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玛大桥河道整治项目、马来西亚槟城造地 STP2 项目、香港

机场跑道造地工程等项目的承建，正在加速磨砺和积淀着

中国疏浚的国际化。

中国疏浚责任不轻。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不稳定不

确定因素明显增加，我国发展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

正在化蛹成蝶般地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宏观环境影响下，国

内外疏浚市场需求重大变化，传统产能明显过剩，环境污

染、资源紧缺形成对疏浚发展的巨大钳制。“调整蕴藏商

机，压力蜕变动力”，中国疏浚行业唯有自觉、主动、深

刻地把握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工作主线，切实转变传统经

营生产理念，依据环保化、国际化、集约化、智能化的目

标，在发展战略、自主创新、基础理论、前沿技术、高端

装备和产业链等方面科学统筹布局，着力攻坚克难，力争

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一系列关键性突破，构建一个能够全面

适应国际市场要求和标准，核心能力突显，内外紧密协同，

实现同为共享的生态型、创新型的疏浚行业，如此，才能

进一步提升中国疏浚骨干企业和行业的品牌“含金量”。

中国疏浚行业是一个有底蕴、有志向、有能力、有担当，

能干事业、能成就事业的大家庭。沿着国家确定的“走出去”

和“一带一路”的路线图，我们务要咬定打造中国疏浚升

级版的战略目标，着力把握安全、环保、效率、质量的主

轴线，着力做好向环境工程、海洋建设工程、投资业务等

领域转型以及产业链延伸、推进产学研融服一体化的商业

模式创新，着力提升自主发展新一代高效、智能疏浚装备

的行业协同能力，着力培育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

特别能创新、特别能开拓的国际化的疏浚优秀团队，戮力

实现做强做优中国疏浚的伟大使命。让中国疏浚的“名片”

向世界展示出勤于学习、勇于创造、善于合作、愿于分享

的胸怀、态度和能力。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撸起袖子加油干！以加快发展的新

业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我们坚信，未来，中国疏浚的新“名片”奉献给世界的，

必将是更多的正能量和更大的价值。

卷首语

让中国疏浚成为中国的新“名片”

曾经，疏浚何为何用？鲜有人熟晓。不仅如此，也因

过往年代，中国疏浚业被世界疏浚强国、强企拉开巨大差距，

如何能有话语权？又如何能有知名度？

如今，中国疏浚在进步。例如，2016年中交疏浚（集团）

有限公司成立，使得世界疏浚力量的结构发生变化：短短

十一、二年，中国疏浚行业居然靠自己的努力，干出了一

个世界最大疏浚企业的不俗业绩，也开始受到迅速增多的

瞩目。

今日世界，动荡、调整、变革、创新，疾风狂潮不断涌来。

疏浚业、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疏浚业正受到挑战与机遇的叠

加力量的推动，正砥砺前行。

新时期，中国疏浚应当具有更大影响力。这并不为图

虚名！确因这一影响力的背后，包容的是疏浚业必须秉持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定位，是希冀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建设

作出更大贡献的信念，是持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实力的

内在动力，同时也是更好融入世界疏浚大家庭、展示和谐

与共的“中国力量”的重要条件。

让中国疏浚成为行业和国家的重要“名片”，应成为

我们努力的方向。

中国疏浚资历不浅。1897 年创立的海河工程局开启了

中国疏浚负重前行的历史。120 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

中国疏浚在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进程中，技术能力、管

理水平、行业规模等均取得长足进步，亦为中国经济、社会、

民生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也为国际疏浚业

的发展、作为及其影响力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中国疏浚成就不凡。中国疏浚市场已经是世界最重要

的市场之一；自主研制的“新海凤”、“通途”、“天鲲”

等新型挖泥船标志着中国疏浚行业具备了发展最新疏浚装

备的能力；天津港深水航道及人工岛工程、港珠澳大桥岛

隧工程、长江口航道整治工程等一大批“超级”疏浚项目

建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疏浚工程解决方案的范例；滇池、

太湖等为数众多的水环境治理和流域生态建设工程的推进，

反映出疏浚企业已成为耕耘更具生态价值的“绿水青山”

的主力军；体量不断增大的斯里兰卡海港城、孟加拉帕德

王海怀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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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 2016 展望 2017
转型升级  创新驱动

栏目策划人  子文

2017 年，是全面推进国家“十三五”

规划的关键之年；是中国疏浚迎接挑战、

积极作为的攻坚之年；是企业转型升级、

创新驱动的深化之年。岁末年首，中国疏

浚各成员企业对 2016 年进行着回顾与思

考，对 2017 年进行着谋划与跟进。

2017 年，全球经济低增长的总体形

势没有变；国内经济趋稳向好的态势没有

变；行业深度调整的趋势没有变。面对宏

观经济形势和国内外市场环境，中国疏浚

大家庭需要加强交流合作，携手共进，以

便促进自身管理能力的改善和提高。 

如何把握国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一主线，推进疏浚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

展？如何打破习惯思维定势和传统路径依

赖，体现新常态、新思路和新作为等等。

本期，特约请中交疏浚集团等成员企

业谈所悟与所想、部署与践行。

携手合作  和谐共赢
共同打造世界一流的中国疏浚产业

周静波

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一、当前疏浚行业面临的形势：危中有机

充分认识主业萎缩带来的挑战。世界经济进入长周期调整阶段，全球

经济一体化受到严峻冲击，拖累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稳定增长，疏浚行业传

统市场机会减少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内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靠大

规模投资刺激拉动需求侧发展的模式将难再持续，可以预见的是沿海水运

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将会继续低迷，传统意义上的疏浚吹填现汇项目将成为

凤毛麟角；疏浚行业利润回报率将持续下降，企业发展面临压力巨大、困

难巨多，更要求企业讲诚信、重付出，对

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做好充足准备。

积极抢抓三大战略带来的空间。中国

经济在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中进入了一

个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

会对全国经济进行分析时讲了四个“没有

变”，客观地判断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自 1897 年至今，我国现代疏浚行业发展已有整整 120 年的历史。百余年来，疏浚行业

企业在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中，见证了中国民族疏浚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的历程。

这其中，改革与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2015 年，在原天津航道局、上海航道局、广州航道局

基础上改革重组的中交疏浚集团应运而生。自成立以来，我们深感市场形势不容乐观，中国疏

浚产业需要大家携起手来共商大事，各自根据自身特点谋划好定位，实现差异化、互补性发展。

只有这样，中国疏浚产业才能与世界疏浚强国看齐。在此，有几点不成熟之见，供广大专家

和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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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明确要继续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

经济带建设“三大战略”，这将为基建行业的稳步发展带

来政策红利。同时各省市 PPP 项目落地速度加快，2017 年

仍将是 PPP 项目有所作为的一年，这都给疏浚行业的发展

带来了空间。

准确把握中国主张带来的机遇。随着中国方案、中国

主张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一带一路”战略深入推进，将

带来大量市场机遇，东南亚区域大型港航疏浚和吹填造地

类工程热度极高，战略通道项目也存在较大机会；拉美地

区中国投资力度加大，传统业务的投资类项目市场增速加

快；非洲区域仍是中国最佳的合作伙伴和最大的投资去向，

政府框架和资源置换类项目充满机会。因此，“走出去”

是我们最大的发展空间，也是中国民族疏浚产业技术、资金、

管理、人才等资源输出的重点。

二、清醒认识疏浚行业最大特点：

保持投入的持续性

设备投入大。疏浚行业向来是装备制胜，市场竞争集

中体现为核心装备的竞争，因此装备的持续投入、更新换

代是企业生存发展之基础。近几年，国际四大疏浚公司老

旧设备淘汰加快，超级大耙、大绞纷纷开建投产。扬德弩

预计今年投产的最大绞吸船，总装机功率 40975kW，绞刀

功率达 8500kW。此外该公司拥有两艘最大耙吸挖泥船舱

容达 46000 立方米；德米近期启动建造的自航绞，总功率

更是达到了 44180kW。而中国疏浚业在高端装备方面，

差距还很大。以中交疏浚集团为例，目前正在建造的“天

鲲”号绞吸挖泥船，绞刀功率为 5000kW；去年投资 1.6

亿欧元建造的亚洲最大的耙吸挖泥船“浚洋 1”，总舱容

为 21028 立方米。相比之下，我们的核心旗舰装备在综合

能力上与欧洲四大公司仍处于全面落后水平。目前，中交

疏浚已将建造绞刀功率 8000kW 以上的自航绞吸船和舱容

38000 立方米的耙吸船列入议事日程，志在迎头赶上，打

造中国疏浚重器。

技术要求高。疏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科研投入大、

技术更新快，必须舍得投入。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

在中国疏浚业各相关方共同努力下，我国疏浚技术得到了

显著提升，部分技术已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但从当前国际

工程对设备要求“大型化、智能化、环保化”等来看，我

们还存在着一定差距，技术创新短板成为制约我国疏浚业

发展的一个瓶颈。要提高中国疏浚业的水平，需要疏浚企业、

设备建造企业和科研单位等多方联手，进一步加大科研投

入，从设计、建造再到使用，相互合作，争取研制出具有

世界先进水平的疏浚设备和疏浚技术。

人才专业强。疏浚行业专业性强，对人才素质要求高，

既需要懂企业运营的管理人才、懂疏浚技术的高技能人才，

也需要善于开拓海外业务的国际人才和擅长资本运作的投

资业务人才。针对中国疏浚行业实际，需培育一支适应发

展需要、结构科学合理、创新能力强的人才队伍，真正将

中国疏浚业打造成优秀人才聚集高地，奠定行业持续发展

基础。

三、应对行业形势的倡议：创新发展

（一）以开放心态，推动合作共赢

唯有“高精强”才能立足稳，唯有合作方能共赢。当前，

在与国际市场激烈竞争中，中国疏浚业要想占有一席之地，

实现做大做强做优，必须抱团结队、协作同心、携手奋进。

一是依托协会，建立联盟。在今后行业发展中，我们

可尝试探索依托中国疏浚协会大平台，建立以疏浚企业、

金融机构、科研高校、船厂、供应商、协作商等为主体的

中国疏浚业战略联盟，全面提升专业整合能力、产业链整

合能力、融资能力和集成化管理能力，共同打造中国疏浚

产业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构建全方

位的中国疏浚体系。

二是打造链条，互利共赢。打造全产业链优势，是行

业做强的保证。以中国交建为例，在全面推进“五商中交”

战略过程中，依托完整的产业链，坚持做政府与经济社会

发展急所的责任分担者、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者、政

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优质提供者，实现了与政府、人民、企

业共同发展、共享价值。特别是近 3 年来在“一带一路”

沿线 58 个国家和地区追踪 200 余个项目，成为“一带一路”

建设的龙头企业。作为中国交建成立的首个专业化子集团，

中交疏浚也充分分享了中交全产业链优势产生的红利。如

在斯里兰卡国际金融城项目中，中国交建第一期投资达 14

亿美元，通过吹填造地的方式，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建

造一座新城。中国交建协同产业链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实

现吹填造地、土地开发、招商的同步进行。其中，中交疏浚“浚

洋1”、“万顷沙”等大耙就在此项目服役。在今后发展中，

中交疏浚将依托中交产业链的优势，和中国疏浚各利益相

关方一起互利共赢。

三是技术共享，提升水平。中国疏浚行业在施工技术

上的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中交疏浚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作为我国疏浚行业唯一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已经投

入运营。今后我们将充分发挥好这一平台，致力于携手同

业单位、设备建造企业、科研单位等加大“高、精、尖”

疏浚技术装备的研发，使该平台成为全中国疏浚业的科研

中心，为全行业服务。同时，着力推动新技术在全行业应用，

提升中国疏浚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

四是搭建平台，互联互通。目前，中交疏浚正聚焦船

舶和项目两大管控核心，研究建立一套以大数据为纽带的

现代化智能管控体系，实现平台统一搭建、系统互联互通、

数据充分共享、运行可视可控，全力向“智慧疏浚”迈进。

同时，计划自主研发一套覆盖上下游企业、各利益相关方，

以船舶集约化、信息化管控为目标，涉及船舶投资建造、

日常动态监控、科技研发、租赁修理、备配件管理等各环

节的船舶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打造中国疏浚行业的连通

网络。

五是抱团合作，共享市场。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一方面，针对国内现汇项目少、国家全力推进 PPP 模式的

实际，中国疏浚各利益相关方可强强联手、创新模式，聚

集各方资金、技术、装备、人才，解决 PPP 项目对专业、

资质、资本的门槛较高的难题，发挥主业优势、撬动市场

规模、提升发展活力。另一方面，在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背景下，中国疏浚行业应携手合作、扬帆海外，共同打

造沿线开放市场的疏浚龙头，努力成为国家战略的忠实执

行者、坚定捍卫者。

（二）以健康发展为目标，构建保障体系

围绕疏浚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以中国疏浚协会为引领，

重点建立一套完善的行业发展保障体系。

诚信是前提。人无信不立，企无信不兴。中国疏浚作

为发展了120年的行业，诚信是“百年疏浚”的发展之基，

也是中国疏浚常青之道。在疏浚行业投入大、回报低的当

下，讲诚信就是讲企业的责任和担当。追求过硬工程质量，

打造百年企业，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建造百年工程，

应当成为整个行业的共识。倡议以中国疏浚协会为主体，

建立完善行业诚信自律机制。

装备是核心。精良装备是疏浚行业强盛的关键要素。

可依托协会平台，探索研究采取单船入股等方式，实现船

舶资源共享，整合打造中国疏浚航母舰队，形成招之能战、

战之能胜的中华民族疏浚力量。

技术是保障。紧密结合时代发展需要和工程建设实

际，加快疏浚技术和节能环保新技术研发。倡议以中国

疏浚协会为核心，以中交疏浚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为平台，整合行业最优势资源加强科研课题攻关和科

技成果应用。

服务是重点。要打造中国疏浚行业全产业链，需要在

中国疏浚协会的行业核心引领下，上下游企业、各利益相

关方都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主动打造本单位在产业链

上所在环节，以优质服务为其他相关方创造价值、共享价值，

促进产业链尽快形成价值链。

人才是支撑。中国疏浚行业要做大做强，必须发挥好

人才的支撑作用。倡议依托协会平台，加大专业人才培训

力度；倡导人才流动，形成行业人才发展的良性循环；以

开放心态，吸收国际优秀疏浚人才加盟，使中国疏浚业成

为世界疏浚精英的集聚中心。

中交疏浚愿在中国疏浚协会统筹协同下，与上下游企

业、各利益相关方一道，开放共享，协同作战，为社会、

为国家提供满意服务，并实现企业自身良性发展，共同推

动整个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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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面对纷繁复杂的发展任务，

天航局迎难而上，开拓创新，稳增长、强

管理、提质效，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

定战略、明方向托起新梦想。坚持“强

盛天航”战略及其“八个根本好转”的实

现路径，明确“两个确保，两个突破”发

展指标，矢志做精做强主业、优先发展海

外、大力拓展环保、放大投资拉动，构筑“新

一体两翼”发展格局。

拓市场、促转型显现新成效。放眼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着眼“登陆”、“进城”、“走

出去”，重新布局经营网络。武清污染水土治理、如东超临界废水处理

等环保项目产生示范效应，海南生态岛礁建设形成先入优势，环保产业

链快速延伸。新中标黄骅防波堤及航道等 8 个 PPP 项目，取得历史突破。

全年新签合同额 195 亿元，也创历年之最。

抓改革、提质效增生新动力。顺势而为，通过改革为转型发展赢取

时间和空间，多项改革并举推进。及时成立金融部，率先设立环保技术

中心、海水淡化事业部，优化海外业务管理模式，构筑转型发展的适应

性组织。首个投资项目整体交工验收。船舶星级管理蔚然成风，带动生

产效率明显提升。备受关注的 5000kW 绞刀功率自航绞“天鲲”号加快建

造。减少法人单户 3 户，切实为企业“瘦身健体”。

强党建、拓品牌厚植新优势。从制度治党和基层基础抓起，发挥党

做实党建  深化改革  保持增长
朝着“强盛天航”宏伟目标阔步前行

今年是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以下称天航局）成立 120 周年，也是中国民族疏浚

业源起 120 年。历经三个世纪，天航局始终坚持在国内国际经济社会和疏浚业发展的大局

大势中，谋划和实现自身发展。

钟文炜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董事长

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成功召开公司二次党代

会。领导班子带头大兴调查研究，带动改革发展系列难题

得以破解，并保证了改革转型等重大事项科学、民主、依

法决策。出台企业领导人员管理的系列根本性制度，将党

管干部、党管人才践行到日常工作中。选拔一批年轻干部，

启动“大培训”，召开首届人才工作会，不拘一格降人才

的氛围正快速形成。“天鲸”号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其事迹在国务院国资委、天津市建委等引起热烈

反响。

全面深改大潮正起，疏浚行业风云际会。纵观全局，

世界经济继续发力复苏，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更加明

显，国有企业新一轮深化改革全面启动，国企党建上升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新型城镇化、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建

设等催生无限商机。中交集团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改革

深入推进，中交疏浚致力于打造世界领先的疏浚、环保及

海洋产业集团。同时，传统业务增量有限、新兴业态竞争

加剧、投资等商业模式尚需完善等也客观存在。在此般巨

大的政策红利、发展机遇和重重挑战面前，天航局必须乘

势而进、敢于担当、有所作为。

2017 年，天航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历次全会、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牢牢

抓住强党建、抓改革、保增长的工作重心，以更富弹性的

战略布局顺应市场变化，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推进各项工作

取得新成效。

一是着力“七个加强”，做实党建，

铸就领先发展新引擎

加强思想引领，宣贯“十三五”改革发展的愿景和

实现路径，凝心聚力，弘扬正气，丰富转型发展期的企

业精神。加强制度建设，将党建工作新要求写入公司章程，

完善各治理主体的决策机制，出台“十三五”党建工作

规划。加强责任落实和廉政建设，重点落实好强党建的

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一岗双责”。加强各级班子建设，

提升引领驾驭改革创新、转型发展的能力。加强干部队

伍建设，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加强基层党建，创建“五

好”党支部，为改革创新、转型发展构筑坚强战斗堡垒

和人才支撑。加强品牌建设，讲好南海故事，开展司庆

120 周年活动，推展中国疏浚业和中交疏浚、天航局的

历史底蕴和时代风貌。

二是把握“两个深化”，改革创新，

开拓高效协同发展新空间

深化运营体制改革。建立实施子企业退出机制，避

免低效企业的资源挤占，使各类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

引领子分公司发展格局由“哑铃型”向“枣核型”转变。

配套推进企业转型发展期的差异化考核激励机制改革，

形成子分公司间的“赛跑机制”，使之主动追求“步步高”。

深化总部建设改革。要将总部定位为市场竞争的主体，

引领其从“管理型”向“市场型”转变，缩短与市场和项

目的距离，进一步增强发展责任和市场开发能力，切实让

总部直接参与到市场竞争当中，承担起应有的发展责任和

管理责任，发挥价值创造作用。

三是加快“三个构建”，转型发展，

实现经营业绩新突破

以强主业为持久战略，加快构筑“新一体两翼”发展

格局。构建海外优先发展体系，盘活用好已投入资源，以

开放姿态、广阔视野、共赢胸怀加强与平台企业、金融机

构等的合作，构建互利共赢的海外联盟，形成天航局整体

力量做海外，力争“十三五”末海外业务占比达 35% 左

右。构建专业市场体系，以环保公司和海水淡化事业部为

主体，带动多元参与。要加快实现环保资质升级，快速获

取核心技术，打造高端人才队伍，快速建立起良性互动和

协同机制，实现整体进军新业务。“十三五”末，环保业

务营业收入要突破 60 亿元。构建投资拉动体系，继续做

大投资业务，为“十三五”保增长做好储备，并管控好风

险，为下一代天航人负责。到 2020 年，年投资合同额要

突破 160 亿元。与此同时，将继续创新机制、形成合力，

保“压减”、压“两金”、降负债、保现金流，全力完成

提质增效指标。

新的一年改革发展任务极其繁重，天航局将深入贯彻

落实“五商中交”战略和中交疏浚“一二三五”的总体要

求，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气魄、真抓实干的毅力和敢于

担当的格调，朝着“强盛天航”宏伟目标阔步前行，为中

交疏浚和中国疏浚业的发展做出新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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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览全年，生产经营成效显著。国内

现汇项目合同额超过 200 亿元，其中横沙

八期合同额达 76 亿元，是公司历史上最

大单体项目合同。厦门机场二期合同额 41

亿元，是公司进入海西市场以来中标的最

大项目，充分显示了中交疏浚和上航局的

品牌优势、综合实力和深耕区域市场的坚

韧性。与此同时，投资业务有所突破，海

外业务也得到积极拓展。

一年来，资源要素配置不断优化。上

航局着眼长远、谋篇布局：实施下属两家

同城主业公司合并重组，打造上海交建公司和上航建设公司两大目标“百

亿级”子企业；成立江苏交建分公司，按需调整区域公司设置，完善国

内外经营布局；新设金融管理部，推动产融一体进程；转变公司技术中

心运作机制，加强科技创新与工艺研发；果断决策，快速规范收购水利

一级资质企业；牢牢把握提质增效工作主题，完成多艘绞吸船“双泵改

三泵”技术改造，有效控制负债和两金规模，提前完成上级下达的“压减”

任务。

在企业发展的同时，党建工作同步有力推进。公司党委积极发挥把

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注重“三个突出”，党建价值创造能力得

到进一步提升。

把方向，突出战略引领。胜利召开第六次党代会，确保公司改革发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全力推进转型升级
努力实现“百年上航、卓越领航”新梦想

2016 年，上航局紧紧围绕“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发展方针，保持发展自信和战略定力，

沉着应对复杂严峻的市场形势，强党建、抓改革、促转型、保增长，取得了企业发展和党的建

设新成效。

侯晓明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董事长

展保持正确方向。确立“百年上航、卓越领航”新梦想和

“三步走”发展战略，提出树立“卓越运营”导向，发力

“大海外、大投资”，实现“新业务培育、新模式运用、

新动能提升”。

管大局，突出发展主导。围绕企业发展不偏离，严格

按照“三重一大”决策机制议大事、抓重点，对改革重组、

机构设置调整、项目投资运营、人事任免等事项统筹考虑、

民主决策、科学决策。

保落实，突出“两个”作用。管干部聚人才、建班子

带队伍、抓基层打基础，充分依托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

织优势，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纵观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央

对国企新要求、基础设施投资新领域和“一带一路”新

战略，这“四个新情况”将给企业发展带来机遇。同时，

经济增速换挡、市场需求不足、新兴业务竞争激烈、投

资模式变化等“四个矛盾”亟待破解。机遇与挑战并存，

但机遇总体大于挑战，上航局将处于更有作为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

面向 2017 年，上航局将深入贯彻十八大及十八届

历次全会精神、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加强

党的建设，以中国交建和中交疏浚的统一部署安排为指

引，围绕“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发展方针和“百年上航、

卓越领航”新梦想，积极落实“十三五”规划的工作部署，

以更大决心推动公司转型升级。具体围绕两条工作主线，

第一条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第二条是全力推进转型升

级。

一是以十八届六中全会和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议精神

为指引，着力“开创党建新格局新境界”。

充分认识全面加强企业党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

理解，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光荣

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国有企业的独特

优势。认真组织开展一次全面党建调研，系统梳理党建弱

化、淡化、虚化、边缘化的“四化”问题。出台《上航局

全面加强党建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把“党建工作要求”

写进公司章程。

落实党建组织资源配置。将党建工作纳入领导干部

的考核范畴，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创

造性。切实增强党建工作力量，有计划地配齐党务工作

人员，完善党群干部队伍梯队建设，全面提升党建队伍

综合素质。

二是以企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着力“取得转型升级

新突破新进展”。

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勇气和冲劲，一手

抓业务转型。转变经营理念，创新商业模式，重点在水利、

环保、江河湖泊整治和城市综合体开发业务等领域探索、

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大海外、

大投资”战略，拓展新业务，运用新模式，提升新动能，

逐步形成传统业务 40%、海外业务 30%、投资业务 30% 的

比例结构。一手抓管理升级。在组织架构上，继续完善适

应性组织建设，强化经营网络建设，探索建立适应水利业

务和环保业务规模做大的组织架构模式，快速打开水利、

环保市场。在船舶装备上，尽快实现升级换代，同时加强

设备管理，切实解决单船能力不强、自动化水平不高、环

保性能不足、船舶结构单一、同质化现象严重等问题。在

管理和技术上，完善出台相关管理标准和制度；抓好以项

目管理信息化为重点的各项信息化建设。在人才储备上，

倾力打造一支综合型经营、商务人才队伍；打造一支优秀

的职业项目经理队伍；打造一支忠诚的船舶骨干队伍，为

转型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党建和转型是上航局未来一段时期的工作主题，“事

辍者无功，耕怠者无获”，既要保持战略定力，也要通

过多形式、多途径的宣传动员，营造加强党建和转型升

级的舆论氛围，提升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使命感和党员、

群众融入中心工作的责任感，全力推动公司取得更大发

展。

2017 年工作任务光荣而艰巨，上航局将在中交疏浚

“一二三五”工作总体要求下，继续保持改革创新的勇气、

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谱写科学发展新篇章，

成就“百年上航、卓越领航”新梦想，为中国疏浚事业再

做新贡献，以良好精神风貌和优异经营业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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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广航转型升级全面崛起

一、发展战略

坚定一条发展主线：坚定“做大广航

格局，扩大发展空间”这条发展主线，到

2020 年广航局营业额达到 200 亿元。

攻坚三项关键任务：攻坚“双主业、

大海外、大投资”三项关键任务，推动广

航局转型升级。

双主业：六大业务板块协同发展，从

生态环保、基础设施中培育广航局“第二主业”，形成“双主业、多专业”

支撑。

大海外：全力做大海外市场，实现海外业务在业务领域、项目类型、

经营地域上的重大突破。到 2020 年，海外业务营业收入占比达到疏浚集

团要求。

大投资：做大投资业务，优化投资结构，有效发挥投资拉动广航局

传统业务稳定增长和新兴业务快速发展的作用。到 2020 年，广航局投资

经营拉动营业收入占比达到疏浚集团要求。

公司愿景

“全球格局 一流品牌”

“全球格局”是指公司树立全球视野，坚定全球一体化发展，持续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

构建中国、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等区域战略布局，优化业务组合，深耕海外市场，打

开发展空间。

“一流品牌”是指公司在核心业务领域的综合实力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客户服务精准、

项目管理精益、技术工艺精湛、工程品质精良，“中交广航”品牌在业内具有显著影响、广

泛美誉，树立“品质广航”良好口碑。

王柏欢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董事长

强化五大能力提升：全面提升广航局“大市场建设

能力、集约化生产能力、企业转型升级能力、核心人才

开发能力、党建价值创造能力”，保障广航局持续健康

发展。

二、主要目标

“两先两优”。即“增速领先、海外领先，结构优化、

管理优化”。“两先”的核心是做大，“两优”的核心是

做强。

增速领先，是广航局保持市场地位和生存空间的重要

前提。指广航局在“六大业务板块”协同发展带动下，全

力做大广航局格局，在“十三五”期间平均增速达到 25%

以上，广航局营业收入在 2020 年达到 200 亿元以上。

海外领先，是广航局差异化定位和特色化发展的重要

方向。指广航局集中力量做大海外业务，在海外业务规模、

海外业务占比、适用性船舶装备、海外业务运营能力等方

面构建领先优势，在国际行业市场具有一定影响力，在重

点海外片区具有较高知名度和竞争优势。

结构优化，是广航局深化改革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内

容。指广航局深化结构性改革，推动业务结构、市场结构、

资产结构、组织结构、人才结构等更加优化。

管理优化，是广航局提质增效和战略落实的重要保障。

指广航局以理顺管控体制机制、提升管理效力能力为目的，

推进战略管理、组织管控、绩效管理、预算管理、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风险管理、党建工作等更加优化。

三、保障举措

发展理念：由工程项目的“建设者”向经济社会发展

的“参与者”转型。

市场和业务组合：“全球一体，水陆联动，六业并举”。

海外发展：打造“一体两驱”新动能。

人才开发：扩大总量、优化结构、提升层次。

加强党建：管党有方、治党有为、领导有力。

分阶段任务：2016-2017 年，“在巩固中变革”；

2018-2019 年，“在变革中发展”；2020 年，“在发展

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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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扣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主题
巩固转型升级成果

一、优化业务结构，不断激活“内力”

