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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Yuanpei

林元培 　 桥梁专家 。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 ８日出
生于上海 ，原籍福建省莆田县 。 １９５４ 年毕业于
上海土木工程学校 。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
院资深总工程师 。 主持工程设计的主要项目
有 ：嘉陵江石门大桥 ，上海南浦大桥 ，上海杨浦
大桥（跨度 ６０２ m） ，上海徐浦大桥（８ 车道 ，跨
度 ５９０ m） ，上海卢浦大桥（全焊钢结构拱桥） ，
重庆李家沱长江大桥（跨度为 ４４４ m） ，东海大
桥（海上大桥长 ３２ km） 。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 ３ 项 。 ２００５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少年时代我对数学最有兴趣 ，特别是几何
学令我非常神往 ，那么多的定理归根到底可为
少数几条公理演绎而出 ，而且用圆规直尺去实
际检验都是正确的 。 更为有趣的是将其中的某
些公理适当地修改一下即可推导出另外一套与

欧几里得几何不同的几何学 ，例如黎曼几何十
分美妙 ，但它有何用 ？ 为此认真学习了广义相
对论 ，看到用它来解释宇宙要比欧几里得几何
恰当得多 ，牛顿定律不再正确 。 在青年时代 ，这
件事对我的心灵是十分的震撼 ，几千年来一贯
正确的欧几里得几何可以被取代 ，使我懂得人
的思想方法是什么 ，真理应怎么去追求 ，对我世
界观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但人生许多事往往阴差阳错 ，兴趣与职业
往往并不一致 ，我的工作是桥梁设计 ，６０ 年代
设计的大都是中小桥 ，以套苏联标准图为主 ，其
跨度很小 ，最大也就是苏州河上的桥 。 然而我

们老一辈的高资质的工程师们不甘心于此 ，他
们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在黄浦江上建上大桥 ，
完成人生理想 ，而我们明白这需要机遇 ，机遇什
么时候到来 ，谁也不知 ，即使机遇来临 ，我们有
没有这技术水平来设计制造它 ？ 机遇是不可求
的 ，但技术水平是可以追求的 ，我们都明白要不
断提高技术水平 。

我是做理论工作开始进入工程领域的 ，在
６０ 年代 ，设计的是中小桥 ，施工工艺并不复杂 ，
设计的主要困难是结构分析 ，要求在没有计算
机的情况下 ，求得桥梁问题的弹性力学近似解 ，
最后落实到可以用计算尺或手摇计算机操作 ，
我的研究工作是解决一系列桥梁空间计算

问题 。
例如 ：斜交构造异性板理论 。 当时高速公

路开始大量出现 ，桥梁构造服从线路走向要求 ，
出现大量斜交桥 ，这方面已有李国豪教授的斜
交桥弯曲理论 ，我的创新点是完善了李国豪理
论 。 证明刚度得数 Dik必对称 ，并求出 Dik的表

达式 。 计算结果与日本成冈昌夫教授的实验结
果一致 ，并应用于上海沪嘉高速公路设计 ，之后
李国豪教授将此论文向国际桥协推荐 ，发表于
１畅 A畅B畅 S畅 E 论文集中 。

同时在这期间 ，柳州有座大桥需要设计 ，跨
度是 １２０ m ，建设部原本请苏联专家设计 ，遭到
他们拒绝 ，他们推说还是请西德专家来设计 ，当
时我国同西德没有外交关系 ，所以这是不可能
的事 。 因工程非常紧急 ，建设部邀请我院担任
设计 ，当时我院老总工程师很有勇气 ，坦然答
应 ，给我们年轻一代树立了很好榜样 。 当时我
们的设计只有在苏州河上建五六十米桥梁的经

验 ，国外文献中西德的桥没有真正的介绍 ，只有
几张照片 ，这件事对我院来说是件风险很大的
设计 。 当时我被调入设计组 ，除了做结构分析
工作外 ，还做徐变试验工作 ，做混凝土浇筑的可
行性试验 ，在这个工程中我深深感到施工工艺
的重要性 ，单有理论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工程师
同科学家工作方式完全不同 ，科学家主要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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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世界 ，这一次认识不到下一次改进再认识 ，工
程师则不同 ，是改造世界 ，必须说到做到 ，有缺
点可以 ，不能有错误 ，不能失败 ，没有下一次 。
况且工程中的问题并不是都可用理论解决 ，比
如说地基的应力和变形问题 ，已经研究了一百
多年了 ，迄今还不能全部用理论指导实践 ，还是
要用经验的方法来综合判断 ，我们总不能因地
基的理论没有解决就不做设计不做工程了 ，问
题是许多因素带有经验性质 ，经验又不是放之
四海皆准的真理 ，由于其不确定性 ，给工作带来
风险 ，有风险而又不能失败 ，所以工作责任很
大 ，当然柳州大桥最后还是建成了 ，我深感到当
工程师的不简单 ，桥梁设计是我的职业 ，我的工
作是不能失败的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渐渐地我
的人生风格由理论家转向到工程师 。

