，道
路施工信息可上载至地图App，接入数据平台以实
现道路施工、事故和封闭管制等信息的实时采
集、发布，设置安全屏障。有了“智慧锥桶”的
亮相，仅沪宁高速的二次事故率就降低了34%。

提效率

以高德地图为例，根据毕马威与国研经济研
究院的分析结果，移动导航应用为用户节省至少
19 亿小时的拥堵时间，极大地提升了通行效率和
燃油效率。而像去年 11月业内首次上线的“多方

向实时路况”，则实现了路口处的车道级导航，对
路口车辆进行更精准引导。

守环境

“通过陆续上线‘实时公交’等绿色出行导
航，我们正转型为多模式绿色出行的移动导航应
用。”据刘振飞介绍，过去 1 年中，已有超过 37%
的用户采用绿色出行模式，绿色出行分担率比例
甚至已超过拥有完善公共交通服务的城市，如加
拿大多伦多、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几年来，通
过提升技术能力，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地图导航工
具，更希望为整个城市绿色出行提供大量新产
品、新服务。我们已上线‘智慧公交站’，覆盖
超过 10座城市，出行者可通过车辆信息查询有效
规划出行时间，公共出行将会越来越便捷。”刘
振飞说。

今年 7 月，交通运输部正式印发 《数字交
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以“数据链”为主线，
构建数字化的采集体系、网络化的传输体系和
智能化的应用体系，加快交通运输信息化向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为交通强国建设
提供支撑。

城市 C T

拥堵、资源消耗过度、交通事故……城市交
通难题如何破解？在论坛现场，高德地图明镜系
统正式上线。在高德地图副总裁董振宁看来，基
于 AI和大数据实现城市交通智能分析、评价和诊

断功能的“明镜”，
像城市的“CT”一
般，多维度扫描影
响 城 市 交 通 的 因

素、提供城市交通运行“体检报告”并分析原
因，从而为精准化综合施策提供依据。

获得了“诊断结果”，下一步要聚焦实现人、
车、路的信息协同并建立快速触达用户的服务模
式。在武汉，高德地图已实现与信号灯的信息协
同。此外，当拥堵、事故等情况发生时，视频 AI
识别技术能够在第一时间判断感知路况，并通过
App、车载导航、智慧诱导屏等中介实现零时差分
流引导。

一站式 全链条

“一站式”“全链条”无疑是未来出行服务的

转变方向。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邱
红桐认为，出行新需求可以从管理者、服务者、
出行者三方面来阐述。管理者能够利用大数据工
具对出行服务进行正确引导，更好对新业态进行
监管；服务者具备提供预约化、定制化服务的能
力；出行者则能够更好地适应并享受出行方式的
不断变化。

数据开放、政策引导、技术支撑、监管有
效。实现未来智慧出行的目标过程中，还有几处
关键问题尚待解决。刘振飞表示，未来，“智
能+”出行还将在自动化、电动化、网联化、共
享化四方面深入推进，深化企业间合作，在基础
应用上深入创新。

“始于出行，融于生活”，平台智能升级的过
程也是开放资源共享、数据打通融合的过程。只
有努力走出“数据孤岛”，才能让数字红利更好
惠及每个人。

道路交通的“大脑”你见过吗？智慧出行的未来
是哪种场景？其实，在我们还未察觉前，交通“大
脑”便早已在川流不息的道路间“勇挑大梁”，赋能科
技感更强的出行方式。

近年来，以“互联网+”、智能网联、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在道路交通领域不断深化应
用，越来越深地融进百姓生活，也在不断满足人们对
于安全便捷、高质量出行的新期盼。与此同时，“黑科
技”渐次面世应用，创新并丰富着“智慧交通”的新

内涵，也呼应了城市提升交通综合治理能力的深层次
需求。

日前，由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指导，中国道路交通
安全协会、高德地图联合主办的“2019互联网+城市交
通管理创新论坛”在合肥举行。来自全国的领域内专
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大学及科研机构、相关行业
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分享交通行业创新服务及技术成
果，为全面实现智能交通出谋划策，也展现了一幅生
动斑斓的未来出行图景。

高德地图推出应用物联网化改造的“智慧锥桶”，在接入其地图 App 数据平台
后，可以实现道路施工、事故和封闭管制等信息的实时采集和发布，提升用户出行效
率和安全水平。图为今年 1月，一个设置在广佛肇高速公路鼎湖休息区的“智慧锥
桶”发布的道路施工信息已经被上载到地图App。 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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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个
科技暑假

暑假期间，许多
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
下来到扬州科技馆参
观，孩子们通过动手
体验科普器材，学习
科普知识，享受科技
知识带来的快乐，丰
富暑期生活。

▲小朋友们和家长
在观看机器人舞蹈表演。

◀小朋友在体验
“辉光球”。

孟德龙摄（人民视觉）

徐
恭
义
近
照
。

（
受
访
者
供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