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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巨无霸”安然到达永州，
一百多人组成的“保镖”队伍全程护
送。

王小平介绍， 此次运输护送任务
由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牵头协调、组织，
为保障护送任务圆满完成， 成立了现
场协调组、护送组、交通管制组、技术
保障组、应急广播组5个小组；共有来
自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 省公路事务
中心、衡阳市交通运输局、永州市交通
运输局、衡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永州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省高速集团、省交
通规划勘察设计院等单位的一百多名
人员参与。

记者从湖南省公路事务中心了解
到，为降低企业负担，此次定子运输的
线路勘察、 桥梁评估费用全部由财政
承担， 不需要运输企业缴纳任何审批
费用。此外，交通公路部门、公安部门
建立大件货物运输审批会商机制，明
确专门联系人， 协调配合做好大件货
物运输审批和通行工作。

“百足虫”驼着“巨无霸”南下运抵永州
它是迄今湖南公路最重的“客人”，上百“保镖”护送，“快递费”超200万元

9月14日，湖南公路历
年最大体量的大件运输车
辆在湖南境内完成了140
公里的运输！

据悉，此次大件运输的
货物是神华国华永州火电
厂重要部件定子，从北国冰
城哈尔滨出发经水运抵衡
阳,再途经高速和省道公路
运往永州。

货车“百足虫” 长度
68.88米，有30个车轴、226
个车轮；而车货总重量达到
了395吨，以一个成年男子
体重70公斤为参考，约等于
5642个成年男子的重量，
可谓超级“巨无霸”。

从哈尔滨运到目的地
永州，其中衡阳到永州的高
速公路路段是运输难度最
大的区段。自14日5时许出
发上高速， 到14时40分成
功驶出高速公路，“巨无霸”
的运输遇到了哪些难题，又
如何解决呢？三湘都市报联
合905中国交通广播，带你
直击现场， 了解幕后故事。
(扫报眉二维码看震撼视频）

■记者 和婷婷
视频剪辑 任杏梓

2012年， 沙特一家物流公司运输
的海水淡化装置重达4800吨， 占地面
积约一个足球场， 打破全球运输最重
单件纪录。

2013年， 英国物流公司运输重达
640吨的水电站变压器，路上行驶速度
为6.4公里/小时， 导致堵车队伍长达
20.9公里， 创下英国运输最重单件纪
录。

2012年，美国用特制的160轮运输
车运载退役航天飞船“奋力号”，横跨6
条高速公路，引来数千人围观。工作人
员沿途为它清理道路， 将公路两旁的
树木、商店、公寓和草坪都做了规整。

大件货物运输， 一般指不可解
体物品的超限运输。 大型发电设备
中的主要配件， 通常重量在百吨以
上。 大件货物运输如果遇到交通流量
增长、交通管制等路况，会影响物流效
率，并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由于大
件运输“超长、超宽、超高、超重”等
特殊性，如果没有科学的措施，不仅
会严重损毁道路、桥梁，影响交通秩
序， 更可能引发压垮桥梁等重大安
全事故。

按照《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
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62号）
第16条之规定，载运不可解体物品的
超限运输车辆， 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许
可手续，采取有效措施后，按照指定的
时间、路线、速度行驶公路。未经许可，
不得擅自行驶公路。

现场

衡阳到永州的高速公路，桥
梁比例大、桥梁类型多。“此次护
送任务，如何通过桥梁是我们面
临的主要难题。” 省交通运输厅
路政管理处处长王小平说。

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方
鸿介绍，此次护送任务高速路程
大约120公里， 沿线将经过49座
桥梁，桥梁也是此段高速公路最
脆弱的环节。

桥梁限重一般为55吨，那么
这个395吨的“巨无霸”，到底能
不能安全通过？

上午10时左右，车辆经过沿
线的第一座大桥———白水大桥，
车辆在经过时需要保持居中匀
速通过。

方鸿表示，省交通规划勘察
设计院团队从8月份开始， 奋战
二十多天完成了桥梁的验算工
作， 形成了超过五百页的报告，
最后得出结论：途经的49座桥都
能让“巨无霸”安全通过。

