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启新征程 创造新未来
——热烈祝贺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圆满闭幕

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于 11 月 29 日上午在北京圆满闭幕。本次会议由世界疏浚协会

联合会东部疏浚协会、中国疏浚协会和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会议吸引了 200 家疏浚

相关企业、科研院所等机构的 400 多名疏浚精英，以“疏浚·生态·可持续”为主题，共话世界疏浚

界对新时期行业前行大趋势和最新技术成果。

会议设立主旨报告、智能疏浚与疏浚技术与疏浚技术新趋势学术报告、疏浚技术与工艺学术交流、

青年才俊学术交流、环保疏浚疏浚与生态建设学术交流、疏浚装备学术交流六大专场，疏浚界精英齐

聚一堂，聚焦疏浚可持续，探索智能化疏浚，交流施工新工艺。

会议上，行业首次表彰“中国疏浚行业新世纪以来十大创新工程和十大创新科技成果”、 2017

年度中国疏浚青年才俊”和“2017 年度中国疏浚优秀青年人才”，表现出了行业对技术创新、对疏浚

青年人才培养的重视。

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的举办，是中国疏浚新时期以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预示着中

国疏浚在新的时代、新的起点，将实现新的跨越、新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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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唯一的、也是最高的荣誉；我要

向荣获“中国疏浚行业新世纪以来十大

创新工程和十大创新科技成果”行业大

奖的单位或个人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因

为奖励的深刻涵义，是让我们再次领悟

到中国疏浚的创新者、当然也包括国际

相关企业的支持在内、所体现出来的坚

韧果敢、忘我付出的精神和情怀；我还

要向荣获首届“中国疏浚青年才俊”的

获奖者表示热烈祝贺，既为他们杰出的

创造，更因为他们和他们身后的大批年

轻的疏浚新生代，代表着疏浚业的灿烂

未来。

疏浚是与经济、社会、生态和民生

息息相关的行业。在世界经济正在深刻

转变，新技术革命正在萌发巨大动能，

国际社会正在谋求更加全面、更有质量、

更可持续的发展的新时代，疏浚既面对

市场、环境、技术等多重挑战，更蕴涵

着新需求、新机遇、新动能和新活力。

中国疏浚、亚洲疏浚的新时代是变

革、创新、合作、绿色和共享的时代。

我们应当以积极的姿态开启新征程，创

造新未来：这就要从市场需求变化出发，

加快观念、技术和运行模式的改革，构

建充满活力的新业态；这就要从“人与

自然和谐”基本规律出发，构建绿色的

产业与技术新体系；这就要从全球经济

形态发展要求出发，加强国际、行业内

外的深度合作，构建竞合共享的新关系；

这就要从使命和责任的高度出发，统筹

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切实构建疏浚

可持续的新基石。

疏浚是造就繁荣和美好的事业。相

信中国疏浚和世界疏浚大家庭必将持续

进步，家兴业盛。

2019 年，中国将举办第 22 届世界

疏浚大会。我们期望世界疏浚大家庭的

成员们奉献出更加丰硕的成就，让大家

分享。

卷首语

中国第五届疏浚技术发展会议围绕

交流经验、展示成果、倡导共识、增进

合作、推动创新、促进发展的宗旨，在

参会嘉宾、代表的积极支持下，取得了

丰硕成果。会议期间，发表了多篇具有

国际一流水准的学术报告，交流了 140

余篇论文，评选出“中国疏浚行业新世

纪以来十大创新工程和十大创新成果”

和首届“中国疏浚青年才俊”，举办了“中

国梦 新时代 新征程”大型主题展览。

大会突出了“生态的疏浚和疏浚的新生

态”的发展方位，彰显了疏浚赖以传承

的创新精神，促进了疏浚新产业链和新

型合作共同体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疏

浚的影响力。

我要代表世界疏浚协会联合会、东

部疏浚协会和中国疏浚协会，向荣获 “亚

洲疏浚业特殊贡献奖”的中交天津航道

局有限公司表示热烈祝贺，因为这是百

年以来，亚洲疏浚企业或机构迄今为止

王海怀 
中国疏浚协会

理事长

世界疏浚协会联合会、东部疏浚协会

副主席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彰显行业创新能力  迈向疏浚全新征程
——王海怀理事长在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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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建设美丽中国”战略
助力中国疏浚开拓新未来

栏目策划人  严杭

2017 年 11 月 28 日，亚洲疏浚行业峰会——由世界疏浚协会联合会东

部疏浚协会、中国疏浚协会和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国第

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于上午八时整，在北京百富怡大酒店隆重开幕。

此次大会盛况空前，海内外近 200 家疏浚相关企业、科研院所等机构的

400 多名疏浚精英齐聚北京，以“疏浚·生态·可持续”为主题，共话世界

疏浚界对新时期行业前行大趋势和最新技术成果。

过去这五年，是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密度最高、推进最快、力度最大、

成效最多的五年。而在十九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更是被提升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次大会以此为契机，加强疏浚产业各方联系，推动生态

疏浚、智能疏浚发展，表彰优秀疏浚青年才俊，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切

实努力。

本期，我们将带您全方位回顾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我们

特地整理了中部疏浚协会主席 Laboyrie 先生、世界人工智能知名专家黄广

斌教授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为新时期的生态疏浚、智能疏浚领域的发展提

供思路与借鉴。同时，我们把大会期间对多位行业专家的访谈进行整理，从

专家的角度来看将来疏浚业的发展方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相信在所有疏浚同行的不懈努力之下，中国疏浚定能育树新作为，开拓新未

来！

开启新时代  实现新腾飞
——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侧记

历史的画卷，总是在砥砺前行中铺展；时代的华章，

总是在新的奋斗里书写。

2017 年 11 月 28 日，亚洲疏浚行业顶级峰会——由

世界疏浚协会联合会东部疏浚协会、中国疏浚协会和中交

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

术发展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

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是在当今疏浚业面

临转型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疏浚行业需要深刻把握住可

持续发展的总方向的关键时期，按照“建设美丽中国”的

战略目标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对疏浚行业进行全

方位深入讨论，旨在推进行业技术改革，搭建疏浚产业平

台，促进与国际组织之间联系。

此次大会盛况空前，海内外近 200 家疏浚相关企业、

科研院所等机构的 400 多名疏浚精英齐聚北京，以“疏

浚·生态·可持续”为主题，共话世界疏浚界对新时期行

业前行大趋势和最新技术成果。

会议引导并促进了行业转型 ，尤其是加深了对生态

疏浚和智能疏浚发展趋势的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绿色发展理念，多次强调“生态

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的原则和目标，深化了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主旨报告专

场上，中国疏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交疏浚集团董事长

周静波、中部疏浚协会主席 Hypolite Pierre Laboyrie 先

生、国际疏浚企业联合会代表 Jurgen Dhollander 先生分

别作主旨报告演讲，阐述面对当今的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

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全球人类的新选择，以水环境综合治

理为主的环保疏浚产业将成为疏浚业转型升级的新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

调，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实施国

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会议特地开设了智能

疏浚与疏浚技术新趋势学术报告专场，特邀世界人工智能

知名专家黄广斌教授进行关于人工智能在挖泥船上的应用

可能性的演讲。此番演讲赢得了全场参会者的喝彩，尽管

时间很短，但黄教授的知识传授、要点点拨、趋势预判给

人很大启示，并令人振奋。黄教授说挖泥船就是一个移动

数据中心（moving data），是有可能通过使用超限学习

机ELM等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出挖泥船的AlphaGo zero的，

一旦智能疏浚技术成熟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好比每艘

挖泥船都长了聪明的大脑，个个都是疏浚高手。这将肯定

大大提高疏浚作业的效率、价值和生态意义。

会议彰显了行业凝聚力，促进了行业建设。本次会议

上，行业首次设立并颁发的“2017年度中国疏浚青年才俊”

与“2017 年度中国疏浚优秀青年人才”奖项，引发了行

业上下一致好评。首批全国疏浚行业资深专家、河海大学

疏浚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倪福生教授以“青年强

则疏浚强”盛赞本次“青年才俊”评选活动，世界疏浚企

业联合会（IADC）公共关系经理 Dhollander 先生认为，中

国疏浚行业对疏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探索以及对青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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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与 IADC 的作为不谋而合。中国疏浚历经 120 年，

几代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无数有志青年踏波逐浪，传承

创新精神，追求出彩人生，推动民族疏浚不断发展。可以

说，中国疏浚持续成长的历史，就是一代代青年人才前赴

后继、磨砺自我、建树作为的历程。疏浚业正在构筑建设

美丽中国、更美好世界的新生态，青年人才是中国疏浚不

断积蓄、激发和创造出更多智慧和力量的根本，是决定疏

浚行业变革成果以及实现可持续的新生代。

此外，行业首次评选了“中国疏浚行业新世纪以来十

大创新工程和十大创新科技成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的战略支撑。本次评选吸引了众多疏

浚同行参与，累计投票人次将近 3 万人次，取得了很好的

反响。会议上，中国交建总工程师、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

项目部总经理林鸣以《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技术创新和实

践》为题，用一个一个震撼人心的数字、一张张大气磅礴

的照片，生动讲述了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部如何以创

新突破各种世界级施工难题，变不可能为可能，用一往无

前的决心、迎难而上的信心、史无前例的创新，成就了这

一瞩目的世界奇迹。林鸣总工的讲演给在座的所有中外参

会嘉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很多之前对港珠澳大桥

了解不多的外国友人，纷纷表示被这一世界级工程、被中

国基建的雄厚实力、创造力深深震撼。

会议促进了中国疏浚与中部疏浚协会与 IADC 等国际

组织的合作。本次会议，给中国疏浚与国外疏浚组织与企

业搭建了桥梁，为今后的合作打下了基础，各个疏浚组织

企业均表达了加强与中国疏浚协会联系的意愿。世界疏浚

协会联合会、东部疏浚协会主席 Padman 先生高度肯定了

本次会议取得的丰硕成果。他表示，过去东部疏浚协会与

中部疏浚协会交流沟通的机会较少，高层之间缺少深度的

会晤。中国疏浚协会召开本次会议创造了双方充分沟通交

流的良好机会，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中部疏浚协会主席

Laboyrie 先生此次出席本次大会并作了主旨报告，这在亚

洲疏浚界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中国疏浚协会的作为，使中

部疏浚协会得以积极融入亚洲的疏浚技术交流，将亚洲与

欧洲疏浚界的交流合作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马来西

亚巴生港务局副局长 Kamal 先生表示这场盛会，无论是现

场气氛还是学术交流的精彩程度，尤其是港珠澳大桥的介

绍，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本次会议得到了中交集团、中交疏浚的大力支持。会

议以会展并举的形式回顾了中国疏浚业数千年来的辉煌发

展历程。期间，中国梦 新时代 新征程——纪念中国疏浚、

中交疏浚、天航局诞生 120 周年主题成就展暨海上丝绸之

路精品文物展在中交大厦举行，着重展示了近百余年来中

国疏浚、尤其是中交疏浚及其旗下疏浚骨干力量的发展成

就，强势突出了中国疏浚业的贡献、创新以及主动担当的

社会使命，对疏浚业与经济、社会、民生的基础性关系做

了生动揭示，势必会对中国疏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疏浚协会理事长、中国交建副总裁王海怀在会议

开幕式、闭幕式上均作重要讲话。他表示，疏浚行业是世

界可持续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疏浚历经“黄金周期”

更是迅速发展，已经成为提升世界疏浚业贡献度和影响力

的重要力量。面对发展方式、增长动能、服务形态的深刻

转变，需要加深认识疏浚业的本质属性、社会功能和生态

价值，坚定信心促使疏浚业的转型升级。要充分认识推动

疏浚业可持续发展的五种力量，这就是生态文明的力量，

科技革命的力量，励志竟优的力量，承接挑战的力量和合

作发展的力量，不断成就连通世界、构建生态、造福人类

的伟大使命，并在同时，展现出疏浚业新的面貌。

历经为期一天半，六个专场内容丰富，精彩绝伦的学

术交流，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于 11 月 29

日上午闭幕。闭幕上，世界疏浚协会联合会、东部疏浚协

会主席 Padman 先生亲自向为亚洲疏浚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的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颁发了“亚洲疏浚业特殊贡献

奖”。Padman主席在致颁奖词时提到，中交天航局在中国、

亚洲和世界的许多现代化的港口、航道建设中，做出了重

要贡献，为中国乃至全亚洲疏浚业建树了卓越的声誉，而

今依旧充满生机活力，成为亚洲疏浚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

伟大企业，无愧于亚洲疏浚业的骄傲，也代表了世界疏浚

业的崇高精神，应当赢得广泛尊重和崇高敬意。“亚洲疏

浚业特殊贡献奖”是东部疏浚协会首次颁发的行业大奖，

相信这将成为获奖者和东部疏浚协会的众多同行的新起

点。希望中交天航局与东部疏浚协会的众多同行一起携手

努力，为创建美丽世界作出新的贡献。

会议结束，与会代表也纷纷表达了自己对会议，对

中国疏浚的看法。首批全国疏浚行业资深专家、中国交

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部副总经理、中交星宇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田俊峰表示智能疏浚是非常具有战略性和

前瞻性的新定义、新体系。面对当今炙手可热的人工智

能新技术浪潮，传统疏浚过于依赖船员经验积累的作业

方式，将极有可能通过植入 AI 技术来实现“机器自主”

操控，对这样一个重大的趋势，疏浚行业是否要敏锐地

认识到，还必须紧紧把握住。这次大会立足当前、放眼

未来，以学术探讨的方式，引领疏浚从业者的认识和思路，

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效。认识是实践的前提和出发点。

处在转型升级的中国疏浚行业，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就

是要深化认识，特别是在生态疏浚、智能疏浚这些战略“高

地”上要有主动性，这可能是中国疏浚实现“换道超车”

的难得机遇。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环保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

“2017 年度中国疏浚青年才俊” 胡保安表示，疏浚业的

内涵在不断加深，环保理念贯穿于疏浚行业的方方面面：

从疏浚船舶燃料含硫量的控制，船上污水和垃圾的控制，

到疏浚过程中环保绞刀头的使用，防污屏的设计和运用，

疏浚底泥脱水余水处理，疏浚底泥的资源利用化等，都体

现了“环保优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战略方

针；疏浚业的范围正在加宽。业务范围开始从沿海到内陆，

从海洋到内湖逐步发展。内陆水环境治理工程是疏浚业未

来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这其中有内陆水源地的保护，也

有城市黑臭河道的治理，内陆湖泊的保护等。疏浚业正处

于深度、宽度和厚度多维延展的历史转折点，这不仅是机

遇，也是挑战，中国疏浚应当紧紧把握这一机遇，把主动

积极地深化变革作为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以理念、

技术到产业链组合的创新作为推动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疏

浚人要同心协力，为这一目标砥砺奋进。

本次吸引了多家行业权威媒体进行多角度，全方位报

道。中国水运报记者张龑在会后感言中写道，“采访中，

疏浚人言语间展现的自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国

家发展大蓝图中担当重任的自信，对于未来行业发展的自

信，不惧与世界强手同台竞争的自信……这份自信源自十

足的底气。120 年来，低调的疏浚业始终甘居幕后，为经

济社会建设默默奉献。在新时代到来之际，希望中国疏浚

业抓住机遇，做大做强，焕发新的生命力。”