近几年，中水电港航始终把结构调整作为转型发展的一个重点，在

巩固和壮大港工疏浚主业的基础上，适度实行多元化经营。2014 年，重

组整合内部资源成立环保疏浚工程分公司和基础设施工程分公司；2015

年，成立水利水电工程分公司；2016 年，积极响应国家绿色发展理念，

发展水资源与环境业务，近期，又成立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分公司。现如今，

中水电港航已由最初主要从事疏浚工程与水利工程施工，逐步发展为以

港航工为主，水利、市政、水环境等领域适度多元、协调发展的业务格局。

在水运建设市场投资增速放缓的形势下，

“内力”被激活，显示了企业潜在的发展

优势。

业务的调整势必带来市场的拓展。国

内，中水电港航在福建、浙江、江苏、辽

宁等沿海省市陆续承接了大型港口与航道

工程项目，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国外，

中水电港航先后在毛里塔尼亚、巴基斯坦、

2016 年，在国际经济复苏缓慢、行业竞争异常激烈的大环境下，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港

航建设有限公司（简称中水电港航）实现了平稳发展，为“十三五”良好开局奠定了扎实基础。

2014 年至 2016 年，中水电港航营业收入基本保持稳定，利润总额大幅增长，合同存量超

过 100 亿元，显示出转型升级的成效。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是企业转型升级亟待

解决的课题，中水电港航用 2016 管理实践诠释了……

随守信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孟加拉等国家积极承揽工程，目前在建项目达十多个。在

产业链上，充分依托母公司——中水电建集团全产业链一

体化优势并不断培育自己的特色。从单一的工程施工承包

向工程总承包或融资承包的全产业链转变，承揽了多个

EPC、PPP 业务。近期，又中标巴基斯坦卡西姆卸煤码头

运维项目，走出了由传统建筑施工向运营管理发展的第一

步。

业务结构的优化、“两个”市场的拓展和产业链的延

伸，使得中水电港航呈现出了蓬勃向上的发展力。

二、坚持国际优先，提供“新力”支撑

坚持国际优先、加快“走出去”步伐，是中水电港航

矢志不移的发展战略。近些年，国内港口航道市场竞争日

趋激烈。严峻的市场形势使中水电港航认识到：从国际市

场寻找新商机、新动力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进而，更

加坚定了中水电港航坚持国际优先、加快“走出去”步伐

的信念和信心。在具体策划和推进过程中，中水电港航从

人才选用、领导力量、管控模式、经营机制、激励政策上

充分体现国际业务优先发展原则。尽管这些年国际政治经

济形势动荡、复杂多变，但是中水电港航在国际市场运作

上成绩斐然。承接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河道整治项目——

孟加拉帕德玛大桥河道整治项目；首次以中水电港航自有

品牌承接国际 EPC 项目——巴基斯坦卡西姆燃煤电站码头

EPC 项目。这些体量巨大的项目，对中水电港航的影响是

全方位、深层次的。近三年，国际业务权重已达到中水电

港航总业务的 60%。

这些，一方面得益于自身坚持国际优先发展、加快“走

出去”步伐的信念和信心，更得益于国家发展战略“一带

一路”的推进和实施。

三、营销模式转身，助力业务“晋级”

这几年，中水电港航主动适应行业发展趋势，明确

了以 PPP 等营销模式，在稳定主营业务和收益的基础上，

实现价值链低端向高端延伸，助力施工总承包管理“晋

级”。

中水电港航积极对接国家和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加大

高端营销力度，加强与中水电建集团各子公司合作，发挥

集团整体优势和协同效应，参与了山东省章丘市体育公园

综合体项目等多个投资类项目的实施，既发挥了资本价值

又带动了业务发展，中水电港航总承包能力进一步增强。

目前，PPP 等营销模式已成为中水电港航转型发展的重要

增长极并稳步提升了利润贡献率。

四、推进内部改革，夯实管理“内劲”

机构设置适应管理需要。先后成立港航、水利、市政、

水环境业务的专业分公司并强化其地位，在专业化运营和

差异化发展的基础上增强核心竞争力；同时，适应转型升

级和管理需要，在公司总部设立了投资管理部、科技部、

和国际项目保障部等部门。“产、学、研”出高招。联合

知名高校和社会科研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茅洲河流域

首个淤泥处理厂的建设和投产，实现了中水电港航在污染

底泥处理技术领域的重要突破。近些年，获得实用新型专

利数十项；2016 年，成功通过天津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资质拓展升级、国家级奖项申报不含糊。从人才引进、建

造师考证、业绩充实、经费保障、管理措施跟进等方面予

以有力支持。目前，中水电港航具有港口与航道工程、水

利水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

级等 8 项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并具备对外承包工程资

质。这几年，中水电港航还相继获得大禹奖、鲁班奖、国

家优质工程奖等国家级奖项并实现了连续突破。

大盘谋局，首在度势。展望 2017，中水电港航将继

续紧扣“提高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主题，重点做好：

“大力开拓市场做好生产经营，推动效益稳步增长”

——认清当前的发展形势，转变发展观念。把生产经

营作为第一要务，在生产经营上加大力度，把自主开拓市

场、自主项目建设、自主做好管理作为生产经营的出发点，

保证中水电港航良性发展。

——保持战略定力，做大做强主业。按照“十三五”

规划安排，逐一分解任务、明确责任，努力承接更多的主

业工程，继续壮大、发展主业。另外，进一步积累水环境

治理经验，掌握在水环境治理方面独有的核心技术，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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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扩大水环境治理市场份额；充分利用巴基斯坦卡西姆码

头运维项目的实践机会，做好经验积累，完善码头设计、

建设、运营的完整产业链。

——通盘筹划，抢占市场。突出战略引领，明确国际

国内市场的主攻方向，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先为有所后

为，讲求营销章法，杜绝随机营销和“碎片化”营销。要

针对壮大国内主业市场目标，积极主动对接地方政府，在

争取大项目上下功夫。

——加强战略合作，尤其是与集团内平台公司的合作。

变单纯的“干活”为“找活 + 干活”，实现“平台 + 专业”

的有机融合和“专业 + 专业”的强强联合。

“坚持问题导向加强现场管理，提升项目履约能力”

——切实改变管理型项目粗放式管理现状，配备充足

的项目管理人员，实现降低履约风险、培养项目管理人才、

保障项目收益的目的。

——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重点强化各项制度的执

行力度，杜绝有规不守、有令不行的情况，既要报喜又要

报忧，以提高决策的效率和科学性。加强项目与分公司、

总部之间的沟通联系。

“夯实基础管理强化创新驱动，增强公司综合实力”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管理就是企业的“累土”。

新的一年，中水电港航要进一步夯实基础管理。

——总部各部门要做好指导、服务、管控、监督、

考核等职能；进一步健全风险管理体系，推行内部风险

管理报告制度，加强内部审计，深化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建设。

——严格执行预算管理，提高应收账款和存货周转水

平；严控带息负债，力争逐步降低；持续开展增收节支工

作，提高项目毛利率水平，降低成本费用。

——加强设备物资管理，全面提升配置质效。继续推

进设备物资阳光采购、集中采购，降低采购成本；盘活存

量资产，提高设备利用率；统筹做好大型船舶日常保养和

维修，扎实做好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更加重视创新驱动，以创新引领结构调整，以创

新促进转型升级，以创新抢占发展制高点，突破和掌握一

批关键技术，力争在水下开挖、平整抛填、污染底泥处理

等施工工艺上有所突破。

“改革分配制度完善薪酬体系，调动员工积极性”

逐步建立以经营成果决定工资总量的分配机制，使职

工收入与企业的经济效益联系更加紧密，让职工收入随企

业的经济效益上下浮动。简化工资构成，突出岗位工资。

针对各项目所处国别、区域、环境、施工工艺复杂程度等

进行分类分级管理，保证项目员工收入更加科学。向一线

倾斜，充分调动职工到项目一线工作的积极性，引导机关

员工向一线发展。在公司经济效益提高的前提下，适度提

高关键性管理岗位、技术岗位和高素质短缺人才岗位的工

资水平，充分体现专业技术知识、技能的价值，激发员工

的竞争意识。

“选用优秀人才培养青年干部，突破人才发展瓶颈”

多让专业强、素质高的年轻员工到重要岗位、重

要工作上去实践锻炼，从外部促进他们进一步学习，

加快成长。充分发挥青年员工的专业特长和爱好，让

其做擅长、爱好的工作，保证“人尽其用”。要练就

一双“识人”的慧眼，有好的苗子要及时发现推荐。

加强思想引领，尤其是党的理论教育，同时加强艰苦

奋斗精神教育。加强交流，让青年干部到不同岗位上

实习实践，开阔视野，丰富经验，拓展业务层面，培

养综合型人才。

“加强党建工作发挥核心作用，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深刻认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新常态，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这个重大政治原则，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论断新要

求，严格落实“两个责任”。强化党组织在企业领导人员

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中的责任。组织开展好群

团工作和宣传工作。继续加强“阳光央企”建设，做好信

息公开，完善监督机制。

站在新起点上展望未来，中水电港航需要更大的勇气

和智慧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努力走好专业化、特色化发

展之路，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各项事业稳步前进。

强基础 快增长 提质效
全力打造铁建水工品牌

高屋建瓴，构建“分工明确、合力明显”

的经营格局

通过深入调研，明确了集团公司、指

挥部、工程公司各有特色权责的经营工作

格局，形成“良性竞争、务求合力”的内

部良好氛围。同时，对指挥部的布局作了

适当调整，取得良好的效果。

精心组织，资质建设取得成效。开展

了既有资质重新就位换证工作，港口与航

道总承包资质升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突出特色，科技创新成效显著。2016 年，在 6616 吨大沉箱的制作安

装方面彰显了技术实力，并成功举办施工技术交流会，获得国家优质工程

奖金奖一项，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一项。

在企业管理工作实现良好开局的同时，中铁建港航党委党建工作也凸

显成效。凝聚共识，示范带动，领导班子建设进一步加强。以两级领导班

子建设为重点，强化理论学习，进一步提高班子履职履责能力，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得到不断提升。固本强基，多措并举，

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夯实。通过党建工作试点、党群业务培训、工作量化

考核等多种方式，不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严格标准，提高质量，人

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强化。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不断加强干部队

2016 年，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中铁建港航）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国

资委重要会议精神，直面挑战、抢抓机遇，加快改革发展、着力提质增效。全年，经营承揽

额和净利润均创历史新高 , 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

许四发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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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和人才队伍建设，在干部选拔方面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有效从源头上把关，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支

撑。统筹推进，外塑形象，文化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 48 字

方针，中铁建港航党委始终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始终

坚持宣传思想工作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中心，服务改革发展

大局，不断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为企业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文化支撑。强化监督，严格执纪，

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抓实。严格落实“两个责任”，压紧

夯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凝心聚力，服务发展，群团组织作用

进一步彰显。认真落实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为群

团组织开展工作、发挥作用提供了有力支持，群团工作硕

果累累。

2017 年全球经济将呈现缓慢复苏态势，我国经济内

生增长动力继续增强，工业经济将保持平稳增长，基础设

施建设将继续扮演“稳增长”的核心力量。2017 年 , 中

铁建港航将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以提高质量效益和核

心竞争力为中心，按照“优结构、抢市场、强管控、降成

本、保现金、防风险、促和谐”的总体思路，积极推进

“一二三四五”发展战略，抢抓发展机遇，强化基础管理，

着力提质增效，全力确保稳增长。

“一”，认真执行一项规划即“十三五”规划。新的一年，

我们将以“十三五”规划为指导，抢抓机遇，改革创新，

不断推进中铁建港航快速发展。“二”，全面落实两项指

标即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这是全年工作落实的 “硬指标”。

“三”，继续实施“三大战略”即“大土木、大科研、大市场”。

我们要加快“三大战略”实施步伐，确保战略落地实施。

“四”，全力抓好“四个推进”即推进市场开拓、推进项

目管理、推进能力建设、推进党的建设。“五”，切实增

强“五种意识”即增强进取意识，不忘初心，始终朝着水

工行业领军企业的目标迈进；增强创效意识，形成人人创

效创誉的良好局面；增强团队意识，通过培养团队意识，

发挥整体效能、激发个体活力；增强危机意识，“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只有认清形势，未雨绸缪，时常充满危机感，

才能奋发有为；增强党性意识，要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的

要求，切实增强党性意识。

2017 年，是中铁建港航提质增效的关键之年，也是调

速换挡的机遇之年。2017 年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务实创新，持续提升经营质量 

进一步优化经营结构。继续按照“水工为主、相关多

元”的原则，形成主业突出、主辅分明、兼顾新领域的多

元化经营格局。通过优化经营结构和布局，提升业绩、创

立品牌、培养人才。针对项目特点选择投标实施单位，发

挥各工程公司技术和人员储备优势，提高中标率。进一步

防范经营风险，从源头上把好“第一道关口”，做好项目

预判，包括政策导向、风险评估、资金来源、施工工期、

成本预算等。

——效益为先，切实加强项目管理 

做好项目策划。充分发挥专家策划的优势，确保项目

策划的质量，把项目策划做好做实。选好项目班子。项目

班子是一个项目的灵魂，班子配备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着项目的成败。尤其项目经理，不但要选好选优，而且

要人员固定，避免随意调换。落实责任成本管理。全面推

行“4个阶段、22个环节”的工程项目责任成本管理流程，

把工程项目的责任成本管理引向深入。严抓分包管理。进

一步规范劳务分包、工序分包，严格执行合格分包商制度，

严禁未招标先进场和中途更换分包队伍的现象。强化三项

招标。把设备、物资和劳务分包招标制度作为一项铁的纪律，

认真贯彻执行，切实做到设备物资未招标不采购，劳务分

包未招标不进场。

——盘活资源，持续增强企业实力 

盘活设备资源。继续依靠经营生产拉动，用好现有设

备，尤其是第一批建造的七艘船舶。提高海上风电市场综

合竞争力，启动第一期第二批核心船舶中风电安装船的建

造工作。要盘活人力资源。按“控制总量、引进增量、盘

活存量、人尽其才”的原则，继续加强各种人才的引进工作，

增强对优秀人才和成熟人才的吸引力。

——规范管理，确保企业健康发展

一是规范制度执行，促进依法合规管理。制度不能只

是写在纸面上、贴在墙上，必须遵照执行。执行制度要严格，

决不能走了样、变了味。制度的制定和完善要依法合规，

运用制度进行管理的过程也必须依法合规。

二是规范经济管理，落实法律审核制度。通过进一步

强化经济责任考核来促进项目创效；通过落实经济管理制

度、强化合约管理、成本管理等措施来减少亏损项目数量；

进一步增强法律观念，强化流程控制，做好五项法律审核

工作，从源头上把好每一道关口，降低企业运行风险。

三是规范现场管理，切实排除安全隐患。要明确责任，

狠抓落实，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做好安全生产的各项

基础工作；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做好安全隐患整治；重

点开展隧道施工、水上交通和水上作业、机械设备、防坠落、

防坍塌专项整治活动；着重培养和提升员工安全生产素质；

严格安全考核，严抓事故责任追究。

——从严要求，不断加强党的建设

一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

用，用党建工作促进生产经营，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政

治保障和精神动力。

二是巩固“两学一做”成果。认真落实管党治党主体

责任，把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与推动企业生产经营

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为推动企业发展多作贡献。

三是夯实党建基础工作。提高认识，牢固树立“党建

工作也是管理”的理念，明确抓党建工作实际上就是在抓

企业管理。

四是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落实“两个责任”，

党委要落实主体责任，纪委要落实监督责任。强化责任追究，

综合运用约谈诫勉、通报批评、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方式，

既追究主体责任，又追究监督责任，做到有责必问、问责

必严。

下期预告

《中国疏浚》2017 第 2 期的

主题是：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国

家发展战略，打造中国疏浚新名片。

“特别策划”栏目将约请多

个会员单位总经理或负责海外工作

的分管领导谈：市场形势与分析、

经营思路与举措、法律风险与防控

等。“管理聚焦”栏目将约请多个

会员单位推荐近两三年管理比较成

功（或经验比较成熟）、具有典型

指导意义的航道疏浚、港口码头建

设、河湖治理等海外工程项目做研

讨性深度报道。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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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科研，
用成果引领行业转型升级

一、科研平台建设精益求精

3 年时间里，疏浚国家工程中心完成了

创新能力建设项目，建成了 1.8 万 m2 国际

最大、功能齐全的试验基地，总体达到了

国际领先水平，其中疏浚过程与设备试验

平台、耙吸挖泥船泥舱模型试验平台的规

模和试验功能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耙

吸挖泥船模拟仿真平台硬件设施先进、软

件模块可扩展性强，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多功能疏浚机具波浪水槽试验平台的

尺度和功能也是疏浚界之最。项目的建成，

将为疏浚技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现疏浚工艺重大突破提供坚实基础，

奠定了疏浚国家工程中心在疏浚研发硬件上的领先优势，将支撑疏浚国家

工程中心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时期。

二、船舶管控持续升级

针对挖泥船监控系统，结合生产实际和技术进步，持续、深入开展自

主研发。目前负责 50 余艘耙吸、绞吸、抓斗挖泥船的系统维护和更新，各

系统均配有通信接口，可实现远程监控和管理。此外，完成了工信部项目

3 万方级耙吸挖泥船监控系统、200 方抓斗挖泥船监控系统的系统研究和设

计。

针对通信安全要求，自主研发了“基于北斗的挖泥船监控平台”，项

“疏浚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自2013年正式组建以来，一方面紧抓科研平台建设，

另一方面紧抓科技研发和产业化，全面完成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筹建期各项任务，于 2016

年底由筹建期正式转入运营期。

张晴波

中交疏浚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

目成果已经应用于新海豚等 20 余艘挖泥船，在海南项目发

挥重要作用。

基于自主研发系统，可通过 WEB 远程监控船舶位置、

航迹、施工参数等；针对船 - 岸数据传输困难的问题，研

发了远程视频云传输系统，实现了远程视频监控。

在传统挖泥船业务基础上，疏浚国家工程中心还拓展

了海洋工程装备监控系统自主研发，研发了基于智能逻辑

的深水水泥搅拌船（DCM）的施工管理系统，并装船应用，

实现了基于对 DCM 工艺节点的智能判断、自动切换等全自

动过程控制，满足高质量控制要求，其重型双处理机的联

动操作为世界上首次应用，打破了日本企业对该项技术的

垄断；研发了泥水平衡型盾构机控制系统，打破了国外技

术垄断；还研发了铺排船、打桩船等施工管理系统，并开

展摊铺船、深水抛石整平装备的前瞻性研究和设计。

三、疏浚智能化逐步深入

研发了耙吸挖泥船作业智能优化系统，该系统基于实

时数据分析，应用神经网络建模、遗传算法寻优、动态矩

阵控制，实船测试表明，该系统可实现耙吸挖泥装舱的智

能优化，从而提高施工效率。

研发了耙吸挖泥船全自动疏浚系统，可实现耙吸挖泥

船挖泥、抛泥、吹岸三个主流程的全自动化操作，最终实

现一人桥楼操作。该系统已完成测试，将于今年实船应用。

目前正在研发绞吸船智能疏浚系统。

四、疏浚装备产业化和标准化成效突出

疏浚工程中心在泥泵、耙头、绞刀、绞刀轴系等核心

机具设备方面均建立了从机理研究、产品设计、实体制造、

现场维修的完备科研产业化链条，再结合科研成果产业化，

积极推动疏浚装备标准化。

形成了吸口直径 DN250-1300 的高效高压、高效中压

两个系列泥泵，为大型耙吸、绞吸挖泥船提供了 87 台套泥

泵；形成了耙管直径 DN500-1200 系列高效耙头，为耙吸

挖泥船提供了 83 台套耙头；针对不同土质，形成了挖沙、

挖粘土、挖岩等系列绞刀，生产应用 23 套；研发了国内最

大 5200kW 电驱绞刀轴系，形成了轴功率 50-6000kW 系列

轴系，推广应用了 24 台套。

标准编制方面，编撰国际标准 1 项、国家标准 3 项、

行业标准 4 项、企业标准 24 项；在编国际标准 4 项、国标

4 项、行标 4 项。

研发了 4500m3 耙吸挖泥船节能增效关键技术，对整船

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和改造，包括耙头、泵、推进系统等，

成果用于航浚“4006”轮等耙吸挖泥船改造，改造后施工

效率普遍提升 15% 以上，万方能耗降低 10% 以上。

研发了 3500m3/h 绞吸挖泥船性能提升成套技术，对整

船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和改造，包括挖掘、输送系统、液改

电等，已应用于 “新海燕”、“新海鸥”、“新海鳄”

等大型绞吸船，改造后总体效率提升 10%，万方能耗下降

10%。

五、疏浚土有益利用及环保疏浚技术发展迅速

研发了袋装软土筑堤工艺技术设备，可实现软土的高

浓度 “取、输、灌”，筑堤排水固化快，可取代袋装砂，

解决我国沿海砂源短缺，运距远、成本高的问题。

针对湖泊底泥研发了河湖环保疏浚底泥疏浚干化一体

化技术，先后在全国多地开展了环保疏浚和污泥脱水干化

工程示范。

针对城市市政污泥有机质、氨氮含量高的特点，研发

了新型固化浓缩技术和污泥干化一体化工艺设备；针对尾

水氨氮浓度高、C/N 值低、B/C 值低、氯离子浓度高的污染

特性，研发了高浓度废水处理组合工艺，并开展了工程示

范。

六、向海洋工程技术转型升级

紧跟国家“一带一路” 及集团“五商中交”发展战略，

调研分析全球海洋石油钻井工程服务业、钻井平台及设备

制造商、以及石油钻井市场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剖析了

疏浚公司进入海洋钻井工程服务业的优势和挑战，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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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海洋钻井业务的两种途径。

针对滨海矿开采需求，调研了国内外滨海采矿方式、

设备、工艺、效率等，评估了绞吸、耙吸、抓斗等采集方式，

提出了针对性的设备选型，并开展了输送技术、分选设备、

工艺和参数选择的研究。

调研了深水采矿设备，包括水下全自动开采设备、垂

直提升技术、矿石筛选设备等，与国内外优势单位进行了

深水挖掘和垂直输送等方面研讨和探索。

七、现场技术研究取得突破

针对疏浚吹填项目“偏、远、险、基础配套设施缺乏、

保障力量缺乏”的问题，在海南、厦门机场等重大工程

中创新了现场项目部的研发模式，针对工程条件进行针

对性研发，包括实验室数模物模研究、现场施工条件和

施工参数监测、现场工艺技术改进等，在珊瑚礁沙疏浚

吹填技术、中粗砂水力输送工艺、耐磨管线等方面取得

了技术突破。

2017 年是“疏浚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由筹建

期转入运营期的第一年，也是疏浚国家工程中心改革创新、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深化之年。2017 年及今后几年，在

持续开展技术创新的同时，将采取以下举措努力提升自身

水平，引领行业发展：

加强疏浚研发与工程现场的互动——一方面，继续推

广现场项目部的科研模式，通过合作带动国内高校、科研

院所、设计单位、施工企业的技术融合和创新；另一方面，

改善“现场环境、设备 - 船舶监控系统 - 现场项目部 - 实

验室”的数据链路，实现现场施工的远程大数据监控，为

研发积累第一手数据。

推动核心成果和产品的二次开发与产业化——对疏浚

国家工程中心已有的成果和产品，一方面要加大对产品的

加大推广、宣传力度，加大产品的成效监测、用户反馈收集，

推动疏浚技术装备的国产化及标准化；另一方面要在已有

成果和产品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持续创新，通过自主

研发进一步提高整体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紧抓重大项目，引领疏浚科技前沿——紧抓国家“长

江黄金水道”、“安全专项”、“水污染治理专项”等重大

课题，研发具有领先水平的关键疏浚工艺技术装备，达到引

领我国疏浚行业科技发展、服务疏浚行业转型升级的目的。

强化产学研用能力，筹建产业集群——建设国际一流、

综合型的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基地，产业集群逐步涵

盖检测、设计、咨询、教育、培训、工艺推广等。

扩大技术交流，培养一流人才——继续推进国际、国

内合作和交流，促进跨区域跨国家联合开发、人才培养、

成果转化。规划至 2020 年，拥有一支涵盖研发、设计、咨

询和产业转化的高素质人才团队。

开发海洋资源   增量疏浚业务
推进中交疏浚发展战略

2017“二三三四四”工作思路

完善两个体系：

◆ 加快完善运营体系，积极筹建油

气分公司，尽快厘清国际航运公司股权关

系

◆ 建立健全管理体系，加快建立“三

标一体”认证体系，健全总部管理职能，完善基本管理制度

明确三大业务领域：打造互相支持、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业务格局。

◆  海洋资源开发

积极拓展海洋油气服务工程，重点跟踪海洋油气工程及配备工程、管

道制造安装、LNG 码头航道工程等，探索海洋能源开采工程。

◆  海洋工程

2016 年 6 月 6 日，中交海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海建）在天津东疆港自

贸区注册成立。作为中交疏浚集团“一三六九”发展战略布局的一枚“棋子”，中交海建用

半年时间初步建立了以三大业务板块为核心的自主营销体系。

进入2017年，中交海建紧紧围绕“夯实基础，迅速做大，逐步做强，为中交海建在“十三五”

末成为中交疏浚支柱企业打下坚实基础”的工作主线，提出了“二三三四四”工作思路。

肖云丰

中交海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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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稳步开展海洋工程基础处理业务，包括 DCM

基础处理，大直径、深基础、碎石桩、砂桩，海洋和陆域

土壤固结处理，海洋基础止水工程，深基坑止水工程，以

及与疏浚相关的上下游延伸业务。

另一方面，主动介入海工结构工程，包括防波堤、围堰，

国外投资以及自主经营的港口码头与航道结构工程，国内

外内河航道整治结构工程，离岸海岛服务工程，海水淡化

工程等。

◆  物流物贸及特种航运

一方面，开展国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港口

的投资、建设、运营。为海外工程提供物资供应，形成石

料开采、加工和沙、石、水泥供应的链条。

另一方面，进一步提升航运业务的层次。加强与集团

内部单位沟通合作，扩大传统航运业务的优势和品牌的影

响力。顺应航运市场形势，加快转型升级，向海洋油气工

程装备、大型军事装备运输业务、海洋大型平台的拖运及

现场监护等方面进行转型。

提升三项能力：

◆ 市场营销能力：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加强经营网

络布局，加强高端经营和多元化合作，做好新业务资质筹

划工作

◆ 项目管理能力：加强组织策划和运行管控，完善

项目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加强过程监控，培养项目人才

◆ 投资拉动能力：发挥投资对可持续化发展的拉动

作用，做大投资规模，拓宽融资渠道，控制投资风险

培植四个优势：

◆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人力资源规划，加大人

才引进、人员培训力度，建立健全考核、激励、用人三项

机制

◆ 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强油气开发、海底铺管等

技术储备，消化吸收 DCM 船、铺管船、半潜船、FPSO 船改

建造过程的技术经验

◆ 提升船舶装备水平，做好船舶装备的统筹规划、

建造，充分利用好社会资源

◆ 提升资金管理水平，加强资本运作，加大全面预

算考核力度，做好税收筹划工作

强化四个保障：

◆ 加强风险防控，强化合规意识、法制观念和合同

管理

◆ 加强安全管理，强化安全的红线意识和“安全第

一”的理念，贯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和“管业务必须管安全”要求，加快建立健全

新业务安全制度流程

◆ 加强信息化建设，发挥信息化在投标经营、施工

生产、财务运营等各个方面的“大数据库”作用，发挥信

息化在新技术运用方面的引领作用，提升信息化队伍的整

体素质与综合能力

◆ 加强党建文化建设，坚持党对企业的领导不动摇，

健全完善党建工作体系，提升领导干部素质能力，加大宣传

报道力度，规范员工行为，展示企业形象，加强品牌建设

全力开拓市场  整合优质资源
加强队伍建设  规范企业管理

为实现公司快速健康发展而努力奋斗

2017 年，在深入研究国家政策导向、行业市场趋势和

优秀企业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

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并明确了公司的发展定位、发展

理念和业务方向。

第一阶段，用一到两年“走出去”。走向高等学府、

研究机构和先进企业，广泛链接优质资源，走一条专业化、

独立发展之路；走向海外市场，以东南亚等地区为突破口，

实现国内外两个市场双轮驱动协同发展。做到明确发展战

略，聚焦发展方向，形成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提升“中

交环保”品牌认知度。

第二阶段，用三到五年“走进去”。进入环保产业的

核心业务领域和优秀行列，参与行业重大课题、重要领域

和重点工程。形成清晰的发展战略和实施路径，逐步打造

竞争优势，形成核心竞争力，打响“中交环保”品牌知名度。

第三阶段，用三到五年“走上去”。汇聚一批规模大

效益优影响力强的好项目，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品牌影

响力。在环保市场份额力争进入市场前 10 名。技术实力、

市场占有率、运营能力进入先进行列，成为行业发展的领

2016 年是中交环保的创立之年，公司全面贯彻“五商中交”和“一三六九”发展战略，

顺利实现公司组建，制度建设和科学管理初见成效，市场拓展与投资并购稳步推进，并积极

开展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先进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洽谈合作，努力打牢各项工作基础。

