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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新紐約大橋  (NEW NY BRIDGE) 八座主跨塔取得里程碑進展，  

實現封頂竣工   

 

新紐約大橋項目計劃在  2018 年完工開放，預算為  39.8 億美元  

 

新紐約大橋大約  90% 的支撐結構已安裝到位；其中包括  126 根鋼梁零件  

 

全部  1,000 多根橋樁已安裝在哈德遜河  (Hudson River) 內；  

3,000 多塊路板已安裝到位，總長  3.4 英里  

 

該設計施工項目關注施工速度和成本確定性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新紐約大橋取得重大里程碑進展，八座主跨塔封頂，

最後的混凝土澆築作業將於本週完成。新紐約大橋計劃於  2018 年開放，預算為  

39.8 億美元。此外，該項目  90% 的支撐結構已安裝到位，其中包括製作安裝  126 

根鋼樑段。3,000 塊路板現已安裝到位，用於把洛克蘭縣  (Rockland) 海岸線和韋斯

切斯特縣 (Westchester) 海岸線與標誌性的主跨塔相銜接，全國最大規模的一個進

行中橋樑項目至此距竣工又近了一步。  

 

「用如此龐大的結構替換塔潘澤大橋  (Tappan Zee Bridge) 向全世界傳遞了一條強

有力的訊息，即對帝國州  (Empire State) 而言，沒有什麼項目是太大或太困難

的，」葛謨州長表示。  「這是紐約州迄今為止實施的規模最大的項目之一。伴隨

八座主跨塔封頂，我們的持續工程進展實現重大里程碑，將按既定計畫和預算在  

2018 年開通大橋。新大橋將成為時代的傑作，並為後世鞏固我們地區的基礎設

施。」 

 

葛謨州長今天早晨在新紐約大橋項目現場視察了項目進度，包括塔施工、斜拉索安

裝、鋼結構安裝、路面板安裝及其他主要方面。  

 

新紐約大橋的里程碑成就包括：  

  塔：  419 英呎高的塔採用  5° 傾角，是新大橋最具標誌性的特征。塔比當

前塔潘澤大橋的頂部高  100 英呎，採用線條流暢的斜削角設計。伴隨最後的



混凝土澆築作業，西向跨橋和東向跨橋的全部八座塔將於本週竣工。  

 

  支撐結構：  大約 90% 的支撐結構已安裝到位，其中包括製作安裝  126 根

鋼樑段。東向跨橋從明年起將安裝十四根鋼樑段。  

 

  橋樁：  最後一根橋樁已於近期鉆入哈德遜河內，迄今為止已安裝了  1,000 

多根橋樁。鋼結構用作新大橋的基座。如果首尾相連擺放，橋樁能延伸  50 

多英里。 

 

  橋面：  3,000 多塊路板已安裝到位，每塊路板長  12 英呎，寬  22 至 45 英

呎，厚 11 英吋。橋樑過渡段橋面由總長  3.4 英里的路面板鋪砌。  

 

  鋼結構：  該項目將安裝超過  2.2 億磅的鋼材，使用  30 多萬立方碼的混凝

土，足夠從項目現場修建一條人行道通往佛羅里達州  (Florida) 基維斯特市 

(Key West)。該項目的浮動配料設備至今已生產  20 多萬立方碼的混凝土。  

 

  拉索：  192 根斜拉索有三分之一已在主跨塔上充分固定並拉緊。如果首尾

相連擺放，拉索能延伸  14 英里長。項目竣工後，拉索共將使用  700 英里長

的金屬絞線。  

 

  特重級吊車：  『抬起紐約  (I Lift NY)』特重級吊車一直在忙著鋪設鋼筋。特

重級吊車每次能夠提升重量相當於  12 座自由女神像  (Statue of Liberty) 的物

體，將幫助拆除現有的塔潘澤大橋。  

 
 

新紐約大橋是全國最大規模的進行中橋樑項目之一，也是紐約州高速公路局  (New 

York State Thruway Authority) 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項目之一。目前共有  6,300 多人參

與新紐約大橋項目，共計  800 多萬小時的人力。紐約州高速公路局按照州長的指

示自  2013 年起管理該項目，共有兩個根本目標，一是在  2018 年開通大橋，二是

按照不高於  39.8 億美元的預算成本完成修建這座大橋。  

 