当然我常会在时间有空余的时候去思考爱

因斯坦的统一场理论问题来满足我平生对理论

的兴趣 。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被提拔为副总工程

师 ，设计泖港大桥 ，采取斜拉桥型式跨度 ２００ m
为当时国内跨度最大的桥梁 ，同时是一座试验
桥 ，目的是为以后跨越黄浦江作技术上的准备 。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设计 ，在考核我们的设计
水平 ，看看我们的技术水平是在纸上谈兵还是
能实际解决问题 ，经过三年奋战终于建成泖港
大桥 。 然而黄浦江大桥河面宽四百多米 ，泖港
大桥这二百米跨度的经验是不够用的 ，国际上
也只有 ３００ m 的水平 ，我们的跨度还需向前推
进 。 但我们手里也一时拿不出比泖港大桥更大
跨径的桥来锻炼 ，眼看时间在流去而无所作为 。
１９８４年我被提到总工程师的岗位 ，我手里的工
程当时也只有规模不大的工程 ，例如新客站的
恒丰北路斜拉桥 ，跨径只有 ７６ m ，在设计上没
有任何困难 ，但这座桥也有它的特点 ，即沉降要
求很高 ，我们采用 ８０ m 深的钢管桩基础 。 建
成后这个基础的经验可以为以后黄浦江上大桥

所应用 。今天把它设计好 ，并已在实践中经过
考验 ，就是为以后黄浦江大桥作技术准备 。 在

这样的思想指导下 ，我们把过去泖港大桥中的
锚头在恒丰北路中也进行改进 ，付诸实施加以
考验 ，作为技术储备 。 果然后来在南浦大桥的
设计中也毫不犹豫地应用恒丰北路斜拉桥的基

础及锚头 。
在黄浦江大桥机遇未来到之前 ，我总是把

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分解为若干小问题 ，这些
小问题分别在各个小工程中分别加以实践检

验 ，等到黄浦江大桥真的机遇来了 ，我们需要解
决的问题可能已不多了 。

不久之后 ，我们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机
遇 ，即在重庆嘉陵江上要建一座独塔的单索面
混凝土斜拉桥 ，其跨度是 ２２０ m ＋ ２３０ m ，如果
这座桥能建成 ，那么我们重复再做一把伞即可
构成一座 ４６０ m 双塔斜拉桥就可以跨过黄浦
江了 ，当时国际上最大跨度是加拿大 Annasis
桥 ，跨度是 ４６５ m ，国内最大跨度是 ２６０ m 斜拉
桥 ，在胜利油田 。

我深深明白这座桥的战略意义 ，集中了很
大的设计力量投入该桥 ，如果此桥能建成 ，则建
上海黄浦江大桥就有八成把握 ，由于是混凝土
斜拉桥 ，如何悬臂施工是关键问题 ，我提出了品
字形施工工艺 ，解决了 ８ m 节间巨大箱形断面
悬臂浇筑问题 ，并提出钢束工厂化生产方式 ，终
于在 １９８９ 年夏天大桥合龙 。 听到合拢消息我
不知怎的 ，突然二眼一黑 ，什么也看不见了 ，人
差一点倒在地上 ，身边的同事以为我身体出了
什么问题 ，但我心里明白 ，实在是太激动了 ，黄
浦江上建大桥技术上有可能了 。

该桥 １９８９ 年通车 ，１９９１ 年获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 。

嘉陵江大桥建成后不久 ，上海几代工程师
梦寐以求的机遇来到 ，上海要开发浦东 ，要建造
大桥了 ，我院接到设计南浦大桥任务 ，兴奋之
极 ，方案经反复论证选择跨度为 ４２３ m 的迭合
梁斜拉桥 ，当时加拿大已建成 Annasis 桥跨度
为 ４６５ m 的迭合梁斜拉桥 ，对我们设计很有参
考价值 ，我们已有的经验在跨度上 、施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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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结构分析上 、锚头上都有过实践 ，唯独迭合
梁构造尚需向他们学习 ，迭合梁的设计则参照
加拿大图纸进行设计 ，但不久从加拿大考察回
来的同仁反映该桥有许多裂缝 ，几米外用肉眼
就能清楚看出 ，这消息使我心急如焚 ，我们的工
作是不能有错误的 ，立即赶去加拿大再次实地
考察 ，心想前人触了霉头 ，对后人却是教训 ，应
谢谢这位设计师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 经反复
分析后提出三条措施 ，修改了大量图纸 ，终于在
１９９１年建成通车 ，通车后已不再有类似的结构
裂缝 。 １９９４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