方鸿说，相较于普通的货车
而言，“巨无霸” 有30个承重轴，
因此对于路面的压力，并没有超
出规定的承重范围。不过“巨无
霸”过桥时，不得变速、刹车制
动，需居中单独通过。

395吨的“巨无霸”如何
通过限重55吨的桥梁

对话

护送人员：“拆”收费站，“逆”行通过

本次运输于14日上午5
时出发上高速， 到14时40分
成功驶出高速公路。

“实际行进过程和我们
前期测算的基本一致，所有的
时间节点都在我们的计划当
中，比如下午2点前走完所有
的桥梁。” 湖南省公路事务中
心路政事务部工作人员说。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下午2点前，气温较高，温度
在桥梁上产生的抵抗力和车
辆荷载产生的重力相互抵
消， 当时车辆通行就比较安
全。下午2点后，桥梁会受热

胀冷缩影响， 两个力相互叠
加，对桥梁就不太安全，安全
隐患较大。

由于车辆超宽，“巨无
霸” 进出收费站是最麻烦的
事情。 一般收费站超宽车道
仅为4米，而“巨无霸”车宽为
4.72米，如何通过收费站呢？

记者了解到，本次运输，
车辆从雁峰收费站上高速，
在永州北收费站下高速。高
速公路收费站提前对收费站
的收费车道、 分隔带进行了
清理和拓宽疏通， 以保证大
件运输车辆通过。

“车辆进出高速收费站
都是‘逆行’，通行时交通全部
管制。” 路政事务部工作人员
介绍，因为雁峰收费站出口较
进口宽，更适合改造，所以运
输车辆在上高速时，是先从出
口进去，然后穿过拆除掉的中
央分隔带，再进入上高速的车
道，历时20分钟。

而永州北收费站又是进
口比出口宽，所以车辆在下高
速时也是“逆行”。此外，运输车
辆还需把车板及液压油缸升
高至护栏以上，才得以通行。整
个出站过程用了半小时左右。

幕后
全程护送，“保镖”队伍上百人

延伸

驾驶员：三个车头齐上阵，老乡司机配合默契

三湘都市报记者获悉，
此次运输货车共有3个车头，
并配备了3位驾驶员。付国政
开着车头在前面牵引， 柴向
青和王建云在车尾各开一
个，负责助推。

“我们三个师傅是山西
老乡，之前也搭档过，所以配
合起来还挺默契的， 说方言

都行。” 付国政告诉记者，驾
驶室里都配有对讲机， 他负
责统一指挥三位驾驶员。要
加速或者刹车， 就通过对讲
机，统一行动。

问 及 此 次 运 输 的 感
受， 已经从业七八年的付
国政显得十分轻松。“这个
算小吨位的， 我就正常开

着，没什么特别的。不过开
的高速距离倒是最长的一
次。”

从业仅有三四年的柴向
青则表示， 现场运输的场面
倒是让他挺震撼的。“没见过
这么大场面的护送队伍，交
警、路政来了那么多人协助，
还有记者采访。”

“巨无霸”的运输旅程有
多艰难，就有多昂贵。

神华国华永州电厂定子
从黑龙江哈尔滨出发，期间可
谓是跋山涉水， 艰难前行。今
年6月，从哈尔滨途经吉林、辽
宁后，走海域到上海，然后从
上海转入长江，再沿着湘江流
域逆流到衡阳……到如今从

衡阳出发至永州，此前已历时
3个月之久。期间，使用过的通
行方式包括国道、海运、海运
换河运、高速等。

“我们前后总共经历了3
次大规模吊装， 可谓艰难。”
负责此次运输任务的上海巨
神大件运输公司负责人娄孟
军介绍， 此次运输总花费超

过200万元，主要开支集中在
海运和吊装上， 占了总费用
的一半左右。

记者获悉，近年火电厂大
件运输逐步趋向于铁路运输，
运送时间和成本均可大幅降
低。对此，娄孟军表示，因为此
次运输的定子超宽，走不了铁
路，只能走海运和河运。

运输公司负责人：冰城到湘，运输总花费超过200万元

大件运输为什么要审批？

他山之石
盘点各国公路运输“巨无霸”

▲ 9月 14日 ，
“巨无霸” 运输车正
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巨无霸”入
湘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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