中国交通报记者周献恩则干脆用“不吐不快”来形容

此番会议的采访感受。周记者在采访感言中写道：“这次

大会期间，我应邀采访了与会中外专家代表后，有两个词

在我心头涌动，不吐不快。一个词是‘震撼’。尽管我在

水运行业浸润了很久，但在中国现代疏浚诞生 120 年的当

口，听专家们讲述‘疏浚好故事’时，还是被震撼到了——

震撼于中国疏浚装备和技术发展如此之迅速！另一个词便

是‘期待’。我国已是‘疏浚大国’，但还不能称为‘疏

浚强国’。因为这中间似乎就差‘临门一脚’了——需要

中国疏浚业界各方一起努力，认真解决好传统疏浚的人机

效率和生态环保问题。很欣喜地看到，‘智能疏浚’在成

为大会热议词的同时，也成为中国疏浚界正在和今后攻关

的重要方向。相信有了‘智能疏浚’作为后盾，中国疏浚

产业短板也将能很大程度补齐，最终让中国真正成为‘疏

浚强国’。”

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的

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今天，中国年疏浚量已超

10 亿立方米，是少数几个能够自主开展大规模吹填造陆

和航道疏浚工程的国家之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自信，更加强大。当今中国社会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疏浚也面临着转型发展。中国疏浚

想在这轮疏浚生态化、智能化的潮流中脱颖而出，还需疏

浚业上下齐心协力，共铸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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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可持续基础设施开发的疏浚工程》
 ——摘录自 2017 年 11 月 28 日北京“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报告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情。很荣幸受邀代表位于荷兰的中

部疏浚协会到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大会上发表主旨报

告演讲。

时隔 32 年后再度来到中国，我惊喜地发现中国发生

的巨大变化。

中部疏浚协会与 IADC 携手合作，一直在研究疏浚工

程与环境的影响。我们发现在过去的疏浚工程中，对环境

效应的控制是一种反馈式的工作模式。十年前，我们合作

写了一本书叫《疏浚工程对于环境方面的考量》。现在因

为疏浚工程的不断创新和深入的技术研发，我们有了新的

发现。我们认为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要从一个被动方式，向

主动的方式来转化。因此，我们合作写了一本新书《面向

可持续基础设施开发的疏浚工程》，将于2018年4月面世。

在这本书里，我们将提供新时代的疏浚工程的指导思想及

其对面对难题的解决方案。

首先，我们仍然认为疏浚工程应该完成预定工程目标

所存在的必要性。比如扩建港口，加深航道等，但是与以

往不同的是，我们着重强调，一个疏浚工程要能够在生态

环境、人文环境的基础上为社会做出额外的贡献。为实现

这样一个目标，就要求所有的参与方对整个疏浚工程各个

方面有一个清晰而全面的了解，并且与所有子工程的关联

方有一个主动协同合作的过程。这本书将使构建更好的疏

浚工程变为可能。

什么是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是社会、环境、经济效

应上都达到最佳的利益平衡点和利益最大化的交融点。

Polite Laboyrie
中部疏浚协会（CEDA）主席

来自荷兰，曾担任 CEDA 环境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 Witteveen Bos 咨询工程公司

欧洲、非洲和美洲地区的负责人。

在四年前布鲁塞尔世界疏浚大会上，我们已经对可持

续发展的疏浚工程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划，基本含义有七点：

1、应系统地考虑和整合社会、环境和经济目标；

2、与自然过程协同，最大程度利用大自然的力量来达到

人类的目标；

3、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应该在最初的概念阶段参与进来；

4、确定并遵循基于科学的标准和准则；

5、对疏浚底泥的效益最大化的利用；

6、疏浚能够成为补救和恢复（生态）的关键解决方案；

7、项目实施之前、之中和之后的监测与评估。之前进行

是为了对整个工程进行全面考量，之中进行是为了能

够及时调整疏浚工程的管理模式，之后进行是为了评

估疏浚工程的成功或者失败。

那么，在《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进行的疏

浚工程》一书中，也着重介绍了对一个即将进行的疏浚工

程如何去设计和进行概念性规划。根据以下图表，可以看

到，横坐标是疏浚工程综合考量上的成功率，从左到右对

应着成功率由低变高；纵坐标则是一个工程从最开始的规

划、施工到最后的评估。

 上图可见，红颜色的区域是以往未进行综合考量的

情况实施疏浚工程的成功率。绿色的区域是对社会、经济、

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之后的疏浚工程成功率。图示直观

地发现成功率有明显地提高。由此也进一步提示我们，如

果在一个工程的初始阶段投入更多的精力与分析，工程的

成功率将大大提高。

另外一个应用这项理念的典范就是“生态系统服务”。

大自然为人类提供的最典型的服务有：食物的提供，

知识服务（比如导航），监管服务（比如防洪措施的规划），

对人文活动非常有价值的服务（比如填海造地）。有效利

用这四大服务系统，使人类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遵循

如此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将更容易实现经济价值、社

会价值、环境价值之间达到平衡点。

下图是荷兰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叫“泥沙引擎”工程。

在这个工程里，建设者将近 3000 万立方米的沙子通过沿

岸流推到海岸线前沿，也就是利用大自然的力量把沙子带

到我们想带到的地方。这就加大了大自然自我塑造的可能

性和对生态系统维护的良好作用。这样的结果，工程造价

更低，相关利益各方的满意度将更高，应当说，这是个成

功的工程。

使用基于自然本身的工程解决方案是生态疏浚的重要

一环。人们可以利用自然系统和自然服务，更为主动地让

大自然为人类做一部分工作。与此同时，也要让工程实施

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与当地社区密切合作。比如在“泥沙

引擎”工程中，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效益，相关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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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在这个体系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要深入理解大自然

是如何作用、如何工作的。如果运用这样一种概念，在水

利工程领域，我们要从大自然体系的自我功能出发，与该

系统自身动力理论保持一致，就能为大自然创造机会，同

时让大自然为我们工作。

在书中，我们提供了工程施工的指南，比如如何选择

疏浚工作船只。根据下列图表，我们可以通过海底土壤性

质，以及准备开采的方式，从纯机械式，到水力驱动式等

各种方式来决定。

今时今日，如何选择船只，如何进行疏浚施工，我们

需要考虑很多对环境影响的标准。

对不同疏浚工程类别，我们都要掌握相应的信息。如

当地水体的浑浊度。另外一个要考量的点是土体膨胀，这

在底泥回收上给我们提出了挑战。此外，我们也要对水底

噪音进行考量与标准界定，因为水底噪音造成的影响变得

越来越重要。下图是关于水下声音的划分。

上图中，横坐标是主频率，最顶上的噪音源是海底地

震，往下是海上风电场，疏浚船只的音频处于居中，与许

多海生生物频率一致。

还需关注的是疏浚过程中温室气体的排放。

另外是工程的产出，虽然产出不直接取决于环境影响，

但它们之间存在内在相关性。

最后挖泥船的存在也将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如灯光

对周围水生动物造成的威胁。

在书中，我们另外开发了新的框架结构，是关于如何

处理疏浚过程中的底泥。首先我们当然要从疏浚工程本身

的需要出发，然后我们考虑在工程中进行筛选评估，之后

是对沉积物有哪些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污染底泥和沉积

物一般有两个处理方式，一是进行有益的再次利用，另一

是进行抛泥。

对底泥的开发又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环境进行改

善，比如建造湿地。另一方面是我们把它利用到别的建设

工程中，比如作为建筑材料。

对于抛泥，一般有水下抛泥与陆上堆积两种方式。关

于如何进行筛选和评估，要了解工程特性，然后是进行最

大限度的优化，要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解，从而在最大

程度上减少影响。如果实施这样一个工程，我们就能够创

造出附加价值，能够有效发动利益相关方，最后得以实现

最初的成本效益估算，满足国家政策的要求。与以往相比，

我们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创造出新的附加价值以及让利益相

关者参与进来。

下面谈谈疏浚物料的处理。比如荷兰 IJsseloog 的密

闭处置措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那里的抛泥池有 20

米水深，沿岸堤高 10 米，总计约 25000 方的容量。

另外一个范例是英国的 Horsey Island，疏浚沉积物

用于海岸防护和栖息地恢复。

还有一个案例是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建设的 Amoras

处理设施，用流水线的方式把所有疏浚底泥进行脱水压缩，

使体积大大减小。

我们的研究中，还有同样重要的一环是适应性管理的

应用。适应性管理适合于当地环境影响不确定的工程，在

项目处理中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反映，对不确定性进行处理。

我们在工程中针对不确定性，将灵活性和稳健性与项目开

发时的新决策信息结合起来，达到预期目标的适应性管理。

在疏浚工程适应性管理中，我们对各个指标设定界限值，

一旦环境影响达到或者超过了界限值，我们将暂缓或临时

停止疏浚工程，尽管这会使产量达不到预期。反之的话，

我们将尽可能发挥作业效率，使效果超出预期。适应性管

理的顺序是规划，设想，应用设计方案，最重要一环是保

持实时监控，在此基础上通过反馈信息，来调整工程方案，

再去实施工程，从而达到使整个工程提升的最终目的。在

适应性管理的框架下，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应该融入进来，

并努力促使业主方、法律监管方、施工方和咨询方都能做

到彼此信任。

总结：

1、新的疏浚体系来源于对整个系统完全、深入的了解，

包括社会、环境与经济；要非常的积极主动；要使用基于

大自然的疏浚解决方案；实施适应性管理的模式对疏浚工

程有很大的帮助。

2、使用最新的技术。“当世界上已经存在很多车轮

子的时候，不要再去发明一个车轮子”。要加强沟通，加

强联系，以免做重复工作。希望广大疏浚同行可以使用我

们的指南——《面向可持续基础设施开发的疏浚》。



特别策划——报告选登 特别策划——报告选登

13    2017 第 6 期 2017 第 6 期     14

中国疏浚 中国疏浚

中国经济的发展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积淀，如

今已经到了爆发性的阶段。实际上，技术研发经过这么

多年积累，也到了爆发阶段。我们以前羡慕别人能制造

出许多精密的仪器、机器，现在来看，我们自己其实也

能胜任，比如国产大飞机等。在疏浚装备上，我觉得我

们也到了这个发展阶段，比如中国自主新造的先进挖泥

船，被誉为“造岛神器”等，也都是世界级的。

两年前，我给宝马公司提出了无人驾驶技术的战略

规划和布局。我们现在和劳斯莱斯也有合作无人船相关

的项目，包括船舶的数据分析、自主导航、路径规划等。

也许五年之后，我们会看到智能疏浚船会在中国出现。

之所以有智能疏浚船这个想法，还得归功于人工智能革

命的加持。十五年前，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神经网络

还算是冷门行业。许多这个领域的学生毕业了就等于立

即失业。我们的前辈把计算机（computer）翻译成“电脑”。

十年前我还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这么翻译，computer 应该

算是计算机器（computing machine）。但现在来看，我

们可以发现 computer 更越来越注重于脑 (brain) 的功能

( 智能 )。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类的想法其实很超前，直接

期望计算机像脑袋一样（电脑）。

黄广斌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电子电气工程学院

教授

超限学习机——填补机器学习和生物学习的空白
——摘录自 2017 年 11 月 28 日北京“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报告

本次会议的气氛让人联想到几百年前“郑和下西洋”的情景。几百年前，中国曾经有那么多的航船远

涉重洋访问世界各地，中国曾经是个海洋大国，中国的远洋历史曾经让人惊叹。而今，历史在几百年后的

今天又开始了新的轮回。在经历一段低谷之后，中国的航运事业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但这个历史轮

回与之前有较大的区别，根本就在于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实现了提升：以前是工业革命阶段，我们主要依

赖于机械，甚至连自动化都谈不上。而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开始了信息化、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

我们可以将 2010 年作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时

代分水岭。在此之前，其实许多人工智能算法不是不成

熟，而是没有应用条件，计算环境也不太友好，很难发

挥和体现算法的效能。但自 2010 年之后，我觉得真正的

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我们最先分析和提出了人工智

能和机器学习的三浪发展。这个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因

为随着要处理的数据越来越多，靠传统的人工模式已经

难以解决复杂问题。我们尝试着让机器去挖掘数据背后

的规律，规律的背后隐藏着无数的机会。公司、产业界

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所以人工智能的时代终究要到来。

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以 2010 年做为人工智能的分水岭，

因为许多人觉得分明是两三年前机器学习才火起来。其

实，这只是一个现象，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必要条件

从 2010 年就正好具备和满足了。尤其得归功于苹果公司

的创办人乔布斯，实际上是他点燃了这个火焰，有了他

以及他推出的 iPhone4 智能手机才导致各式各样的社交

和应用软件的出现。人工智能或者说智能互联网把我们

每个人连接起来，人自身已经是一个超级智能传感器，

创造出许多数据。所以我把乔布斯的 iPhone4 作为这次

人工智能爆发的起始点，其它人工智能技术和算法是伴

随这个时代的技术工具。人工智能不必依赖于大数据，

但大数据一定导致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虽然我们对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感到兴奋。但从长

期来说，现在还处于人工智能大爆发的前夜。人工智能

技术的发展大致每 15 年一个周期，螺旋式交替上升。从

这个角度来说，15 年、30 年之后我们能看到更有趣的东

西出现。所以，谁最早启动人工智能的研究，谁就将占

得先机。智能疏浚船、智能无人船、智能无人机等各方

面机会将越来越多。

人工智能开始火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人工神经网

络技术的追求和再认识。人工神经网络之所以能应用在

理论上基于两大定理，第一大定理是万能逼近能力定理

（Universal Approximation Capability Theorem）， 即

任何连续目标函数可以用前馈神经网络以任意小的误差

近似逼近 ; 第二大定理是万能分类能力定理（Universal 

Classification Capability Theorem），指任何理论上可以

分开的目标都可以用前馈神经网络加以分开。万能逼近定

理主要是在上世纪 80-90 年代研究比较多，我们在 10 多

年前提出并且在理论上证明了神经网络的万能分类能力。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机器学习包括在人工智能概念和