彭增亮

中交生态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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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者，打造“中交环保”品牌美誉度。

2017 年，中交环保的年度目标任务是新签合同额确保

50 亿元，力争实现 60 亿元。全年围绕“全力开拓市场，整

合优质资源，加强队伍建设，规范企业管理，确保完成年

度工作目标”这条工作主线，加强“四个建设”、提升“五

种能力”，为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承担

起中交战略转型发展的重任。

——加强“四个建设”

全面加强党建工作，发挥党委把方向、保落实重要作

用。围绕公司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核

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党

建工作在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锤炼文化等方面的突出优势，

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全面加强制度建设，夯实科学管控基础。年内制定出

台战略、市场、投资、运营、行政、人事、财务等方面的

规章制度 35 项；完善工作流程，使公司的纵向传导、横向

协作更加顺畅，完成最佳工作方式的提炼和固化，提高运

营效率；强化制度执行力，特别是在国内外市场开发、重

大项目组织实施、投资并购等核心重大事项方面，严格用

制度扎牢篱笆。

全面加强文化建设，打造中交环保品牌。借助高端对

接、学术平台、重大项目、权威媒体，提升宣传水平，做到“发

出声音、展示形象、讲好故事、传递能量”；年内制定完

成企业文化体系的初步框架，树立价值创造和价值共享的

核心价值观，以及“用户至上”、“互为用户”的用户观念，

努力营造“健康工作、快乐生活、生态链接”的文化氛围，

打造具有中交环保特色的企业文化，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全面加强队伍建设，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围绕“总量

控制、提升质量、优化结构”的原则，重点打造经营、管理、

专业技术、党群工作等四支人才队伍；完善中层领导干部

的选拔任用机制、考核机制及后备干部的推荐选拔机制，

建设团结有为的干部队伍；开展内容丰富、形式灵活的全

方位培训活动；按照“突出绩效、体现价值、注重过程、

强化结果”的原则，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

——提升“五种能力”

提升市场开拓能力，奠定业务发展格局。加快国内市

场布局，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经济带谋求发

展机遇，在云南等已有合作基础的区域深耕市场，尽快形

成 “4+X”市场布局，确保年内实现 1-2 个综合性、有影

响力的国家重点项目落地；提升市场策划能力，树立用户

思维，围绕价值创造，对商业模式进行重点研究。建设中

交环保资源库，包括项目资源库、专家资源库、企业资源

库、信息资源库，链接高端智力资源，对接业内丰富资源，

整合行业优质资源；海外市场形成整体性规划，年内至少

实现一项海外项目落地；参照行业先进企业的激励思路，

建立市场开发考核激励机制。

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增强综合竞争力。落实中交疏浚

部署，统筹管理中交疏浚生态环保业务市场开发和项目投

资，整合疏浚内部生态环保设计研发资源。加快整合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内引外连、补齐短板、打造核心竞争力，

将环保公司打造成技术研发平台、资本平台、产业孵化平

台等环保产业综合平台。

提升学习转化能力，保证学习成果落到实处。开展“五

个一”学习活动，将学习行为转化为能力素质；对接高等

院校、研究机构、先进企业，形成独特的、具有实效的工

作思想和学习方法，将学习动力沉淀为创新精神；通过学

习对标搭建并完善工作架构、深化工作内容，做到标准化、

专业化、精细化，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

提升投资运营能力，确保公司发展质量。提升投资策

划能力，围绕价值投资理念 , 创新投资手段，实现从项目

投资、股权投资到产业投资、综合投资的升级。加强投资

管控，严格投资程序，建立健全投资业务的审批、管理、

评价、激励和责任追究的机制，严控投资风险。不断提升

运营质量，做好全面预算管理和任务指标分解，进行强有

力的过程管控，建立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确保全年经

营指标的完成。

提升风险管控能力，保障公司健康发展。实施业务、

财务、税务、法务四位一体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充分发

挥经济师、会计师、律师的“三师”作用。加强整体财务

管控，深化财务关键指标分析工作；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

制定相应的审计重点环节和管控要点，做到全过程持续监

督审计，防范财务风险。

夯实基础  继往开来 
积极推进“中昌”发展规划

——产能提升，“中昌浚 27”建成投

产并运营

在中昌航道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和社会

各界帮助下，1.7 万方超大型耙吸式挖泥船

“中昌浚 27”于 2016 年顺利建成投产。该

船舶具有总装机功率大、节能环保、稳定

易操控等优势，主要设备均进口国际最先

进的。是目前国内舱容最大、施工能力最

强的耙吸式挖泥船之一，在整个疏浚行业

内备受瞩目。

——挖潜增效，“中昌”业务及品牌“双提升”

加强与各大疏浚企业业务联系和战略合作。年内，先后承接了江苏盐

城大丰港航道疏浚工程、长江口 -12.5 米航道应急维护疏浚工程、莱州港

5 万吨级航道维护疏浚工程、天津港复式航道及 30 万吨级主航道水深维护

疏浚工程。实现了“中昌”业务量和品牌信誉度“双提升”，得到业主及

合作单位肯定。

——常抓不懈，安全管理职责和监督整改到位

进一步加大力度保障船舶正常运行，安全管理常抓不懈，职责到位、

上海中昌航道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中昌航道），原为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6 年下半年，由于原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和企业转型，剥离了港口与航道工

程和部分干散货运输业务。目前，“中昌航道”为中昌海洋产业投资集团（筹）子公司。回

首 2016……

黄启灶

中昌海洋产业投资集团  上海中昌航道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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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到位、整改到位，加强安全源头管理，做到发现隐患

及时分析、及时处理、及时完善，全年无安全事故发生。

——科学维护，设备运转时间与质效明显改善。

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各方专家对中昌所属船舶性能和效

率发挥进行科学性分析。紧紧围绕船舶自身特点及作业区气

候条件，有针对性地开展设备维护保养工作；对有可能出现

的各种故障和缺陷开展预防性、适时性维护保养。

进入 2017，与所有疏浚企业一样“中昌航道”面临的

经济形势依旧十分严峻。

在未来三至五年内，“中昌航道”的总体发展思路：

抓住资产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依托海洋产业投资集团（筹）

和海洋产业基金，通过理顺现有船舶结构，适时收购、兼

并优质船舶和企业，做大做强企业规模，形成一支设备优良、

搭配合理的疏浚船队和一支管理先进、业务精干的管理团

队。争取三年内完成总承包壹级资质的升级工作，大力拓

展项目承接的能力。在五年内完成年度经营规模达 10 亿元

以上的目标。其中，自有船舶及两艘长期租赁船舶的年生

产规模达到 4-5 亿元。另外，大力创新业务模式，深度参

与 PPP 项目和其他发展项目等业务年度承接规模达到 5-8

亿元。同时，根据项目拓展情况，适时收购或建造 1-2 条

中型耙吸式挖泥船和 1-2 艘 3500-4500 型绞吸式挖泥船。

具体发展措施主要有：

——强化传统疏浚业务

立足国内港航疏浚业务，以 1.3 万方和 1.7 万方大型

耙吸式挖泥船为基础，加上长期租赁的中型耙吸船，使中

昌航道具备独立实施国内主要大型航道疏浚的能力，参与

各类航道疏浚工程建设，做大做强港航疏浚业务。同时，

积极与国内主要的疏浚企业展开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

利共赢。

——拓展围海造陆及环保疏浚市场

抓住舟山新区等海洋经济新区的建设带来的大型海

工及围海造地项目的有利时机，建立一支完善的围海造

陆施工队伍。适时购入 3500-4500 方 / 小时的大型绞吸

式挖泥船，全面参与国内大型吹填造陆工程，为中昌进

军围填市场提供施工能力的支持。另外，加快启动其他

新兴海工市场的战略布局打造畅通高效的信息收集平台，

密切关注除疏浚产业之外的其他海洋工程产业，如打桩

船、海上石油平台、海上风电安装船、半潜船、深水铺

管起重船等特种船。

——提升企业经营资质

将尽快通过申请办理或者公司兼并的方式，具备港口

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并力争取得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专业承包以及土石方

工程施工专业承包等相关经营资质，增强公司承揽业务的

能力。

——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提高疏浚专业设备管理水平，加强现场监管；确保船

舶设备正常运转，提高有效施工率。保障船舶各项设备正

常运行，制定科学有效地船舶维护制度，确保设备、设施

维护工作在非生产时间开展。

——建立高素质的公司管理和项目实施团队

根据中昌发展需要，引进行业内富有经验的经营、设

备和项目管理人才以及工程设计、预决算人员，保障业务

拓展和施工组织水准；重视现有大学生人才培养，大胆任用、

严格要求，为中昌建设一支富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管理团

队，实现企业持续发展。

——高度重视 PPP 运作模式

中昌航道高度关注 PPP 模式的发展和落地，在经营传

统疏浚市场的基础上，努力开展与政府和第三方机构的战

略合作，推进公司参与 PPP 运作模式。

——加快国际化战略步伐

适应“走出去”发展大潮需要，加快国际化战略步伐，

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强化与央企（国企）合作，探索出适

合自身特点的国际化发展路径。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大力推广 PPP 项目运作等大环境

下，民营企业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

也会带来更多的市场机遇。中昌航道愿为中国民营疏浚企

业的崛起做出积极贡献。

潮头浪尖上洗练出的新锐品牌

中交天航南方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吴长武  黄少康

2007 年 7 月 1 日，这

是中交天航南方交通建设

有限公司（简称中交天航

南方公司）所有员工永远

铭记在心的日子。这一天，

中交天航南方公司正式挂

牌成立。十年过去了，这

支从百年老企——中交天

津航道局走出的一支新锐

之师，会给中国疏浚业的发展留下什么样的印迹和启发呢？

十年过去了，这支新锐之师将“战风斗浪、开拓向前”

的天航精神与“勇于创新、敢于拼搏”的深圳元素相融相促，

用自身的磨砺和发展诠释了“天航新锐”的深刻内涵：“锐”

在敏锐发现市场需求，快速反应市场变化；“锐”在创新经

营管理模式，改变观念陋习作风；“锐”在不断提升团队

素质，历练心智和进取心；“锐”在建树践行优秀文化，

同为共享协力并进。

立新锐之志

中交天航南方公司以“打造疏浚特色领域的创新力、

竞争力和影响力，成为知名的人工岛建设专家”为战略目标，

以“让社会满意，让员工自豪”为使命，在“关注未来，追

求卓越”的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立下了“成为疏浚及相关产

业最值得信赖的集成服务商”的新锐之志。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坚决履约”，这是中交天航南

方公司对业主的承诺；“百年企业，诚信至上”，是业主对

中交天航南方公司承诺的肯定。 

图为：中交天航南方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珠海横琴新区综合开发项目中心沟南区填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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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6 日，广西梧州项目最大的挑战摆在

面前：64 天 108 根平台桩基。由于筑岛土方运入困难，

截止 12 月底，仍剩余 89 根灌注桩未完成，节点工期已

经迫在眉睫。“再困难也要干，我们要通过努力让不可能

成为可能，兑现对业主的承诺”，项目部发出了“大干

40 天，全面完成平台桩基”动员。通过调配资源、增加

设备、及时跟踪等有效措施，创造了日完成桩基量从原先

的每天浇筑 1 ～ 2 根到日完成浇筑达 8 根的“南方公司”

记录。在施工高峰期，现场作业人员达到 180 人。最终，

以提前 2 天完成节点工期的战绩，酣畅淋漓地打赢了一场

攻坚战，用实际行动向业主演绎了天航人是如何把不可能

变成可能的。

创新锐之道

在不断磨砺和不断发展的创业过程中，中交天航南方

公司提炼出了“锐意管理创新，坚持持续改进；打造精品工

程，增强顾客满意；牢记安全第一，保护健康环境；信守法

律法规，构建和谐企业”的创新锐之道。

2015年8月，海口南海明珠项目部业主下达施工指令：

4 个月完成 1013 万方陆域吹填砂和 42 万方护岸抛石。时

间迫在眉睫，项目部立刻滚动改变施工计划，细化分管区

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到人，现场管理全覆盖，

全力以赴迎接这场攻坚战。9 月 29 日，业主临时决定：西

防波堤 408m、东防波堤 911m 的工程全部交由中交天航南

方公司负责实施。然而，要在 3 个月内严格按照防波堤的

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的技术标准来完成巨大的工作量，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筹莫展之际，中交天航南方

公司从其他项目部调遣增援的 10 名管理人员于 10 月 5 日

全部到位。

为保证石料供应，项目部领导班子对海口、洋浦、海

安等各个石场的石料情况进行摸查后，多次论证，克服不

利海况条件下的船舶定位等问题，拓展施工面，有力保证

了施工进度。2015 年 12 月 31 日，南海明珠人工岛二期

工程外护岸全部合拢，总抛石量达到了 60 万方，吹填区也

已全部形成陆域，吹填砂量达 1400 万方，累计形成陆域

面积约 2150 亩，提前两天完成节点目标，给业主交上满

意的答卷。

炼新锐之师

中交天航南方公司秉承“知忠企之人，育能企之才，

耕强企之心”的人才理念，引导全员树立“我是团队，团队

是我，我为团队负全责 ”的团队品格并以此炼新锐之师。

中交天航南方公司已从最初成立时的 54 名员工发展到 420

人，青年骨干能担当、敢担当，想干事、干成事，在各自领

域独当一面。

2016 年 8 月 19 日，台风“电母”造成海南 124 个乡

图为：安全演练誓师仪式

图为：南方公司有关领导到深圳项目调研指导工作

镇 67.03 万人受灾，位于海南南部的陵水县南平农场河岸

垮塌，多栋建筑倒塌。为防止水灾进一步扩大，8 月 20 日，

中交天航南方公司三亚项目部积极响应陵水县政府号召，

紧急调集人员和机械赶赴陵水县抢险。抢险救灾历经 32 个

小时，三亚项目部累计投入管理人员11人，大型机械31辆，

其中钩机、吊机各 2 辆，平板车 1 辆，十轮重卡 26 辆，完

成石料抛填数十车，安装扭王字块 7 车，有效遏制了河岸

垮塌现象。

“中国交建主动担当，挺身在前，扛起了央企的社会

责任”。先后三次来到救灾现场视察工作的陵水县委书记

麦正华，看到天航局员工表现出来的专业水准和责任担当，

不禁称赞道。

树新锐之誉

中交天航南方公司时刻将客户放在首位，帮客户先赢，

随客户共赢。截止 2016 年底，累计收到业主感谢信和表扬

信二十余封；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施工企业、中国交建优秀

三级企业管理金奖、深圳市百强企业、广东省诚信示范企

业、全国交通运输企业文化建设卓越单位、中国交建先进

基层党组织、天津市五四红旗团委等多项集体荣誉；多名

员工获得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中国交建优秀共产党员、

中央企业青年岗位能手、天津市“最美青工”、等荣誉，

各类荣誉共近 200 余项。2017 年，中交天航公司商标“天

航新锐”获评“深圳知名品牌”，公司获得国家专利 58 项，

发表科技论文 151 篇，顺利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复评，

有力的支撑了公司未来的发展。

中交天航南方公司的成长和发展壮大离不开一届又

一届领导班子成员亲历亲为和率先示范作用。现任执行

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张海军秉承“转型新发展、

合作新天地、新锐创新业”管理理念，将诚信服务、睿

智创业植入企业文化，通过高端经营、诚信服务，有力

提升了企业在华南区域市场的影响力，为中交疏浚集团

开拓香港市场做出了突出贡献。2016 年，张海军被评为

中国交建“十大杰出青年”先后获得“珠海市人居环境

建设突出贡献个人”、“深圳市优秀企业家”、“2015

年度全国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2015 年度广东省

优秀企业家”、“2015 年度全国建筑业优秀企业家”等

荣誉称号。

截止到 2016 年底，中交天航南方公司已经承建百余

个项目，累计新签合同额超 190 亿元；营业收入由 2007

年的 7 亿元增长至 2016 年的 30 多亿元，累计完成产值超

120 亿元。

洒下汗水，俯首躬行，埋下理想，破冰冲刺，在拼搏

的时光中守望使命，以奋斗的精神拥抱生活。天航新锐赢

在内心，赢在整体，赢在认真，赢在细节。

图为：南方公司到深汕项目指导工作

图为：现场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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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海新地标”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疏浚工程“析与解”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   曹湘波  何波

一、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疏浚工程基本情况

目前正在建造的港珠澳大桥跨越珠江口伶仃洋海域，

是连接香港、珠海及澳门的大型跨海通道，是一项世界级

的跨海桥隧工程，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其中，最核心、

最关键的主体工程岛隧工程，是目前世界上埋设最深、跨

度最长的海底沉管隧道，质量标准高、技术复杂、综合难

度大，由以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为首的联合体设计

施工总承包，建设工期长达六年多。

图 1-1  港珠澳大桥总平面布置示意图 

图 1-2 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基槽纵断面布置示意图

该项目由中交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经理部统筹

五个施工工区，其中疏浚工程为第 IV 工区，由中交广州航

道局有限公司承担，主要施工内容包括（1）东、西人工岛

基础开挖；（2）沉管隧道基槽开挖（含粗挖、基础处理后

隆起土清除、碎石卸载精挖、精挖及清淤）；（3）临时航

道开挖；（4）沉管出运航道开挖等，其中，沉管隧道基槽

的高质量开挖与清淤极具挑战性。 

图 1-3  IV 工区承接施工任务及位置示意图

二、项目实施过程有哪些突出问题特别是技术难

题

本工程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技术难题如下：

难题 1：自然条件、施工工况复杂

工程地处伶仃洋海域，无掩护条件，海况复杂，气候

多变。施工期间，曾经多次受到台风、强对流天气侵扰，

风浪大、回淤多；

地质分布多为软弱淤泥层，厚度达 20~30 多米，边坡

成形困难；

隧道基槽几乎垂直于水流方向，施工船舶作业展布、

控制难。

难题 2：隧道基槽开挖形状复杂、标准高

沉 管 隧 道 基 槽 长 5664m， 底 宽 41.95m， 底 标

高 -16.3 ～ -48.5m；横向按不同坡比放坡，纵向采用多

种坡率组合，呈 W 型布置。这样复杂的三维度基槽、水深

达到 50 米，是国内疏浚公司从未遇见过的。

基槽开挖验收标准高，一是槽底超深要严格控制在

0~0.5 米，远远高于当前的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二是

基槽边坡也要严格按设计断面成形。因此，采取常规疏浚

技术和设备难以满足隧道基槽的开挖质量要求。

难题 3：回淤高、清淤难度大

沉管安放要求槽底达到极高的水密度控制标准，基槽

粗挖、精挖、碎石层铺设以及碎石层表层的施工前后都要多

次清淤，以满足各工序之间的回淤控制要求。另外，基槽边

坡也需要定期清淤，避免六年的回淤累计造成边坡滑塌。

由于基槽与水流方向几乎垂直，海域复杂的风浪、潮

流带来的泥沙活动，以及临近水域大规模的采砂作业等，

对开挖出来的基槽回淤影响非常大。

难题 4：工期紧、考验时间长

岛隧工程总工期约七年，其中基槽开挖与清淤历时六

年。按照沉管安放节奏，32 节沉管要在三年内安装完成，

即每一个月都要提交一段约 200 米长的基槽并保持高标准

水密度条件。长时期、高标准的考验对疏浚作业管理、设

备性能以及人员状态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如何破解特别是通过哪些技术创新手段运用

解决

1. 重视前期研究

港珠澳大桥工程被誉为世界级超级工程，主要就是指

的岛隧部分，其中基槽开挖与清淤在工程工可审查阶段受

到了各方专家的疑虑，即对沉管隧道横流条件下基槽边坡

坡比取值、回淤强度、环境保护等方面，沉管隧道基槽开

挖高标准的疏浚技术要求，在国内外疏浚行业前所未有。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高度重视该项工程的前期研

究，开展了“港珠澳大桥沉管所隧道基槽开挖工艺及回淤

观测实验研究”。该研究项目为岛隧工程设计及施工所涉

及到的成槽可行性、边坡的取值和稳定性、开挖精度、测

量技术、施工期回淤、安全环保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成果。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总项目部召开关键技术专家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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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试挖槽平面示意图图（左） 

图 3-2  试挖槽成槽后三维实测图（右）

2. 工艺研究与设备改造

开工前，中交广航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施工工艺进

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即将投入的船舶设备进行了研发或改造。

工艺方面，提出了“三大关键施工工艺”，即基槽精挖、

深基槽高精度清淤和水下地形精确测量；设备方面，提出

了“三大关键设备”，即由耙吸船、抓斗船和清淤船进行

特殊改造，并辅以关键机具，以克服上述各施工难点。

高精度开挖难题的解决：2008 年 12 月至 2010 年

11 月，广航局开展了“深基槽高精度挖泥关键技术与设备

研发”，该研究项目包含了“专用疏浚设备的研究与改造”

方面的专题研究，包括对抓斗船抗风浪影响技术研究、定

深开挖系统误差测定与改正、抓斗斗齿平面运行轨迹控制

技术等方面内容。 

针对基槽的三维复杂断面、软弱地质条件以及风浪影

响，广航局对抓斗船“金雄轮”的一系列开挖系统误差测

定后，对其定深系统、平挖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使误差

大大降低。自主研发了“精挖计算机测控系统”，实现了

抓斗挖泥船施工过程可视、可控、可测，克服了风浪对于

开挖精度控制的影响，使“金雄轮”成为国内外首艘具备

高精度开挖的抓斗船。 

图 3-3  经改造后的精挖功能抓斗式挖泥船“金雄” 轮

高标准清淤难题的解决：在伶仃洋海域修建的岛隧

工程，为满足沉管安放超高质量的要求，清淤是一项极为

精细和巨大的工作。

一是回淤环境复杂：初期的试验基槽观测，得出的回

淤强度可控，但实际施工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突淤情况，

特别是编号为 E15 之后的沉管，回淤速度远远超过了工程

手段可控的速度。根据广泛调研与测定，最后找到“元凶”，

主要是内伶仃岛附近的大规模采砂作业的影响。通过广东

省政府的协调，在沉管安放前一段时间，停止采砂作业，

有效地减少了外围回淤物质生成。

二是沉管管节端部清淤安全性：每节沉管安放前，都

必须在已安放的前一节沉管端部靠近清淤。由于沉管端封门

不能受到碰撞，因此，必须采用定位准确的清淤船进行作业。

广航局以深水吸砂船“捷龙轮”为母船，进行了适应性改造

（见图 3-2），实现了高精度定点清淤和对沉管钢封门保护

的要求，并有效解决了槽底变坡度清淤施工难题。

 图 3-4  定点清淤船“捷龙”轮

三是边坡清淤：基槽开挖与清淤过程交织、延续 6 年，

先期的边坡在落淤时间达一年多后便出现大面积的滑塌现

象，因此，清淤又多了道工序，即保持对后续边坡回淤物

的长期清理。

图 3-3 显示了 2015 年 2 月 E15 管节北侧边坡出现滑

塌现象，破坏了已铺设好的碎石基床。

图 3-5  E15 的碎石层铺设完成（左）和受损（右）

采用具有 DPDT 系统、DTPS 轨迹显示系统的大型耙

吸式挖泥船，作业一般结合涨退潮水流状况，对作业姿态

进行调整，合理采用顺槽或垂直于基槽的方式，进行基槽

边坡淤积物处置施工，达到预期目的。

图 3-6  执行边坡清淤的 “浚海 5”轮

水下地形精确测量难题的解决：沉管安放前，必

须进行精确的槽底高程测量。常规测量仪器受制于水密度

的影响，超过一定浑浊度的水体会将声波反射，造成浅水

深假象。广航局开展《沉管隧道基槽深水精确地形测量关

键技术》，研发了一套最优的水下地形精确测量的综合技术。

本关键技术包括多波束测深系统、浮泥监测系统等，效果

显著。

四、这些问题解决后将对以后的实践带来哪些影

响等

（1）随着海洋经济的高速发展，疏浚行业的服务对

象面临日益多元化的趋势。因功能需求导致需高精度的特

种疏浚工程亦不断增多，如开挖海底沉管隧道基槽，开挖

海底电缆、石油天然气管道海底管沟开挖工程等。此外，

伴随着国家节能减排的要求以及环保要求的不断提升，同

样要求疏浚工程的开挖精度不断提高。常规开挖作业方式

难于满足此类工程要求或效率低，广航局研发的深水基槽

精挖技术成果通过对抓斗挖泥船开展相应的改造，则可满

足上述工程的开挖精度要求，适用于沉管隧道基槽开挖、

外海海底天然气或石油管道基槽开挖、环保要求比较高或

抛泥运距比较远的常规疏浚项目、离岸外海且无法设立有

效验潮站的疏浚项目以及淤泥质、松散砂质、黏土类土质

的工程项目。

（2）广航局专用清淤设备的研发，填补了国内深水

基槽高精度清淤领域的空白。在本工程之前，国内外基槽

清淤工程多属于浅水域施工，对深水基槽清淤的工艺研究

尚未成熟。在作业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基槽清淤施工显然

不适合采用耙吸船；尤其是在临近已安装沉管钢封门前范

围内清淤具有相当高的施工安全风险，对吸淤头平面定位

及高程控制要求都非常高的情况下，只能采用精度控制高

的专用清淤船“捷龙”轮；另外，采用“定点盖章式”清

淤施工工艺达到了高精度清淤的施工目的，清淤质量均顺

利通过了苛刻的验收程序，确保沉管基础稳定，为保证沉

管隧道安全使用 120 年奠定了基础。

（3）外海深水基槽复合边坡精确清淤，实现了国内

首次外海深水深槽复合边坡清淤。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每

一节沉管安放“时间窗口”固定，错过预定安放窗口，将

会导致连锁反应，间接损失巨大。沉管基槽边坡经精确清

淤后未出现淤积物滑塌情况，为沉管浮运安装顺利安放提

供了强有力的保证，特别是 2015 年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

创造了“一年十管”的中国速度，社会效益巨大。同时，

在清淤过程中对影响施工质量因素进行细致的梳理，明确

影响边坡清淤质量的要因，设置边坡清淤质量控制重点，

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质量控制措施，为本工程后续施工区段

及类似工程提供参考、借鉴。

（4）《沉管隧道基槽深水精确地形测量关键技术》

的成功实施对疏浚工程施工测量均有借鉴和指导意义，特

别是隧道基槽遭遇强回淤或突淤情况下，实现了以现场监

测的方式掌握回淤的发生和发展状况，为港珠澳大桥沉管

隧道碎石基床高标准的回淤监测提供数据支持。同时，结

合在港珠澳大桥的应用实际，进一步给出实现高精度水下

地形测量的理论依据、技术条件、措施建议和测量数据可

视化应用方法等，为水下地形高精度测量技术的应用和推

广开辟新途径。

五、项目实施中创造了多少个第一

（1）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属于世界级的超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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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疏浚分项工程（即基槽高精度开挖和高标准清淤）便

是国内疏浚企业首次遇到的挑战，广航局已成功地完成全

部基槽开挖工作，清淤也仅仅剩余局部的少量工作，已被

行业认同为第一家涉足沉管基础处理行业的疏浚公司。

（2）沉管隧道基槽成型区高精度开挖创造了外海深

水基槽精确挖泥精度的新高，第一次实现了施工精度控制

在 0-0.5m 以内。

（3）沉管基槽槽底高精度清淤第一次在外海深水基

槽采用“定点盖章式”清淤施工工艺实现了高精度清淤，

且深度达到了 50m。

（4）沉管隧道基槽复合边坡精确清淤创造了国内大

型耙吸式挖泥船第一次在深水深槽复合边坡上进行清淤的

疏浚记录。

六、取得荣誉

广航局坚持将“精细化管理”的理念贯穿于本项目实

施全过程，本项目形成“精雕细琢、海底绣花”的项目文化，

深入人心。现已荣获 260 余项国家、省、业主单位、项目

总经理部等各级奖项，其中集体类奖项包括：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工人先锋号、中央企业青年文明号、水运

