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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概况 

    山海桥梁来自“桥梁之都”武汉市，位于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光谷金融港，

自有办公面积600多平方米。 公司现有技术人员32人，其中高工6人，工程师15人，

本科及以上学历占90％。 

    公司成立于2009年，由原中铁四院、中铁大桥院两位桥梁专家牵头，十年以

来，为众多大型设计单位承担了数百座各种类型桥梁的设计。 

    “设计就是服务，品质即为尊严”，专注技术、质量和服务，山海桥梁是一

间技术型的公司，聚集着一群热爱桥梁的“匠人” 。 





二、技术团队 

武汉大学硕士 

高级工程师 

曾在中铁四院工作十一年 

代表作品——武广东平水道桥(主跨242m

四线三桁钢桁拱)。 

冯光明：   院长 



二、技术团队 

武汉理工大学硕士 

高级工程师 

曾在中铁大桥院工作十年 

代表作品——武冈城际黄冈公铁两用

长江大桥(主跨567米钢桁梁斜拉桥)。 

李卫华：  副院长 



二、技术团队 

武汉大学硕士 

高级工程师 

代表作品：贵广铁路东平水道桥(主跨286m

钢桁架拱桥) 。 

刘烈坤：  总工程师 



二、技术团队 

资    源：  副总工程师 

      武汉理工大学硕士 

   高级工程师 

   代表作品—— 

   九龙岗特大桥(主跨160m铁路连续梁拱桥)， 

   银北高速找龙坝拱桥(主跨225m外包砼拱桥)。 

          武汉理工大学硕士 

     高级工程师 

     代表作品—— 

     随州市厥水一桥（蝴蝶塔斜拉桥）， 

     克塔线112m铁路系杆拱桥。 

刘志杰：  所长 



三、工程业绩 

序号 桥型 设计案例 技术水平

钢桁 两/三桁，等/变高，桁拱/加劲拱

钢箱 等高/变高，开/闭口，大跨门式墩

公铁合建 桁梁/斜拉桁梁 少

2 斜拉桥 较多 好

3 拱桥 较多 好

4 梁桥 多 好

多 好

多 好

下穿高速 较多 较好

6 结合梁 较多 较好

多 好

多 好

8 景观桥 较多 好

9 人行桥 多 好

类型

1 钢桥(公/铁)

单/双塔，双/中央索面，混凝土/钢箱/混合梁，钢/混凝土塔

混凝土/钢管/外包/钢箱拱，系杆/推力，纵横梁/整体桥面

好

大跨简支梁/连续梁/连续刚构/T构/门式墩梁，悬浇/现浇

转体T构/斜拉桥，对称/不对称转体，大吨位转体

多

混凝土/钢箱/桁/拱/斜拉，绿道/管道桥

跨河/跨线，装饰/功能景观桥

空心板/小箱梁/T梁/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
7 大型互通/高架

加宽桥/曲线梁/门式墩/暗横梁/双层桥面

转体/顶推(拖拉)

开口/闭口结合，起顶落梁/配预应力

5

顶进框架/路改桥/U形槽

上跨铁(线)桥

公司业绩一览表 



        东平二桥 

        厥水一桥 

        科技三路斜拉桥  

符拉迪沃斯托克跨海大桥 



连续梁拱 1-96m铁路系杆拱 

飞燕式钢箱梁系杆拱 大跨宽幅钢箱梁非对称转体 







四、共同研究 

    学生要了解行业需求，高校须引领科技进步，企业的发展以人为本。山海桥

梁希望走进高校，引进人才，同时与老师们一起研究课题、培养学生，实现学生、

学校、企业三方共赢。 

    欢迎同学们到山海桥梁来实习！多年以来我们承接了众多的复杂项目，拟定

了大量不同深度的课题，公司将针对实习学生举办定期的讲座，同时对表现优异

的学生发放奖学金。 



序号 学术型课题 难度 要求 特点 

1 大跨变高钢箱梁 ★★★★ 实践/力学 工程案例不多 

2 多向行车桥梁设计 ★★★★ 力学/创新 工程案例少见 

3 大跨人行桥共振控制 ★★★★★ 实践/理论 前沿课题 

4 梁拱组合体系 ★★★★ 力学/理论 业内无系统总结 

5 钢箱拱桥 ★★★★ 实践/力学 业内无系统总结 

6 拱桥的桥面系 ★★★★ 经验/力学 业内无系统总结 

7 拱桥整体稳定 ★★★★ 力学/理论 业内无系统总结 

8 拱座及其预埋件 ★★★★ 实践/力学 业内无总结 

9 斜拉桥主梁的结构形式 ★★★★ 经验/力学 业内无系统总结 

10 钢-混结合段 ★★★★★ 实践/力学 业内无系统总结 

11 斜拉桥桥塔的结构设计 ★★★★ 实践/力学 业内无系统总结 

12 槽形梁及其组合结构 ★★★★ 实践/力学 业内无总结 

13 门式墩研究之一（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 ★★★★ 实践/力学 应用多总结少 