技术里面，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一部分。这个结论在

以前是，但在未来不一定是。60 年前提出人工智能概念

的时候还没有多少数据，那时候研究人工智能许多情况

下需要以人提供的规则为主，以人为主导，其实是“人

工创造的智能”。而现在数据爆发式增长，很难再去定

义和研究一个规则处理复杂的数据，很难构造一个通用

算法。于是我们开始强调机器的自主学习和无监督学习。

就像数学体系起于最初的“1+1=2”再到后来复杂的微

积分等。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以人干

预为主的算法到越来越独立于人类的自主学习。机器学

习不必依赖大数据的支持，因为它可以从少数数据中去

挖掘规律去学习本质，比如 AlphaGo Zero，它所需的数

据其实很少。

在疏浚工程中，我们可以认为疏浚船舶就是一个典

型的“移动数据中心”（“moving data center”）。

假如有智能传感器，疏浚船舶就有了更加明亮的眼睛，

传感器之间相互关联和智能化结合。因此在我看来，伴

随着智能物联网（Internet of Intelligent Things）的

到来，本地化智能（Local Intelligence）的崛起，可实

现本地化数据采集、分析、数据处理、决策协调。智能

疏浚船舶在未来就变为可能。

本地化智能离不开低功耗的本地智能实现技术。超

限学习机（Extreme Learning Machines, ELM）当初提出

时是为了尝试揭秘生物脑（尤其人脑）在生物神经元运算

速度慢的情况为什么思维快和具有惊人的生物链接弹性

（Resilience）。ELM 理论认为生物学习机制的秘密在于

生物神经元不必调整。ELM 与生物学习存在着许多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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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可持续发展，建树中国疏浚新作为
——专访世界疏浚协会联合会、东部疏浚协会

Dato Capt David Padman 主席

11 月 28 日，亚洲疏浚行业顶级峰会——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

由世界疏浚协会联合会、东部疏浚协会、中国疏浚协会和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作为世

界疏浚协会联合会、东部疏浚协会主席，Padman 先生是毋庸置疑的最重量级的参会嘉宾，在会议前夕，

记者有幸采访到 Padman 先生，请他就疏浚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问题发表观点。

Padman 先生与中国疏浚一直有着深厚的友谊，高度

关注对中国疏浚行业的发展，记者首先请 Padman 先生谈

谈对中国疏浚的认识和看法。

Padman 先生表示，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

议召开之际，也是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120周年华诞。

120 年来，中国疏浚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与发展。

“以往，中国疏浚可能更多地只是关注国内市场、

仅在中国市场承担工程项目，缺少亚洲其他国家乃至世

界疏浚界的交流与沟通，这也导致世界对中国疏浚的了

解不够。近年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疏浚的视

野也越来越宽阔。许许多多中国疏浚企业进入国际疏浚

市场，开始在世界各地承揽大量的工程项目，用你们的

话来说，叫‘走出去’，这也给我们了解中国疏浚、增

进交流合作提供了机会。现在，中国疏浚业的多项技术

水平已达到世界前列，有些技术创新更是具有里程碑意

义。我作为世界疏浚协会联合会、东部疏浚协会主席，

对中国疏浚业的进步与发展表示祝贺，对中国疏浚多年

来对亚洲疏浚业乃至世界疏浚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的突

出贡献表示感谢。”

可持续发展是此次大会的关键词，而疏浚的可持续发

展亦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记者请 Padman 先生谈谈，疏

浚业要想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Padman 先生以东南亚区域疏浚产业为例，东南亚疏

浚项目出现的问题一是近岸砂源随着疏浚项目的实施越来

越少，往深海取砂成为方向，因此向深海、远海进军是未

来疏浚业发展的重要趋势，而深海、远海作业则需要先进

设备、成熟技术和工艺等方面的保障与支持。二是东南亚

地区比如马来西亚等国家政府，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愈发重

视，对资源的管理与控制越来越严格。因此，研究与寻找

砂资源的替代物、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也成为亟待解决

的新课题。三是马来西亚等国家政府对环保疏浚的要求越

来越高，这也是全球疏浚业面临的共同难题，在承担工程

项目时需要我们更多地考虑环境保护因素，为适应这一需

求，疏浚业在装备和工艺技术等方面必须进一步提高。

Padman 先生还告诉记者，这次会议引起来东部疏浚

协会其他会员单位的强烈兴趣和高度关注，为了支持中国

疏浚发展、促进亚洲地区疏浚行业的学术交流，东部疏浚

协会从会员单位共征集了 180 余篇论文，从中选取了 145

篇优秀论文装订成集，并推荐了 10 篇参加本次会议。

在大会召开期间，Padman 先生再次向记者表达了他

对目睹中国的巨大进步，为亚洲疏浚业、特别是中国疏浚

行业的快速发展，并且对中国和世界的基础设施建设所做

出的杰出贡献，感到非常自豪。

他说：“这次大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众多来自全

球的学者、专家和工程师分享了非凡的创造和高水平的观

点。特别是以创立于 1897 年的中交天津航道局为代表的

中国疏浚企业，为中国、亚洲和世界的许多现代化的港口、

航道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乃至全亚洲疏浚业建树

了卓越的声誉，而今依旧充满生机活力，应当赢得广泛尊

重和崇高敬意。”

Dato Capt David Padman
世界疏浚协会联合会、东部疏浚协会   主席

我们提出了新的 ELM 学习理论，（机器或生物）学

习可以不需要调整隐层节点：给定任何连续目标函数或

可分类目标，只要前馈神经的隐层节点是非线性阶段连

续的，神经网络无需调整隐层节点就能任意逼近目标连

续函数或对分类目标加以分类。首次理论证明支持向量

机（SVM）提供的是次优学习方法。新的学习理论不仅解

决了神经网络存在性问题也给出了学习方法，学习速度

是可以达到深度学习和 SVM 的几万倍。我们首先提出和

回答了生物学习的一个基本问题：“生物神经元在学习

中真的需要调整吗？”

机器或生物学习可以不需要调整隐层节点的实现可

以有三种可能：

1、上一代传给下一代

2、从一个系统传给另外一个系统

3、随机神经元 / 随机连接 

生物神经元不必调整，意思是生物神经元的特性可

以是上一代传给下一代（遗传）或神经元参数随机（随

机神经元）产生。生物脑是总体有序、局部无需调整（比

如又随机神经元组成）。生物学习机制中的特征学习（知

识）等存在于这种总体有序、局部看似无序中。

ELM 也是感知和推论的基础。就数学体系来说，再

复杂的数学都由加减乘除组成，ELM也不例外，它是压缩、

特征编码、稀疏、聚类、回归拟合、分类的组合基础。

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研究工作要做才能构建感

知和推论体系。

ELM 目前有许多应用领域。比如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将 ELM 列为其故障诊断开源工具包 ACCEPT 中的主要算法

之一，NASA 研究发现 ELM 比传统飞机故障诊断预测算法

快几百倍。 

我们看人工智能必须要从更高的层面上去看，而不

仅仅是一个发明、一个应用。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

它应该是机器学习和生物学习的交融、收敛和汇合。就

疏浚船舶来说，它应该是云端智能与本地化智能的结合。

另外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是人类是否会被智能机器

普遍取代。需要承认的是机器在有些方面的确会超过人

类。首先机器计算更加精准，它能处理更多的数据，从

众多数据中看见人类所看不见的。倘若加上智能，它自

己就能去发掘新的事情和规律。如果机器产生它自己的

算法，那么可能性是无穷的。

目前我们很欣喜地看见无人港、无人船的发展和应

用。但从未来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将越来越复杂。伴随

着机器学习能力的快速增强，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将越

来越多。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伦理和“智控”问题值

得我们继续研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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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ollander 先生告诉记者，作为公共关系经理，

他经常参与全球范围内疏浚行业的国际性会议，这次会

议是他所参加的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在参会人

数如此之多的情况下，会议主办方还能把会务工作安

排的井井有条，他表示很惊讶，也对能在 400 多位参

会嘉宾面前发表讲演感到兴奋。林鸣总工关于港珠澳大

桥岛隧工程技术创新和实践的主旨报告，也深深撼动了

Dhollander 先生的内心。

Dhollander 先生表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本次大会

“疏浚·生态·可持续”的主题，生态与可持续发展是当

今疏浚行业探讨的热点话题，也与 Dhollander 先生的讲

演主题、与其他主旨报告的主题完美契合，这使大会主题

得到了极大地升华。IADC 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消弭大众

共求疏浚可持续发展，同启协会合作新平台
——专访 IADC 公共关系经理 Jurgen Dhollander

在全球疏浚界，除世界疏浚协会联合会及其下属各分会外，还存在着一个具有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

力的协会组织，那就是国际疏浚企业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redging Companies，简称

“IADC”）。

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作为亚洲疏浚行业顶级盛会，当然不能让如此具有影响力的协会

缺席，会议主办方邀请到 IADC 公共关系经理 Jurgen Dhollander 先生出席大会，并以《实现可持续的港

口发展》为题作主旨报告。

Dhollander 先生的讲演深入浅出、思路清晰，结合博特尼湾的工程案例，简要介绍了生态系统服务

这一全新理念，为在座嘉宾开拓了新的知识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本次大会给 Dhollander 先生

又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呢？

对疏浚的误解和反对，宣扬疏浚行业对社会、生态、人类

生活正面积极的影响，探寻疏浚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IADC虽然只有十家会员单位，但已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

Boskalis、Jan De Nul 等会员单位亦是具有雄厚实力和广

泛影响力的国际疏浚企业。

生态疏浚是中国疏浚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也是

IADC 探索疏浚可持续发展之路所关注的重要领域。记者请

Dhollander 先生介绍一下 IADC 为疏浚的可持续发展在做

哪些方面的努力。

Dhollander 先生表示，IADC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非盈

利组织，不仅通过分享免费的学术文章、创办免费学术期

刊《TERRA ET AQUA》来促进疏浚界的学术交流，还特别

设置了很多奖项，以鼓励为疏浚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的人们。比如，每年评选一次的“优秀青年作者”。

“优秀青年作者”是 IADC 为鼓励 35 岁以下的疏

浚业优秀青年学者而设立的，IADC 每年都会派人参加

全球的疏浚会议，通过会议论文评审组推荐，选择优

秀的青年学者的论文著作在《TERRA ET AQUA》上发表，

评选出优秀青年作者，颁发证书并给予 1000 欧元的鼓

励。

IADC 对疏浚可持续发展的探索以及对青年人才的关

注与中国疏浚的作为不谋而合。据记者了解，中国疏浚协

会正在尝试与 IADC 建立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协会秘书

长钱献国与 Dhollander 先生进行了亲切会面，并就一些

合作事宜进行了讨论。其中就包括，建立长期有效的学术

交流机制，互相推荐优秀的学术文章在彼此的官方刊物上

发表，以促进中国疏浚与 IADC 的学术交流，用于交流的

学术文章可以分为三个方向，一是与疏浚行业可持续发展

相关的先进理念；二是水环境生态治理与保护的最近案例、

技术及理念；三是疏浚智能化等领域前沿的科学技术成果。

双方还可以通过学术专题研讨会、专家互访等各种丰富的

形式进一步相互支持，合作共赢。

钱献国秘书长的提议，引起了IADC方面的极大兴趣。

虽然 IADC 秘书长 Rene Kolman 先生因事务缠身未能亲临

大会现场，但协会方面还是通过当前先进的信息技术，与

IADC 高层进行了视频会面。

钱献国秘书长在视频会面中对 Rene Kolman 先生首次

委派高层人员出席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并在

会上作主旨报告表示感谢，钱献国秘书长表示，IADC 是世

界两大国际疏浚组织之一，对全球疏浚业的理念、技术创

新作了大量工作。Dhollander 先生此次的到来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中国疏浚不仅了解了生态系统服务这一全新的生

态疏浚理念，对 IADC 的理念、作风有了全新的认识，看

到了与 IADC 建立密切合作的可能。Rene Kolman 先生高度

评价中国疏浚行业近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对该组织与中

国疏浚协会今后加强多层次合作表示支持，IADC 将组织商

讨双方的具体合作事宜，期待与中国疏浚进一步的交流与

沟通。

记者深深体会到，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疏浚业更应

增强彼此间的交流与沟通，分享学术研究成果，共促疏浚

可持续发展。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是一次难

得的契机，为许许多多疏浚协会、企业间的交流合作搭建

了便利的平台，Dhollander 先生此次来访便是一个生动鲜

活的案例。中国疏浚走向世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光荣之

路，离不开与全球疏浚界的互动互联，正如王海怀理事长

在大会闭幕词中所说：中国疏浚、亚洲疏浚的新时代是变

革、创新、合作、绿色和共享的时代。我们应当以积极的

姿态开启新征程，创造新未来。

Jurgen Dhollander
IADC

公共关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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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革新，就像中部疏浚协会主席拉博瑞先生和 IADC

的嘉宾在本次大会主旨报告中所宣扬的理念一样，‘适

应性管理’、‘生态系统服务’等全新理念将会植入到

未来疏浚工程的规划、体系的构建和具体施工能力的提

升上来。”

关于疏浚技术的革新。技术发展是时代进步的产物，

创新技术一定是疏浚业可持续的驱动力和支撑力。一方

面是为了使疏浚更加环保、更加绿色，我们需要对疏浚

过程更好地实时监控来精确跟踪疏浚工程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从而实施适应性管理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是疏

浚涉及领域和对象要深水化，深水化包括深水疏浚和海

底采矿。“由于我们现有的传统疏浚模式通常是在浅水

作业，这就意味着当我们迈向深水时，现有的疏浚装备

的工作模式将会出现极大的不适应性。为了实现疏浚走

向深水，新的疏浚船舶的设计必须与海工多功能作业船

舶的设计相结合，我充分相信，未来可在深水作业的疏

浚船舶必然是传统疏浚船舶与海工多功能作业船功能结

合的新装备形式。”

陈博士多年从事疏浚工程及海洋工程等前沿技术课题

研究。此次出席大会，陈博士在智能疏浚与疏浚技术趋势

学术报告专场发布了题为《并行粘合模型在岩石压缩模型

中的应用》的学术报告，阐述了所在团队在深海采矿领域

的最新研究成果。

陈博士告诉记者，深海采矿，是指在深海的海底地表

开采矿产资源的工程项目。在陆上矿藏被大量开采的今天，

海底矿藏储量巨大且还未得到有效开发，因此深海采矿业

具有非常可观的前景和研究价值。

“之所以说疏浚向深海采矿进军有优势，是因为深海

采矿目前存在的一些难题，可以在疏浚技术领域中寻找答

案”，陈博士给出了自己观点的根据，“深海采矿目前存

在不少复杂技术问题，如对海底岩石的切削问题，而疏浚

有着丰富的水底大规模开挖的经验；再如长距离输送的动

力问题，这与输送泥浆相类似；还有环境问题、法律问题

等诸多与疏浚已解决或未解决的问题相类似，正是由于深

海采矿与疏浚在施工原理、工艺等诸多方面相似，所以疏

浚在开拓深海采矿这一全新领域上相较于其他行业有着得

天独厚的优势。”

此次大会也吸引了国际疏浚界的两大协会以及疏浚公

司的高管前来参会。众所周知，欧洲疏浚业实力雄厚，陈

博士在欧洲工作多年，熟悉和了解欧洲疏浚业的发展状况，

记者请陈博士谈一谈，欧洲疏浚业的发展有哪些值得中国

疏浚学习借鉴的地方。

陈博士总结欧洲疏浚业领先的重要原因，正是雄厚的

科研实力，支撑欧洲疏浚的研究工作能够从表面的经验公

式，深入到物理机理和数学规律层面，这对后续研究工作

的开展能起到指导和预测的作用。“而且，在欧洲疏浚界，

年轻人的参与度很高，大量在校学生有直接参与到企业进

行实习工作的机会，这保证了欧洲疏浚业的人力资源有较

好的后备梯队。”