建设科学进步一等奖等；个人类奖项包括 ：金锚奖、全国

劳模、中国交建“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

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4 项，如《深基槽高精度挖泥

关键技术与设备研发》荣获“2014 年中国水运协会科技进

步一等奖”，《深水清淤关键技术与设备研发》荣获“2016

年中国水运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获得多项发明专利，如《挖泥船直接高程控制挖泥方

法》、《一种抓斗数控系统及方法》、《具有喷射水结构的

吸淤头》、《多功能吸头》、《清淤施工基槽床面防损系统》、

《水砣式浮泥层探测器》等，以及若干实用新型专利。

形成国家级工法《抓斗挖泥船高精度开挖外海深水基

槽施工工法》一项。

QC 成果多项，如《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提高深水地

形测量精度》、《探索深水基槽浮泥取样方法》、《提高

RTK 三维水下地形测量精度》等 3 篇 QC 成果，分别荣获

“2012 年交通行业 QC 小组三等奖”、“2013 年交通运

输行业质量管理小组成果发布优秀奖 / 全国工程建设优秀

QC 小组二等奖”、“2013 年全国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

小组三等奖” ，《外海深水基槽复合边坡精确清淤》QC

成果 1 篇，荣获“2016 年交通行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 全

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还自编了 10000m³ 耙吸挖泥船定额、港珠澳大桥岛

隧工程隧道基槽精挖和高精度清淤工程补充单位估价表及

船舶艘班单价，并已通过交通部疏浚定额站及水运定额站

的核定，现已被广东省交通运输工程造价管理站、港珠澳

大桥管理局及交通部公路工程定额站一致采纳为港珠澳大

桥专用定额，对行业标准起到了重要补充。

在“炸弹”区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国家优质工程金奖中国海油珠海 LNG 项目一期工程纪实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周宏威  杨广

从珠海高栏岛上空俯

瞰，几条平整规则的堤岸

线将占地 40.13 公顷、总

投 资 113.14 亿 的 中 国 海

油珠海 LNG 项目一期工

程牢牢地嵌入弧形海岸，

仿佛为这座珠江口外岛屿

镶上了永久 “王冠”。

精品的铸就离不开铁建人的匠心独造，作为该项目陆

域形成海工工程承建方，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承

担了护岸、陆域水下软基处理和防浪堤工程的施工。尽管

施工作业区四周布满危险物品，施工十分危险，在全体施

工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该项目不但取得了“零伤害、零事故、

零污染”的骄人成绩以及良好的经济效益，得到业主方的

一致好评，更是摘得 2016 年国家优质工程最高奖。

在严禁烟火的环境中接受考验

珠海高栏岛港是广东省化工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施

工区地处一个存放大量天然气、石油、汽油等各类危险化

学品的大型石化仓储基地内。由于项目紧邻拟形成陆域的

北侧，有已建的九丰公司 LPG 罐区与码头及栈桥及正在使

用的临时施工隧道，爆破挤淤施工的爆破安全环境较差，

甚至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必须采取可靠的爆破施工方

法和相应的技术措施，将爆破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控制

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为确保施工安全，技术质量可控，项目部选择具有爆

破经验丰富的专业分包队伍，并加强对周边敏感地段的地

图为：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中国海油珠海 LNG 项目一期工程

广航局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部获得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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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波监测，做到每次爆破都有监测和分析，及时调整爆破

参数，确保爆破施工安全可控。为强化过程管控，经过多

方协调，项目部把“家”直接安到了被誉为“炸弹区”的

工地。从此，员工们的起居饮食都被四周的危险品所包围，

就连明日常生活所设的炉灶也是特别设计的。吸一根烟发

现就罚款 50 元，这是施工现场的规定。凡进入施工现场的

人员和车辆都经过严格的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进入。

在风口浪尖处与技术难题斗智斗勇

通常情况下，爆破挤淤填石与下卧持力层之间允许有

一定厚度的泥石混合层存在，而本工程设计要求爆填堤心

石直接座落于细砂层，增大了施工难度。面对难题，项目

部果断选择使用“控制加载爆炸挤淤置换法”进行施工，

通过抛填加载的控制和爆炸载荷的控制，使挤淤过程按设

计进行，确保堤身达到设计断面。此外，该工程爆破挤淤

施工面临着部分堤段需置换的淤泥中含有夹砂层的困扰。

夹砂层段施工必须采用履带吊机振冲式装药工艺进行施工，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随着夹砂层的厚度增加，爆破挤淤振

冲装药穿透砂层的难度越来越大，为了保证爆破挤淤效果

和工程质量，项目部及时更换了装药设备，并对装药设备

进行了不断的完善和优化：将装药器钢管之间的连接方式，

由法兰连接更换为焊接，在装药口周围焊接钢条增加薄弱

位置的强度，将装药器端部由倾斜截面更改为圆锥体，以

此减少装药器与淤泥及砂层的摩擦力。通过以上改进措施，

使药包顺利的埋于设计的布药深度，保证了爆破挤淤的效

果和堤心石的落底深度。

“骨头”再硬也要“啃”，困难再大也得干。在堤身

抛填进占过程中，龙口段相邻两个堤头的相接处由于淤泥

鼓包的影响，抛石体的自重挤淤效果差，一时间难以找到

理想的合拢位置，另外正对面两堤头的泥下块石会在合拢

部分相遇，堤头装药困难。针对这一情况，项目部认真研

究，精密筹划，反复比选，一方面通过及时将淤泥包挖除，

减小堤身着底淤泥挤出的压力；另一方面及时进行体积平

衡法计算，判断堤心石落底情况，每完成 500 米进行一次

钻孔探摸法及探地雷达法检测验收，确保质量和进度可控。

同时，根据工程的实际进展，项目部将合拢段定在西护岸

南段直线段范围内，合拢段的长度为 60 米，按正常堤身的

设计抛填宽度两侧各缩窄 2 米，为此项目部在堤身侧面布

药爆炸 3 遍，每一遍爆炸后均进行堤身补抛，宽度向两侧

增加 1 米，成功将堤身高度补抛至设计高程。

除技术难点外，海风和巨浪的冲击是项目部面临的又

一大挑战，平时最大风时达到 6 级，台风时达到 10 级，且

温差较大。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项目人员没有被吓到，

天气冷了就多穿件棉袄，热了就喝口凉茶，凭着这股子韧

劲确保了工程按期完成。

在恶劣条件的磨砺中超越自我

由于该项目位于孤岛之上，在人员调配、物资储备、

能源补给等诸多方面面临不变，加之条件艰苦、环境恶劣

对人员心理也是一种极大考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

何成功都离不开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自收到中标通知书

后，港航局就立即组织人员、设备入场，前期岛上交通不便、

生活物资匮乏、场地有限、施工环境恶劣，可谓困难重重。

即便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项目管理团队不等不靠，充

分发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铁道兵精神，科学组织

管理，合理调配资源，快速展开工作，高效率地完成了施

工通航安全评审、爆破挤淤的安全评估及爆破作业备案手

续，编制了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及爆破挤淤专项施工方案，

为工程顺利开工和推进打下了坚实基础。

工期是悬在项目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提醒着

项目要奋力向前。工程刚一开工，项目管理团队就与作业

队伍积极沟通交流，达成了“一家人、一条心、一个目标”

的共识，大家都认识到了工期就是效益，保证节点就是在

市场树立信誉。随着天气的好转，进入了工程施工的黄金

季节，项目部充分利用石料及炸药供应有保障的有利条件，

将车队分为两班作业，每天的石料抛填延长至次日凌晨两

点左右，直至抛填到位，保证堤头“一天一爆”。爆破挤

淤作业人员每天凌晨 3：00 起床，到炸药库运输炸药，7：

00 之前完成堤头爆破，石料运输作业人员每天早上 6：30

上班，在堤头爆破后立即抛填石料，通过两班作业，在次

日凌晨 3：00 之前完成堤头石料的抛填。

针对恶劣天气，项目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通过加强

运输道路的维护、库存充足的车辆易损件、增加现场安全

管理人员等措施，做到了连续奋战。在夏季高温酷暑季节，

通过适当调整工作时间，加强现场指挥人员的轮换休息，

保证现场饮水供应充足，食堂经常做消暑保健食品如绿豆

粥等，在现场配备并发放防暑药物等措施，保证了高温环

境施工的顺利进行。

在精细化管理中铸就水工优质精品

为强化管理，保证施工有序推进，项目部建立了从项

目经理到作业班组的生产指挥系统，随时检查、分析生产

计划的执行情况，切实做到对下属作业队伍的协调和服务

及时、到位，与石料供应单位及其他需料单位保持良好沟通，

服从现场指挥部、项目管理公司及监理单位的现场调度、

协调，以此保证了石料的供应。

在质量、安全方面，项目部管理人员对重点工序的现

场跟踪监督作业，确保“纵横向”沟通渠道畅通，严格实

行各工序的质量“三检制”，全面推进“安全生产责任制

度”在项目上的落实。质量管理依据“谁管理谁负责，谁

操作谁保证”的原则，各工序施工时均由技术人员负责，

针对质量控制管理点的主要环节、关键工序、重要部位的

质量状况进行检查，避免质量事故的发生。安全管理实行

“全员参与、全过程控制、全方位展开”，始终将安全管

理重心放在车辆运输、爆破施工、水上施工和起重吊装等

危险作业上，通过强化安全教育活动、提高全体员工安全

意识，加大安全检查力度，及时排除安全隐患。以上措施

确保了项目、质量安全始终处于可控状态，保证了节点目

标的实现。

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港航局参战员

工的共同努力下，项目部以安全为保障，以技术为支撑，

以质量为根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成功实现了“零伤害、

零事故、零污染”的 HSE 总目标，并取得多项国家专利、

国家级工法、科技奖项以及 PMI（中国）年度大奖、中国

海洋石油优秀工程项目管理金奖、全国质量奖卓越项目奖

等多项荣誉 , 并最终确保了工程建设任务的圆满完成。

图为：中国海油珠海 LNG 项目一期工程工地现场

图为：中国海油珠海 LNG 项目一期工程工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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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优势，面向未来
——疏浚设计企业转型升级的探索和实践

疏浚设计企业具有明显特点：主营业务集中在疏浚及

其衍生领域，市场面窄，专业化程度高，对疏浚市场波动

敏感；与大型水运、公路设计企业等不在同一个体量级别，

规模相对较小。近几年，国内疏浚乃至水运市场大幅萎缩，

大规模港口、航道建设热潮难以再现，国外市场的开拓还

远不能满足企业发展需要，如果不能快速转型升级，疏浚

设计企业将会面临极其艰难的局面，甚至被解构或终结。

中交天津港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中交天

航院）是疏浚吹填行业最综合的设计企业，围绕行业，从

勘察、测量，到水运设计、水环境治理，到船舶设计、自

动化控制、疏浚实验室等七个业务板块，有水运行业工程

设计甲级、工程勘察综合甲级、测绘甲级和工程咨询甲级、

环保设计乙级等资质，有包括设计、勘察、测绘专家和教

授级高工在内的 300 人设计科研团队。中交天航院的海洋

测量、水环境治理、船舶设计等板块业务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疏浚设计企业转型升级，路在何方？

近几年，基于对市场前景的研判及企业自身发展需求，

中交天航院遵循“战略先行、文化引领、体系管控、创新驱动、

科技支撑、绩效验证”，主动转变发展思路，积极进行适

应性调整，创新经营模式、延展业务链条，不断尝试和探

索疏浚设计企业的转型升级之路。

一、以新理念和新动力引领转型升级

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

理念，是指导企业发展的“思想灵魂”。首次提出“绿色发展”，

与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一脉相承。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新

的经济增长点，将为经济转型升级添加强劲的“绿色动力”。

“绿色动力”如何驱动疏浚设计企业转型升级呢？中

交天航院积极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在中交“三者”定位基础

上，明确了做“最具价值创造力的科技服务商”的发展方

向，明晰了“为客户提供最具价值创造力的科技产品和技术

服务”的工作目标；强化了“绿色”在企业运营活动中的导

引作用，倡导全员从绿色内心开始，所有科研、生产、生活

行为及工作成果，都以绿色低碳为目标；践行绿色发展，制

彭旭更

中交天津港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总经理

定了“十三五”加“零”行动方案，推进企业体量和效益实

质性增长与提升；制定了“一三五七”的工作路线，以客户

为中心，着力提升产品品质、服务品质和交付能力，深化基

础管理、市场拓展、项目管理、安全管理和党群工作这五条

主线，打造中交天航院、天航测绘、天航岩土、水环境治理、

疏浚设计、工程船舶设计和疏浚技术实验室这七块品牌。

新动力、新定位和新战略，对中交天航院转型升级具

有重要意义，不仅明确了发展方向，实现了高目标导向、

新思路认同，更为重要的是从思想根源上激活了员工的创

新细胞和发展“雄心”，激励全员打破求稳、自满、保守

的思维，摆脱思想桎梏，站在更高的高度、更负责任的角

度思考发展，干事创业。

二、以新体制和管理创新支撑转型升级

为适应并促进发展，中交天航院对组织机构进行调整：

推行管理部门大部制，业务板块事业部制。将业务板块原

有的“所”“处”“室”改建为事业部，使其由原有的等活、

干活，转变成找活、干活、交活， “脱胎换骨”的事业部，

成为直面市场竞争、承担发展责任的市场主体；又将水环

境治理事业部扩容为环保工程设计事业部，职能从单一的

水环境治理扩大到环保工程的设计、咨询，及相关资源整合、

项目运营管理和科研课题组织实施，以更好契合环保业务

发展的战略和技术需求，更好推进绿色发展。设立了 6 个

经营分院，完善市场经营布局，基本覆盖目标市场，以更

好适应市场，更快响应客户。

随后，中交天航院又重构员工职业生涯发展通道，改

革全院的薪酬分配，管理部门挂钩各事业部，各事业部的

收入挂钩绩效情况，授予各部门薪酬二次分配权限；这给

事业部员工带来最为直观的感受就是“发展责任大了，成

长压力大了，要直接面对市场的风风雨雨了”；也使管理

部门员工更关注管理质效和生产状况；在传递发展压力的

同时，进一步释放员工的能动性，激活员工潜能量，逐步

呈现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转型发展新局面。

三、以新模式和新业务促推转型升级

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中交天航院积极落实中

交“三转”要求，尝试从多个角度，拓展新业务、打造更

多的经济增长点。

重构了“院班子分工管总、市场部统筹协调、事业部（分

院）主体参战、全员岗位成果支持”的经营新体系，把“全

员经营”理念和责任融入到全院的各个岗位，积极发挥设

计先行优势，在国内外诸多项目中全力配合上级公司和兄

弟单位从“零”起步，开展项目前期经营策划，加强设计

理念和方案推广，为后续经营创造优势；在项目经营前期，

通过快速勘察、快速测量等强有力的手段，为工程施工条

件调查、市场策划和方案编制提供技术支持；推进“双海”

战略，转场海外和海洋，加大走出海外、走进海洋的步伐

和力度，积极协同多个伙伴，在多个海外区域开展合作，

积极探索海洋工程装备、海洋资源开采的相关设计和技术

研究。

此外，中交天航院还突破传统商业模式，积极“转商”，

尝试 PPP、EPC+PPP 等新的经营方式，努力拓展设计建造总

承包、新型环保投资业务，并在水环境治理和先进挖泥机

具研发制造项目上多有斩获，拉动企业转型升级迈出了重

要步伐。

值得一提的是，新业务拓展中，中交天航院立足优势，

面向未来，通过拉长传统业务链条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推动自动化控制业务助力挖泥船相关设备和系统的升级改

造、维护保养，提升了疏浚生产效率和效益，推动疏浚行

业向智能疏浚方向发展；推动疏浚机具设计业务向着设计、

制造、配送、维保一体化发展，提升了先进生产力的水平，

从实体经济中挖掘企业加“零”的新力量，同时也推动了

中国疏浚行业的技术进步和行业发展。

四、转型升级的新实践

在探索转型升级过程中，中交天航院主动思考、积极

实践，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2016 年，中交天航院突破

多年发展瓶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年度新签合同额、营

业额、利润总额和EVA等均创历史新高；业务结构明显改善，

市场布局不断优化，对疏浚施工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强，

初步显现了科技引领的作用。

践行绿色发展，科技支持疏浚企业重构绿色环保的疏

浚生态，做“最具价值创造力的科技服务商”，为客户提

供最具价值创造力的科技产品和技术服务，中交天航院一

直在做疏浚设计企业转型升级的新探索、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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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世界疏浚协会联合会中部疏浚协会
秘书长安娜西西蒂

《中国疏浚》为世界疏浚协会联合会中部疏浚协会设立的专栏“国际视野”，从本期开始与大家

见面了。

当前，疏浚业面临全球经济调整、环境因素等挑战，疏浚大家庭需要加强交流合作，携手共进，

以便促进自身的改善和能力提高。以后，“国际视野”每期都要专门刊登 2 篇世界疏浚协会联合会中

部疏浚协会成员单位学者（专家）和企业家的学术性研究论文、近年来欧洲疏浚公司承担的具有典型

意义的疏浚工程案例推介以及面向未来的疏浚装备领域开发研究新成果推介等。

我热忱期盼世界疏浚业朋友关心和支持“国际视野”栏目；希望其成为中国疏浚协会与世界疏浚

协会联合会中部疏浚协会及其他分会间加强交流、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将自适应环境管理纳入到疏浚工程中

This article is focused on the lasted development of a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is adopted by the members of Central Dredging Association (CEDA). The system is called Adaptive 

Management System. This system is a designed sequence which consists of six phases: Plan – Design 

– Implement – Monitor – Evaluate – Adapt. The major aim of such a management system is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dredging practice to meet the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 and achieve better engineering 

efficiency. This article will explain in details the meaning and activities behind each phase of the 

sequence. CEDA considers it a very good idea to share the concept of Adaptive Management with the 

CHIDA friends.

 ——安娜西西蒂

中交疏浚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张璐  译

中交天津港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韩晓喆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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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采矿介绍及其
与疏浚行业的联系 ( 上 )

首先笔者代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疏浚及离岸工程部，

感谢中国疏浚协会的约稿，非常荣幸的见证到《中国疏浚》

2017 第一期的出版。然后笔者也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讨

论一下深海采矿工程及其与疏浚行业之间的联系。

深海采矿，英文通常叫做Deep Sea Mining，也有叫做

Subsea Mining，是指在深海的海底地表开采矿产资源的工程项

目。海底矿床通常位于水深超过1500米，最多能达到6000米

的海底地表，这样的区域可能是大量多金属结核 (Polymetallic 

Nodules)的富集区，或是周边有海底火山的喷液口存在。这种

海底的热液火山口(hydrothermal vents)周围有很高的机率会形

成块状硫化物矿床 (Massive Sulfide Deposits)。 而这些硫化物

矿床里富含有大量的贵重金属，诸如金，银，铜，锌，锰，钴

等等，也往往富含大量的稀土元素，比如钆，镥，镧等等。这

些金属材料在现代工业生产中至关重要。

可是大家知道，人类在陆地上开采矿产资源的历史已

经上千年，有了成熟的工业体系。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去深

Deep sea mining is defined as the mining process undertaken on the seafloor with a water depth 
of 1500~6000 meters. As the leading research group in the field of deep sea mining and dredging 
engineering, the dredg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group in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ants to 
introduce the history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deep sea mining, together with its big relevance to 
the dredging industry to the Chinese colleagues. This is the first one of a two-article serie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focus on the materials of major interests in deep sea mining and the brief history of 
research activities of deep sea mining.

陈修涵

S.A.Miedema
C. van Rhee

海开采矿产呢？实际上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陆地上已探

明的，且较容易开采的矿床基本上都已经或正在被开发了。

现在再去发掘新的，土壤中金属含量特别大的矿床越来越

难。事实上，很多正在开采中的陆地矿床，矿物的埋藏深

度很深，而且土壤或岩体中的金属含量较低。

但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已探明的海底矿床显示，海底

矿床土壤中的金属含量往往是陆地矿床的 5 倍甚至 10 倍。

举个例子，加拿大的鹦鹉螺矿业公司 (Nautilus Minerals)

计划开采俾斯麦海 (Bismarck Sea) 海底的硫化物矿床，这

个项目叫做 Solware 1，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当地水深

大约 1600 米。这个矿床主要开采铜，它的平均铜矿品味大

约是 7.2%，而陆地上大多数的铜矿的品味都不超过 2%，实

际上根据我们国家的工业标准，铜矿品味达到 0.5% 以上就

可以开采了。这里说明一下，矿藏的品味就是指矿石中矿

物的含量所占比例。如果再看这一矿区的金和银的含量，

对比更加明显，推断平均金矿含量 6.4 克 / 吨，推断平均银

矿含量34克 /吨。而很多陆上金矿提取量只在1~2克 / 吨。

另一点相对有利的是，目前被探测到的海底矿藏都分布在海

底地表，也就是说 ,只需要开挖很浅的土层就可以获得非常丰

富的矿产资源。形象地说，深海的锰结核就像田里的土豆一

样镶嵌在海底地表，如图1,2所示。而海底火山附近冒着地

底热液的喷口就像一个个黑烟囱一样从海底地表伸出来，如

图3,4所示。对比在陆地上开采矿产资源，往往需要开挖几米

甚至几十米的土层。这不得不说是深海采矿的一大优势。

图 1: 南太平洋 5000 米水深处的锰结核 ( 图片来自

teara.govt.nz)

图 2： 印 度 洋 中 部 海 底 的 锰 结 核 ( 图 片 来 自 于

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

图 3：黑烟囱 (Black Smoker)：海底火山区域的热液喷

口及周围的块状硫化物矿床 ( 图片来自 MARUM, University 

of Bremen)

图 4：东北太平洋胡安 • 德富卡海岭附近的海底热液

喷口 ( 图片来自 http://web.uvic.ca/sci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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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深海采矿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点子，从

ScienceDirect 收录检索的文献来看，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到现在 , 每年都有几百篇甚至上千篇与深海采矿相关的论

文书籍被发表收录。如图 5 所示，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

至九十年代中期，深海采矿的相关研究一直处于蓬勃发展

的态势，可是九十年代末爆发的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使

工业界暂时丧失了对深海采矿研究的兴趣，相应的，学术

界失去了工业界的支持，也大幅减少了对深海采矿相关问

题的研究力度。不过，从 2010 年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对

稀有贵重金属和稀土元素资源需求的大大增加，以及各个

国家对海洋资源的日益重视，深海采矿重新回到了大众的

视线，这方面相关研究著作的年发表数呈现出井喷式的增

长。去年更是创下新高，ScienceDirect 2016 年收录深海

采矿相关文献达到 2073 篇。

图 5：ScienceDirect 逐年收录索引的深海采矿相关文

献数量

不仅在论文的发表数上有了极大的增长，在各个级别

各个领域的会议上，深海采矿也越来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

点。海洋工程行业的三大会议， 海洋离岸及极地工程会议

(OMAE)， 国际海洋和极地工程年会 (ISOPE)，国际海洋技术

会议 (OTC)，都开设了讨论深海采矿和海底地质的分会。在

疏浚行业，世界疏浚大会(WODCON)，中部疏浚协会年会(CEDA 

Dredging Days)，也设有讨论深海采矿的分会。此外 , 还有

很多专门为深海采矿而举行的会议，比如一年一度的深海

采矿峰会 ( 欧洲国家为主 )，亚太深海采矿峰会 ( 亚洲国家

为主 )，水下采矿会议 (UMC)，以及主要由政府和决策层参

加的欧洲海底采矿研讨会等等。

目前，深海采矿勘探和开发的热点集中在太平洋中

部和西部，图 6 标记出了人类勘测海底矿田的热点区域。

其中被各国争相标定的矿田叫做“克拉瑞恩 - 克里普顿区

域”(Clarion-Clipperton Zone)，简称 CCZ. 这片区域处于

克拉瑞恩断裂带和克里普顿断裂带之间，水深可达6000米。

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已经标定了自己的开采区域。其中，

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 (COMRA) 代表中国也获得

了部分区域的开采权。

图 6： 深 海 矿 田 的 勘 探 活 动 一 览 ( 图 片 来 自

deepseaminingoutofourdepth.org)

图 7： 克拉瑞恩-克里普顿区域各国声明的开采范围 ,

图中左侧和下侧褐色部分为中国标定开采 ( 图片来自国际

海底管理局 ISA)。

笔者近年来参加了关于深海采矿相关的大大小小会议

十余次。目前看来，在深海采矿的技术研究和物理认知上，

荷兰，日本，加拿大，英国，德国，处在比较领先的地位。

笔者 2014 年在海洋离岸及极地工程会议中担任海底性质分

会主席时，大量听取了荷兰，日本，德国的专家对深海采

矿工程的技术解决方案。而稍感遗憾的是，那届大会中我

们国家并没有派出深海采矿方面的专家进行演讲。并且在

之后的很多会议中，笔者也强烈的感受到我们国家应该对

深海采矿加大研发力度的紧迫性。

可是，介绍到这儿，大家不禁要问，既然深海采矿的

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像样的

工程得到施工呢？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 , 相

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管理需要完善，另一方面，深海采矿

工程有可能引起的对海洋环境的危害还没有得到全面的认

识。但最主要的是，在技术上，深海采矿仍有几大难题没

有解决。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无法一次性系统阐述深海采

矿的技术难点和疏浚业与其的关系，在下一期的《中国疏浚》

中，笔者将继续与大家讨论这一有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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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成本效率的
Causeway 号耙吸挖泥船

Causeway 号耙吸挖泥船由 DW den Herder Maritime

公司的维姆 • 邓 • 赫德尔设计——这家公司之前也有耙吸

船队，并以其在耙吸挖泥船的设计及建造上的知识技术而

闻名于世，Causeway 号同 2009 年建造的姊妹船 Shoalway

号非常相似。波斯卡利斯公司专门聘请邓 • 赫德尔开发一

艘极具成本效率的 4500 方耙吸挖泥船，同时他还负责船

舶的设计和建造任务。

Shoalway 号也是由邓 • 赫德尔设计的耙吸挖泥船，

但我九月底在瑞典哈尔穆斯塔德参观Causeway号时发现，

该船做了一些微调和改进。在那，我同 Causeway 号的船

长威利 • 霍夫曼及轮机长维克多 • 范 • 德尔 • 李进行了交

谈。除了担任 Causeway 号船长的职务，霍夫曼还密切参

与了该船的建造施工，之前他也参与了 Shoalway 号的建

造工作。

建造理念

这些新挖泥船的建造理念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

简单、极具成本效率、可靠及用户容易上手。

波斯卡利斯公司在过去和现在都有着同样一个目标，

即建造一艘在高要求市场——港口和航道维护及海岸项目

中极具竞争力的中型挖泥船。

新耙吸挖泥船在下列两个方面实现了极高的成本效

率：

·相对较低的建造成本

·较低的运转成本

该耙吸挖泥船上只有八名船员，并且船上使用了耐用、

可靠的元部件，从而减少了修理和停机时间，这些使得上

述第二条得以实现。

霍夫曼解释说尽管这两艘挖泥船都基于相同的基本理

念，但 Causeway 号同 Shoalway 号并不是完全一样。

Shoalway 号自 2009 年建成以来，经过多个项目检验，

证明该船非常成功，但她的一些使用经验帮助 Causeway

号做了一些小改造。

首先，Causeway 号的长度增加了 2.1 米，这主要是

为了增加储存空间，例如泥舱和住舱之间在甲板上增加的

伯特 • 维瑟近期参观了皇家波斯卡利斯公司超级疏浚船

队的新增成员——舱容 4500 方的 Causeway 号耙吸挖泥船

（TSHD）。

中交天津港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郝鹏飞  译  韩晓喆  审

空间就可以放置一个收纳容器。

另外，Causeway 号还通过安装一台额外发动机和定

制型齿轮箱增加了泥泵流量，从而提升了挖泥船泵送上岸

的能力。

Causeway 号其它利于客户操作的改造包括优化了烟

囱的布局，从而为驾驶台创造良好的后视景象，还增加了

更多的舱口，这样就使甲板起重机可以直接吊升所有重要

的部件。

建造和装配

为了建造新船的船体，波斯卡利斯公司同荷兰格罗宁

根的 Shipkits 公司签订了建造合同——但实际建造施工

是在该公司波兰什切青市的合作船厂 Stocznia 进行。

船体于 2012 年 12 月底建造完成之后，立即交付给

了波斯卡利斯公司，并拖回了荷兰。自 2013 年 2 月 8 日

开始，在荷兰对 Causeway 号进行了进一步的安装、舾装

和调试工作。

除了两台全回转舵桨及住舱区域地板铸造之外——这

些工作在鹿特丹达门船舶修理厂进行，其它舾装装配工作

都在斯利德雷赫特的布尔船厂完成。

为了达到要求的动力，Causeway 号总共安装了 11 台

卡特皮勒柴油机，霍夫曼告诉我说通过数次不同的争论，

并且基于卡特皮勒公司高稳定性的声誉以及考虑到几乎世

界各地都能买到备件的现实，Causeway 号最终选择了卡

特皮勒柴油机。同时，低油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全回转舵桨及船首推进器使 Causeway 号具有极高的机动