新紐約大橋項目因標誌性的設計而獲得全國包括貝拉克 ·奧巴馬 (Barack Obama) 總

統在內給予的認可，總統把這座大橋放在其重點基礎設施優先項目清單之首。新大

橋竣工後將連通韋斯切斯特縣和洛克蘭縣，並用作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與紐

約市  (New York City) 大都會區的主要通道。  

 

該項目採用設計-施工建設流程，葛謨州長支持該流程並將其引入到紐約州。該流

程獎勵私營部門提出創新方法用來加快施工速度和節省成本，並為州政府保障成本

確定性。塔潘澤建築公司  (Tappan Zee Constructors) 負責設計和施工。  

 

雙跨交叉道將替換有六十年歷史的塔潘澤大橋，平均每天有  14 萬輛車使用這座大

橋。3.1 英里長的大橋將設八條通用車道、四條故障應急車道、未來公車捷運與通



勤鐵路空間、一條單車與步行道，並設六個獨特的觀景區、非現金收費站、節能  

LED 照明裝置。這座現代化的大橋至少在  100 年內無需任何重大結構性維修。  

 

紐約州高速公路局代理執行主任比爾 ·芬徹  (Bill Finch) 表示，「每年有  5,000 多萬

輛車經過塔潘澤大橋，這條交叉道是紐約州居民的重要通道。感謝葛謨州長在該項

目歷經多年停停進進後承諾建造全新的世界頂級大橋。新紐約大橋項目為紐約州數

千民眾提供高薪工作，還提醒人們當談到投資於基礎設施和未來，紐約州將始終領

先於全國。」  

 

新紐約大橋項目負責人詹姆斯 ·巴巴斯  (Jamey Barbas) 表示，「新紐約大橋項目是

一個非凡的工程奇跡，延續了紐約州在建設非凡交通網絡方面的傳奇。斜拉索式新

紐約大橋按照使用  100 年且無需重大維修的標準進行建造，將採用前沿技術以造

福於通勤人士、商店以及整個地區直到下個世紀。」  

 

塔潘澤建築公司總裁兼項目主管特里 ·陶瓦魯  (Terry Towle) 表示，「我們正以驚人

的速度推進全國最大規模、最高安全係數的施工項目。該項目難度極大。所有施工

作業都在大規模、極端條件以及緊湊期限內完成。我們傑出的團隊夜以繼日地工

作，讓這個項目按計畫進行，這令我感到自豪。我們正在共同建造一座標誌性的大

橋，用來在今後若干年服務於這個社區。」  

 

國會女議員尼特·羅伊  (Nita Lowey) 表示，「新紐約大橋是關於重要基礎設施的理

性投資計畫，用於鞏固我們的經濟、安全係數以及生活質量。我很自豪與葛謨州長

合作參與該項目的每一步，包括提供史上一筆最大規模的  16 億美元交通基礎設施

融資與創新行動貸款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Finance and Innovation Act loan) 

用於資助項目施工。作為眾議院撥款委員會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副主

席，我將繼續努力為類似於新紐約大橋的項目爭取聯邦政府撥款，用來為哈德遜河

谷下游地區  (Lower Hudson Valley) 創造就業和經濟增長。」  

 

參議員安德里亞·斯圖爾特·卡曾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 表示，「為滿足高交

通量需求和日益多元化的經濟需求，紐約州投資建設當代最大規模的基礎設施項目

之一。重建有  60 年歷史的塔潘澤大橋對機動車駕駛員的安全和紐約州基礎設施系

統的穩定性而言至關重要。感謝葛謨州長推進這個項目，並期待新紐約大橋在  

2018 年開通。」  

 

參議員戴維·卡魯奇  (David Carlucci) 表示，「這個變革性的項目將造就一座高技

術、經久耐用的橋樑供長期使用，並縮短機動車駕駛員的駕駛時間以改善與哈德遜

河谷兩側商店的交通。該項目計劃於  2018 年竣工，紐約州由此將再次成為安全、

獨特、節能基礎設施的楷模。感謝葛謨州長領導開展這個項目，並支持這個項目創

造的數百份建築工作。」  

 

紐約州高速公路局是新紐約大橋項目的所有者；塔潘澤建築公司是負責設計建造塔

潘澤大橋替換結構的財團。  



 

項目進展的高清照片和渲染圖請見此處，項目的延時視訊請見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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