14 门式墩研究之二（钢结构/组合梁） ★★★★ 实践/力学 应用多总结少 

15 异形块之一预应力混凝土 ★★★★ 实践/力学 应用多总结少 

16 异形块之二钢箱梁 ★★★★ 实践/力学 应用多总结少 

17 索（预应力/吊杆/系杆/斜拉索）与锚固 ★★★★ 归纳/力学 应用多总结少 

18 桥梁转体 ★★★★ 实践/力学 应用多总结少 

19 钢桥构造之一桁梁（普通节点/梁拱交点/支座节点） ★★★★★ 经验/力学 业内无系统总结 

20 钢桥构造之二箱梁（加劲肋/横隔板/横隔梁） ★★★★ 经验/力学 业内无系统总结 

21 桥梁高墩设计（系梁/计算长度/位移控制） ★★★★ 力学/理论 前沿课题 



序号 应用型课题 难度 要求 特点 

1 弯梁设计 ★★★★ 实践/力学 应用多总结少 

2 桩基模拟 ★★★ 力学/理论 应用多总结少 

3 支座沉降 ★★★ 力学/理论 应用多总结少 

4 桥梁抗倾覆计算 ★★★ 力学/理论 应用多总结少 

5 预应力混凝土梁的估索与调索 ★★★ 实践/力学 应用多总结少 

6 桥梁预拱度 ★★★ 经验/力学 应用多总结少 

7 帮宽桥 ★★★ 实践/经验 应用多总结少 

8 路改桥 ★★★ 实践/力学 应用多总结少 

9 顶进框架 ★★★ 实践/经验 应用多总结少 

10 开口钢箱梁 ★★★ 实践/力学 应用多总结少 

11 断桩及冲桩的处理方案 ★★★ 实践/经验 业内无系统总结 

12 铁路简支钢桁梁 ★★★ 实践/力学 依托项目 

13 T型刚构 ★★★ 实践/力学 依托项目 

14 连续刚构 ★★★ 实践/力学 依托项目 

15 刚构连续梁 ★★★ 实践/力学 依托项目 

16 变高度连续梁 ★★★ 实践/力学 依托项目 

17 主线板梁v构 ★★★ 归纳/力学 依托项目 

18 钢管混凝土拱 ★★★ 实践/力学 依托项目 

19 钢筋混凝土拱 ★★★ 经验/力学 依托项目 

20 外包混凝土拱桥 ★★★ 经验/力学 依托项目 

21 铁路简支系杆拱 ★★★ 力学/理论 依托项目 



序号 基础型课题 难度 要求 特点 

1 常见桥梁的振动 ★★★ 建模/力学 业内无系统总结 

2 涉水桥梁的施工方案 ★★★ 力学/创新 应用多总结少 

3 围堰的种类及适用条件 ★★★ 实践/经验 应用多总结少 

4 梁部支架种类及适用条件 ★★★ 实践/经验 应用多总结少 

5 钢桥与混凝土桥的桥面铺装 ★★ 实践/经验 业内无系统总结 

6 主线等高钢箱梁(大半径，U肋) ★★ 实践/经验 业内无深入总结 

7 匝道等高钢箱梁（小半径，I肋） ★★ 实践/经验 业内无深入总结 

8 主线等高预应力混凝土梁 ★★ 实践/经验 业内无深入总结 

9 匝道桥钢筋混凝土梁 ★★ 实践/经验 业内无深入总结 

10 市政桥梁桥墩  ★★★ 实践/经验 业内无深入总结 

11 公路T梁 ★★ 实践/经验 业内无深入总结 

12 市政/公路小箱梁 ★★ 实践/经验 业内无深入总结 

13 市政空心板梁计算与布置 ★★ 实践/经验 业内无深入总结 

14 人行桥的基本桥式与适用跨度（自振频率） ★★ 实践/经验 业内无深入总结 

15 混凝土人行桥（常规与折返式） ★★ 实践/经验 业内无深入总结 

16 钢箱梁人行桥 ★★ 实践/经验 业内无深入总结 

17 钢桁梁人行桥 ★★ 实践/经验 业内无深入总结 

18 钢桁拱人行桥 ★★ 实践/经验 业内无深入总结 

19 压弯/纯弯/拉弯/抗剪检算——公路市政(矩形/T/I/圆形) ★★★ 经验/力学 业内无系统总结 

20 三相索的布置、锚固与张拉（局部承压） ★★ 实践/经验 业内无系统总结 

21 悬浇连续梁的挂篮/0号块/合拢段/分段原则 ★★ 实践/经验 业内无系统总结 



五、人才招聘 

    公司的待遇在设计行业中等偏上，如果你喜欢桥梁，热爱设计，这里可以让

你成为一名真正的桥梁设计师；如果你还有足够的才华和担当，欢迎和我们一起

共创未来！     

985/211 高校毕业生工资待遇—— 

1、应届本科，月收入6000～7000元起步； 

      应届硕士，月收入8000～9000元起步。 

2、工作满 3～5 年，项目负责人年薪(税后) 18～20万。 

3、工作满 6～8 年，技术骨干年薪(税后) 25万以上。 

4、福利：五险一金，餐补，体检，集体旅游等。   



六、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港二期B5-401，邮编430077。 

   联系人——李 女 士      027-86638659      招聘邮箱：whshqlsj@163.com 

mailto:whshqlsj@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