性：

·关于推进力，Causeway 号装有两台 3516 卡特皮

勒柴油机，每台柴油机功率 1500kW

·这两台柴油机驱动了两台 Z 驱 VZ1800 型全回转

舵桨，这两台全回转舵桨购自荷兰帕彭德雷赫特 Veth 

Propulsion 公司

·Causeway 号 的 船 首 推 进 器 同 样 也 由 Veth 

Propulsion 公司提供，型号为 VT550，由一台功率为

500kW 的卡特皮勒 C18 发动机驱动

·关于泥泵，Causeway 号安装了两台卡特皮勒

3516HD（大排量）柴油机，从外观上看和标准的 3516 柴

油机非常相似，但 3516HD 增大了行程。在这一配置下，

这两台柴油机可以为泥泵提供大约 3600kW 的功率。

·Causeway 号上使用的泥泵为单壁 IHC182-38-90

型泥泵，同 4900 方 Waterway 号及 Shoalway 号上使用的

泥泵相同，这种泥泵在交换性上拥有自己的优势。

Causeway 号上使用的其它卡特皮勒发动机包括两台

用于驱动喷射泵的 750kW 3508 型发动机、一台用于液压

装置的 C18 型发动机、两台用于发电的 C9 型发动机以及

一台应急发电机组。由于这 11 台发动机，Causeway 号柴

油机总装机功率大约为 9400kW。

为了实现动力直接转换为泥泵功率，鹿特丹的 Stork 

Gear & Services 公司开发了一台特殊齿轮箱，从而可使

泥泵由一台或两台发动机驱动。同样，还可以选择高低速

传动。

Causeway 号疏浚时仅需要一台发动机，但泵送上岸

时，可以根据泵送距离和物料特性选择使用一台或两台发

动机，选择高速档或低速档，从而实现最佳效果。正如霍

夫曼对我所说的那样，开动两台发动机再加上高速档传输，

Causeway 号可以实现 3 公里的泵送距离。

Causeway号上的疏浚设备由达门疏浚设备公司提供，

其中包括一条直径 900 毫米的耙吸管、起重机架、绞车、

波浪补偿器及溢流装置。这些设备使该船最大挖深达到了

30 米。

关于挖泥船的可靠性及耐用性，Causeway 号上的重

要疏浚管线部件都配有“Fedur”牌耐磨衬套。“Fedur”

牌耐磨衬套由济里克泽市 GC Glad Parts 公司生产，据称

这种衬套可将管线的预计寿命延长 6 至 8 倍。另外，西格

玛公司为 Causeway 号的泥舱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三层涂层

耐磨材料。

哈姆斯塔德施工的 Causeway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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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底，Causeway 号已经做好了试挖的准备，

随后在该船正式命名前在鹿特丹和不来梅港进行了一些疏

浚工作。Causeway 号于 2013 年 8 月 30 日在汉堡港口新

城游艇中心，由她的教母——Causeway号设计师维姆 •邓 •

赫德尔的妻子邦尼 • 伊丽莎白 • 邓 • 赫德尔正式给该船命

名。

Causeway 号在命名典礼之后，驶往瑞典的哈姆斯塔

德，在那实施了她的施工首秀，笔者也曾到哈姆斯塔德近

距离参观过 Causeway 号。

Causeway 号部署在哈姆斯塔德是为了执行 Hallands 

Hamnar 公司（哈兰港）授予波斯卡利斯瑞典公司的疏浚

合同。通过两个港务公司的合并——哈姆斯塔德港务公司

及瓦尔贝里港务公司，Hallands Hamnar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成立。该公司是家刚刚成立的港务机关，哈姆斯塔德及

瓦尔贝里各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哈姆斯塔德疏浚合同不仅包括进出航道、调头区及港

池的维护疏浚，还包括一些基建疏浚：Hallands Hamnar

公司生产经理卡尔 • 亨瑞克 • 海格告诉笔者，为了能使港

口处理更多 170 米至 200 米的船舶，必须在 600 号顺岸

码头附近实施基建疏浚。

该港能够处理各种不同的货物，例如集装箱、循环利

用物料（包括大量的废金属）、木材、散装货物（包括玻

璃制造使用的原材料）及车辆。海格又补充道，随着船舶

尺寸的不断增大及港内交通量的预计增长，港口还计划投

资兴建一座至少 200 米长的新码头。

尾声……

迄今为止，Shoalway 号及 Causeway 号都被证明是

非常成功的挖泥船，所以波斯卡利斯已决定再造两艘同

Causeway 号外形及配置一模一样的挖泥船。

这两艘中的第一艘 Strandway 号挖泥船已经开始建

造，预计该船将于 2014 年年初进行调试。第二艘预计将

于 2014 年年底进行调试。

一如以往，届时笔者将去一探究竟。

更多详情请登录 www.boskalis.com

译自：《DPC》2013 年 12 月刊

世界上第一艘以液化天然气为动力的
耙吸船近日下水

中交天津港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廷跃  译  郝鹏飞   审

2016 年 12 月 3 日，德米集团（DEME）舱容 3500m3 液

化天然气耙吸式挖泥船（TSHD）“密涅瓦”号（MINERVA）

下水仪式在 IHC 荷兰金德代克船厂举行。正式命名仪式将

于 2017 年春天在比利时泽布鲁日举行。

“‘密涅瓦’号的下水对于整个疏浚业来说具有重要

的里程碑意义，”IHC 负责船舶建造事务的执行董事 Arjan 

Klijnsoon 说道，“IHC 早在 2012 年就开始研究疏浚船舶使

用液化天然气作为动力的问题，使得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绿

色能源解决方案。这让我们从德米集团开始招标时起，就

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将两艘液化天然气自航耙吸船的

初始设计最终转化为实际船舶。我们在船舶设计方面有了

巨大的飞跃，可以对德米集团船舶对环境的影响做出限制，

对此我们非常骄傲。我们要感谢德米集团提供的紧密合作，

使得我们有机会建成世界上第一艘以液化天然气为动力的

耙吸挖泥船。”

德米集团CEO阿兰 •伯纳德说：“从生态和效率角度看，

我们需要不停地进行创新，这些新船的设计正是因此受到

启发。就这一点而言，德米集团会继续站在疏浚行业的最

前端，显著降低施工对环境带来的影响。”

可调遣性和实用性大大提高

所建双燃料（柴油和液化天然气）挖泥船具有“绿色

护照”和“清洁设计”的标志，符合并超过最严格的国际

排放要求标准。

这种船舶的实用性也有了提升，因为其系统满足延期

进干船坞维修的要求。用不进坞验船替代某些进坞检查后，

这种特别设计的船舶最大进干船坞的维修间隔为 7.5 年（而

非 5 年）。

设计获奖

让 IHC 和德米高兴的是，这一颠覆性的设计已经得到

业内的正式认可。11 月 10 日，两家公司因为这一创新概

念被授予“DPC 创新奖”。

附加信息

船名 密涅瓦（MINERVA）

类型 自航耙吸船

船东 德米集团（DEME）

船厂 Royal IHC

总长 83.5m

型宽 18m

型深 6.8m

设计吃水 5.0m

泥舱容量 3,500m3

挖深 30m

航速 12 节

住舱乘员 14 人

译自 http://worlddredging.com/Breaking_New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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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浚助推经济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摘要：回顾了中外疏浚业的发展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中国民族疏浚业起步、恢复、发展的艰辛历程。

从城市产业支撑、城市空间发展、城市环境治理的角度，介绍了现代疏浚业对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巨

大作用。阐述了疏浚在城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肩负的重要使命——让城市更宜居、让环境更美好。

关键词：水；疏浚；经济；城市；可持续发展

Dredging Promotes the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y 

KANG Xue-zeng
（CCCC DREDGING （GROUP）COMPANY LIMITED,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raced back the history of dredging industry in China and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hard development period of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of starting, restoring and 
develop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ity industry support, the city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the cit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great effect of the modern dredging industry on 
the social economy and city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lso elaborated the significant mission of dredging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y: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Key words: Water； Dredging； Economy； C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康学增

（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00088）

引言

人类文明起源于大江大河，兴盛于大海大洋。人类逐

水而居，城市伴河而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都有自

己的母亲河。随着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疏浚

在人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中一直发挥着重要

和持续的作用。中国民族疏浚业走过了百年风雨，正在从

世界疏浚大国向世界疏浚强国的目标不断迈进。

1 疏浚行业因水而生，因城市发展而兴，与人类文明生存

发展相伴

1.1水作为文明的载体，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

传播和繁荣

水是大地的血脉、生命的源泉。水孕育文明、哺育文

化，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水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家园，

也是人类精神所依的文化家园。

江河是人类的母亲，也是人类灿烂文明的摇篮。在大

河流域，洪水周期性泛滥和人类先民引水灌溉，形成了早

期的农业生产，并进而诞生了与之相适应的科学技术、政

治文化和社会分工。尼罗河哺育了古埃及七千年文化，被

称为“水的原始颂歌”。印度河和恒河打开了古印度文明

之门，成为“永恒的涅槃”。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

河流域孕育了古巴比伦文明，被誉为“世界文明的摇篮”。

而九曲十八弯、奔腾不息的黄河，则成就了源远流长、一

脉相承、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华夏文明。可以说，一条江

河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没有江河就没有人类。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随着大江大河奔流入海，

人类活动的范围大大拓展，发展出海洋文明。以古埃及为例，

早期人类由尼罗河进入地中海后，在较短时间内到达沿岸

各地，再迁往欧洲、亚洲其他地方，古埃及文明很自然地

与周边其他文明交流、融合，使得在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

沿岸，古埃及、古巴比伦、亚述、腓尼基、古希腊、古罗

马等各种文明交相辉映、璨如群星，诞生了很长一段时期

内令世界其他地方望尘莫及的地中海文明。

纵观世界历史，任何文明的发育都离不开水，任何文

明的发展也都离不开水。许多文明是因水而兴，也是因水

而衰。无论是古老的亚非大河文明，还是以地中海的古罗马、

古希腊及美洲文明为代表的海洋文明，文明的曙光总是在

波涛汹涌中起起伏伏。即便是距今不到 300 年历史的以工

业化为代表的近代文明，也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

般而言，河流中下游地区大多是城市集中、经济相对发达

的地区，因此世界主要大城市基本上都是傍水而建。在欧洲，

塞纳河像一条美丽的项链串起了整个巴黎；在中国，黄浦江、

苏州河与东海滋润和催生了上海，使之从一个小渔村迅速

崛起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工业革命后，随着全球贸易发展，

世界发达城市均向沿河或者滨海地区发展，如美国纽约、

旧金山，法国巴黎，日本东京，韩国釜山，中国天津、上海、

广州、深圳等。这些城市的共同特点是拥有一定的海岸线，

能够依托海洋资源进行经贸、政治、外交、科技、文化旅

游和移民等。

1.2 疏浚行业与“治水”相生相伴，随着科技进步不断发

展

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政府无不高度重视对水的治理和

开发。从大禹治水、汉武帝治理黄河，到李冰建造都江堰、

隋炀帝开挖大运河，从抗洪抢险、三峡水利工程到南水北

调，从英国治理泰晤士河污染、德国进行莱茵河“回归自然”

改造，到日本推行“多自然型河道建设”、美国开展田纳

西河流域治理与开发，无一例外体现出“水”这一永恒的

主题。人类的生存发展，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人水斗争、

人水和谐的历史。

国之润，自疏浚始。数个世纪以来，伴随人类“治水”

的脚步，疏浚行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壮大。

“疏浚”俗称“挖泥”，是指对河（海）底床泥土的挖掘，

并将所挖掘的泥土输送到指定的卸泥地区。在古代，出于

灌溉需求，人们用人工疏浚的方法改进河流和建设人工水

道。早在公元前 7 世纪，亚述人便开挖了一条长 80 公里、

宽 20 米的运河，以引入淡水。公元前 5 世纪，波斯凿通尼

罗河至红海的运河。埃及还在尼罗河设坝防洪，并在盆地

建立灌溉系统。

中国是最早用人工疏浚方法开挖运河、疏通河道、沟

通水系以发展航运、进行排洪灌溉的文明古国。春秋时期，

吴王夫差在今扬州开凿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条运河——邗沟，

目的是沟通南北，向北方战线运输军饷。许多大型水利工

程相继建成，有些在今天还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四川灌县



59    2017 第 1 期 2017 第 1 期     60

中国疏浚 中国疏浚学术论坛 学术论坛

的都江堰、广西的灵渠、京杭大运河等。其中最引人注目

的当属世界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

南至杭州，流经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四省两市，

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

1794 公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为中国经济发展、国

家统一、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12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商业贸易范围不断扩大，

欧洲运河建设也得以复兴和改善。1373 年，荷兰建成一座

蓄水闸，设内外闸门控制水位，这种方法在 14 世纪被普遍

采用。19 世纪，举世闻名的三大运河——基尔运河、苏伊

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依次建成，分别缩短了英吉利海峡到

波罗的海、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航程，打开了大西洋通往太

平洋的水道。

19 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疏浚设备及

疏浚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

一是1776年，瓦特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

引发了欧洲工业革命，也带来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械式

挖泥船的问世。当时主要是斗式及刮板式挖泥船，从此疏

浚工程开始了从人力为主变为机械为主进行的新时代。

二是 19 世纪中叶，离心泵被发明并应用于挖泥船和

输送疏浚土，出现了新一代应用水力疏浚原理进行疏浚工

程的吸扬挖泥船。19 世纪末，柴油机取代了蒸汽机，为大

吨位、大功率、高效率的自航耙吸船、绞吸船的出现提供

了动力。

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船迅速向大型化发展，出

现了吃水深的超级油轮、集装箱船及散货船，客观上要求

开挖深水航道、建设深水港区，因此一大批能适应恶劣工

况条件、具备开挖深水航道和深水港区能力的大型挖泥船

应运而生。这些大型耙吸船、绞吸船的出现，不仅改变了

传统疏浚只能在内河、湖泊进行的地域限制，还为传统疏

浚工程增加了新的主体内容——挖泥与造地相结合或单纯

为造地所需的吹填工程，大大推动了世界疏浚业的发展。

与一般的工程建设不同，疏浚行业一直与人类生存密

切有关。荷兰疏浚业历史悠久，源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荷兰又名“尼德兰”，“尼德”在日耳曼语中是低的意思，

“兰”是陆地，合起来意为“低洼之国”。荷兰有一半以

上的土地接近海平面或在海平面之下。为了生存和发展，

荷兰积累了丰富的水利工程经验，并利用疏浚技术围海造

地，填出了1/4的国土面积，缓解了荷兰的土地资源压力。

日本更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人口众多的国家，早在

11 世纪日本就开始进行围海造地，在工业化后期完成了东

京湾、神户人工岛和关西国际机场的填海造地工程，极大

地释放了区域生产力，促进了东京、神户和关西经济跨越

式发展。

1.3 中国近现代疏浚业在曲折中艰难前行

疏浚业从其问世的那一天起 , 就注定了是和水、土打

交道的产业；如果没有疏浚装备——挖泥船，疏浚工业也

就无从谈起。尽管中国早在宋代就发明了“浚川耙”、“铁

扫帚”、“刮地龙”、“浚河铁蒺藜”等世界领先的疏浚工具，

但漫长落后的封建社会特别是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从根本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中国的疏浚设备及疏

浚技术水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

中国疏浚工业起步比西方足足晚了 100 余年。

(1) 晚清至解放前：民族疏浚业从萌芽到萧条

1895 年，清政府向荷兰订购第一艘链斗挖泥船。1897

年，中国第一家专业疏浚机构——海河工程局（天津航道

局前身）在天津宣告成立，开启了近代民族疏浚业的发展

之路。

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历史上河道弯曲，且上游各水

系疏于治理，淤塞非常严重，吃水稍深的轮船经常被迫倒驳。

为了提升海河的通航能力，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

文韶向清政府提出成立海河工程局的动议，光绪皇帝朱批

“知道了”，英国《京津泰晤士报》还专门为此刊发了报道。

海河工程局成立后，在 1902 年—1924 年的 20 余年间先后

从英国、荷兰、日本等国购买了 20 余艘挖泥船和泥驳，并

通过裁弯取直、疏通海河航道、吹填租界地、建设解放桥

等工程治理海河，迅速推动海河航运业发展，使天津一跃

成为华北航运和经济中心。

浚浦工程局（上海航道局前身）是继海河工程局之后成

立的第二个疏浚工程局。黄浦江航道原来深浅不一，暗沙浅

滩较多，大船难以通行。1901年，清政府在西方列强压力下，

将抓紧疏浚黄浦江航道的条款列入《辛丑条约》。1905年，

浚浦工程局在上海成立。经过四年初步整治，黄浦江下游新

航道水深由 0.6―0.9 米增深到 5.8 米，有力推动了上海港的

航运贸易。民国时期上海港成为世界第七大港。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使中国大

地满目疮痍，天津港的疏浚装备饱受摧残，浚浦局的船舶

设备也尽遭日军掠夺，疏浚工程全面停顿。直到解放前夕，

旧中国残留下来的疏浚装备寥若晨星，几无可用。

(2) 建国初期至 80 年代末：疏浚业逐步恢复重振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创建

自己的民族疏浚工业，无论从财力、物力还是技术力量上

来看都是举步维艰。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疏浚装备开始

恢复和发展。50 年代初期只能对若干进口小型绞吸、链斗

船进行测绘仿造，直到 50年代末一批专业设计院所组建后，

一批绞吸及小型链斗挖泥船才被设计建造出来。尽管这期

间的产品技术粗糙、规模小、可靠性差、能耗高，但新中

国疏浚业终究跨出了自行设计制造挖泥船的第一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海河内海航运已无法满足贸易

货运的需求，天津航道局自 1951 年起开始对塘沽新港（今

天津港）进行疏浚施工。上海、广州等港口也成功进行了

维护性疏浚，保证了全国大小港口正常运转。此外，交通

部航务工程总局还特意从上海调配挖泥船，对川江进行了

大规模全线整治，使入川的险、急、浅水路变成通途。

港口建设特别是沿海深水港建设大规模开展，对疏浚

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1973 年起交通部下属的航道局在短

短几年内从荷兰、日本引进了一大批先进的挖泥船，特别

是适合在河口、沿海地区作业的大型耙吸船、绞吸船，使

疏浚工程项目及规模迅速扩大，保证了沿海港口建设的顺

利建成及投产。1975 年上海港长江口入海人工航槽胜利开

通及其后成功维护，标志着我国疏浚技术水平开始进入了

提高、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新时期。

70 至 80 年代，中国疏浚业步入独立设计阶段。为满

足国内治水工程的需要，国内陆续开发出一大批具有一定

技术水准的新船型。这期间建造的挖泥船无论在数量、品

种及技术含量上都较前有了明显的进步，并在一些重要的

航道和水利建筑工程中发挥了较好的效益。

(3)90 年代至今：疏浚业快速发展，成绩斐然

从建国初期到 80 年代末长达 40 年的艰辛创业为中国

疏浚工业进入高速发展轨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 90 年代

初期开始，中国疏浚工业步入了一个以高新技术为目标的

快速发展时期。一大批技术性能高、经济实用的创新设备

相继问世，结束了中国长期以来疏浚装备依赖进口的局面。

中国设计制造的挖泥船走出国门，出口到泰国、伊拉克、

缅甸、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等众多发展中国家。中国的

疏浚能力跃居世界前列，成功进入国际疏浚市场并取得良

好声誉。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不断增加，疏浚行业逐渐发

展成为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行业。

与此同时，国内大型疏浚企业迅猛发展，疏浚技术和

管理水平迅速提升。天津航道局经过 60 多年建设，累计在

天津港疏挖泥土 11 亿立方米以上，在淤泥质浅滩上挖出

了一条水深 -21 米，主航道长 47 公里，航道底宽最宽已

达 480 米的复式航道，新造陆地 100 平方公里以上，使天

津港一跃成为世界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大港。2015 年，天

津港货物吞吐量突破 5.4 亿吨，世界排名第四位 , 集装箱吞

吐量超过 1411 万标准箱，世界排名第十位。天津港航运

业务快速发展，不仅推动了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

也奠定了今天天津向滨海地区发展的城市格局。

除天津航道局外，上海航道局、广州航道局也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市依托上海

航道局对黄浦江的整治，形成了今天外滩和浦东、浦西的

城市格局。1954 年广州航道局成立后，开展了大规模珠江

改造工程，打通了珠三角地区出海的大通道。改革开放以来，

三家航道局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与实施国内各港口和航道的疏浚施工建设，同时积极拓

展国际市场，承担了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欧洲、

南美洲等地区的城市港口建设。

2015年 5月，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同意，中交疏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疏浚）正式成立。中交

疏浚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机构整合重组设立

的专业化子集团，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疏浚集团。中交疏

浚旗下拥有天航局、上航局、广航局、中交海建、中交环保、

香港海事等 6 家实体化主业公司以及为公司整体发展提供

国际化支撑和核心技术储备的 5 大海外区域中心、2 所国



61    2017 第 1 期 2017 第 1 期     62

中国疏浚 中国疏浚学术论坛 学术论坛

家级企业技术研究中心、1 所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等多个

单位。主营疏浚，填海造地，与疏浚相关的水利、环保和

海洋工程、海事服务及水运勘察、设计业务，先后实施了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曹妃甸吹填造地工程、上海洋

山深水港工程、港珠澳大桥岛隧及口岸填海工程等众多特

大型、复杂的国家级重点工程，为中国港口水运事业做出

了卓越贡献。在国际工程市场上，中交疏浚在中东、南美、

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先后实施百余项工程，如沙特扎瓦尔

港、吉赞经济城的疏浚及吹填工程、巴西桑托斯港航道增

深疏浚工程和巴基斯坦瓜达尔深水港工程等，以雄厚实力、

精湛技术和优良业绩享誉海内外。

2 疏浚有力助推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

现代疏浚工程主要运用于开挖港池、航道，吹填造陆

以兴建码头、港区和临港工业区、沿海城市用地和娱乐休

闲用地，岸滩养护、水利防洪和库区清淤、江河湖海等水

环境的改善和生态恢复以及各类水下管线沟的施工和填埋

等。根据用途不同，疏浚可分为航运疏浚、填海疏浚及环

保疏浚，其中航运疏浚又可分为基建疏浚和维护疏浚。疏

浚行业对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城市产业

支撑、城市空间发展、城市环境治理等方面。

2.1 依港建城，港城一体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经济对国际贸易和海上航

运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而港口建设为海上航运发展提供

了基础和支撑。“城以港兴，港为城用”，港口之于城市

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港口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包括直接贡献、间接贡献

和诱发贡献。直接贡献包括码头作业、码头建设、港口管

理、转运物资的仓储业、代理业、直接运输业、船舶维修

等。间接贡献主要包括相关金融保险业，物资供应商和港

口用户等。诱发贡献是指港口直接和间接贡献的波及效应。

港口的兴盛最终能带动数十个产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以港

口为依托、庞大无比的港口产业集群，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港口是沿海地区经济率先加入经济

全球化，得到优先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城市和港口在人类活动中紧密相依，互相促进，

形成了世界上许多港口和城市共同发展的现象。国际化大

都市中不乏以港兴市发展起来的港口城市的身影，如天津

港和环渤海城市群，上海港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香港、

深圳港和珠三角城市群，东京港和东京圈城市群，旧金山

港和旧金山城市群等，特别是鹿特丹因为港口建设发展成

为荷兰第二大城市。

随着城市经济发展 , 城市商业、工业制造、信息技术

等活动不断扩大和集中 , 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同时 , 由于

船舶大型化渐成趋势 , 客观上要求港口具有宽阔的水域和

陆域 , 包括大型深水泊位和大面积堆场 , 以及畅通无阻的集

疏运运输网络。这些港口工程都有巨大的疏浚需求，要求

浚深航道、港池和锚地。

在港口快速发展的同时，内河航道、港口作为内河水

运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通过内河航道的建设与发展，也进

一步促进了沿岸城市经济的发展。中交疏浚在长江疏浚治

理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长江干线成为世界运量最大、

运输作为繁忙的通航海流，助推了沿岸城市重庆、武汉、

南京的建设发展。

2.2 围海造地，发展沿海工业园区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经济总量 60% 集中在沿海地区。

沿海地区交通方便，工业基础好，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高，

科研文教事业较发达，既有开展对外贸易的经验，又有对

内协作的网络，能更好利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金、技术、

知识和市场，推动企业更新改造和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创造，

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重化工、能源等产业运输量大，对环境有重大影响。

将这些产业集中在沿海，不仅运输方便，降低成本，而且

便于集中治污。为优化国土开发，合理城市布局，改善城

市生态环境，中国政府在实施节能减排、关停并转一批高

耗能、高污染企业的同时，积极引导在沿海发展一批现代

新型工业园区，从根本上改变内陆江河湖库的水环境状况。

临港工业区的发展带动了围海造地建设，吹填则是围

海造地最有效的方式。因此，疏浚企业自然而然担当起为城

市工业用地造地的重任。曹妃甸、天津南港工业区、天津临

港工业区、上海芦潮港等都是中交疏浚用吹填方式形成的。

2.3 规划海上机场，打造多维交通

随着土地资源日益紧张和航运吞吐量增长，机场

占地问题成为城市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建造海上机

场成为越来越多沿海城市的战略选择。海上机场视野开

阔、无碍航物，更有利于飞机起降，且不存在噪声扰民

问题。海上机场的出现也给沿海城市带来了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自 1975 年日本第一次利用海域建设长崎机场并投入

运营以来，世界各国已先后成功建设十余个海上机场。海

上机场的建造方式分为填海式、浮动式、围海式和栈桥式，

随着工程技术发展，吹填造陆成为建设海上机场的重要手

段。日本长崎机场、英国伦敦第三机场、斯里兰卡科伦坡

机场、美国夏威夷机场、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等都是通过

吹填造陆建成的海上国际机场。中国大连、三亚正在规划

海上机场，即将开工的香港机场第三跑道将全部采用海上

吹填方式建造。

2.4 发展人工岛，构建生态旅游业

旅游业作为当前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兴旺

发达局面。沿海地区为吸引游客，常常需要新建和养护海滩、

游轮码头、机场等。从墨西哥湾、地中海、阿联酋到澳大利

亚黄金海岸，水上或亲水旅游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

在沿海旅游用地日渐紧张的同时，休闲度假却逐步呈

现个性化和高端化的发展趋势。人工岛既具备全海景景观

价值，又是相对独立于城市之外的度假区，日益成为沿海

旅游和商业开发的热点，设计优越的人工岛更能成为一座

城市的形象名片。迪拜棕榈岛、新加波裕廊岛、中国三亚

凤凰岛等正是沿海旅游资源开发建设的示范。

此外，对于已建成的邮轮码头、主题公园和旅游胜地

来说，通过疏浚业务改善和提高景点环境质量、推动生态

旅游业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吸引游客的有效方法。

3 疏浚肩负城市可持续发展重大使命 

3.1 填海造陆，向海洋要空间

人是城市建设最重要的因素，现代城市应将为人类提

供美丽、有效、和谐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作为建设目标。据

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增长至90亿。与此同时，

人口不断从农村向城市迁移，预计到 2050 年全世界 65％的

人口将生活在沿海城市地区，相比于 2010 年增加一倍，造

成沿海地区土地资源紧缺问题凸显。

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发展问题，越来越多沿海国家亟需

“向海洋要土地”，掀起了沿海城市填海造陆的热潮。在

此过程中，疏浚行业的发展和推动不可或缺。美国、荷兰、

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和中国香港、澳门地区都通

过吹填造陆方式，拓展城市发展的空间。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

进程加快，由此带来的人口增长和产业聚集造成各项用地

大幅增加。为保护有限耕地、有效解决城市发展和人口增

长的矛盾，中国天津、大连、上海、厦门、广州、深圳等

沿海城市都规划和实施了填海造陆工程。

3.2 综合治理，营造良好水环境

与所有工业化国家一样，中国环境污染与工业化相伴

而生。50 年代后期，伴随着工业化大规模展开，重工业迅

猛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初见端倪。改革开放之后，污染问

题日渐加剧，水土治理已成为当今中国改善自然环境的迫

切任务。

中交疏浚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疏浚企业，从上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了城市江河湖库的水环境治理工程。1953-