本次大会为全球疏浚人士搭建了沟通与合作的平台，

结出了许多丰硕的成果。记者请陈博士谈谈，欧洲疏浚学

术界例如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可以和中国疏浚开展哪些

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陈博士表示，欧洲如荷兰和比利时的疏浚科研机构，

由于其自身条件的限制，难以开展大规模试验，但是他

们在物理机理和数学规律上却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而

中国疏浚的研发在场地、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上，

相比欧洲具有巨大优势，我们正需要的是深入理解物理

机理和掌握数学规律。这是中欧疏浚业合作的最好切入

点。如果能结合欧洲的软件和中国的硬件，双方合作推

进疏浚研发，这将会推动疏浚业整体水平上一个更高的

台阶。

陈博士的观点给予记者以启示：二十一世纪，是合作

共赢的时代，中国第五届疏浚技术发展会议增进了国际疏

浚界的深入沟通，进一步开辟了中国疏浚行业与世界疏浚

组织及各相关单位的合作路径，全球疏浚业在未来的发展

中必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人类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更

有意义的贡献。

聚焦生态疏浚新理念，开发疏浚前沿新技术
——专访代尔夫特理工大学陈修涵博士

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 2017 年 11 月 29 日于北京圆满落幕，此次大会开启了中国疏浚

变革、创新、合作、绿色和共享的时代，彰显了疏浚赖以传承的创新精神，促进了疏浚新产业链和新型

合作共同体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疏浚的影响力。

此次峰会受到国际疏浚界高度关注，国际一众知名疏浚科研、管理、生产企业或机构都委派代表出

席本次大会。其中就包括了来自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海洋及疏浚工程系的研究员陈修涵博士。代尔夫特理

工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eit Delft）是荷兰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专业涉及范围最广、最具有综合

性的理工大学，被誉为“欧洲的麻省理工”，是世界顶尖理工大学之一。对疏浚行业而言，该校是全球

最顶级的疏浚专业学府。

会议期间，记者找到陈博士，请他结合参与此次大会的感受和体会，谈谈对疏浚行业可持续发展的

一些观点和看法。

陈博士对此次峰会嘉宾云集、热烈而专注的学术氛围，

以及大会讨论的主题感到惊讶，远远超出他的预想。他表

示，能代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海洋及疏浚工程系科研核心

团队前来出席大会并作演讲，而且受到重视和欢迎，对他

本人而言，也感到自豪。

作为长期在疏浚行业的前端领域、并长期研究市场需

求和疏浚能力之间关系的学者来说，陈博士对疏浚业的发

展方向有着敏锐的感觉。在他看来，当今全球疏浚业的发

展趋势基本可归纳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疏浚理念的转变，

二是疏浚技术的革新。

关于疏浚理念的转变。陈博士说，当前，中国、亚

洲乃至欧洲疏浚界，大家都意识到了疏浚必须与生态环

境保护的需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相协调。“此

次大会的最重要也是最为关键的结果是在这一制约疏浚

业能否可持续的焦点上取得了积极的共识。‘疏浚·生

态·可持续’这一大会主题所反映的理念将深深植入到

每个与会者的脑海中。伴随理念的提升而来的就是工程

陈修涵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疏浚及离岸工程部

疏浚及离岸工程部工程师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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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博士将中国疏浚的发展与人的成长历程相类比，“首

先要肯定中国疏浚的成长速度，中国疏浚业跨越了几个阶

段，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测量泥浆浓度还在用铁桶，

测量水深还在用水砣，但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疏浚就走向

了自动化，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

市场、投资的拉动，引起了施工工艺、装备制造等技术的

飞跃式发展，到如今，我们又在向疏浚智能化、信息化迈

进。”

田博士表示，疏浚技术的进步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施工

效率以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关于施工效率，我举

个例子，比如一升油能换多少泥沙，这是很有讲究的。不

同的施工船舶，结果不一样；同样的船不同的施工技术人

员，结果也不一样。疏浚技术的进步要解决这种状况，使

疏浚船舶的效率最大化。效率问题可以说是疏浚研究的永

田俊峰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部副总经理

中交集团北斗办主任

中交星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大国匠心”助推智能疏浚，
把握“换道超车”大好机遇
——专访首批全国疏浚行业资深专家田俊峰博士

11 月 29 日，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圆满落幕。此次大会成果丰硕，极具亮点，尤其是

大会专门设置的智能疏浚与疏浚技术新趋势学术报告专场，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参会嘉宾的强烈兴趣。

面对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大数据等新兴科技的飞速发展与强劲影响，大会邀请了国内外重量级的

专家在这一专场发表见解，畅谈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介绍前沿科技在疏浚施工、装备制造等领域的最新

研究成果、开拓全新的疏浚技术领域。

智能疏浚与疏浚技术新趋势学术报告专场的主持人，是首批全国疏浚行业资深专家、中国交通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科技部副总经理、中交星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田俊峰博士。田博士是疏浚智能化领域的

专家，长期深耕于港航疏浚业的科技工作，围绕疏浚行业的技术创新成果多有他的作为。如刚刚获评“中

国疏浚行业新世纪以来十大创新科技成果”的项目“挖泥船疏浚自动化监控系统自主研发”、“先进疏

浚技术与关键装备研发及产业化”，田博士是主要完成人之一。

会后，记者采访到田博士，请他谈谈疏浚智能化发展的相关话题。

大会期间，记者采访到的一些参会外宾表示，中国疏浚虽然在近些年实现了腾飞，但在施工效率以

及环境保护方面还有所欠缺，田博士是技术大拿，在疏浚智能化等领域有重要建树和突出成就，记者想

请田博士谈谈对此的看法。

恒课题。”

“如果要说我们的差距、欠缺在哪里，我认为是在

坚持方面、在匠心方面做得还不够”，田博士给出了自

己的见解，“中国人非常聪明、富有智慧，但能够一直

坚持科研工作，把全身心都投入于研究工作的人并不多，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人不能长久地从事某一个领

域的研究。我认为中国疏浚有条件建立一种鼓励长期研

究的机制，疏浚业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逐渐为大众所认知，对国家建设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当前由传统疏浚业向

生态环保、智能化等领域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非常需

要能够投身于科研工作的精英人才，如果每个细分领域

都能有一到两位学科带头人，那么中国疏浚的发展将是

一片坦途。”

田博士告诉记者，中国疏浚在财力、物力、硬件

设施上并不输于国外，甚至还具有很大优势，比如位

于上海的疏浚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是全世界最

大的疏浚模型试验基地，中交天航局实验室也具备雄

厚的实力，而且这两家各有所长，优势互补。“疏浚

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只有大国，才能拥有疏浚，

国力不兴则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开展技术的研究、

投资装备的设计制造来支持疏浚业的发展。中国作为

世界大国，已经为我们创造了非常良好的物质条件，

我们只是缺一点恒心、缺一点坚持。就我个人来看，

只要我们能够聚精会神、持之以恒，很快就能赶上甚

至超越其他国家。”

据记者了解，此次大会能够邀请到智能化领域的顶级

专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广斌教授作学术报告交流，

田博士对此功不可没。记者请田博士谈谈为什么对中国疏

浚智能化的发展如此支持和投入。

田博士告诉记者，疏浚与智能化的结合，虽然目前

还处在起步阶段，但智能疏浚的未来是光明的。“很多

人认为疏浚与智能化结合不起来，但我并不认同。疏浚

虽然内在机理不太清晰，但与人工智能相同的是，它们

都关注输入与输出。比如前段时间非常火的 AlphaGo，谷

歌最近开发了它的升级版——AlphaGo Zero，它可以从

空白状态学起，在无任何人类输入的条件下，迅速自学

围棋，并以 100:0 的战绩击败‘前辈’。”

田博士向记者透露，他正在积极帮助中国疏浚协

会筹划组建疏浚智能化相关的专业委员会。“我觉得

这是实现‘换道超车’的大好机遇，因为一是在疏浚

智能化这一新兴领域，中国和其他国家是站在同一起

跑线上的；二是很多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都是中国人，

比如此次出席大会的黄广斌教授；三是我国现在非常

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段时间国务院专门印发了《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

战略机遇。所以，我认为中国疏浚协会筹建这个专委

会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疏浚可以和人工智能完美结

合在一起，之前所提到的效率问题、生态环境的问题，

也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

田博士的一席话描绘了未来中国疏浚发展的美好愿

景，“大国疏浚、千年匠心”，记者相信，中国疏浚在历

经 120 年荣耀后的今天，必将开启新的时代、新的征程，

走向更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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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教授团队此次带来的交流成果与疏浚装备关系密

切，倪教授本人亦对近些年我国疏浚装备的发展了如指

掌。记者首先请倪教授评价一下近些年来疏浚装备的研发

情况。

倪教授告诉记者，十八大以来，我国疏浚装备研发囊

括了基础机理理论、技术应用、施工工艺等方面的研究，

研究的覆盖面与规模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形成了从上至

下，从理论到现场都存在学术研究的百花齐放的盛况。而

研究的投入力度增强不仅带来了施工效益上的提高，更是

推动了我国大型疏浚装备的自主研发制造，打破了疏浚发

达国家的技术层次垄断，提升了我国疏浚行业在国际上的

影响力。以“天鲲”号为首的大型绞吸式挖泥船，吹距达

到 15 公里，从绞刀到泥泵，大批关键装备的均是各个层

次研究成果的结晶。再如超大型耙吸式挖泥船的突破性自

主研发与工程应用，包括“通程”、“通途”、“新海虎”

系列等，也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耙吸船的能力进入到了两

倪福生
博士生导师

河海大学疏浚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技术研发推动疏浚进步，走在人工智能发展前列
——专访首批全国疏浚行业资深专家、河海大学倪福生教授

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于 11 月 29 日圆满闭幕。作为亚洲顶级的学术性会议，此次大会

云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六大学术交流专场交相辉映，烘托出浓烈的学术

氛围。

作为国家首批“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在疏浚领域拥有雄厚实力的河海大学也委派了代

表出席本次大会。首批全国疏浚行业资深专家、河海大学疏浚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倪福生教授

不仅亲自带队，还带来了在疏浚智能化这一全新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深海 \ 疏浚采矿智能机器人控

制系统多层混合架构设计。这一技术交流成果着眼于疏浚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深海与智能化，在青

年才俊学术交流专场发布后，吸引了众多参会嘉宾的兴趣与关注，该论文也顺利入选了“中国第五届国

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优秀论文”。

会议期间，记者采访到倪福生教授，请他结合自身多年研究经验，谈谈未来疏浚研究的发展。

万方量级序列。

“实验室的建立与运行，研发与实践的结合带来了

新工艺，切实提高了施工中的效益与安全性。比如中交

天航局实验室的研究——投入到马来西亚碧桂园项目中

使用的圆粒卵石大颗粒输送工艺，解决了输送途中的堵

管问题，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高的安全性。

比如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疏浚船舶辅助决策系

统。比如关键机具的研发上，中交天航局与中交上航局

的绞刀、耙头研发也为国内的大型装备制造作出了重要

贡献。”

倪教授着重提到了实验室在近几年疏浚技术研发中扮

演的重要角色，他表示，科研院所也是疏浚技术研发不可

忽视的重要力量。“国家发改委立项在上海建立疏浚技术

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了‘三加一’平台，中交天

航局也建立了实验室，这两大平台为疏浚关键技术的研发

上提供了硬件条件。河海大学与中交天航局合作研发的绞

吸模拟器，与中交上航局研发的耙吸模拟器填补了国内的

空白；上海交大、708 研究所在重大船舶设计、研发、制

造方面硕果累累；河海大学、上海交大与中交疏浚联合进

行了重大关键技术研发；文冲船厂在船舶核心装备 - 泵方

面的数值模拟、制造均取得了突破与成绩等等，这些都是

校企合作、院所合作的成功案例。”

说到了过去的成绩，肯定也要讲一讲对未来的展望，

记者请倪教授谈谈在他心中，未来疏浚技术的发展是怎么

样的一种趋势。

倪教授表示，中国疏浚想要在未来实现“换道超车”，

疏浚智能化的发展是一个关键因素。中国的人工智能水平

在未来最有可能取得领先，同样在疏浚方面我们也能取得

领先，但需要做一些工作。“就传统疏浚而言，我们起步

晚，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追赶上疏浚发达国家的脚步，

而对于疏浚智能化来说，所有国家都正处于同一起跑线，

目前来看，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智能疏浚，我们今天在

疏浚智能化领域投入的人力物力在未来很有可能带来中国

疏浚的领先。”

在倪教授看来，人工智能在疏浚行业的应用前景极

大。疏浚现场的多变性意味着疏浚行业需要施工人员长

期以来的施工经验积累来完成作业任务，而人工智能的

学习能力、计算能力正好与此完美契合。此外，随着社

会进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逐渐凸显。疏浚作业的经验

累积意味着大量学习时间的投入，再加上船舶生活的艰

辛枯燥，许多年轻人将不再愿意再从事这些工作。人工

智能能够很好的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且减少了学习成

本，因此与疏浚业契合度极高。“所以无论是大势所趋，

还是行业本身的发展都决定了人工智能在疏浚业的前

景，”倪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结论，“甚至可以说，疏浚

业才最应该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前列。疏浚智能化意味

着系统将可以感知施工现场的情况，分析各项数据并进

行预判规划，对接下来的施工进行最优操作。自主决策

与优化是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的最大差别。疏浚智能化意

味着一个‘经验丰富且不会累的老船长’，这对于企业

效益的提升将是巨大的。”

疏浚是技术含量极高的行业，像倪教授这样沉醉于科

研的专家学者，令记者心生敬意，也对未来疏浚的发展满

怀期待，相信此次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的圆

满召开，定会为中国疏浚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与突破指明

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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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海洋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方面拥有更多的用武之地。

“在我看来，疏浚业的发展呈现专业化、多元化、系

统化、综合化、智能化、生态环保等趋势。因为我本人一

直在装备这个领域工作，所以我更多的是从疏浚装备这个

角度谈我的看法。这些年来疏浚装备的发展确实取得了不

小的成就，但还是存在一些‘大而不强’等方面的问题。”

戴总向记者解释了一下他对“大而不强”的认识。“大”

是指体量大，譬如中国疏浚装备的整个规模比如装机容量

已经位于世界第一，“不强”是指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

在单船研发制造能力上跟世界先进水平可能还存在一定差

距；二是在船龄结构上偏老；三是船型结构不是很平衡，

有些船型发展很快，有些船型的研发制造却有点滞后，与

海洋工程的结合也比较少；四是在节能环保方面发展比较

滞后。

疏浚对装备的依赖严重，疏浚装备的发展往往对疏浚

行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疏浚装备目前“大

而不强”等情况的存在，记者请戴总谈谈在提升疏浚装备

竞争力方面他有什么好的建议？

戴总表示，对于施工企业而言，一是要装备先行，中

国疏浚的发展一定要有强有力的装备支撑；二是要提升管

理水平，在精细化管理、科学管理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对

于装备制造企业而言，我们的装备要想在世界市场上有竞

争力，一是从设计到建造，一定要满足节能环保等方面的

国际标准，与国际水平接轨而不是满足于现状；二是提升

我们的设计建造水平，打造精品工程；三是要掌握核心技

术，我们装备制造企业拼造船没啥意思，核心技术才是最

关键的。”