回想南浦大桥历程深感平生有幸 ，十年磨
一剑 ，剑刚磨好 ，要开发浦东了 ，几代工程师梦
寐以求的夙愿在我们手中实现 。

南浦大桥还未造好就设计杨浦大桥 ，杨浦
大桥有二个方案 ，一个方案是一跨过江跨度
是 ６０２ m（当时斜拉桥的世界记录 ５３０ m 在挪
威） ，超过世界纪录 ，意味着风险 ；另一个方案
是用南浦大桥 ４２３ m 方案 ，这个方案没有风
险 ，但水中有桥墩 ，对航行不利 ，且工期长 。
这二个方案使我进入二难境地 ，如果采用 ６０２
m方案有风险 ，出了问题桥塌在黄浦江里 ，我
实在担不起这责任 ，自己的几十年声誉也将
付之东流 。 反之采用南浦大桥 ４２３ m 方案 ，
虽然稳当 ，但将来船撞桥墩 ，工期长造价高 ，
也要受到后人不断指责 ，经过二个多星期反
复思考后最后认为 ：虽然是世界记录有风险 ，
但是结构分析是有把握的 ，施工工艺同南浦大
桥一样 ，经过实践也是有把握的 ，应该有 ８０ ％
的把握 ，还有 ２０ ％ 的风险 ，这 ２０ ％ 的风险应该
用 １２０ ％ 的努力去全力克服 。 苍天不负有心
人 ，终于在 １９９３ 年建成杨浦大桥 。 获得国家优
秀设计金质奖 。

在上海一连建立了南浦 、杨浦 、徐浦三座斜
拉桥 ，现在要建卢浦大桥 ，是否还要再建斜拉
桥 ？ 过去一直建斜拉桥主要是它造价最便宜 。
这十几年来生活条件在不断提高 ，人们的品位
也在提高 ，桥梁不仅是交通工具 ，且应该是标志

性建筑物 ，不要千篇一律 ，过于单调 ，所以卢浦
大桥在方案投标中我们推出一个价格略高而造

型别致的拱桥方案 ，跨度则世界第一 ，为
５５０ m ，结果这方案一举中标 。

接下来是做什么样的拱桥 ，目前在世界上
最大拱桥有二座 ，一座是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
新河谷桥 ，跨度为 ５１８ m 的桁架拱 ，建成于
１９７８ 年 ，另一座是澳大利亚悉尼海湾桥 ，跨度
为 ５０３ m ，也是桁架拱桥 ，建成于 １９３３ 年 ，这二
座桥杆件都用开口小杆件组成 ，虽然杆件轻 ，但
整个桥杆件繁多 、造型不简洁 。

现在 ２１ 世纪来临 ，几十年来电焊工艺已成
熟 ，斜拉工艺的起重能力已在 ３００T 以上 ，如果
我们拱的断面做成闭口箱形断面 ，利用电焊技
术把断面做得足够大代替原来的开口断面 ，使
其起重量控制在 ３００T 左右 ，那么这样构成的
拱桥 、杆件数量（全桥用钢量与桁架拱差不多）
将大大减少 ，造型将十分简洁 ，达到了美学上的
要求 。

这个桥是建在上海的软土地基上 ，采用斜
拉桥上的钢束来平衡拱的水平推力 ，总体结构
是可靠的 。

在结构分析方面由于主拱断面是闭口箱形

断面而现有的总体稳定分析软件都是针对开口

断面的 ，不得已我只好针对闭口箱形断面建立
“非线性闭口薄空间杆件稳定有限元理论” ，请
二个单位编制软件 ，直到二个单位计算结果完
全一致为止 ，最终算出卢浦大桥总体稳定安全
系数为 ２畅 ３ 。

所以卢浦大桥在结构分析上是有把握的 ，
另外一方面在施工工艺上拱肋采用斜拉方式安

装 ，这在过去斜拉桥施工中已千锤百炼 ，这样既
然结构分析和施工都有把握 ，虽然 ５５０ m 跨度
谁也没有做过 ，像杨浦大桥一样 ，总的来说应该
有 ８０ ％ 的把握 ，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认真去办 ，
最后卢浦大桥设计就这样推出去了 。 经过施工
单位努力奋战终于在 ２００３ 年建成 ，２００４ 年获
美国国际桥梁协会颁发的尤金费戈奖 ，２００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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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I畅 A畅B畅 S畅 E 杰出结构奖 。
我最近一次主持设计工作是东海大桥工

程 ，该桥主要问题是桥长 ３２ 公里 ，在海上施工 ，
风浪大 ，每年只有 １８０天的工作日 ，要求在三年
半内建成 ，与港区建设同步完工 ，提出了简化施
工工艺 ，结构配合工艺 ，联合国内有关单位对防
腐攻关 ，桩基采用钢管桩 ，大型桥梁构件陆上预

制海上吊装 ，减少海上风险 ，保证质量 ，缩短工
期 ，在全体施工单位努力下终于在 ２００５ 年建成
东海大桥 ，２００７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

回想人生走过的路 ，阴差阳错 ，一个热爱理
论的青年最后变成一个工程师 ，当然理论对工
程师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

平生有幸 ，所设计过的桥梁从未有过失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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