1958 年对杭州西湖进行了第一次疏浚清淤。1956 年利用改

造过的挖泥船对北京颐和园进行了湖泊底泥疏浚。近年来，

随着中国环境保护尤其对水环境整治力度不断加大，中交疏

浚先后实施了长江口深水航道整治、云南昆明滇池、大理洱

海、杭州西湖、无锡太湖、洞庭湖、武钢北湖等河湖的治理

及中新天津生态城污水库等工业迁出城区遗留的“毒地”治

理，满足了城市水利防洪、生态保护的要求，有效改善了生

态环境，重现昔日碧海蓝天。其中，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

程是迄今世界上最为复杂的河口综合整治工程。中交疏浚采

用“整治 + 疏浚”的总体治理方案，达到导流、挡沙、减淤

的目的，为深水航道开挖和维护创造了良好条件，促进了上

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江苏沿江和沿海地区发展，推动了国

家和地方区域经济战略的实施和调整，带动了节能减排和绿

色经济发展，形成了国土开发等方面的综合效益。

在对污染水体进行治理的同时，疏浚施工本身的环保

问题也越来越引起疏浚企业的高度重视。为了达到提高环

保疏浚质量、减少疏浚施工过程中二次污染的目的，国内

外各大疏浚企业不断加大环保挖泥船设备和环保疏浚技术

的研发。中交疏浚作为中国环保疏浚业务的引领者，不断

推进技术创新，研制出了适用于河道、湖泊清淤的各种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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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机具，同时对疏挖的污染底泥再处理、再利用进行了有

益尝试。

2015 年，中国政府通过《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

提出“海绵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愿景。在国家产业

转型和环保大热的背景下，中国疏浚企业将凭借自身装备、

技术优势，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和融资能力优势等，勇当中

国水环境治理的先锋和主力军。

3.3 水下建设，助力海洋资源开发

城市建设和人口增长使全球能源消耗量不断上升，海

洋资源利用发展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根据国

际能源组织 2011 年有关资料，在 2010 年至 2035 年间，

人类对能源的需求量将增加 30%。因此，海洋油气开采、

采矿业、海底管缆铺设、海岸养护及标志性海洋建筑物建

设等水下建设任务都需通过疏浚作业来完成，形成海洋疏

浚新的发展方向和前沿阵地。

3.4 海岸防护，有效应对生态灾害

在全球气候变暖大趋势下，海平面上升作为一种缓发

性灾害，其长期的累积效应会带来滨海低地淹没、生态环

境破坏、风暴潮灾害加剧、海岸侵蚀、岸线变迁、海水入

侵及土壤盐渍化等系列生态灾害。为应对上述灾害和次生

灾害，加强海岸防护必不可少，疏浚业将在其中发挥首当

其冲的重要作用。 

“疏通五洋，浚达九州”。疏浚事业的千年历程波澜

壮阔，疏浚企业的百年基业令人振奋鼓舞，其中每一步都

与城市发展和文明进步息息相关，疏浚令城市更宜居、让

环境更美好。展望未来，中国疏浚企业将紧跟中国政府“一

带一路”战略步伐，凭借强大的疏浚船队、100 多年积累

的治水经验和技术，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携手努力，应

对挑战，共同推动全球经济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为开创城

市美好未来做出新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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耙吸船施工工艺研究思考

摘要：本文阐明了耙吸船施工工艺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制定先进耙吸船施工工艺是充分发

挥船舶的能力、提高疏浚效率、节约资源的重要手段。分析了国内外耙吸船施工工艺研究的特

点和现状，探讨了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六个重点研究方向。通过上述六

个重点研究的方向的突破，可以拓宽耙吸船工程应用领域，实现耙吸船施工工艺研究快速追赶

国际水平，提升我国疏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耙吸船；工艺研究；思考

Reflection on TSHD Dredging Process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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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lluminates the importance of Trailing Suction Hopper Dredger (TSHD) 

dredging process studies and indicates that formulating of advanced TSHD dredging proces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exert the capacity of TSHD, improve dredging efficiency and save resources.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SHD dredging process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discusses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and proposes six important 
studying directions. With the breakthrough in the aforesaid six important studying directions, TSH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fields shall be widened. The TSHD dredging process studies shall catch u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levels rapidly so as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dredging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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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耙吸船施工工艺研究的重要性

耙吸船是航道疏浚、吹填造陆工程中广泛采用的施工

设备，先进的耙吸船施工工艺能充分发挥船舶的能力，缩

短工期，促进航道疏浚工程质量的提高。国外对于耙吸挖

泥船的研究起步较早 [1]，特别是荷兰、比利时、美国等

疏浚工业发达的国家，对于各种工况土质下的施工工艺研

究较为透彻，而且已经开发了较成熟的施工数据库与疏浚

仿真系统，并基于此进行预测控制，通过输入的控制参数，

预测未来的目标量或者周期产能。一方面可前期辅助投标，

提供较为合理的数据支持；另一方面，在施工中可对操船

者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对疏浚的结果起到优化的目的，

以此提高耙吸挖泥船工作的经济效益，但相关技术资料文

献尚难获得。我国近年来在耙吸挖泥船的性能和设计建造

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过去的整体外购进口与部分模

仿的模式逐步向自主创新转变，目前我国已能自主设计并

制造现代化超大型耙吸挖泥船 [2-4]，且研发出了很多国

产化的配套系统及设备 [5]，但是在如何优化施工工艺，提

高耙吸船的疏浚效率方面我国跟世界疏浚强国相比还存在

着一定的距离。中国的港口建设行业前景广阔，疏浚工程

量较大，为了提高疏浚效率，节约资源，必须开展耙吸挖

泥船施工工艺优化的研究。

2  国外耙吸船施工工艺研究现状

国外先进的耙吸船施工工艺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家疏浚

公司，分别是比利时 DEME 公司、荷兰 Boskalis 公司、荷兰

Van Oord 公司、比利时 Jan De Nul 公司。同时国外也有多

家专业疏浚装备制作企业，不断研发新型疏浚装备，产生

新型疏浚的工艺。分析国外耙吸船施工工艺研究，先进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2.1 新型疏浚装备研发、新型工艺制定并举，提升疏浚能力

常规耙吸船无法完成的领域，通过新型疏浚装备研

发、新型工艺制定并举实现顺利施工。如 DEME 公司研发了

DRACULA 系统，利用 380bar 的超高压冲水系统对海底疏浚

土进行切削，并配以适宜的新工艺，大幅度提高了耙吸船

的挖硬土能力，生产效率提高了 20% 以上。Boskalis 公司

研发了耙吸船挖掘岩石的专用耙头与专项工艺，使耙吸船

浚挖 1-30MPa 的砂质石灰岩或钙质砂岩等土质工程。Jan 

De Nul 公司配备重型主动耙头（50t 以上），其液压设备

为独立工作模块，无需大量的液压管路，挖硬可靠性高，

形成有一套成熟的挖掘硬土工艺，适用于多种密实性土质；

针对自身船舶类型特点注重对于远海取砂、海底沟槽回填

的探索以及数据的积累与应用，研制出专用挖掘珊瑚礁耙

头，针对深海挖掘珊瑚礁构建油气运输管道沟槽进行专项

工艺研究，并成功用于实践，配套的耙管回填改造技术与

操作工艺也取得突破。丹麦罗德尼尔森公司在耙吸船上加

装了新型犁式整平器，提高了耙吸船施工质量，减少了后

期扫浅时间。Damen 公司针对以往挖掘淤泥的除气装置，

把高压冲水泵改造成了一种专门应对海底含大量气体土质

的装置，使之能够把含量在 13% 以下的气体从疏浚物中分

离，并集中处理，对泥泵起到了保护作用，挖掘密度提高

了 15%。

2.2 高度自动化，提高疏浚效率

采用高度自动化控制系统，提升挖泥操作的标准化，

降低人为因素。如 DEME 研发了“一人操控驾驶台”的智

能疏浚系统，自动化程度极高，消除了驾驶员及疏浚人

员间交流中的误解带来的风险，提高了疏浚效率。同时

与 IHC 公司合作研发设备维护预测模型。该系统可对耙

吸船各装备的运行状态及磨损情况进行监控与统计，预

测剩余施工时间及建议修理时间，为船机人员决策提供

数据支持。该系统可使船只各部件尽可能发挥最大可用

性，降低成本。同时自动化系统提供了模拟船舶操作平台，

如 IHC 公司开发了耙吸船施工模拟器，大幅度缩短了人

员的培训与熟悉时间，可有效提高操纵人员机能与熟练

度，弥补了国际上缺少耙吸船工艺及操纵人员培训机构

的困扰。

2.3 智能化分析，提高耙吸船施工工艺研究水平

应用计算机技术提高施工数据分析能力，服务提高耙

吸船施工工艺研究。如 Van Oord 公司把先进的计算机软件

技术引入到疏浚施工中，取得了很多方面的突破，利用软

件计算耙吸船的进舱量与溢流量，并形成数据库，针对不

同土质、不同工艺下的装舱效果与溢流效果进行分析。在

后续工程中，可根据工况快速归纳出最佳施工方案，辅助

施工。利用软件对耙吸船施工范围内的悬浮层进行分析，

根据不同工艺下浚挖软土的测量效果，得出软土装舱与挖

掘的最佳工艺。Jan De Nul公司推行疏浚工程师管理制度，

利用强大的数据库，对施工实行模板化管理，可根据现有

工况协助船舶快速得最优工艺。

2.4 新型水底观测手段，拓宽耙吸船施工领域

Van Oord 公司研发出了海底高清成像技术，可辅助耙

吸船进行海底电缆沟及石油管槽的开挖与回填，并通过项

目实践，整理出了一套完整的海底沟槽开挖与回填工艺。

Blue View 公司研制了新型水下实时成像技术，利用声纳以

每秒10次的频率提供水平45°×垂直20°视野完全成像。

由此得到的连续图像性质上与视频相似，即使在浑浊的水

中也能使用。使耙吸船可以在施工的同时，根据实时成像

观察施工效果，及时调整自身施工工艺，达到最佳施工效率，

避免了工艺变更需长时间等待测量验证的弊端。

2.5 注重环保，适应新时期疏浚工程发展

DEME 公司注重对疏浚新领域技术的创新，研究出一套

环保疏浚及污染物处理工艺，并研制了新型废物处理设施，

带动了其疏浚业务项目的增加。Boskalis 公司注重耙吸船环

保施工工艺的研究，力图减少施工对于周边水域的环境影

响，经过探索，其专用耙吸船施工时应用环保工艺可大幅

度加少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如在大堡礁海域施工时，珊瑚

死亡总量不足 1%，而常规施工后的珊瑚死亡总量应为 20%

左右。

3  国内施工耙吸船工艺研究现状

国内主要开展耙吸船施工工艺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交

通建设集团的三家航道局有限公司，分别是中交上海航道

局有限公司、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和中交广州航道局

有限公司。耙吸船施工工艺研究主要有以下方面。

3.1 施工参数分析与优化

该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已有施工数据的分析与寻

优，为后续施工工艺制定提供指导方向。如陶冲林等 [6]

对新海虎 8 轮耙吸船实时施工参数分析，提出了舱内土方

量增加曲线的拟合算法，并通过编程实现舱内土方量增加

曲线的直观显示，万方油耗、生产效率的自动计算及反馈，

能有效实现船舶在合理工艺条件下的施工经济行。李金峰

[7] 分别整理了耙吸式挖泥船满舱前、后装舱效率影响因

素分析的一般思路，介绍了合适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方法，

提出一种样本数据整理的新思路，在此基础上探讨可靠合

理的施工参数优化方法，基于 GA-BP 算法建立敏感因子与

生产效率（效益）之间的预测模型，并对模型进行极值寻

优。与此同时，基于 matlab 脚本语言将施工参数分析优

化的一般思路编辑成用户界面形式，并对通途轮耙吸式挖

泥船在天津港 30 万吨级航道二期工程中的实际施工数据

进行实例分析。张亚楠等 [8] 对耙吸船施工周期的研究以

及施工参数的分析，确定最佳装舱时间，从而提高耙吸船

生产率，降低施工成本。

3.2 装舱溢流过程模拟与分析

有学者采用流体动力学（CFD）手段研究耙吸船泥舱内

部两相流动形态，分析装舱特性。如杨正军等 [9] 采用开

展 CFD 方法研究了大型耙吸船在装载细粉砂工况下的装舱

特性，分析了不同的工艺参数对装舱效果的影响，给出了

最优装舱合理化建议。郝宇驰 [10] 利用 CFD 方法结合非黏

性泥沙冲淤的经验公式，建立了耙吸船超大型泥舱二维沉

积数学模型，利用该模型对装舱溢流过程进行了模拟，对

产量、溢流损失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与以往成熟模型的

结果基本一致。

3.3 挖泥机具的改进与工艺优化

在耙吸船施工工艺研究中，多结合耙吸船挖泥机具的

改进完成，该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如树伟等 [11] 通过对

高压冲水喷射管安装位置和方向的研究和试验，提高了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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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破土的能力，该模型试验的成果可直接用于指导耙头的

优化设计和对现有耙头的改进，以进一步提高耙头疏浚的

施工效率。吴永彬等 [12] 针对耙吸船在硬黏土底质施工中

频繁堵耙、闷耙的问题研制了犁齿、软格栅的施工方法，

该施工方法成功应用于鲅鱼圈 25 万吨级航道工程，有效

提高了时利率，生产能力大幅提升。针对耙吸船挖掘密实

粉土时，开挖难度大、装舱效果差、最佳挖泥时间难以确

定等难点，通过筛选施工区、确定最佳装舱时间、选择适

宜的施工方法、改进耙齿型式等措施有效提高了作业效率

[13]。刘润生 [14] 针对疏浚工程后期硬质孤立浅点不易挖

除的问题，提出了一种专门应对坚硬、孤立浅点的扫浅方法：

一种慢速拉锯式施工与快速冲击浅点施工方式的结合，该

方法成功应用于通坦轮在天津港 30 万吨级航道二期工程的

施工，取得了较好的施工效果，用扫浅技术弥补了船舶设

备能力的不足。陈万成 [15] 以营口港鲅鱼圈港区 25 万吨

级航道疏浚工程为研究背景，采用耙平器施工工艺，提高

扫浅效率，同时可以针对浅点清高补低，保证航道平整度，

减少废方，缩减成本。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在耙头、泥泵等挖泥机具与

自动化控制系统研究同时，根据恶劣工况进行针对性的改

造与研发，如针对营口鲅鱼圈港粘土的专项挖掘工法，应

对俄罗斯圣彼得堡项目多石底质的格栅与叶轮切割工艺，

以及防纳米比亚鲸湾港含剧毒硫化氢气体底质的施工方法

等，天航局采用边施工边研究的方式，解决了很多工程中

的难题，成果贴近一线，注重实用性。

3.4 耙吸挖泥船精确定位控制施工工艺

天航局研发了耙吸挖泥船动力定位与动态跟踪系统

（DT/DP），中交三家航道局重点对耙吸船 DT/DP 技术应用

研究，在实际工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从事了一批

控制难度极高，常规方法无法完成的精细工程，效果显著，

如广航局浚海 5 轮在清理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管节基槽淤

积物时项目中，通过 DT/DP 系统高精度定点控制、自动轨

迹控制、自动导航等功能，完成了传统耙吸船不可能完成

的深水基槽复合边坡清淤任务 [16]。

4  耙吸船施工工艺研究存在的问题

我国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三家航道局在耙吸船工艺研究

方面各自优势领域明显，共同致力于现代化疏浚，智能疏浚。

不足之处也较为突出，各自的工艺研究没有整体布局规划、

系统性差，多是根据遇到的工况及困难进行专项攻关立项，

工程结束相关研究即中断，连续性不佳。而且，对于特殊

难点工况，工艺优化手段有限，效果甚微，DT/DP 及水下泵

等先进设备的使用还仅是个案，推广应用较少。此外，由

于我国耙吸船工艺研究开展时间较短，数据的积累明显不

足，无法像国外先进疏浚企业一样，根据给定的工况及土质，

前瞻性的预判产能或指导施工。

5  国内耙吸船施工工艺研究方向

为了缩短国内耙吸船施工工艺研究与国外先进公司的

差距，应全面统筹研究力量，集中在以下方面开展研究。

5.1 耙吸船施工工艺标准化研究

目前国内虽然已经对部分土质的施工工艺进行了研

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不能满足高效施工要求。主要

限制有：破土问题；粉砂的装舱问题；落淤问题。在应对

海外恶劣工况（如部分非洲在投项目，土质为标贯 70 击

以上的粉砂、粉土，以及标贯 100 击左右的粘土等），耙

吸船对于密实土的施工工艺亟需进一步研究，提高船舶施

工效率。

所以，国内疏浚企业有必要结合复杂工况与实验室挖

掘机理分析，对耙吸船施工工艺标准化进行深入研究。针

对不同土质对耙吸船施工工艺进行详细研究：内容包括应

使用的专用机具（耙头、格栅、耙齿、叶轮类型）、专项

施工方案、施工控制参数（泥泵转速、挖泥航速、波补压

力范围、高压冲水等）、其他特殊注意事项及改造措施等，

形成一系列系统的施工方法，指导船舶施工。

5.2 开发耙吸船施工数据库与分析软件

当前耙吸船施工数据的收集分多条主线进行，船属单

位利用自辖船舶优势对施工过程中参数（密度、流速、真

空等）进行整理收集；工程单位则依托项目进行阶段性的

产能收集；设备研发单位根据研究项目侧重点收集相关数

据。各公司由于关注点不同，收集数据种类不同、渠道各异，

没有很好的集成，无法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

针对此种情况，国内应加大对耙吸船数据采集与积累

的重视程度，收集各船舶各工况下的土质信息、施工数据、

测图信息等，形成集成数据库，通过智能化分析手段，实

现单项或多项检索，参数定量化分析与总结，为后续从事

类似工程提供指导依据。此外，还可利用 CFD 等专业软件

对砂性土装舱数据建模的研究，对耙吸船挖掘各种土质的

装舱能力进行测算并制作模型，得出不同工况下的装舱效

率，再集合数据库中实际数据进行修正，得出不同工况下

的修整系数。两方面相结合，可对耙吸船产量进行相对准

确的预估，一方面可辅助投标，另一方面可对比船舶进场

后的实际产量，优化施工工艺。

5.3 溢流效果及落淤影响的研究

溢流和落淤是伴随耙吸船施工的两大环节，有无溢流

效果、是否产生落淤，直接影响着船舶的产能效益。且两

者受周围环境、水文气象、土质、工艺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人为经验较难判断，多是通过反复跟踪测量，根据得出数

据与船舶施工记录相印证来进行推断。

当前模型试验条件良好，计算机模拟分析技术较为发

达，可根据工况条件（土质种类、周围遮掩物、水文情况）

模拟出不同土质的出舱泥浆的漂移方向、距离及落地后的

膨胀系数，建立溢流模型，指导船舶选用适宜的方案施工，

追求产量最佳。

5.4 深海取砂工艺的研究

国内对深海（-70m 以下）取砂工程还未有涉及。纵观

欧美发达国家疏浚行业的发展趋势，围海造陆的需要较大，

且远离海岸线前往深海取砂，可最大限度的减少对沿海附

近人类生活区域的环境影响，所以深海取砂造陆项目必将

成为今后的主要工程类型。我国应针对此类工况的挖掘、

装舱、运输、倾泻等各个环节进行研究，形成一套耙吸船

深海取砂工艺。

5.5 海底电缆（管道）槽开挖与掩埋工艺的研究

对于耙吸船开挖海底电缆（管道）槽与掩埋方面的研

究较少，但国内石油管道、电缆、光纤等设施需开槽、掩

埋的需求巨大，由于没有专业工艺，当前多是采用一些粗

犷的方法，经济性较差或是弊端较多，而国外多年前已经

有耙吸船从事类似工程的实例。

所以当前国内疏浚企业应前瞻性的进行此类工程的研

究，收集国外先进技术与工艺，结合我们的船舶特点梳理

出针对性船舶改造方案及施工工艺，并充分利用 DT/DP 系

统在施工过程中应用的经验，配合深海高清成像技术，整

理出一套适合的海底电缆（管道）槽开挖与掩埋工艺，为

承揽类似工程奠定技术基础，拓展耙吸挖泥船承接工程的

范围，提高我国疏浚业竞争力。

5.6 扫浅工艺的研究

耙吸船扫浅成本大、效率低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在当前疏浚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一个工程的盈利与否

往往取决于扫浅时间的长短。所以国内应加强耙吸船扫浅

方面的研究，对上点率进行分析，得出不同土质的扫浅工

艺，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保证施工质量，并归纳出不

同工况下，耙吸船与其他类型船舶配合施工的扫浅方案（耙

平器绞吸船、反铲船、抓斗船等），提高扫浅效率，降低

项目成本。

6  结语

耙吸船作为当今疏浚行业的主力船型之一，其工艺

水平直接影响着船舶施工效率以及应对复杂工况的能力。

目前国内外各疏浚企业都加大了对于耙吸船施工工艺的

研究力度，努力提升自身技术优势，朝着专业化、智能化、

高效化发展。本文分析了我国耙吸船施工工艺研究现状

及特点，剖析了与国外疏浚工业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与

不足，并建议性的从六个方面概述了下一步我国耙吸船

施工工艺研究的方向，力求快速追赶国际先进水平，拓

宽国内耙吸船工程应用领域，提高我国耙吸船生产效率，

达到节能、环保、高效的目的，提升我国疏浚企业的国

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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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先进疏浚技术的发展方向

摘要：介绍为应对疏浚工程专业化、多元化、系统化和综合化的发展趋势，国际疏浚业在

建造超大型旗舰挖泥船、全自动疏浚、精确疏浚、专用疏浚机具、节能减排、生态友好型疏浚

等方面的进展情况。

关键词：疏浚业；挖泥船；节能减排；生态友好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the advanced dredging technology at home and abroad

GUO Su-ming
(CCCC Shanghai Dredging Co., Ltd., Shanghai 200002, 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ationl dredging industry in specialization, 

diversification, systematization and comprehension, the development progresses of international 
dredging industry, such as constructing mega flagship dredger, automatic dredging, accurate dredging, 
special dredging equipment,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eco-friendly dredging, are 
introduced.

Keywords: dredging industry; dredger;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eco-friendly

郭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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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来，疏浚工程呈现出专业化、多元化、系统

化和综合化的发展趋势，这对疏浚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这些新出现的挑战，国际疏浚行业在各个方面进行了

创新。

1 超大型旗舰挖泥船

超大型挖泥船问世后，其规模效应显著降低了疏浚

的单方成本，提高了船东公司在疏浚市场上的竞争力。

根 据 2016 年 8 月 出 版 的《IHS International Dredging 

Directory》，世界上共有 10 艘超大型自航耙吸挖泥船和

11 艘超大型绞吸挖泥船（全部自航），其中最大的自航耙

吸挖泥船是杨德诺舱容 46000m3 的“Cristóbal Colón”

号和“Leiv Eiriksson”号，而最大的绞吸挖泥船是德米的

“D’Artagnan”号和“Ambiorix”号。

整体来看，这些挖泥船在其设计与建造上具有节能、

高效和智能化等优点。

船体设计方面，针对装载能力大并长期在浅水水域施工

的要求，自航耙吸船船体线型有了优化，大大降低了航行阻

力与能耗；船体结构强度优化、局部采用高强钢材加固措施，

降低了船舶自身重量，提高了船舶载重量与船体自重比值和

单位运载能力所需要的推进功率。通过吃水优化设计，挖泥

船可在离岸 15nmi 范围内以疏浚吃水进行作业。

动力方面，使用柴油机-电力驱动方式，通过变频器调

节泥泵转速，使其在疏浚作业过程中以最佳工况点工作，可提

高疏浚效率；使用新型高效泥泵使艏吹排岸距离达到12km。

由于单耙臂耙吸挖泥船造价和维修成本均低于双耙臂

耙吸挖泥船，且在疏浚较坚硬密实土壤时，单耙挖泥船能

够将所能获得的推进功率施加在一个耙头上，可提高疏浚

浓度、缩短装舱时间、提高产量和降低疏浚单方成本。因此，

单耙臂耙吸挖泥船得到欧洲疏浚公司青睐 [1]。国内现在

还没有超大型自航耙吸挖泥船，广州航道局新建的国内最

大舱容 21028m3 的浚洋 1 轮还属于特大型自航耙吸挖泥船，

2016 年底刚刚投入使用。上海航道局已经在研究 38000m3

自航耙吸挖泥船，但是尚处于方案研究和可行性论证阶段，

何时开始建造尚未可知。

为了适应诸如大风浪海况作业和自行前往避风锚地，

降低在世界各地来回调遣的时间和费用，超大型绞吸挖泥

船全部为自航。国内现在也还没有超大型自航绞吸挖泥船，

天津航道局总装机功率 19600kW 的天鲸号还属于特大型自

航绞吸挖泥船。2015 年天津航道局与振华重工签订了总装

机功率 25680kW 的自航绞吸挖泥船建造合同，该船融合了

全电驱动力装置、超强挖掘系统、超长排距等顶尖科技，

总装机功率及生产能力为国际前列，超长距输送能力雄踞

世界第一，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疏浚行业的一件重型利器。

2 全自动高效疏浚

2.1 全自动疏浚

信息技术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综合的技术，包括传感技

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控制技术四大基本技术，其

主要支柱是通讯（Communication）技术、计算机（Computer）

技术和控制（Control）技术，即“3C”技术。随着各类信

息技术尤其是计算机、微电子、自动化等技术的迅猛发展，

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和设备被大量应用于挖泥船，现代信

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挖泥船上的应用为疏浚行业的发

展带了颠覆性的变化 [2]。

荷兰疏浚业开展的“智能化挖泥船”项目旨在借助传

感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SCADA系统、基于模型控制软件、

人工智能和疏浚航线规划实现挖泥船的全自动疏浚。该项

目通过开发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及综合了数据采集、数学模

型和算法的自学习疏浚自动化系统，可以向挖泥船操作人

员提供优化的施工参数以提高疏浚效率。

（1）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使用包括测量值、数学模型和算法来预测给

定情况下的最佳设置点（图 1），通过 Eco 泥泵控制器、耙

头活动罩控制器、挖泥航速控制器和绞车控制器调整泥泵转

速、耙头对地角度、绞车拉力、可调螺距螺旋桨角度以及波

浪补偿器、高压冲水参数，提高疏浚产量和降低燃料消耗。

随着疏浚过程中诸如土壤特性、疏浚深度或吃水等环境的变

化，人工智能系统将主动修改设置点以便获得对过程持久的

优化。

图 1  人工智能系统

（2）基于模型的控制

基于模型的控制通过对耙头挖掘、泥泵和管道输送、

泥舱沉积、动力系统和航行过程等影响耙吸挖泥船性能最

重要的五个环节分别建立数学模型，通过整体控制明显改

善自航耙吸挖泥船的性能（图 2）。

图 2  疏浚过程基于模型的控制框图

（3）疏浚航线规划

疏浚航线规划器可以根据浚前水深测图和理论断

面来确定自航耙吸挖泥船的疏浚航线，计算其在规定

疏浚区域内的高效（即时间最优）疏浚航线（图 3）。

对于少量的浅区，可以找到一个将疏浚时间降到最低

的最佳疏浚路径。但是随着疏浚区（浅点和浅区）数

量的增加，复杂性会急剧爆发，而这正是目前研究的

最重要目标。

图 3  疏浚航线规划

（4）一人桥楼、浚驾合一

通过将所有疏浚过程集成到一个具有动力定位动态跟

踪系统的可编程控制器的 SCADA 系统里，对一艘自航耙吸

挖泥船的整个疏浚周期进行预编程并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

实施。在驾驶台上只需留下一名仅专注于强制性航行任务

的必要的船员。他们的助手是一套可以处理约1000个I/O（输

入和输出信息）的计算机系统和可以处理疏浚任务的一系

列流程 [3]。

2.2 精确疏浚

国际疏浚业一直在努力提高挖泥船的疏浚精度，通过

使用船上的测量、船位监测和动力定位动态跟踪系统保证

较高的水平精度，最新的发展是在耙头上安装独立的操纵

装置，从而进一步提高自航耙吸挖泥船的水平定位精度。

（1）动力定位动态跟踪系统

动力定位动态跟踪系统最初是由海洋工程业开发的，其

重点是动力定位功能，但是为疏浚行业进行了重新设计并聚

焦于动态跟踪功能。挖泥船动力定位动态跟踪模式包括：

1）挖泥自动舵模式；

2）动态跟踪挖泥模式；

3）扫浅疏浚模式；

4）卸泥模式；

5）彩虹艏喷模式。

通过动力定位动态跟踪系统强大的计算分析能力、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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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数学模型再加上合理的动力配置，可以提高挖泥船的