戴总着重强调了标准的重要性，“俗话说，一流的企

业做标准，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三流的企业做产品。在疏

浚装备这个领域，我们确实还没有达到引领标准的阶段，

更多的还是在努力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制定行业

标准、制定行业规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振华重工现在

也承担了一些制定国家标准的任务。”

振华港机享誉世界，连续 18 年位居世界第一，记者

请教戴总，振华重工在港口机械制造方面有何成功经验可

以供疏浚行业学习借鉴呢？

“港机装备的制造原来确实是振华的主要业务领域，

在全球占据百分之七十的市场份额。除了港口机械之外，

我们现在也在向海洋工程等领域进军。振华在港机制造

领域五六年的拼搏就走到世界第一了，之后十几年能一

直保持这样的地位确实不容易”，戴总认为有三点非常

重要，“一是要坚持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这是必须的，

没有科技创新的支撑，振华港机是没有办法取得今天辉

煌的成绩的，振华在港机领域一直是在引领行业许多先

进技术、标准的进步；二是注重质量，装备就是要稳定

可靠，振华重工特别强调质量，振华有个口号叫‘质量

零缺陷’，我们是不能容忍有任何质量问题存在的，还

有个口号叫‘不欠在交付’，在装备交付的时候一定要

保证没有任何质量问题；三是国际化、全球化的体系建设，

要适应国际化的要求，包括我们的项目管理体系、质量

管理体系、市场营销、人才培育等方面都要按照国际标

准来建设。”

戴总告诉记者，振华重工目前在提高核心竞争力方面，

无论是港机制造还是海洋工程装备包括海上钻井平台、工

程船舶以及疏浚装备等方面，都强调不仅要“造壳”，还

要“造芯”。“我们要掌握这些大型装备里的核心技术，

要创新，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就像海上钻井平台的制造，

我们不仅掌握整体平台的制造，还能够掌握一些比如起重

机、锚机、钻井包等核心装备的研发。对于疏浚装备而言，

就是要涉及到一些真正的核心装备的研发，而不是仅仅满

足于造一艘疏浚船舶。比如在‘天鲲号‘上安装的大型绞

车，就是振华重工取代进口、打破垄断的研发成果，获得

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据记者了解，振华重工在疏浚船舶智能、低碳、节能、

环保等方面均有课题投入，正为中国疏浚的做强做优发挥

自主创新的科研优势。戴总亦在采访最后表示，中国疏浚

协会一直在行业中积极发挥引导作用，此次大会更是开设

了以智能化、环保疏浚、施工技术、疏浚装备等为主题的

学术交流专场，定会对中国疏浚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

影响。

自主“造芯”，走向世界
——专访协会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振华重工常务副总裁、

振华海工集团董事长戴文凯

在世界经济深刻转变，新技术革命萌发巨大动能，国际社会谋求更加全面、更有质量、更可持续的

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疏浚既面对市场、环境、技术等多重挑战，更蕴涵着新需求、新机遇、新动能和

新活力。在此大背景下，全球疏浚界精英专家云集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共话新时代背景

下疏浚变革与创新大趋势。

在大会主会场外，有一块 3X2.5 米的展板吸引了无数参会嘉宾驻足观看，展板上的照片正是由中交

天航局投资并联合中船 708 所设计，上海振华重工建造的 6600 千瓦绞刀功率重型自航绞吸挖泥船“天

鲲号”。作为这艘亚洲最大自航绞吸船的承建方，上海振华重工再一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上

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仅是全球港机制造的领军企业，在全球成功建树“ZPMC”民族品牌，

也在疏浚装备制造领域多方出击，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

此次大会，在协会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振华重工常务副总裁、振华海工集团董事长戴文凯亲自率

队下，振华重工参会代表团队带来了其在疏浚装备领域的多项前沿科技成果，其中《大型电液主动式抓

斗电气系统的设计》更是荣获“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优秀论文”。

会议期间，记者采访到戴总，请他谈谈疏浚行业尤其

是疏浚装备发展的相关话题。

戴总主持振华海工集团工作以来，凭借战略、文化和

厚实的技术积淀，迅速拓展疏浚装备的建造能力，先后建

造了一批自主开发的新型耙吸挖泥船等船型，近日下水的 

“天鲲号”更是代表了中国疏浚船舶的最先进建造水平。

记者首先请戴总谈谈对疏浚行业尤其是疏浚装备发展形势

的看法。

戴总表示，总体来看，由于全球经济低迷等因素，基

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建设受到了一些影响，疏浚行业也不

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特别是传统疏浚业，表现地更加突

出一点，出现了市场增量不足等征兆。

另一方面，疏浚在走向多元化，不再局限于航道疏浚

这些传统的领域，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比如在我们

国家海洋经济的战略统筹下，疏浚装备在向海洋资源的开

戴文凯
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

振华重工常务副总裁

振华海工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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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总表示，这些船舶的建造形成了一套适应疏浚船舶

建造特点的技术机制，并培养和锻炼了大批技术人员及施

工队伍，促使建造工艺及建造水平不断完善，为后续建造

更大型、更复杂的挖泥船奠定了基础。

到了 2000 年以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疏浚企业的

耙吸挖泥船队亟待提升能力以适应大规模深水航道建设的

需要。中交上航局和中交广航局相继引进 “新海龙”和 “万

顷沙”，但进口挖泥船不仅交付时间长，造价还偏高。我

国疏浚行业的发展，还必须依靠自主发展大型、超大型先

进挖泥船。

大型挖泥船技术含量高，设计、建造难度大，其核

心技术自然为国际公司所严格控制。为开辟先进疏浚装备

的国产化之路，中交上航局决定在国内投资建造一艘舱容

13500m3 自航耙吸挖泥船，并选择与 708 所、“文船”合

作攻关研发。自 2005 年签订建造合同开始，至 2007 年 5

月 28 日交付，“新海虎”轮的建造仅用时约 22 个月，一

举实现了国内设计建造万方级耙吸挖泥船的“零”的突破，

被誉为“神州第一挖”。这艘船的建造为后续立足国产化

基础发展万方级大型耙吸挖泥船奠定了基础。

“到后来，我们完全自主建造的‘通途’是当时的亚

洲最大的耙吸船，核心设备如泥泵、管材、疏浚控制系统

是中国的企业自己研发的。可以说，国产化的进步，通过

自身的建造经验的不断积累，逐渐掌握核心技术，让我们

在和国外企业竞争时底气更足。”

对于过去辉煌的成绩，向总感到自豪的同时，也向记

者点明了一些目前中国疏浚装备发展仍存在的不足之处

向总形象地将疏浚船舶建造中存在的问题比喻为“三

大病“，一是“心脏病”，推进系统是船舶的心脏，“心

脏病”就是推进系统仍然依赖进口的问题；二是“皮肤病”，

指焊接、涂装等方面的质量问题；三是“神经病”，指电

气设备、监控系统等相关技术的落后。

除疏浚船舶建造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并不完善的产

业链同样制约着疏浚装备的发展。

在设备生产商这些上游企业层面，一是产品质量有待

提高；二是缺少完整的证书体系；三是不能满足全球服务

的要求。究其原因，在造船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设备制造

行业并没有得到同步的提升。“现在的疏浚配件生产商以

民营企业居多，民营企业发展很多都存在生产经营、投资

融资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好的政策扶持和生长环境以促进

他们的发展。”

“在疏浚施工企业这些下游企业层面，我们缺乏同他

们进一步的合作，比如在售后服务、船员培训这些方面，

IHC 有很多模拟实验室，可以进行船员的培训，这正是我

们所不具备的。”

向总告诉记者，IHC 从船舶包括关键设备的研发设计

制造，到最后的交付使用、售后服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服务平台。“我们也应该搭建一个这样完善的平台，我很

欣喜地看到中国疏浚协会正在努力地把设备生产商、疏浚

施工企业组织起来，加强上下游联系，促进产学研合作，

搭建行业大平台。”

本次大会同样聚焦了疏浚船舶智能化、环保化的发展

大趋势，专门开设相关学术交流专场供全球疏浚精英深度

沟通交流。

记者请向总谈谈，面对疏浚行业如此转型升级的大趋

势，中国疏浚装备建造领域的骨干企业们应如何应对呢？

向总表示，首先一定要依托实船建造，没有市场需

求，很难刺激技术的快速发展；其次，要找准定位，或

是高精尖或者以创新为核心，带动设计研发建造的进步；

三是要组建合作交流大平台，有效地提高行业整体技术

层次；四是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开发应用，以适

应环保、低碳、节能的要求；五是注重人才培养，实施

人才发展战略，建立技术团队，这对提高造船质量和企

业发展大有帮助；六是借鉴其他船型成功技术经验，应

用到疏浚装备研发中来；七是规范化、标准化、系列化，

这可以大大降低建造成本以及管理成本；八是技术创新，

逐步重点地开展关键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制造，形成完善

的研发体系和机制，有效的发挥技术力量来打造我们的

疏浚装备。

据记者了解，黄埔文冲公司是中国疏浚协会下设

七大专业委员会之一——疏浚设备专业委员会的主办单

位。最近，协会也正在筹建智能疏浚与信息化专业委员

会，向总对此事高度关注。平台的搭建确实对中国疏浚

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这样一个大平台的建立

与完善，也离不开每个疏浚大家庭成员的努力。记者相

信，在每位成员的拼搏下，中国疏浚的发展将会迈上新

台阶。

搭建产业平台，寻觅发展良药
——专访首批全国疏浚行业资深专家、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向功顺

疏浚是严重依赖装备的行业。疏浚装备的进步，可以极大促进疏浚行业的发展。新世纪以来中国疏

浚的腾飞，离不开疏浚装备的快速发展，这也在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上公布的“中国疏浚

行业新世纪以来十大创新科技成果”评选结果中有所体现，十项创新科技成果中，竟有八项与疏浚装备

存在紧密的联系。

提到疏浚装备的研发制造，自然绕不开对中国疏浚装备发展有着突出贡献的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

公司。作为国内大型挖泥船建造的龙头企业，也是我国建造交付挖泥船最多的造船企业。黄埔文冲委派

了首批全国疏浚行业资深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向功顺为

代表的团队出席此次亚洲疏浚行业顶级峰会。

会议期间，记者采访到向总，请他谈谈对中国疏浚装

备创新发展的相关话题。

黄埔文冲的代表作之一——13500m3 自航耙吸挖泥船

“新海虎”轮，荣获了“中国疏浚行业新世纪以来十大创

新科技成果”的称号。“新海虎”轮作为中国疏浚装备发

展史上的一艘具有重要意义的耙吸船，记者首先请向总谈

谈对此次“新海虎”轮获奖的看法。

向总首先从中国疏浚装备建造的历史说起。他表示，

中国疏浚装备建造的历史，是从起初大部分依赖进口，逐

渐向国产化过渡的过程。

“文冲船厂建造挖泥船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上世纪 60

年代末。但要说真正进入疏浚船舶制造这个领域，是在

1996 年成功中标了泰国港务厅 800m3 开体式耙吸挖泥船

项目。该船的主要设备均为国内制造，开启了文冲船厂大

批建造耙吸挖泥船的序幕。之后，文冲船厂迎来了其造船

历史上批量最大的一型耙吸挖泥船——长江航道局 500m3

耙吸挖泥船。前后共分 4 个批次建造，共建造 5 艘，主要

用于长江航道疏浚、整治。”

向功顺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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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设备商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市场景气有单接的时候，

还有能力开展技术研究和储备，并依托实际建造来不断

提高；一旦碰上订单荒，企业很难把重心再放到研发领

域。这样一来，研究的持续性就打了折扣，影响了技术

积累。

此外，从部分企业“走出去”的实例来看，我国疏浚

装备在适应国际标准和精细化发展方面，仍有待深耕。

把握趋势抓住未来

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疏浚市场的需求正发生重

大转变，行业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费龙认为，从经济市场形势和政策导向等因素来看，

未来疏浚装备的发展将主要呈现大型化、智能化、生态化、

专业化等趋势。

费龙告诉记者，在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经济建设步伐

加快的情况下，疏浚工程正越来越多地向深远海进军，比

如开展深海采矿。没有大型化装备，这些复杂的工程很难

实现。着眼这一点，国际知名的四大疏浚公司正加紧布局。

仅就大型化而言，我国与世界最先进水平尚有差距，目前，

国外最大耙吸式挖泥船舱容已达到 4.6 万立方米，如 Jan 

De Nul 公司所属的“莱夫·埃里克森”号；而我国最大舱

容 2.1 万立方米，为广航局所属的“浚洋 1”号。国际最

新重型绞吸挖泥船总功率达到了 4.418 万千瓦，是 DEME

集团下属在建的“Spartacus”号，计划在 2019 年交付；

而我国最大为 2.58 万千瓦，是中交天航局有限公司在建

的“天鲲号”。

在科技大浪潮的冲刷下，智能化生产与管理已经成为

各行各业发展的主题之一，疏浚也不例外。费龙表示，疏

浚智能化其实起步很早，近年来国产化的大型挖泥船从研

发时就很注重自动化研究，对动力、疏浚系统也开始发展

大数据采集等技术，但在发掘技术能力、提升施工效率方

面还做得不够。他认为，相比其它船型，疏浚船在效能利

用上更为复杂，因此未来除了要实现智能航行，更多地要

研究如何把挖泥船配置的系统、设备和施工工艺有机结合，

以改善工作环境，提高作业效率。

应对日趋严格的生态环保要求也是疏浚业面临的一

大挑战。一方面，从船舶排放标准来讲，按相关规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船舶进入排放控制区应使用硫含量

不高于质量比为 0.5% 的燃油；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评

估本地区船舶排放控制实施效果后，还将进一步确定是否

执行更为严格的控制措施，包括船舶进入排放控制区使用

硫含量不高于质量比为 0.1% 的燃油、扩大排放控制区地

理范围等。对于进入或经过这些区域作业的疏浚船舶来讲，

同样需要遵守；另一方面，就疏浚作业过程，还需全面控

制对水体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疏浚被污染的河床泥土区

域时，必须采用更加精准、严格的技术工艺措施，以规避

可能造成的二次污染。目前，国内外不少疏浚工程以及国

内水环境整治工程，均明确提出精确疏浚、严控余水排放、

甚至是无泄露疏浚等要求。这对疏浚技术装备的性能提升

提出更高要求。

费龙还认为，从适应不同工况要求，提高施工效率的

角度，针对特定工程使用专业化定制的装备能更好地适应

市场发展，不能一种船型打天下。

既要造“壳”更要造“芯”

面向未来，国产疏浚装备怎样适应行业发展趋势，补

齐短板，向高端进发，专家们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实践证明，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发展的主动权。”戴文