作业精度和效率、有效缩短施工时间、降低成本。

（2）耙头动力定位控制器

耙头动力定位控制器通过使用现有的高压冲水和两个

安装在耙头两侧的喷嘴来产生射流推力，在耙头离地的情况

下（即使用全部高压冲水产生推力），可以使耙头向左舷和

向右舷产生 5m 的侧向位移。当挖泥船疏浚时，只能使用一

部分高压冲水，向左舷和向右舷可能的最大侧向位移约为

3~4m。与动力定位动态跟踪系统相结合时，挖泥船在疏浚

沟槽时，耙头的水平定位精度得到极大的改善。即使挖泥船

的位置产生 3~4m 的航迹跟踪误差，耙头动力定位控制器也

能够将耙头的航迹跟踪误差控制在 1m 以内 [3]。

在国内，上海航道局也在对耙吸挖泥船全自动疏浚

系统进行研究，通过自主研究自动控制器算法，开发全

自动疏浚控制软件，并在自航耙吸挖泥船仿真模拟器上

对控制系统软件进行测试和平台调试，为实船应用积累

经验。

3 新型专用疏浚机具

（1）泥泵

国外泥泵生产商例如荷兰皇家艾曲西造船集团公司和达

门造船集团公司、德国 VOSTA LMG 等，有专门的设计团队和

先进的试验设备、人员，通过理论计算，利用 CFD、CAM 技

术和模型泵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可以根据不同的工况设

计出在输送能力、效率和可靠性均能满足用户需求的泥泵。

例如，皇家艾曲西造船集团公司研发的绞吸船专用泵，是专

门用于重型绞吸挖泥船的具有大流道的泥泵，球形通道为吸

入管径的 50%。挖岩专用泵，是专门用于重型挖岩作业的具

有更大球形通道的新型泥泵，球形通道为吸入管径的 70%。

图 4 是绞吸船专用泵和挖岩专用泵的性能比较。这些新型高

效泥泵大大提高了挖泥船的疏浚产量。研发的曲线叶轮可以

用在现有的高效泥泵上，使用这种新型叶轮可以提供更好的

吸入特性和减少叶轮的磨损特性（图 5）。双蜗壳高压冲水

泵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作用在泵体及其附属结构上的应力，

降低径向载荷（图 6）。

 图 4  绞吸船专用泵和挖岩专用泵的性能比较

 图 5  曲线叶轮及叶片

图 6  双蜗壳泵

（2）耙头

国外著名的耙头设计制造单位有荷兰皇家艾曲西造船

集团公司、德国 VOSTA LMG 等。荷兰皇家艾曲西造船集团

公司是世界著名的挖泥船研发、制造商，在耙头设计制作

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耙头产品已形成系列化。2004

年，为挖掘长江口海底密实细砂，专门研制了威龙耙头，

该耙头采用了双排齿、三排高压冲水喷嘴的设计。VOSTA-

LMG 公司也设计了各类不同类型的耙头，包括加利福尼亚

型耙头和主动型耙头。2004 年为“神华号”耙吸船提供的

主动耙头配备了水下主动耙头液压单元，使对耙头挖掘姿

态的控制更快捷，更准确。国际四大疏浚公司中的比利时

杨德诺公司也自行研制了各种先进耙头。

（3）RoRo 深海疏浚系统

鉴于近海沙源日趋枯竭，使用超大型自航耙吸挖泥船进

行长距离采沙和运输需要巨大投资，且运沙途中昂贵的疏浚

设备长时间处于闲置状态。为解决这一矛盾，荷兰达门造船

集团公司最近提出一种创新的离岸深水疏浚系统，即“RoRo

深海疏浚系统”（图 7）。其设计构思是将模块化的疏浚设

备安装在任何一艘具有足够甲板面积的船舶上，如海上油气

田开采项目常用的平台供应船。该疏浚单元用钢缆悬挂，疏

浚水深不受耙臂长度和船长限制。疏浚单元所挖掘的沙通过

船上装驳系统装入艕靠在船旁的普通运输驳船内，由此实现

挖运分离 [3]。

图 7  RoRo 深海疏浚系统

在国内，上海航道局近年研制并开发了 14400m3/h 双

壳大型泥泵以及黄骅 DN900 型耙头等新型疏浚机具，针对

长江口等长运距疏浚项目，通过自建大型自航泥驳，研究

大型自航耙吸挖泥船艕带大型泥驳联合疏浚工艺，取得了

良好效益。

4 清洁燃料

疏浚业一直在通过技术创新和对疏浚作业的优化来降

低疏浚船队的废气排放量，主要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

部分碳排放是疏浚工程中消耗的燃料所产生的，疏浚业正

在测试替代燃料，例如液化天然气和生物燃料减少燃料消

耗。为衡量今后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的表现，疏浚产业

已搜集了具体的基线数据：2008 年全球自航疏浚船队的

CO2 排放量为 630 万 t；欧洲疏浚产业 2008 年排放量约为

360 万 t，约占全球航运业排放量的 0.6%，今后将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降低。

2015 年，比利时德米集团公司向荷兰皇家艾曲西造船

集团公司订购了两艘 LNG/ 柴油双燃料自航耙吸挖泥船，这

是世界上第一批配备 LNG 装置的挖泥船。两船配备双燃料

主机和 LNG 舱，可将 CO2、NOx 和 SOx 的排放限制到最小

程度，满足在硫排放控制区（SECA）内所有的国际排放要

求。2016 年底，第一艘 3500m3 的 Orwell 级自航耙吸挖泥

船“Minerva”号已经下水了（图 8），2017 年初第二艘

7950m3 的 Antigoon 级自航耙吸挖泥船“Scheldt River”号

也将下水。

图 8  “Minerva”号下水

2015 年底，波斯卡利斯宣布与 Goodfuels 和瓦锡兰合

作开展一项为期两年的试点项目，推动真正可持续的、可



75    2017 第 1 期 2017 第 1 期     76

中国疏浚 中国疏浚学术论坛 学术论坛

衡量的和可负担的生物燃油技术。而荷兰皇家艾曲西造船

集团公司一直在研究气电科技，从基础水平的发动机模型

到疏浚气电设计，目前已经对 IHC Beaver 40 模型船进行了

氢气辅助燃料试验。

在国内，上海航道局开展的新建绿色能源大型耙吸

挖泥船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刚刚通过验收，项目采用产学研

结合的模式，完成了一套完整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12000m3 的 LNG 双燃料大型耙吸挖泥船设计方案、图纸及

技术规格书，为建造国内第一艘 LNG 双燃料大型耙吸挖泥

船提供了技术储备和支撑。

5 绿色疏浚

疏浚业一直在不断努力使疏浚越来越环保，包括控制

施工噪音、检测水体浑浊和保护生态等。

2011 年，中部疏浚协会（CEDA）发布了《与疏浚有关

的水下噪声》专题报告，研究了疏浚过程中各种设备产生

的水下噪声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认为疏浚活动虽然偶尔

会产生较高频率的噪声，但是大部分疏浚活动产生的噪声

的强度和频率都相对较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对水生生

物造成伤害，或者是可以预防的。在此基础上，2013 年国

际疏浚协会联合会（WODA）发布了《与疏浚有关的水下噪

声技术指南》，提出了对与疏浚有关的水下噪声的监测评

估程序。

为了减少水体浑浊，疏浚业从改变疏浚工艺（水面

排放改为船底溢流）到改进溢流系统（从使用绿色溢流阀

到开发无气溢流系统 Plumigator）在各方面都做了努力。

2012 年，荷兰疏浚业普遍采用浑浊度确定软件（TASS）来

监测评估水体浑浊度（图 9），在控制疏浚产生的水体浑

浊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此项技术需要建立新的可适用于

各种环境的浑浊度预测模型，且需使用创新的现场测量设

备来搜集验证该模型所必须的数据，将能够预测疏浚产生

的浑浊度。

图 9  TASS 系统软件的结构

为了保护自然、利用自然实现生态友好型疏浚，荷兰

疏浚业主导的 EcoShape 基金会、国际航运协会（PIANC）

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USACE）分别提出了“建设顺应自然”

（Building With Nature，BWN）、“以自然为本”（Working 

With Nature，WWN）和“工程技术顺应自然”（Engineering 

With Nature，EWN），它们的核心理念是一样的，都致力于

通过为疏浚工程开发新的设计理念，使自然生态系统和人

类活动相互促进 [3]。

6 结论

1）越来越复杂的疏浚工程迫使疏浚业在超大型挖泥

船、全自动高效疏浚技术上不断突破；

2）为了降本增效，提高市场竞争力，疏浚业不断研究

应用新材料、新机具；

3）随着更加苛刻的排放标准的实施、生态保护理念的

不断普及，疏浚业必须在控制噪音、减少水体浑浊和保护

生态上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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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汇嘴地区铁板砂取砂设备研究

摘要：南汇东滩促淤一期工程Ⅲ标段南侧堤及隔堤近岸段堤采用充砂管袋堤心结构，工期

紧，砂量需求大，并且本工程指定取砂区砂源为“铁板砂”，所以选取适当的取、供砂设备和

施工工艺就成为了决定本工程成败的关键。

关键词：南汇嘴；取砂；铁板砂

Nanhui mouth area iron sand for sand equipment research

YANG Cheng-peng,  LI Hai-long

(Shanghai communications contracting co.,Ltd,  Shanghai 200136, China)

Abstract：The first phase of nanhui dongtan promote silting Ⅲ blocks south nearshore 

section of embankment of dike and dam using sand filling tube bag of dike core structure, the 

tight, needs large amount of sand, and the project selected take sand area sand source for 

"iron sand", so choose appropriate, sand handling equipment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decided this project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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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南汇工程概况

南汇东滩促淤工程位于浦东机场外侧促淤区以南的没

冒沙水域，以及大治河延伸段以南 -2~-3m 高程（吴淞零

点为基准）以上的南汇东滩滩地，该工程以大治河为界，

分为南北两块促淤区，本工程属于南汇东滩促淤工程南区

先期实施的一期工程Ⅲ标段。本工程南侧堤及隔堤近岸段

采用充砂管袋堤芯结构，砂料设计需求量约为 100 万 m³，

拟采用南区一期围内砂源地作为砂源，实施时间主要集中

在 2013 年 4 月至 2013 年 5 月以及 2013 年 9 月至 2013 年

10 月这两个时间段，取砂、供砂强度较大。

1.2 地质概况

1.2.1 砂层分布

根据《南汇东滩促淤工程——促淤一期砂源补充调查

工程地质勘查报告》说明，结合前期初勘成果及设计技术要

求，通过钻探取土、标准贯入试验和土工试验，查明指定取

砂区（1200m×1200m）入土深度 10.45m 范围内地层根据土

性可划分为 3 个主要层次，其中 ② 3 层为本次砂源调查对

象，根据② 3 层开采的难易程度，结合土工试验成果和标贯

击数细分为 2 个亚层（ ② 3-1 层砂质粉土、 ② 3-2 层粉砂）。

① 1 层淤泥，分布较薄，层厚0.10m~0.50m，平均层厚0.30m；

② 3 层粉砂，标贯击数 3.0~14.0 击，层厚 7.65m~9.40m，平

均层厚 8.69m；④层淤泥质粘土，未钻穿。① 1 层淤泥为本

次场地内主要剥离层，但厚度较薄，平均层厚 0.30m，对砂

源开采影响可以不考虑。② 3-1 层砂质粉土和② 3-2 粉砂为

场地内主要可用砂层。

1.2.2 砂源质量

采砂区砂料颗粒分析成果见表 1：

表 1 砂料颗粒分析统计成果表

土层

序号

颗粒组成（%）
曲率

系数

Cc

不均匀

系数 Cu

级配

等级

砂粒

（mm）
粉粒（mm）

粘粒

（mm）
0.25~

0.075

0.075~

0.05

0.05~

0.01

0.01~

0.005
<0.005

② 3-1 35.2 28.6 29.3 2.0 4.9 1.76 3.98 SP

② 3-2 66.0 20.9 8.5 1.6 3.1 1.19 2.93 SP

② 3 53.2 24.1 17.1 1.8 3.9 1.43 3.36 SP

表 2 续表 砂料颗粒分析统计成果表

土层

序号
D85

界限

粒径

d60

平均

粒径

d50

中间

粒径

d30

有效

粒径

d10

标贯击数

N

（击）

② 3-1 0.1139 0.0763 0.0668 0.0505 0.0243 6.7

② 3-2 0.1776 0.1164 0.0998 0.0738 0.0454 11.6

② 3 0.1513 0.0998 0.0862 0.0641 0.0367 9.6

总的来说，该区域的砂粒径及粘粒含量基本能达到充

泥管袋砂料砂质要求，但砂层标贯击数相对较大，导致开

采难度较大。

2 研究目的

传统袋装砂施工取砂供砂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

外购砂，另外一种是原滩地取砂。外购砂主要依赖砂船

将砂料运输至现场，靠泊并配合吹砂船进行充灌袋施工，

但由于本工程所在区域大风天气较多，风浪较大，在无

遮掩情况下频繁换档施工安全隐患较大，且有效工作时

间短，所以本工程不适合大量采用外购砂进行施工，但

外购砂可以作为补充方案。原滩地取砂又分为露滩滩地

泥浆泵取砂并人工直接充灌袋和短距离吸运吹两种方式。

本工程业主指定砂源地所在位置全天候无法露滩，所以

露滩滩地泥浆泵取砂亦不可行，鉴于和排除外购砂方案

同样的原因，短距离吸运吹的施工方式也只有优化成短

距离吸吹的施工方式才有可行性，所以选取适当的取砂

设备以实现短距离吸吹，并尽可能地提高施工效率便成

了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

3 研究方法及内容

鉴于工程需要，本次研究的试验过程从 2013 年 1

月 1 日开始，至 2013 年 4 月 19 日结束，历时三个半月，

在有限的时间里选取了自吸船、砂泵船、土绞船等三种

设备作为研究对象，共进行了十余次试验和多次设备改

进。

3.1 研究方法

1、通过对比几种不同设备的取砂能力和工况适用性，

选取最优的设备进行进一步改进优化；

2、通过比较改装前后设备的取砂浓度，判断并选定设

备改进的方向及方法。

3.2 研究内容

3.2.1 收集设备资料

（1）砂泵船

砂泵船上设有 2 台 250 马力（约 184kW）的主机，

各带动 4 台 40kW 的吸砂泵工作，每台砂泵连接 1 根吸

砂管，每个吸砂泵头由 4 根吸砂管组成，主要设备参数

见表 3：

表 3 砂泵船主要设备参数表

船舶

类型

船身尺寸

（长 × 宽 ×

高，单位：m）

吸砂泵

流量

（m³/h）

扬程

（m）

转速

（r/min）

功率

（kW）

进口直径

（mm）

出口直径

（mm）

砂泵

船
35×6.5×2.6 200×8 25 1000 40×8 266 266

图 1 砂泵船船型外观       

图 2 砂泵船吸砂泵头

（2）自吸船

自吸船上设有 1 台 600 马力（约 441kW）的主机，带

动 1 台 441kW 的吸砂泵工作，通过 1 根吸砂管连至吸砂

泵头，主要设备参数见表 4：

表 4 吸砂船主要设备参数表

船舶

类型

船身尺寸

（长 × 宽 ×

高，单位：m）

吸砂泵

流量

（m³/h）

扬程

（m）

转速

（r/min）

功率

（kW）

进口直径

（mm）

出口直径

（mm）

自吸

船
42×8.2×3 2000 40 700 441 400 300

图 3 自吸船船型外观图

图 4 自吸船吸砂泵头

（3）土绞船

土绞船区别于砂泵船和自吸船的主要特点是自带绞刀

头，可以直接切削土体，其主要参数见表 5：

表 5 土绞船主要设备参数表
土绞设备参数

名称
流量

(m³/h)

转速

(r/min)

吸程

(m)

扬程

(m)

功率

(kW)

吸入口径

（mm）

排出口径

（mm）

砂泵 1800 700 20 15 402 426 377

水泵 1000 1500 - 20 178 355 300

绞刀头
直径（m） 功率（kW) 扭矩 (N*m)

1.2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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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土绞船船型外观

图 6 绞刀头

3.2.2 现场试验

（1）取砂区的位置及试验点布置

根据地质勘探报告及勘探孔布置情况，此次试验点间

距确定为200m，按勘探孔位置布置。砂源地地理位置如图7，

取砂区及试验点布置如图 8：

图 7砂源地地理位置示意图

图 8 取砂区及试验点布置示意图

（2）试验过程

选取三个试验点（F6、C7、E8），在每个试验点三种

设备分别进行试验。

试验时，吸砂泵头入水约半个小时左右，待出砂管口

砂浆浓度稳定后，每隔 5~10 分钟用取样瓶取样，并用量

筒记录砂浆浓度（每次砂浆样品均为 1000ml）。

试验数据如下：

（3）试验小结

根据试验数据和试验过程中的观察，得到以下结论：

1、砂泵船、自吸船和土绞船三次取砂试验平均浓度分

别为：5.43%、4.8%、8.3%，可见土绞船取砂浓度最高，砂

泵船略高于自吸船；

2、在试验过程中发现由于铁板砂砂层固结严重，土体

无法实现大面积塌方，导致一个孔洞砂料取完后，需要通

过移动船体或取砂管来继续取砂，由于土绞船和砂泵船吸

砂管与船身是软性连接，通过移船来调整取砂管姿态和位

置比较困难，所以试验过程中出现浓度变化起伏较大的现

象。反观自吸船，由于其吸砂管与船身是刚性连接，通过

移船来调整取砂管姿态和位置比较容易，所以试验过程中

取样浓度比较均匀，变化不大。

通过对结论 1 的分析，土绞船区别于砂泵船和自吸船

的主要特征是吸砂管头具有刚性切削能力，所以在现有条

件下最大程度提高吸砂管头的切削能力成为对设备进行下

一步改装试验的研究方向；通过结论 2 的分析，为保障设

备工作效率和取砂浓度均匀，自吸船更宜选为下一步改装

试验的研究对象。

3.2.3 改装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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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装方法

①在吸砂泵头布置水枪，并配置高功率高扬程的水泵

（功率 90kW，扬程 70m）；

②根据吸砂泵头下放角度调整水枪方向和角度；

③调整水枪口径，保证流量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水枪压力。

具体改装情况及效果见下图 9：

 图 9 吸砂泵头改装示意图

（2）改装后试验过程及结论

设备改装完成后，在之前三个试验点（F6、C7、E8）

重复之前试验过程，每隔 5~10 分钟用取样瓶取样，并用

量筒记录砂浆浓度。

（2）改装后试验过程及结论

设备改装完成后，在之前三个试验点（F6、C7、E8）

重复之前试验过程，每隔 5~10 分钟用取样瓶取样，并用

量筒记录砂浆浓度。

试验数据如下：

根据试验数据和试验过程中的观察，得到以下结论：

1、自吸船改装前后三次取砂试验平均浓度分别为：4.8%

和 6.27%，可见改装后浓度有一定提高，说明水枪对土体切

削有一定效果，但是仍然无法达到使土体坍塌的效果；

2、多次试验后发现，该设备抗风浪能力有限，在本工

程工况条件下，实际可作业时间较短，很难发挥效率，假设

可以进一步提高取砂浓度，投入施工也会有较大安全风险。

4 分析与结论

通过本次试验验证，并结合 2003 年至 2005 年南汇东

滩促淤圈围（四期）工程的施工经验，针对该地区风流条

件复杂、现场工况条件恶劣的情况，最终本工程采用了构

筑泥库，绞吸船取砂供砂的方式顺利完成了施工任务。

通过本项研究，最终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砂泵船、自吸船、土绞船在开放无遮蔽的海域应用

局限性较大，但在内河、有遮蔽海域或风浪条件较好的地

区有一定适用性；

2、针对铁板砂的特点，增加取砂设备取砂管头的切削

能力是有效提高取砂效率的方法；

3、在与南汇东滩类似的工况特点下，构筑泥库，绞吸

船取砂供砂的方案是解决土方施工砂源的可行方案，值得

推广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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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支持：推动航运合作、愿景和宪章之发展

D. Stamper, PE 1, D. White 2, J. Florin, PE 3

摘要：弗吉尼亚港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该港口为美国国家安全和防御行动、商业

船舶导航、传统能源和替代能源供应和发展、商业捕鱼、造船和修船以及许多其他行业提供服

务。遇上风暴，该港口还是无数船舶的避风港，同时这里有大量机会享受娱乐活动。

未来弗吉尼亚港的需求和用途预计将会增加，以适应巴拿马运河的扩建以及贸易和国家安

全趋势预测。目前弗吉尼亚港各利益相关方正齐心协力编制未来一年的预算和程序，配备陆地

和水上设施，以适应海洋行业的发展趋势以及地区和国家的未来供应链需求。

本文论述了弗吉尼亚港的合作关系是如何应对当今之挑战的发展背景，预测了未来合作关

系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关键词：预算；智慧规划；海事；疏浚；弗吉尼亚州；合作

引言

弗吉尼亚港位于弗吉尼亚州东南部切萨

皮克湾与詹姆斯河和伊丽莎白河的交汇处。

港口为天然深水航道，每年所需的疏浚工作

相对较少。航道底部沉积物由松软泥沙组成，

无岩石，且港口区域有足够的疏浚物存储空

间，能满足长期施工和维护需求。此外，港

口有最大货运码头、现代海运码头及配套公

路和铁路设施，可满足大规模进出口需求。

对于停靠在这些设施处的船舶，均无净空高度限制。弗吉尼亚港有 5 个州营

码头，37 个私营海运码头，可以处理各种货物，是世界最大海军基地和纽

波特纽斯造船公司的所在地，亦是美国最大的煤炭出口港。纽波特纽斯造船

公司是美国唯一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建造商。该港口还拥有美国最大的修船厂。

正因为如此，弗吉尼亚港非常适合为当今美国的商业和军事需求提供服务，

其定位是在今后继续作为美国的一个大港口提供服务。

入港航道由诺福克港联邦航道系统和詹姆斯河联邦航道提供。停靠在

弗吉尼亚港的最深吃水船舶需要利用诺福克港通道的整个项目深度，停靠

在诺福克的两个码头、纽波特纽斯的两个码头、朴茨茅斯的一个码头以及

第 21 届世界疏浚大会论文选登

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常云枫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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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尼岛扩建项目即将建设的一个码头。在伊丽莎白河停

靠的最深吃水船舶，会停靠多个散装码头、卸货码头、杂

货码头，为美国最大的修船厂提供服务。经过詹姆斯河联

邦通道的深吃水船舶停靠在上游散装码头以及里士满港内

河约 145 公里（90 英里）的杂货码头。

根据威廉与玛丽学院雷蒙德 •A• 梅森商学院开展的经

济影响分析，在整个 2013 财年，得益于弗吉尼亚各港口的

支持，弗吉尼亚州海事影响支出为 884 亿美元，其中弗吉

尼亚州生产总值增值为 455 亿美元，约占 2013 财年弗吉

尼亚州生产总值 4488 亿美元的 10.1%。创造的劳动收入为

274 亿美元，涉及 530,800 名弗吉尼亚州的雇员，占 2013

财年弗吉尼亚州非农就业人口 3,750,000 的 13.3%。

港口的重要经济地位，为提高码头运营效率而迅速发

展的技术，深吃水集装箱船的发展，为满足国家安全需求

而产生的邻近海事设施扩建和运营范围扩大，以及全球贸

易的变化，向我们提出了各种挑战，这都需要港口内各利

益相关方紧密协作。弗吉尼亚港内的利益相关方意识到在

交流航运目标和协调支持方面需要保持一致方能实现这些

目标。为调整预算、签署合同和法定协议以及获取必要批准，

这需要有非常简单的既定目标，并受到拥护这些目标的个

体长期关注和持续沟通。

汉普顿锚地航运峰会的发起

航运利益相关方于 2006 年组织了第一届汉普顿锚地航

运峰会。峰会的主旨是确定、梳理港口利益相关方的目标，

并就其重要性进行优先排序。参加首届会议的利益相关方

包括负责汉普顿锚地航运问题的联邦机构以及港口内有利

益关系的政府组织、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出席首届峰会会议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如表 1 所示。

表 1 出席汉普顿锚地航运峰会开幕式的利益相关方团队

美国陆军

工程师团
美国海岸警卫队 美国海军

美国国家海洋

和大气管理局

州政府机构
弗吉尼亚

引航协会

弗吉尼亚

港务局

弗吉尼亚州

海事协会

码头运营商 船舶代理
疏浚行业

代表

在汉普顿锚地

经营的工程公

司和咨询公司

该合作倡议为利益相关方提供了一个论坛，表达他们

对港口航运的需求。利益相关方团队编制了使命和愿景声

明，确定了航运事宜的重中之重，委派了专人为每项航运

需求提供支持，并签署了总体计划，如图 1 所示。

图 1 汉普顿锚地航运峰会宪章

使命声明

“弗吉尼亚港自由航运无限航。”

愿景声明

“提供安全、可靠、高效和环境友好型商业导航和军

事导航兼容系统以及有关地面支持设施，以满足弗吉尼亚

港当前和今后的需求。”

合作会议

普通合作成员每年齐聚一堂召开航运峰会，加强重点

航运项目，促进航运界在所支持范围内的发展。经常召开

小型执行委员会会议（由诺福克区和弗吉尼亚港务局的领

导层组成）、项目开发团队会议和主题专家技术工作小组

会议，开展多方面技术合作，并跟踪项目。遇到以下情况：

出现重大问题，进行重要工作，或出现重要航行事件或里

程碑事件时，可每周召开会议。

企业治理

由多个利益相关方（包括海岸警卫队、港口引航员、

码头运营商、航运人和其他机构）管理重点航行项目和协

调事宜，但由弗吉尼亚港务局、美国陆军工程师团和弗吉

尼亚州海事协会这三大组织实体负责企业治理。美国陆军

工程师团和弗吉尼亚港务局负责财务和技术工作的管理和

执行，各负一半的责任，弗吉尼亚州海事协会（VMA）负责

联络、通知、调动海事界 / 商界。VMA 代表商界发表意见，

并帮助促进共享重点航运项目的发展，共享重点航运项目

由陆军工程师团 / 地区合作实施。VMA 提供海事业务支持，

同时也帮助动员海事商界，以确保得到州和联邦的政治支

持和资金支持。

图 2 典型项目企业治理模板

受支持的计划

在首届航运峰会上，与会者就使命和愿景达成一致意

见，并确定了港口五大需求的优先级。峰会选出主管每一

重点航运项目的执行者：

克雷尼岛东扩项目

克雷尼岛疏浚物管理区（CIDMMA）是位于汉普顿锚地

的一个长期疏浚物堆场。CIDMMA 经《1946 年河川与港口法

案》批准，在 1956 年至 1958 年期间建造。该疏浚物堆场

是封闭的，面积逾1000万平方米（2500英亩），归联邦所有，

由诺福克区政府运营。CIDMMA 供私人利益相关方、地方市

政、联邦政府机构和弗吉尼亚联邦政府机构使用，用于处

理诺福克港及其相邻水域的疏浚物，包括伊丽莎白河和南

瑟蒙河。为满足集装箱容量的增长预测，弗吉尼亚港务局

正推进 CIDMMA 向东扩建，作为今后海运码头的场地。

图 3 全面建成后的克雷尼岛东扩项目概念图

项目施工（项目规模：13.7 米（45 英尺）和

12.2 米（40 英尺））

该重点航运项目是《1986 年水资源开发法》批准的诺

福克港和通道项目的一部分。与会者确定伊丽莎白河的主

河道目前维持在 12.2 米（40 英尺）深，而伊丽莎白南支流

目前维持在10.7米（35英尺）深，作为长期优先合作项目，

是高产修船厂和众多散货码头的所在地。这些较深的航道

服务于诺福克海军造船厂以及沿河的诸多商业造船厂，后

者为包括核动力航空母舰在内的大西洋舰队提供维修服务。

深航道将使得海运码头可完全装载大型船舶，以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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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伊丽莎白河及其南支流的位置和特征

南大西洋航道

南大西洋航道重点项目是进入切萨皮克湾的航道，为

弗吉尼亚港和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港提供服务。大西洋航

道是诺福克港项目的一部分，也是该区域内获得批准的联

邦航道段。由于船舶既在该联邦航道内通过也在其附近通

过，从而使该区域变得复杂起来。只有南大西洋航道东段

被确定为海上风力发电场租赁水域。该区域南面为丹奈克

（Dam Neck）疏浚物管理区。航道北面为诺福克海洋处理

区（疏浚物管理区）以及供船舶经过切萨皮克湾入口的其

他北部航运线路。

图 5 切萨皮克湾入口处的南大西洋航道区

项目施工（项目规模：16.8 米）

同上文提到的12.2米（40英尺）和13.7米（45英尺）

重点项目一样，该航运重点项目也是《1986 年水资源开

发法》批准的诺福克港和航道项目的一部分。与会者确定

加深诺福克港的 16.8 米（55 英尺）联邦航道部分，作为

长期重点合作项目。航道的加深未来将使集装箱船和散货

船队更安全地经过弗吉尼亚港的码头。自 2006 年召开首

届峰会会议之后，16.8 米（55 英尺）项目和南大西洋项

目已经合并。

图 6 诺福克港加深项目研究区域的侧向限制

诺福克港航道和克雷尼岛的维持

合作确定的第五个重要事项是继续维持现有诺福克港

和詹姆斯河联邦航道，以实现自由航行无限航，以及疏浚

物容量管理。

批准的项目包括加深还有可能加宽现有的 15.2 米（50

英尺）深航道网，该网络由双向全宽航道构成，始于大西洋，

经由切萨皮克湾，进入弗吉尼亚港入口。弗吉尼亚港经美

国国会批准在诺福克港和西姆布尔舒尔海峡建造16.8米（55

英尺）深的项目，以及在大西洋航道建造17.4米（57英尺）

深的项目。

受支持计划的进展和近期成果

克雷尼岛东扩项目

美国陆军工程师团（USACE）和弗吉尼亚港务局（VPA）

正合作推进 东扩项目，方法是在现有联邦航道附近扩建一

个储池。该项目会向东扩建克雷尼岛，包括迅速回填新疏

浚物堆场，为新海运码头提供地方。该项目的可研报告提

出一项东扩解决方案，可解决克雷尼岛疏浚物存储能力不

足的问题，并提高弗吉尼亚港集装箱处理能力。

根据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的规定，USACE

评估了所有合理备选方案，以避免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可研报告和环境影响报告（EIS）由美国陆军工程师团总工

程师 Carl A. Stock 中将于 2006 年 10 月批准。

扩建项目的获批是一项困难且复杂的工作。联邦、州

和非政府环境利益相关方团队参与并组建合伙关系，制定

南支流

大西洋航道

上游限制 下游限制

了获得广泛认可的移民计划，以回填大约210万平方米（520

英亩的）的河底。移民计划开发了一种地景法，清除污染

泥沙，建造湿地和本地牡蛎礁，以清理项目附近河流中污

染最严重的区域。环境效益会惠及受影响水域和周围地区

的多个利益相关方。

210 万平方米（520 英亩）扩建项目的合同会分阶段

招标，以匹配项目资金。主堤施工、横堤完工和移民项目

会在接下来的几年进行招标。该项目的寿命为 50 年，在此

期间这一创举将为全国经济发展（NED）带来 60 多亿美元

的经济效益，并创造 54,000 多个工作岗位。

第一个储池的南北横堤施工已完成，后续施工合同会

在今年底发布。

项目施工（项目规模：16.8 米（55 英尺））

扩建项目的获批是一项困难且复杂的工作。联邦、州

和非政府环境利益相关方团队参与并组建合伙关系，制定

了获得广泛认可的迁移计划，以回填 210 万平方米（520

英亩的）的河底。移民计划开发了一种地景法，清除污染

泥沙，建造湿地和本地牡蛎礁，以清理项目附近河流中污

染最严重的区域。环境效益会惠及受影响水域和周围地区

的多个利益相关方。

210 万平方米（520 英亩）扩建项目的合同会分阶段

招标，以匹配项目资金。主堤施工、横堤完工和移民项目

会在接下来的几年进行招标。该项目的寿命为 50 年，在此

期间这一创举将为全国经济发展（NED）带来 60 多亿美元

的经济效益，并创造 54,000 多个工作岗位。

第一个储池的南北横堤施工已完成，后续施工合同会

在今年底发布。

诺福克港航道和克雷尼岛的维持

在任何指定年，浅水通道各部分有浅滩形成，因此，

诺福克港通道每年需要进行维护和疏浚。诺福克港疏浚物

以沙、粘土和淤泥为主，环境风险较低甚至无环境风险。

这些疏浚物通常用于有益用途。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对几个利益相关方相互有利。例如，

如果疏浚物相容，可将沙放在当地海滩上，以利用有益的

使用策略。再例如，许多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包括克雷尼岛

的管理。克雷尼岛的管理方式可延长其寿命。这要求不同

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和协调，以便在短时间大量疏浚物放入

堆场的情况下，确定合适的泥沙输入时间。

联邦通道的维护疏浚预算每年保持一致，因此需要长

期的资金和疏浚物管理策略。通过合作和不断沟通确定每

年计划中的重点事项。

各利益相关方团队之间必须谨慎协调预算编制，尤其

是在签署综合合同时以及要求费用分担时。对项目批准的

有关潜在计划进行审核对政策合规性具有重要意义。

航道维护方面最近取得的一个成果是 2015 年 1 月水

运统计组合，使多个港口设施归弗吉尼亚港管理。在 2015

年之前，诺福克港和纽波特纽斯港的吨位在全国水运贸易

量统计中单独报告。通过港口整合，在今后的报告中，这

些港口设施会组合并单独占据一席之地，使弗吉尼亚港在

国家水系总吨数方面的等级提高。

外联工作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为了使信息有效传播并加大利益相关方的投入，弗吉

尼亚港合伙人每年参加两次会议，一次是关于汉普顿锚地

区的会议，一次是关于詹姆斯河的会议。通常议题包括讨

论港口的重点事宜，交流长期和短期计划，更新计划以及

预算编制情况和进度。在最近一次的峰会上，重点已发生

了转移，原因是在弗吉尼亚迅速部署了大型船舶，而为使

这些大型船舶能安全通过，需要更深的航道。

在汉普顿锚地峰会上，弗吉尼亚州海事协会制作并分

发了宣传册，更新关于峰会使命和愿景的合作，更新海事

商业界优先项目的最新状态。该宣传册突出了利益相关方

圈子里的重点，并向该圈子提供了在重点事项上所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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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新动态。图 7 显示了最新峰会宣传册的内容。

图 7 汉普顿锚地航航运峰会宣传册内容

结论和最新结果

目前，航运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随着每日

合作的深入和工作投入的加强，团队也日益强大，能满足

非常积极的计划要求，这对智慧规划的成功非常必要。

例如，在 2015 年 6 月执行诺福克港加深可行性成本

分担协议（FCSA）和伊丽莎白河南支流综合重估报告。

FCSA 包括弗吉尼亚港务局，作为 50% 的成本分担合伙人，

提供 50% 的实物服务。VPA 和工程师团的团队成员全面整合

为一个富于凝聚力的团队，在提供项目和研究建议时以及

提出关于决策制定过程的见解时需要更加透明。这种程度

的参与使所有合伙人同时关注优先项目，并提高团队合作

意识，迎接新项目即将面临的挑战和趋势。FCSA 的合作也

提高效率，支持工程设计、环境和经济分析，缩小工作错

误的范围，并减少重复工作。

从技术和资源角度来说，通过合作，根据美国陆军工

程师团、地方赞助商和合伙人提供的最佳团队资源，减少

或消除可能的专业技术空白，以继续跟踪项目。此外，非

联邦赞助商通常会在签署合同时规定效率，缩短项目任务

时间表，否则的话可能会产生大量的前置时间。

汉普顿锚地峰会回顾了过去几十年的工作，并积极参

与海事界的活动，为该团队提供了更多实践机会，逐渐成

为一个高效团队，完成众多成果。合作继续发展，现在涉

及更大区域，甚至全国。

缩略词

CIDMMA 克雷尼岛疏浚物管理区 

FCSA 可行性成本分担协议

FY 财年

GSP 州生产总值

NED 全国经济发展

NEPA《国家环境政策法》

SMART 具体、可衡量、可实现、风险告知、及时

USACE 美国陆军工程师团

VMA 弗吉尼亚州海事协会

VPA 弗吉尼亚港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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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与我的疏浚 "
——2016 年中国疏浚行业十大新闻

一、行业多家单位分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和国家优

质工程金质奖

2016 年 1 月 8 日上午，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由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交建）、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和江苏科技大学联合自主研发的

“耙吸挖泥船动力定位与动态跟踪系统”荣获 2015 年度国

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这也是中国交建及合作单位首获国

家技术发明奖。该系统作业精度优于 1 米，施工效率提高

12%。这标志着我国高附加值动力定位动态跟踪海工船舶具

备了自主研发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我国海洋资源开发意

义重大。

耙吸挖泥船作为大型海工装备，在深远海作业时受风

浪流影响严重，依靠传统的人工操作无法保证作业精度和

效率，恶劣天气影响下，甚至无法作业。目前，国际上新

型大型耙吸挖泥船均采用了该技术。

2016 年 12 月，由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铁建港航）承建的“中国海油珠海 LNG 项目一

期工程”，在 2016 ～ 2017 年度第一批国家优质工程奖评

选中摘得全国工程建设质量最高奖 -- 国家优质工程金质

奖，同时，中铁建港航总经理张小平被评为国家优质工程

金质奖突出贡献者。

中国海油珠海 LNG 项目一期工程位于珠海高栏岛 , 设

计规模为 350 万吨 / 年，主要包括建设三座 16 万立方米全

容储罐和一座 8 ～ 27 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接卸码头。中铁

建港航承担本项目陆域形成工程施工，主要包括护岸工程、

陆域水下软基处理工程和防浪堤工程。

在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成功实现了“零伤害、零事故、

零污染”的 HSE 总目标，并取得多项国家专利、国家级工

法、科技奖项以及 PMI（中国）年度大奖、中国海洋石油优

秀工程项目管理金奖、全国质量奖卓越项目奖等多项荣誉。

国家优质工程奖是工程建设行业设立最早、规格要求最高

的国家级质量奖，是工程建设质量方面的最高荣誉奖励。

该奖项起源于1981年设置的国家质量奖，截止到2016年，

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仅评出 108 项。

二、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债券60亿元，

借力资本市场促进主营业务发展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这一年，

中国疏浚各会员单位在“借力境内资本市场、提升研发创新能力、打造疏浚装备重器、锻铸

中国标签工程”等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业绩。这些，都强有力推动了中国疏浚业的发展。

经会员单位积极推荐和认真评选，“你与我的疏浚——2016 中国疏浚十大新闻”产生了。它

们成为中国疏浚发展史上的绚丽篇章。

2016 年 3 月 24 日和 7 月 4 日，中交疏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疏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先

后发行债券共计60亿元。其中，第一期发行规模为20亿元 ;

第二期债券发行规模为40亿元。全年两期债券的成功发行，

有效实现了调整中交疏浚债务结构、优化财务成本的目的。

借助公司债券发行登录境内资本市场，中交疏浚不仅能够

借力资本市场促进企业主营业务的稳健发展，同时也有利

于树立良好的中国疏浚业资本市场形象，对行业未来的蓬

勃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到三

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工地指导工作

2016 年 5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张高丽来到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承建的三亚凤凰

岛国际邮轮港二期工程建设现场调研。三亚凤凰岛国际邮

轮港二期工程为人工岛填海造地项目，是海南省“十二五”

规划重点项目，也是三亚市打造“一带一路”海上合作战

略支点的重要部署。工程建设 10 万 GT 邮轮泊位 1 个，15

万 GT 邮轮泊位 2 个，22.5 万 GT 泊位 1 个，新建人工岛成

陆面积约 44.7 万㎡，建成后可同时停靠 5-7 艘邮轮，满

足世界上最大的 22.5 万吨邮轮靠泊，年接待游客能力可达

200 万人次以上，将成为亚洲最大、世界第三的国际邮轮母

港。目前，工程已经完成主体结构施工，预计 2017 年 5 月

完工。

四、中国疏浚协会组团参加第 21 届世界疏浚大会；三

届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顺利召开标志着脱钩改革有序推进

2016 年 6 月 13 日至 17 日，第 21 届世界疏浚大会在

美国迈阿密召开。来自世界各国疏浚行业的600多名专家、

学者等参加了本次大会。大会主题是“疏浚的创新”，发

表论文120篇，并举办了近80家参展的疏浚设备、产品展览。

中国疏浚协会组成近 30 人代表团 , 参加了本届大会，

并有 8 篇论文在大会上进行了宣读发布。中交广州航道局

有限公司陈林代表报告了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港珠澳

大桥沉管隧道基槽的回淤控制、特殊工艺设备的成功应用

等，展现了中交疏浚在大型外海沉管隧道工程的核心竞争

力与超级综合实力，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关注。会议期间，

中国疏浚代表团中有四家企业参展。

2016 年 12 月 23 日，中国疏浚协会第三届三次常务理

事、理事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疏浚行业的 80 余

个会员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落实中央关于协

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的总体要求，提出要以“脱钩

改革”的有关规定要求为准则，从疏浚协会建设和行业发

展的实际出发，在章程修改、班子建设、党建、外事和制

度建设等方面，全面贯彻和扎实落实“脱钩改革”的新理念、

新规定、新要求，确实做到平稳过渡、有序推进协会工作。

会议通报了组团参加第 21 届世界疏浚大会的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疏浚协会第四届会员大会、成立

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和承办第22届世界疏浚大会等7项决议。

会议期间，还安排了技术交流活动。

五、疏浚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

目通过验收；《湖泊水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技术国家工程

实验室》通过评审

2016 年 6 月，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牵头、中交疏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家单位共同申报的“湖泊水污

染治理与生态修复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通过国家发改

委组织的专家评审。这一国家工程实验室的获批，将推动

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水环境治理领域迈入一

个新台阶，有利于促进我国环保事业的新发展。

2016 年 9 月，疏浚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创新能

力建设项目通过验收。该项目是根据 2011 年 11 月国家

发改委同意组建疏浚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批复和

2012 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批复的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的批复

而建设的。该项目的验收标志着我国疏浚行业唯一的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从筹建期进入运行期。项目建设的平台达到

了国际领先水平，填补了我国在“高、精、尖”疏浚技术

装备研发硬件条件方面的空白，同时也成为中国疏浚业科

技进步、创新能力建设的重要标志。

六、长江12.5米深水航道工程初通至南京，“黄金通道”

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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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5 日，由长江航道局负责施工的长江南京

以下 12.5 米深水航道二期工程初通基建与初通维护疏浚工

程初通至南京，“黄金通道”注入新活力。

长江流经江苏 425 公里，其中，深水航道 369 公里。

是长江主航道中通航条件最好、船舶通过量最大、经济社

会效益最为显著的“黄金水道”。12.5 米深水航道初通后，

将进一步提高长江江苏段大型海轮的实载率和南京以下长

江航道的通过能力。工程初通后，可产生航运效益 9 亿元

左右，对降低沿江地区物流成本将起到直接带动作用。

在此之前即 2016 年 6 月，国家发布了《长江三角洲

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打造引领长

江经济带临港制造和航运物流业发展的龙头地区。12.5 米

深水航道的初通，也将以更高标准的深水航道引导航运、

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向沿江的临港地区集聚，为推动流域的

产业转型升级、对外开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支撑。

2016 年 11 月 8 日，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与长

江航道局在武汉签署了长江下游 12.5 米深水航道维护疏浚

6000 方自航耙吸挖泥船建造合同。该船建成投产后主要用

于长江南京以下 12.5 米深水航道维护疏浚。

七、“5000kW 绞刀功率绞吸式疏浚船关键技术研

究”项目通过验收，体现这一核心技术成果的中国最新型

5000kW 绞刀功率自航绞吸式挖泥船 “天鲲”号开建

2016 年 7 月 29 日，在国家工信部立项并由中交天

津航道局有限公司牵头、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七〇八

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招

商局重工（深圳）有限公司等单位参研的 “5000kW 绞刀

功率绞吸式疏浚船关键技术研究”高技术船舶科研项目通

过专家验收。同时，体现这一核心技术成果的中国最新型

5000kW 绞刀功率自航绞吸挖泥船 “天鲲”号在振华重工

开建，并于 2016 年 8 月 4 日进坞搭载。

“天鲲号”由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投资建造，

为双桨、双转动导流管、全电力驱动、无限航区的中国

最新型自航绞吸式挖泥船，适用于国内外港口航道疏浚、

岛礁建设及围海吹填造地。艉部船体开槽，设置桥架；

艏部设置柔性钢桩台车系统及三缆定位系统；机舱和泥

泵舱设于船体舯部；上甲板上设置带有减震装置的 5 层

甲板室。船长 140.0 米，型宽 27.8 米，型深 9.0 米，在

设计吃水 6.5 米时航速为 12.0 kn，最浅挖深 6.5 米，最

大挖深可达 35 米，入 CCS 船级社。该船具有完全自主的

设计，世界先进，装备了强大的挖掘系统及当前国际最

先进的自动控制系统，可实现自动挖泥、监控及无人操

控，将大幅提高作业效率，对中国疏浚业务拓展及规划，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八、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帕德玛大桥

河道（航道）整治（疏浚）项目见证“一带一路”上的“中

国标签”

2016 年 8 月 14 日，中央电视台 4 台《远方的家》栏

目组专程来到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孟加拉

帕德玛大桥河道整治项目现场进行实地采访拍摄。历时四

天，对“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重大工程项目进展情况进

行专题报道。作为连接中国和“泛亚铁路”的重要通道以

及“一带一路”战略交通运输方面的重大工程，帕德玛大

桥河道整治项目具有重大意义。在工程奠基仪式上，孟加

拉国政府总理哈西娜女士亲自接见了中国电建的项目管理

团队，表达了对工程进展的满意和对中国电建人的高度评

价。

该项目是中国企业迄今为止在国际市场承接的单个合

同额最高（近 70 亿元人民币）的疏浚工程，与中国水电建

设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早期承接实施的孟加拉航道疏浚

项目形成“一北一南”之势，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

美丽的帕德玛河畔。两个项目见证了“现场和市场、硬实

力和软实力，犹如整个项目的‘两翼’，相辅相成、协同

发展；项目要树立的不仅仅是绿色创新发展理念，更是‘一

带一路’的‘中国标签’。”

九、中国疏浚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连获重大成果

2016 年 8 月，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中标横沙东

滩圈围（八期）工程项目。该工程圈围面积 6.36 万亩，

吹填总量 14242 万方，合同工期 1582 天，合同总额达到

76亿元，是国内单体最大滩涂造地项目，也是中交疏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以来中标的最大单体项目。该项目

位于上海横沙岛东侧，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围堤、促滩、

吹填等。9 月 26 日，该工程正式开工。至 12 月 25 日，

在仅有的56个有效施工天里，已完成吹填土方量600万方，

单日施工量最高达到 25 万方，比计划提前 6 天完成龙口

合龙边界条件。近期，该项目 1 号至 5 号龙口实现了一

次性同步合龙。至此，17.9 公里大堤连成一线，夺取了工

程开工后的关键性胜利，为后续工程进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该项目横贯“十三五”时期。工程竣工以后，作为上海市

耕地占补平衡用地，将解决上海城市发展的瓶颈问题，实

现土地资源的“可再生”，从而保证上海市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2016 年 9 月 27 日，由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组成的联合体公司正式中标香港机场第三跑道填海工程项

目，合同额 19.68 亿美元，工期 58 个月。该填海工程为香

港机场第三跑道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业主为香港机场

管理局。项目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填海拓地面积约650公顷；

建造海堤长度约 15 公里；施工碎石桩 580 万延米；施工排

水板3500万延米；深层水泥搅拌桩170万立方米。此次中标，

进一步巩固了内地公司在香港海工市场的优势地位。

2016 年 10 月 20 日，中菲两国在北京举行了中菲商

界交流活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与相关内阁、部长等见

证了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杜特尔特先生家乡

的 Mega Harbour 港口发展公司就达沃市海港开发项目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该项目位于杜特尔特总统的家乡——菲

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达沃市，项目将沿达沃湾约 8 公里海岸

线进行填海造地，填海面积 208 公顷，分四个岛进行开发

建设，并将用于政府公办、商业、住宅、港口码头及工业

等用地，填海任务将于 2019 年底完成。此次战略合作协

议的签署，标志着中菲两国港口建设企业在合作开发上迈

出了新的一步，为今后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开启了新篇

章。

十、世界领先、亚洲最大的耙吸式挖泥船“浚洋 1”

建成投产，中国疏浚船队又添新旗舰

2016 年 10 月 10 日上午，由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

投资 1.6 亿欧元在荷兰建造的世界领先、亚洲最大的耙吸式

挖泥船“浚洋1”在广州港举行建成交接仪式。交接仪式后，

“浚洋 1”将开赴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施工，正式投入中

斯“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科伦坡港口城的建设。“浚洋

1”总舱容量 21028 立方米。最大挖深可达 90 米 , 其满舱时

间仅需 84 分钟。它可以在海底挖泥后直接通过“彩虹吹”

将疏浚泥土吹到距离 150 米的岸上，它也可以通过接驳排泥

管实施吹岸施工，其吹岸距离超过 4000 米。这艘“海上巨

无霸”抗风能力特强，能在八级风浪条件下作业，具备全球

无限航区航行能力。该轮所拥有强大的疏浚和吹填造地能力，

可以称之为中国挖泥船中的新一代“巨无霸”。

2016 年 10 月 19 日，由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子公司中交海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组织建造的国内首

艘深层搅拌船（DCM 船 ) 在天津顺利下水。该船由中交疏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内研发设计单位联合研发设计，

是集深层土体切削搅拌、水泥浆精准注入、智能化施工管

理等多项高端技术于一体的绿色环保型国际先进装备，在

国际上首次采用了重型双处理机设置。该船拥有先进的调

倾系统、移船定位系统、水泥浆注入系统和抱桩器系统，

其中的智能化施工管理系统更是一举打破了日、韩等国在

该领域的技术垄断，并填补了国内空白。该船交付后将开

赴香港，服务香港机场第三跑道项目建设。

2016 年底，国内民营疏浚企业装舱量最大的 1.7 万立

方自航式耙吸式挖泥船“中昌浚 27”轮建成，开始投入洋

山深水港区四期工程疏浚工程建设。

“中昌浚 27”轮是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上海中

昌航道工程有限公司的耙吸式挖泥船船队中的旗舰，该轮

船体总长 165.17 米，型宽 27 米，型深 12.5 米，满载吃水

10.4米，最大挖泥深度可达45M。采用双桨、双机复合驱动、

双耙、艏楼、流线型船体设计和综合集成平台控制系统的

自航耙吸式挖泥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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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工程局成立
中国现代疏浚业由此起步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薛崇清

海河是华北平原的水

利命脉，汇聚九河之水，

养育两岸人；同时又以舟

楫之利，曾经成为天津的

交通命脉。在海河的孕育

之下，1897 年，中国最早的专业疏浚

机构—海河工程局诞生。

洋务运动在中国兴起之后，一些

官僚商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旗号下，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

举办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太平天国

运动的失败后，洋务派开始将军事工

业转为民用工业，这样，我国最早的

近代航运业开始兴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不平等

的《北京条约》，天津被增辟为商埠。

此后各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在天津强化

租界，开设洋行，倾销鸦片、洋货，

掠夺我国的工业原料及土特产品，外

国的航运业也趁机涌入天津。最初，

进入天津港的外国轮船除直接来自于

殖民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外，多数来

自外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轮船公司。随

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剧，一些洋

行、轮船公司纷纷在天津设立分行、

新建公司。1861 年在天津的外国洋

行仅有4家，到1867年，已增至17家。

据统计，1861 年到达天津的轮船有

111 艘，1873 年有 290 艘，1895 年

有688艘；1861年5月天津海关建立，

当年进出口贸易额白银547万海关两，

1873 年达 1720 万海关两，1895 年

更是达 5017 万海关两。由于航运业

的发展，贸易额的激增，旧有的海河

航道已不能满足国内外贸易的需要，

治理海河的呼声日益高涨。

海河地处九河下梢，既受淤塞之

害，又遭洪灾之苦。据记载，1892—

1897 年，海河及上游流域多次暴雨，

洪水成灾，大量的泥沙被带入海河，

造成淤积十分严重，有些地方水深不

足 1.8 米，即使在码头附近，水深也

不超过 2.1 米，进出天津港的货物，

不得不依赖驳船公司进行过驳。“如

不对海河加以整修的话，天津与海洋

的联系将不能维持下去”。洪灾也给

海河两岸的百姓造成了巨大损失，

1890 年 7 月的洪灾造成 6 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被水淹没，庄稼被毁，约 2 万

人死于洪灾，经济损失达 3000 万两

白银。频繁的灾害造成了天津地区商

业萧条，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也给航运业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建立

一个海河治理机构成为清地方政府、

航运界、商界和各国领事馆的共同愿

望。

1887 年，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

在海关年报中建议，从河道几个弯曲

处的颈部进行裁弯取直，以造成一个

几乎直线入海的河道，但德璀琳这项

计划，遭到了清朝官方的抵制和干预。

1890 年德璀琳再次向直隶总督李鸿章

建议，由英国人林德对海河航道进行

勘测，拟出浚治计划，并提议自关税

中支出白银 100 万两作为治河经费。

李鸿章虽然同意了这一计划，但却遭

到地方官员和驳船公司的强烈反对，

这一计划并未得以实施。1892 年夏，

德璀琳、林德等人为推行裁弯取直计

划，在租界南端的河段（今挂甲寺一带）

钉下界标，计划进行第一次裁弯取直。

此举因占用耕地，遭到当地家民的反

对。当德璀琳、林德与海关道台盛宣

怀前往时，遭到五六百村民的袭击，

人们推倒界标，赶走了德璀琳和林德。

德璀琳浚治海河的计划，终因当地家

民和清政府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外国

人插手海河的浚治而告夭折。

1897 年 3 月，直隶总督兼北洋

大臣王文韶鉴于海河水旱灾害给航运

业及海河沿岸居民造成的严重损失，

乃聘林德为顾问，与领事团团长、法

国总领事杜士兰，英国领事宝士徒，

天津洋商总会主席克森士以及津海关

税务司等会商，协议成立了海河工程

局。

海河工程局成立后，取委员制，

由清地方政府、领事团及洋商总会、

津海关税务司指定，组成一个海河

管 理 委 员 会（Hai-Ho Conservancy 

Commission），其成员包括天津海关

道台；总督提名的两位中国官员；天

津海关税务司；各航运界与驳船公司

的代表；洋商总会的代表。但这个委

员会实际上不经常开会，公务由顾问

林德会同首席领事、津海关税务司和

津海关道台（或其代表）处理。

1900年，随着八国联军的入侵，

海河工程局进行的工作全部停止，已

完成的工程也大半荒废。7 月八国联

军在天津建立了联合军事殖民统治政

权—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

都统衙门（简称都统衙门），它打着

保护天津城安全的旗号，将其统治范

围扩大到海上，规定在其统治范围内，

可以用自己的管理手段来完成已开始

的公共工程，维护河道与运河的交通。

由于海河工程局在保持天津与外地之

间水路联系的重要地位，1901 年春

季，都统衙门任命了三位外国军官组

成特别委员会，执行并监督海河的浚

治工程。这个特别委员会由于领事团、

洋商总会、北京外交使团与八国联军

统帅瓦德西之间，在海河工程局的组

织及资金供给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而

没有做任何事情，也没有支持有关的

各项工程。1901 年 5 月，经过反复

谈判，北京外交使团与瓦德西同意对

海河工程局进行改组。改组后，海河

工程局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一名

都统衙门委员，一名领事团委员，一

名津海关税务司（以上为董事会），

董事会主席由外交使团指定领事团委

派的委员担任。此外还有几位仅供咨

询的委员，即各租界的领事代表（英

租界例外，由英租界工部局主席代

表），天津洋商总会主席及一位航运

界代表。

1902 年，清朝廷在内外压力之

下，要求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交还治理

天津事务，经多次交涉，8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