凯告诉记者，振华重工在港机制造领域取得成功的经验，

在于走了一条既造“壳”更造“芯”的发展之路，而这一

点同样适用于疏浚装备制造。具体来讲，一方面要加强疏

浚装备制造前端的研发设计，另一方面要重视管理和经营

模式创新，积极推动创新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对装备制造业来讲，产品质量和稳定性是生命线。如

何守住这条生命线？向功顺认为，要积极采用新材料、新

技术、新工艺，改善和提高疏浚装备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如耐磨材料在排泥管上的应用，双燃料动力系统在挖泥船

的应用等；费龙则着重强调标准化设计生产的重要性，认

为标准化可以有效保证产品的质量和稳定性，还能降低生

产、管理和维护成本。

从打通产业链，联动上下游的角度，向功顺建议，由

行业协会牵头，协调船东、船厂、设备商、设计院、高校

实现产学研深度合作，整合各方资源并依托重点项目，开

展关键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制造。

几位专家还一致认为，发展服务型制造是提升行业核

心竞争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因此，我国疏

浚装备制造企业不能仅仅满足于提供基本的产品与售后服

务，要面向客户，瞄准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工程总承包

系统解决方案等高端服务领域，谋求新的发展红利。

中国疏浚装备：站在节点眺望未来

疏通航道、浚深泊位、吹填造陆……在工程建设领域，

疏浚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以 1897 年海河工程局（现中交天津航道局前身）在

天津成立为起点，至今，中国现代疏浚业已走过了 120 年

漫漫征程。

120 年间，作为疏浚业的核心利器，中国的疏浚装备

经历了从整船进口、国外设计国内建造到国内自主设计建

造的蝶变。可以说，一部现代中国疏浚史就是国产装备逐

步成长壮大的过程。

日前，由中交天津航道局投资并联合中国船舶工业集

团公司第七〇八研究所（简称中船七〇八所）设计，上海

振华重工建造的 6600 千瓦绞刀功率重型自航绞吸挖泥船

“天鲲号”成功下水，“国之重器”再添新成员。

从嗷嗷待哺到蹒跚学步，再到羽翼渐丰，站在新时代

的起点，中国疏浚装备有理由期待更多。

跨越发展来之不易

如今，中国年疏浚量已超 10 亿立方米，是少数几个

能够自主开展大规模吹填造陆和航道疏浚工程的国家之

一。

然而，直到 2007 年之前，中国的大型挖泥船还是主

要选择国外建造引进的方式，也开始尝试国外设计、国内

建造。当然造价昂贵。大型现代化的挖泥船，是结构复杂、

技术含量高的特种工程船，因而，长此以往，国际挖泥船

市场基本为欧美日少数几个国家所垄断。

2007 年 7 月，由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简

称文冲船厂）建造的舱容量 13500 立方米自航耙吸挖泥

船“新海虎”轮建成交付中交上海航道局，改写了中国

船厂只能建造中小型挖泥船的历史，被誉为“神州第一

耙”。

“第一次‘吃螃蟹’的过程并不轻松”。回忆当时

的情形，首批全国疏浚行业资深专家、文冲船厂副总工

程师向功顺感慨不已。“中交集团、中船集团都高度重视，

我们从 2004 年 3 月就开始商谈技术方案，期间不断修

改完善，直到 2005 年 7 月才签订正式建造合同。那时

候很多技术和设备还要依赖进口，于是请了国外专家来

谈，毕竟是受制于人，几经周折才把相关技术方案敲定

下来。” 

捅破这层窗户纸，发展也驶上了高速路。向功顺介绍，

“有了‘新海虎’轮建造打下的基础，我们在挖泥船核心

技术方面越来越成熟，后来又建造了‘通程’轮、‘通途’

轮。‘通途’轮舱容量 2 万立方米和最大挖深 90 米也创

造了当时的亚洲纪录”。

通过这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挖泥船实船建造，

我国疏浚业解决了众多技术难点和技术创新，比如大功率

疏浚专用泥泵的开发成功，集成疏浚控制系统的应用与完

善，动态定位 / 动态跟踪系统（DT/DP）在挖泥船的开发应

用等等，实现了很多关键领域的突破，支撑并带动了整个

行业的发展升级。

成就瞩目差距仍存

尽管成就令人欣喜，但目前国际疏浚市场竞争更趋

激烈，走向远海、保护环境的大趋势，疏浚工程施工面

对更严苛的挑战。对国产疏浚装备来说，要想从竞争中

脱颖而出，占据技术发展和全球化的制高点，尚需打磨

提升。

振华重工常务副总裁、振华海工集团董事长戴文

凯认为，在研发建造高端挖泥船特别是超、特大型船

的能力方面，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

国产装备在应对一些工况复杂、环保要求高的项目时，

还不足以胜任；船型结构方面也还存在发展不平衡的

问题，近年来，耙吸式、绞吸式挖泥船等船型发展较快，

但像大型抓斗船就相对滞后，涉及海工方面的装备数

量也较少。

首批全国疏浚行业资深专家、中船七〇八所副总工

程师费龙表示，从大型挖泥船来看，差距主要在关键性

设备上。“比如说挖泥船的水下泵以及大功率泥泵，国

内目前还没有实现整体性突破，主要是相关研究的持续

性不够。”

向功顺也持相同观点，并对原因作了分析。他提出，

中国水运报记者  张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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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揭秘：浸润世纪精神，镌刻时代典范
——“沉甸甸”的“亚洲疏浚业特殊贡献奖”

2017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11 时 10 分，北京百富怡大

酒店“聚福厅”，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进入

高潮。世界疏浚协会联合会、东部疏浚协会主席 Padman

先生走向演讲台，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颁奖词之后，亲自

向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董事长钟文炜颁发了一个看起

来沉甸甸的奖牌，上面刻印着中英文字样的“亚洲疏浚业

特殊贡献奖”。顿时，满堂掌声响起，与会者纷纷用相机

和手机记录下这一必定会写入中国疏浚史册的时刻。

记者了解到，中交天航局荣获的这一“亚洲疏浚业特

殊贡献奖”是自 1978 年由中部疏浚协会、西部疏浚协会

与东部疏浚协会重组而重建世界疏浚协会联合会之后，东

部疏浚协会颁发的、也是亚洲疏浚行业所属机构或个人获

得的首个大奖。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能够获得这一奖

项，既是“百年天航”的荣耀，也是中国疏浚发展进程中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天津航道局，由创立于 1897 年的海河工程局发展而

来，它不仅是中国第一家专业疏浚机构，也是亚洲历史最

为久远、如今仍充满活力的疏浚企业，是引领中国民族疏

浚执着前行的一面旗帜。120 年来，天津航道局始终站在

中国疏浚技术与工程创新的前沿，承建了海河裁弯取直、

天津港深水航道及陆域吹填、滇池环保疏浚、远海岛礁建

设等一大批国家级重点工程，开创了 40 多项第一，主持

编写了多项行业设计与施工标准、规范，自主发展了“天

鲸号”、“程途恒远”、“天鲲号”等一批“大国重器”，

对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环境生态治理和临港区域经

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还为我国疏浚机构组织形态持续适

应性变革与创新做出有益的探索实践。不仅如此，天津航

道局不断开拓国际化进程，为中国疏浚在众多国家和地区

建树了良好的影响。

天津航道局历经百年、创业创新的典范，成为中国疏

浚、乃至亚洲疏浚业传承使命、奉献社会、创新进步的重

要标志，也给全行业以深刻启示。在疏浚业面临市场需求

变化、环境资源问题突出、增长动能转换的现实挑战之下，

需要进一步提炼和弘扬创新精神，激活行业自身提升适应

性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潜能。因此，应当在中交天航

局 120 周年华诞这一“世纪庆典”之时，以行业大家庭的

名义，给中交天航局、也给整个疏浚业一份郑重的褒奖。

2017 年 3 月初，中国疏浚协会派出代表访问东部疏

浚协会，与 Padman 主席等领导人会商中国第五届国际疏

浚技术发展会议筹备工作。由于这次大会是东部疏浚协会

委托中国疏浚协会主办的一次区域性行业峰会，又正值全

球疏浚市场深刻变革的档口，这次会议颇受业界关注。会

上，中国疏浚协会代表介绍了中国疏浚新世纪以来的快速

发展，以及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的召开恰逢

中交天航局成立 120 周年的良缘，阐明主办方由此定位的

大会指导方针和主旨，中国疏浚协会从疏浚业对全球基础

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地位及作用出发，强调要

加强行业建设，把握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推动疏浚业通

过传承奉献、创新精神，适应社会发展要求，进一步提升

能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议东部疏浚协会设立“亚洲

疏浚业特殊贡献奖”，并在此次大会上首次对中交天航局

予以表彰，勉励其为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建设做出的特

殊贡献，为疏浚业建树卓越声誉。

东部疏浚协会领导层高度评价了中国疏浚协会对中国

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的主题定位和议程、活动等

策划方案，赞赏中交天航局非凡历程及其所作出的杰出贡

献，一致同意设立“亚洲疏浚业特殊贡献奖”，并首奖予

以中交天航局。

决定做出后，如何设计制作一件能够彰显“亚洲疏

浚业特殊贡献奖”独特性的奖品，让中国疏浚协会秘书

处的主管人员觉得责任不轻。经过反复讨论，大家确定

了奖品设计要符合“三有”的原则，即“有意义、有内

涵、有本色”。秘书处还找到多家文化设计公司设计方

案，磋商多轮，但都因型式、材料、加工、成本等方面

不能满足要求而放弃。一次偶然机会，协会在副理事长

单位——江苏巨鑫石油钢管有限公司召开会议，在得知

该公司与中交天航局合作，为天航局重型绞吸船配套制

作排泥管线，还在其中实现了制作工艺的创新，所制作

的管线在国家重点工程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时，协会

领导茅塞顿开。“行业大奖行业制”，肯定既有深远意义，

也更有独特价值。协会秘书处领导和巨鑫公司总经理李

海军、副总经理关明生立即研究了具体方案：选择一块

中交天航局定制管线的余料，进行加工，制成一副钢制

奖状，奖状图案由协会和巨鑫公司合作设计。

这一方案，获得了大家一致认可。于是，巨鑫公司负

责人立即安排动工，经过多道工序的精心“打磨”，一副

“特制”的“亚洲疏浚业特殊贡献奖”奖牌赶在大会召开

之前终于制作完成。为不耽误发奖，巨鑫公司还派车专程

将奖牌送到大会会场——百富怡大酒店，为大会、为“百

年天航”的生日庆典呈上一份“深情厚谊”。

在颁奖仪式上，东部疏浚主席 Padman 先生在颁奖词

中表示，中交天航局在中国、亚洲和世界的许多现代化的

港口、航道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乃至全亚洲

疏浚业建树了卓越的声誉，而今依旧充满生机活力，成为

亚洲疏浚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伟大企业，无愧于亚洲疏浚

业的骄傲，也代表了世界疏浚业的崇高精神，应当赢得广

泛尊重和崇高敬意。“亚洲疏浚业特殊贡献奖”是东部疏

浚协会首次颁发的行业大奖，Padman 先生相信这将成为

获奖者和东部疏浚协会的众多同行的新起点，希望中交天

航局与东部疏浚协会的众多同行一起携手努力，为创建美

丽世界作出新的贡献。

在中交天航局董事长钟文炜从东部疏浚协会主席

Padman 手中接过大奖的时候， “亚洲疏浚业特殊贡献

奖”终于显露了它的“庐山真面目”。奖牌内径高 400 毫

米、宽 300 毫米，厚 3 毫米，重约 3000 克，以银色为主

色调，四周由白色花纹勾勒而成，正上方印刻着奖项的授

奖方——东部疏浚协会与中国疏浚协会，正中是一个夺目

图形，环绕地球形状的蓝色云纹，象征行业站位高远，云

纹中包含着海浪花，喻义疏浚业因水而生，浪花又包围着

山峰，是谓 “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沟洫，随山浚川” 

，下方则是镌刻着“亚洲疏浚业特殊贡献奖”以及这个奖

项的最终归属——“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谱写风云两甲子，前行不辍立潮头。“亚洲疏浚业

特殊贡献奖”的颁发为天津航道局不改初心的勤勉追求

作了最好的标注。而中国疏浚正在创新变革的新时代，

高扬奋进的大旗，快步进入做优做强的新征程。我们坚信，

今后，中国疏浚行业一定会涌现更多的优秀民族企业，

为建设美丽中国，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亚洲和世界作出积

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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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出海航道工程  

设计单位：中交广州水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

项目开竣工时间：1998-11-27 至 2014-11-21

连云港港 30 万吨级航道一期工程  

设计单位：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长江南京航道

           工程局、连云港港务工程公司、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

项目开竣工时间：2011-03-17 至 2016-04-13

黄骅港疏浚工程  

设计单位：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开竣工时间：2009-08-15 至 2014-11-05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区

一、二、三、四期工程航道疏浚工程  

设计单位：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港疏浚有限公司

项目开竣工时间：2004-12-18 至 2008-10-27

浦东机场外侧滩涂促淤圈围工程

—3# 围区圈围工程  

设计单位：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

项目开竣工时间：2010-11-06 至 2015-04-17

中国疏浚行业新世纪以来十大创新工程

Top 10 Creative Projects in the 
New Century of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一期、二期、三期工程

疏浚工程 / 整治工程  

设计单位：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交第

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中交第一航务

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中港疏浚有限公司、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

有限公司、中交第一航务工程有限公司、中交第

二航务工程有限公司、长江航道局

项目开竣工时间：1998-01-27 至 2011-05-18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疏浚分项工程  

设计单位：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长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 

项目开竣工时间：2011-01-04 至 2017-04-20

天津港深水航道工程  

设计单位：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项目开竣工时间：2005-12-15 至 2014-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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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污染底泥疏挖及处置二期工程  

设计单位：中交天津港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十冶集团有限公司、云南水利建筑机械化工程公

司、中国电建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等

项目开竣工时间：2009-01-15 至 2010-10-28

珠海横琴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区土地

一级开发场地填筑工程  

设计单位：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施工单位：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开竣工时间：2014-08-01 至 2015-09-09

中国疏浚行业新世纪以来十大创新科技成果

Top 10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in the 
New Century of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先进疏浚技术与关键装备研发及产业化  

申报单位：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挖泥船疏浚自动化监控系统自主研发

申报单位：中交疏浚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13500m3 自航耙吸挖泥船“新海虎”轮研制

申报单位：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软体排护底技术

申报单位：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大型挖泥船泥泵国产化开发研制

申报单位：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大面积超软粘土地基处理技术研究

申报单位：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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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基槽高精度挖泥关键技术与设备研发

申报单位：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

无掩护条件下绞吸船挖岩技术

申报单位：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疏浚挖掘与输送关键技术实验平台研制及应用

申报单位：河海大学

疏浚潜没电动机

申报单位：天津普友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中国疏浚青年才俊

2017 “Award for Outstanding Young 
Talent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胡保安   Hu Baoan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环保技术中心主任。

Professorate Senior Engineer, Director of the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enter 

inCCCC Tianjin Dredging Co., Ltd.

 洪国军   Hong Guojun

高级工程师，中交疏浚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疏浚技术交通行

业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Senior Engineer, 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 of CCCC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of 

Dredging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Co., Ltd.

 何   波   He Bo

高级工程师，现任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工程部总经理助理、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第 IV

工区项目总工程师、深中通道试挖槽成槽工艺及回淤试验研究项目项目经理。

Senior Engineer, 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 of Engineering Department in CCCC 

Guangzhou Dredging Co., Ltd.,Chief Engineer of Phase IV of the Hong Kong-Zhuhai-

Macao Bridge Tunnel Project, Project Manager of the Channeling Procedure and Siltation 

Experimental Research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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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新权   Chen Xinquan

助理研究员，现任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教师。

Chen Xinquan, Assistant Researcher, Teacher in School of Naval Architecture, Ocean 

& Civil Engineering i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叶风明   Ye Fengming

高级工程师，现任广西新港湾工程有限公司市场部副经理。

Senior Engineer , Deputy Marketing Manager in Guangxi New Harbor Engineering Co., 

Ltd. 

 王   朋    Wang Peng

助理工程师，现任青州市巨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Associate Engineer,General Manager of Qingzhou Julo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侯晋芳   Hou Jinfang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岩土工程研究所总工程师。

Senior Engineer ,Principal Engineer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nstitute in CCCC 

Tianjin Port Engineering Institute Co., Ltd.

 周银军   Zhou Yinjun

高级工程师，现任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河流研究所枢纽泥沙室副主任。

Senior Engineer, Deputy Director of Hub Sediment Office of River Research Institute 

in Changjiang River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angjiang Water Resources 

Commission. 

 张海军   Zhang Haijun

高级工程师，现任中交天航南方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Senior Engineer, Executive Director and General Manager of CCCC TDC Southern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 Ltd.

 徐   波   Xu Bo

高级工程师，现任中交一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深中跨江通道项目经理部常务副经理。

Senior Engineer ,Executive Deputy Manager of the Shenzhen-Zhongshan Tunnel 

Project in No. 1 Engineering Company Ltd. of CCCC First Harbor Engineering Compan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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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优秀论文

序号 作者单位 作者 论文题目

疏浚技术工艺

1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

CCCC Guangzhou Dredging Co., Ltd.

曹湘波、陈林、何波CaoXiangbo、

Chen Lin、HeBo

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基槽的回淤控制 Siltation Sontrol for the Immersed Tunnel for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Project

2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CCCC Tianjin Dredging Co., Ltd.

高伟、李金峰

GaoWei、LiJinfeng

中交首个欧洲疏浚工程项目管理经验介绍——俄罗斯布朗克港港池与航道疏浚工程

Management Experience Introduction of the First European Dredging Project of CCCC——

Bronka Harbor And Waterway Dredging Engineering in Russia

3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CCCC Tianjin Dredging Co., Ltd.

李金峰、高用城 LiJinfeng 

GaoYongcheng

疏浚工程泥驳船队中泥驳配置和装驳顺序方案优化研究 Study on Optimization of Mud 

Barge Configuration and Loading Sequence in Dredge Barge Fleet

4

中交天津港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CCCC Tianjin Port & Waterway Prospection &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王华原

Wang Huayuan

疏浚工程中远距离水位控制关键技术 Key Technologies for Long Distance Tide Control 

of Dredging Engineering

5
湖北长江清淤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HubeiChangjiangDredgingEngineeringCo., Ltd. 

范志强、肖华、张继良、龚壁卫

FanZhiqiang、XiaoHua、

GongBiwei

软基上土工管袋吹填砂围堤的稳定性及沉降特性

Stability and Settlement of Cofferdam of Geo-tube Filling With Dredged Sands on 

Soft Foundation

6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CCCC Shanghai Dredging Co., Ltd.
侯晓明、金华

HouXiaoming、JinHua

排放控制区设立对疏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Influence of Emission Control Area on Dredging and Countermeasures

7

中交疏浚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CCCC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Dredging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Co., ltd

郭涛，郑琳珠，庄海飞，刘明明

Guo Tao、Zheng Linlin、Zhuang 

Haifei、Liu Mingming

疏浚泵内高浓度砂 - 水流动及冲蚀的数值研究

Numerical Study onHighConcentration Slurry Flow and Erosion in Dredging Pump

8

中交天津港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CCCC Tianjin Port & Waterway Prospection &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林森、苏召斌、刘俸麟、李瑞祥

Lin Sen、Su Zhaobin、Liu 

Fenglin、Li Ruixiang

5000kW 绞刀模型试验及数值模拟

Model Test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5000kW Cutterhead

9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CCCC Shanghai Dredging Co., Ltd.

金华

Jin Hua

耙吸挖泥船使用 LNG 燃料带来的优势、问题和解决方案

The Advantage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with TSHD Using LNG Fuel

10

中交天津港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CCCC Tianjin Port & Waterway Prospection &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孙守胜 、杨建华、李章超 、肖博

Sun Shousheng、Yang Jianhua、Li 

Zhangchao、Xiao Bo

密实砂土型耙头研发及应用

Research &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Dense Sand Drag Head

11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Zhenhua Heavy Industries Co., Ltd.

王智伟、田金柱

Wang Zhiwei、

Tian Jinzhu

挖泥船用电液主动抓斗电气系统的设计 The Design of Electric Control System for 

Large Electro-hydraulic Active Grab Bucket

12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CCCC Tianjin 

Dredging Co., Ltd.

马凯、胡保安、钟瑞

Ma Kai、Hu Baoan、Zhong Rui

污染河流湖泊疏浚底泥处置与资源化利用

Disposal an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Sediments Dredged from Polluted 

Waterbody

13

中交广州水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CCCC-Guangzhou Water Transport Engineering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袁星、胡欲洁、陈洁

Yuan Xing、Hu Yujie、

Chen Jie

深圳前海湾沉积物重金属分布及潜在风险评价

Distribution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Heavy Metals in Surface

Sediments from Qianhai Bay, Shenzhen, China

14
武汉二航路桥特种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CCC Road & Special Engineering Co., Ltd.

杨晓龙 、乐绍林、

蒋小鹏、王海旭、练新

Yang Xiaolong、Le Shaolin、

Jiang Xiaopeng、Wang Haixu、

Lian Xin

气动泵生态清淤同步脱水固化技术在湖库环保疏浚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Pneumatic Pump Ecological Dredging Co-dehydration-solidification 

Technique in Lakes and Reservoirs’ Environmental Dredging

疏浚信息化

15
江苏科技大学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周昭旭、俞孟蕻、苏贞、袁伟

Zhou Zhaoxu、Yu Menghong、

Su Zhen、Yuan Wei

耙吸挖泥船沙床高度与土质粒径在线估计

On-line Estimation of Sand Bed Height and Size Particle Diameter for Trailing 

Suction Hopper Dredger

16

中交天津港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CCCC Tianjin Port & Waterway Prospection &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苏召斌、林森、姜曦、

杨建华、刘俸麟

Su Zhaobin、Lin Sen、Jiang 

Xi、Yang Jianhua、Liu Fenglin

硬质粘土切削过程的三维动态数值模拟

Three-dimensional Dynamic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Cutting Process of Hard Clay

疏浚发展趋势

17
河海大学

Hohai University

魏长赟、倪福生、蒋爽、李洪彬、

顾磊、徐立群

Wei Changyun、

Ni Fusheng、Jiang Shuang、Li 

Hongbin、

Gu Lei、Xu Liqun

深海 / 疏浚采矿智能机器人控制系统多层混合架构设计

A Hybrid Control Framework for Intelligent DEEP-SEA MINING ROBOTS

序号 作者单位 作者 论文题目

18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Technische Universiteit Delft

陈修涵，S. A. Miedema, C. van 

Rhee

X. Chen, S. A. Miedema, C. van Rhee

并行粘合模型在岩石压缩模拟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Parallel Bond Method in Rock Compression Simulation

19
艾曲西疏浚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IHC

施维 , E. van der Blom, R. 

Mourik, P. C. de Graaff

疏浚技术革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Sustainable Innovations on Dredging Techonolgy

20
卡特彼勒船用柴油机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Caterpillar
B.Evans,J.Mundth

在不同燃料等级和法规要求地区进行灵活操作所需疏浚动力源的对比

Comparison of Dredge Power Sources for Flexible Operation in

Regions of Multiple Fuel Grades and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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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以‘转

型新发展、合作新天地、新锐创新业’为思路开展各项工作。”

在 2015 年 7 月底召开的中期工作会上，刚从珠海横琴总项

目部调任南方公司总经理的张海军向与会代表阐述了转型

发展的思路。“一成不变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市场形势

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多年的发展瓶颈警示我们必须转变思

路，改变发展方式”，张海军表示。

 为加快员工转变观念，张海军提出将公司的“新锐文

化”升级为“信睿文化”。对此，他解释道：“南方公司

2007 年在深圳成立时，需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新锐

文化恰逢其时。如今，公司已成立 8 年，管理体系、组织

架构、管理团队日臻成熟，企业文化要同步升级”。自此，

以“诚信服务  睿智创业”为核心的信睿文化在全公司推广，

并逐渐被员工们接受。

天航南方公司2015年中期工作会是转型升级部署会，

更是动员会，员工们看到新任总经理的踌躇满志。然而，

张海军深知，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得到干部、职工的

理解与支持，让“转型升级才是唯一出路”的观念成为全

员共识。接下来的两年间，他在“双代会”、中期会、总

经理办公会等每个重要的场合，向干部、职工们阐述转型

升级的必要性，不断促成领导班子、骨干团队的共识，为

转型升级打牢思想根基。

拓市场，加快业务优化

“国内传统主业市场延续下滑，预计 2017 年全国水

运建设投资规模难以突破 1400 亿元”，在天航南方公司

2017 年工作会上，张海军指出必须加快转产、转商、转场，

以“海外+环保”双引擎驱动，推动企业主动转向新市场，

捕捉改革红利。

由此，天航南方公司在市场经营中积极求变，争取主动。

张海军带领经营系统与成都、贵港市政府和海航集团高层洽

谈，力促三亚新机场、贵港市郁江两岸综合治理工程 PPP、

成都锦江绿道等大型项目落地。在中国交建华南、海南、西

南区域总部支持下，积极参与香港机场和深圳机场项目、海

南南渡江流域整治、锦江和沱江流域治理项目经营。紧跟国

家和区域发展战略，开展内河流域治理、粤港澳大湾区水环

境治理等课题研究，并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

沱江流域

2017 年，尽管国家强化对填海造地项目监管，中交南

方公司承建的部分项目进度受阻，由于天航南方公司提前

进行市场经营布局调整，不断创下新业务领域的“首个”

或“第一次”，从而有力支撑公司经营生产的持续性。

2017 年天航南方公司累计新签合同额超过 22 亿元，

以流域治理、水环境治理为主体的新业务占比达80%。其中，

通过模式创新，成功中标深汕特别合作区项目，首次进入

城市水环境治理市场，推进首个流域综合治理投资项目 -

广西贵港市郁江两岸综合治理工程 PPP 落地，还签订了印

尼船舶基地项目施工合同，实现了海外项目“零”突破。

不忘初心的引路人
——记“2017 年度中国疏浚青年才俊”、

中交天航局南方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张海军

张海军

中交天航局南方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在中交天航局南方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张海军作

为领路人，深知担负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但即使再忙，

走得再远，他也从未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我的身后有

一群四海为家、坚守一线的优秀员工，他们的执着和坚守

是我奔向远方的最大动力”。

一路走来，不忘初心。任职天航南方公司近三年，张

海军聚焦企业发展要素，洞察市场调整趋势，及时通过转

观念、拓市场、强管理三个抓手，把对南方公司发展方向

和路径的成熟思考融入管理体系，引领南方公司走上一条

差异化发展道路，提速转型升级步伐。

转观念，凝聚发展共识

2007 年 -2011 年，随着国家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进

行的大规模基建投资，南方公司在深圳成立、发展和壮大，

体现了“深圳速度”和“深圳效益”。但在 2012 年以后，

南方公司遭遇发展瓶颈，合同额和产值规模始终难以取得

突破。

“青年强则中国疏浚强”，这是首批全国疏浚行业资深专家、河海大学疏浚技术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心主任倪福生教授对首批“中国疏浚青年才俊”的评选活动的赞誉。

不久前落幕的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颁发了“2017 年度中国疏浚青年才俊”

与“2017 年度中国疏浚优秀青年人才”两奖项，引发了与会代表和行业人士一致好评。

世界疏浚企业联合会（IADC）公共关系经理 Dhollander 先生认为，中国疏浚行业对疏浚

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探索以及对青年人才的关注与 IADC 的作为不谋而合。

中国疏浚历经 120 年，几代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无数有志青年踏波逐浪，传承创新精神，

追求出彩人生，推动民族疏浚不断发展。可以说，中国疏浚持续成长的历史，就是一代代青年

人才前赴后继、磨砺自我、建树作为的历程。

疏浚业正在构筑建设美丽中国、更美好世界的新生态，青年人才是中国疏浚不断积蓄、激

发和创造出更多智慧和力量的根本，是决定疏浚行业变革成果以及实现可持续的新生代。为此，

我们特别开设“疏浚向未来—新生态与新生代”专栏，通过对首批“青年才俊”和“优秀青年人才”

的介绍，希望能竖立起中国疏浚青年加快成长的导向标，期待能搭建起青年“新生代”沟通交

流的平台，更愿意为大批中国疏浚栋梁之才的成长提供一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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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中国疏浚青年才俊”获奖人员中，有一位

年轻优雅的女性代表，不仅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成果丰硕，

更是注重科研理论的现场应用效果，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

又一个技术难关，解决一个又一个生产问题，是名副其实

的“科研达人”与“技术控”。她就是中交天津港湾工程

研究院的侯晋芳博士。

科研达人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女性在高学历人才所占的比

例越来越大，但在 2008 年侯晋芳毕业时，女博士只占博士

总人数的 34.7%，至于岩土工程领域更是凤毛麟角了。俗话

说“物以稀为贵”，可侯博士非常“接地气儿”，梳理文献、

开展课题研究，在疏浚土领域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毕业后，侯晋芳来到了拥有“港口岩土工程技术交通

行业重点实验室”、“天津市港口岩土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交岩土工程重点实验室”、“中交海岸工程水动力重

点实验室”的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工作。优良的科研

传统、浓厚的学习氛围、雄厚的技术实力，在这个高水平

的科研平台上，侯晋芳一头扎进科研工作中，充分展现了

自己的聪明才智。

入职后不久，她就负责了《成层土与非均布荷载的土

压力计算理论研究》科研课题，该课题是基础理论类的研

究课题，需要大量查阅文献，对海量数据进行比对，难度

强管理，深挖产值潜力

“因循守旧只会丧失发展先机，我们要与时俱进，不

断创新，增强自主生存能力”。张海军此前曾先后在港珠

澳大桥、珠海横琴等项目担任项目经理，积累了丰富的一

线工作经验，这使他对基层的管理弊端和实际需求有着深

切体验。

作为 80 后，张海军喜欢在电子产品的体验中触摸科技

最前沿，在企业管理中同样追求打破常规，持续改进。随

着顶层设计日趋完善，张海军大力倡导的大部制管理、项

目经理责任制、生产经营一体化等改革密集推行。

所谓大部制管理，就是改变小而全的项目管理模式，

集中人、财、物等生产要素，并在一定范围内合理流动，

确保项目履约。两年来，在张海军的推动下，南方公司将

项目部由 18 个整合为 11 个，打造专业疏浚、水工、新型

业务、特大型项目管理团队。同时，为加强大部制管理的

组织保证，作为党委委员的张海军向公司党委提议，要进

一步加强项目部党支部建设，每个项目部党支部配备专职

书记，并在公司设立党群工作部，凸显国企党建政治优势。

大部制促进了公司的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随机，张

海军又着力推动项目经理责任制和生产经营一体化，两项

举措保证了项目部在选人用人、合同审批等方面拥有更多

自主权。同时，本着权责利对等原则，他要求项目经理承

担结算、收款、经营等方面责任，与公司的生产经营工作

紧紧联系在一起。新管理模式运行以来，各项目部特别是

项目经理积极提升管理水平，挖掘生产潜力，寻找利润增

长点，自主管理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

出实效，改革结出硕果

天航南方公司深化改革的两年半，成果逐渐显现。

2016 年，南方公司产值突破 20 亿元大关，利润总额完成

年度指标的 116%。进入 2017 年，南方公司发展势头不减，

水利、投资、流域治理等新型业务屡获突破。“南方公司

要充分利用中交集团大力开发旅游、地产、文化、环保、

特色小镇等政策优势，加强策划，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这是张海军和团队定下的目标。

他深知，战略的落地需要优秀员工高效执行，因而对

人才培养和使用“不拘一格”。他要求人力资源部门做好

人才储备，推动师带徒传帮带，推选骨干人才到重大项目

锻炼，实施青年员工岗位轮转以提升综合素质。此外，他

积极为青年员工创造培训机会，通过领导力、企业教练技术、

金融投资、环保、BIM等各类培训，提升综合素质与专业素养。

2017 年 1-11 月，南方公司已累计培训人员近千人次 , 培

训费支出九十余万元。

在张海军的带领下，南方公司承建的三亚凤凰岛、恒

大海花岛、深汕特别合作区等多个项目诚信履约，公司年

内先后获得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全国青年安全生

产示范岗”、2017 年度水运交通优质工程奖等荣誉。他本

人也荣获了“广东省优秀企业家”、“全国建筑业优秀企

业家”、“中国交建十大杰出青年”等多项荣誉。在最近

召开的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上，他又荣获首

批“中国疏浚青年才俊”称号。

多少个白露未晞的清晨和归鸦绕树的深夜，张海军总

是穿梭于各地机场、车站。出差候行的间歇，他喜欢逛逛

机场、车站的书店，他说读书可以让他在忙碌之余获得短

暂的宁静。

来来往往，奔波忙碌，张海军一直在路上，却始终未

忘初心，用他的坚守、奋斗诠释“百年天航”的传承和创

新的精神。

巾帼不让须眉
——记“2017 年度中国疏浚青年才俊”

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岩土工程研究所总工程师侯晋芳

侯晋芳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岩土工程研究所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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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她没有退缩，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以及持久的恒心，

最终成功给出适用于土压力计算的一般公式，实现了经典

土压力计算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

同时，这期间她还进行了《天津滨海地区吹填土地基

负荷层快速加固技术应用规程》等标准规范的编写工作。

编写期间她广泛收集和整理资料，虚心向有关人员请教，

思考总结，使成果更有针对性、技术先进、可操作性更强。

正是靠着勤奋与努力，工作九年多的时间里，侯晋芳

先后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省部级和局级等课题近 30

项，获得省部级、中国交建、局级科技奖励 16 项，参加了

《港口工程地基规范》、《水运工程土工合成材料规范》、

《土工合成材料防渗排水防护设计施工指南》等多部标准

规范编写工作，并在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10 篇

被EI和 ISTP检索，4项发明和8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授权，

是名副其实的“科研达人”。

自己也逐渐成为交通部、天津市、中国交建岩土工程

重点实验室学术带头人，被评为天津市“131 创新型人才

培养工程”第一层次人选，现任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院岩

土工程研究所总工。

技术控

她常说：“科研不仅要进行基础理论的研究，还要注

重现场的应用效果，成果只有实现了转化，才能为企业创

造更大的价值，带来更大的发展。”遵循这个理念，她注

重理论联系实际，开拓思路，积极创新，为疏浚土的事业

贡献了自己力量。

在《用十字板试验指标推算的强度计算软粘土土坡稳

定的研究》课题中，她创新性地提出了新的抗剪强度指标

推算方法，使得计算的土坡安全系数更接近真实情况，为

港口岸坡码头工程节约了工期和工程造价。其研究成果已

纳入到了《港口工程地基规范》中，实现了科研成果的转化。

她还积极投身国家重点重大工程建设，做好技术服务

和技术支持工作。在港珠澳跨海大桥建设中，针对疏浚淤

泥固化处理方案，她主持开展了“水泥拌合体强度室内试

验和耐久性分析”，通过对 1000 多个试样的分析试验，提

出了“该地区软土进行固化强度难以达到设计要求的”结论。

经过多次讨论，设计方最终采纳了她的研究成果并改变了

设计方案，大桥建设节约了资金，缩短了工期。

随后，针对人工岛和沉管隧道地基处理的重点难点问

题，她还参与开展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港珠澳大桥

跨海集群工程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多项研究工作，

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

一位哲人说过：“聪明在于勤奋，成功在于积累。”

任何光鲜的背后都意味着辛勤与付出。对侯晋芳来说，节

假日和晚上加班是经常有的事，不过不管任务有多大，担

子有多重，她从无怨言，始终奋战在科研生产第一线。在《季

节性冻土地区客运专线路基施工技术研究》课题研究过程

中，她深入现场进行试验，在 -20℃环境下开展试验研究

工作，为课题研究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作为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带头人，侯晋芳在努力提高自

身能力的同时，还注重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领导的科研

团队取得了多项成果，获得了多项奖励。所在的重点实验

室积极与天津大学等高校联合培养人才，而作为企业导师

的侯晋芳共计培养了4名硕士，已有2名以优异成绩毕业。

用知识武装自我，用事实锤炼能力，打造精湛技术，

引领科研创新，十年如一日，侯晋芳在岗位上默默奉献，

巾帼不让须眉，充分展示出了新时代疏浚青年的风采。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建设与展望

Construction and Outlook of the Yangtze Estuary Deep-water 
Channel Treatment Project

1 工程概况

为打通长期制约上海港和长江沿岸港口发展的长江口

拦门沙航道水深瓶颈，适应和促进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长

江流域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历经几十年研究的长江口深

水航道治理工程于1998年1月正式开工，2010年3月完工，

2011 年 5 月通过国家竣工验收。工程共建成分流口鱼咀、

导堤、丁坝等各类整治建筑物 169.165km，完成基建疏浚

工程量共 3.2 亿 m3；建成了水深 12.5m、宽 350/400m、长

92.268km 的双向航道；累计完成工程投资 155.76 亿元 [1]。

期间，通过一、二、三期工程的分期建设，实现了航道水

深由 7.0m 逐步增深到 8.5m、10.0m 和 12.5m 的治理目标，

5 万吨级以上船舶从几乎无法进出长江口到平均每天达

17 艘次以上，至 2016 年底已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累计约

1500 亿元，是工程总投资的 10 倍多。

周海 1，季岚 2，应铭 3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200120

Zhou Hai1,Ji Lan2,Ying Ming3

Shanghai Waterway Engineering Design and Consulting Co.,Ltd.

新世纪以来，中国疏浚业创新捷报频传，国际领先的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引领

世界潮流。2017 年行业首次对新世纪以来的十大创新工程与十大创新成果进行了评选，

并在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上对其进行表彰，以此来激励中国疏浚继续加

快创新发展，不断壮大发展新动能，凝聚起更为强大、更为持久的创新力量。本期“大

国匠心”专栏将回顾“中国疏浚行业新世纪以来十大创新工程”之一的长江口深水航

道治理工程以及“中国疏浚行业新世纪以来十大创新成果”之一的大面积超软粘土地

基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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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大型复杂

河口治理工程。长江口滩槽交错、潮流和径流相互作用、

水沙运动复杂、河床冲淤多变、地基承载力低和工况条件差，

工程建设的条件极为严苛，整治难度极大，国内外尚无类

似河口航道整治的成功经验，对设计、施工及管理的要求

很高。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的建成，是我国河口治理

和水运事业的伟大创举，是世界上巨型复杂河口航道治理

的成功范例，使我国的河口治理居于国际领先水平。

图1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总平面示意图（2016年8月）

2 河口航道治理关键技术

2.1 创新的治理理念和总平面设计

长江口是巨型丰水多沙的分汊河口，治理工程前，北

槽为长江口的通海主航道，依靠疏浚，按 7.0m（理论最低

潮面下）的水深标准进行常年维护，年维护疏浚量约 1200

万 m3，仅可满足 2 万吨级船舶乘潮双向通航的要求，5 万

吨级船舶几乎无法进出长江口。

为了解决长江口航道治理的关键技术问题，在几十年

科学研究的基础上，1992 年“长江口拦门沙航道演变规律

研究 ( 整治技术研究 )”列入了国家“八五”科技攻关计划。

通过科技攻关研究，弄请了拦门沙河段的水沙运动特征和

河床演变规律，开展了航道工程的关联效应研究，提出了

长江口深水航道的整治方案及初步技术经济论证，形成了

“长江口三级分汊、四口入海的基本格局将长期稳定”的

共识，进而解决了长江口拦门沙能否治理和总体上如何治

理等多项重大关键技术问题。

2.1.1 选槽问题

长江口四口入海的格局决定了汊道选择是建设深水航

道首先必须面对的技术问题。在四个入海通道中，北支处

于逐渐衰亡态势，且汊道水深与航道建设目标水深相比严

重不足，所以首先排除于选汊方案以外。在其余三个入海

汊道中，北槽拦门沙浅段长度居中，上游河段河势的变化

对北槽的影响较北港和南槽明显为小，北槽的河势稳定性

最好；动力上以落潮优势流为主，漫滩流可以通过导堤加

以引导；口外水下地形淤积速率较慢，且强劲的旋转流利

于口外悬沙扩散。此外，与北槽相连的南港，和浦东及上

海港同在长江南岸，有利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有

利于带动长江三角洲的开发开放。因此，选择综合优势较

为突出的北槽进行整治。

2.1.2 治理时序问题

对于一般河口和河流的长航道治理，传统的治理观念

和以往的工程惯例一般遵循自上而下的原则。“八五”攻关

研究成果提出，北槽处于发展态势，受上游河床演变影响较

小；从动力条件来看，北槽潮量及径流量大，不需在上游南

港河段通过整治调整分流，而可采用导堤归顺落潮流集中于

航槽，整治范围可集中在北槽拦门沙河段。为此，创造性地

作出了在长江口河势总体稳定的条件下，可以在上游河段暂

未整治之前选择位于下游的北槽先期进行拦门沙河段治理，

突破了传统自上而下的治河理念，该创新性论断使得我国得

以在 20 世纪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决策实施该工程。

2.1.3 治理理念

在对长江口自然规律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治理工程总

体方案的研究，提出了长江口深水航道的 7 项治理原则：

1）北槽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应有利于长江口的综合治

理；

2）维持分汊河型，保持邻汊的自然功能；

3）整治与疏浚相结合；

4）疏浚与围垦造地相结合；

5）因势利导、稳定河势；

6）以“动态分析观念”（动态管理）制订治理工程方案；

7）分期实施治理方案，分期取得经济效益。

在治理原则的指导下，充分考虑了长江口多级分汊、

径流量和潮量巨大，且北槽落潮流明显占优势的特点，

“八五”攻关创新地提出了稳定南北槽分流口、采用中水

位整治，以宽间距双导堤加长丁坝群稳定北槽南北边界的

整治建筑物总平面方案（图 1），以调整北槽流场，利用

落潮流挟沙入海，减少航道回淤量，发挥“导流、挡沙、

减淤”的功能，辅以疏浚，形成深水航道。

在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根据河床地形的变化情况以及

航道回淤情况，对前期提出的总平面方案进行过几次动态

调整，特别是三期工程减淤工程措施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对

北槽拦门沙河段治理的认识：（1）在河口地区可利用丁坝

群有效地调整水流动力的断面分布和沿程分布，进而将河

床地形由宽浅向窄深方向调整，形成有利于航道建设和维

护的动力条件和地形条件；（2）河口汊道的分流比变化与

其河槽总容积有关，整治时更应关注治导线尤其是航槽附

近一定范围内的河槽容积和潮流量变化；（3）对于以悬沙

落淤为主的北槽拦门沙航道，应重点关注涨落潮动力的沿

程变化及其对悬沙落淤和起悬的影响。

上述创新的治理理念和总平面设计保证了工程治理效

果的取得和治理目标的实现。

2.2 创新的工程设计和结构形式

2.2.1 整治工程平面布置

整治建筑物从总体上发挥“导流、挡沙、减淤”的功能，

据此提出整治建筑物主体工程采用“分流口工程 ( 潜堤和

鱼咀 )、宽间距双导堤及长丁坝群”的布置形式。

（1）分流口工程

分流口工程由潜堤和鱼咀组成，鱼咀由南线堤和南导

堤上段构成，可起到稳定南、北槽分流口河势格局的作用。

鱼咀布置在江亚南沙滩顶，南线堤沿江亚南沙南缘布置，

有利于江亚南沙的稳定，归顺南槽进口段水流，起到向南

槽分沙的效果；潜堤沿江亚南沙滩脊线布置，由分流口西

端顶点向上游沿程逐渐降低，可发挥稳定潜堤北侧深泓线，

阻挡其南靠及拦截部分底沙向北槽输移的功效。

（2）双导堤和丁坝群

南、北导堤分别布置在北槽两侧高程较高的滩面之上。

导堤轴线基本沿滩面等高线走向布置，使之与天然流场落

潮主流方向趋于一致，有利于归顺水流。导堤内侧适当布

置若干丁坝以束窄槽宽，以丁坝坝头的连线为治导线。

北导堤堤头设在 8.5m 水深处，处于波浪破碎带外缘，

可发挥大风天拦沙作用；因长江口外的泥沙输移方向为东

南向，为便于输沙入海，南导堤堤头设在 6.5m 水深处。

导堤堤顶高程主要是依据发挥“导流、挡沙”功能并

结合造价因素综合考虑确定的。从治理效果角度，导堤高

程越高、工程治理效果越好；经技术经济综合比选，“八五”

攻关阶段创新提出了接近北槽水域的中水位 +2.0m（吴淞

基面，下同）高程作为导堤顶高程。

丁坝根部顶高程与导堤一致为 +2.0m，丁坝头部顶高

程依据落急流速潮位取值 ±0m，以较为经济的半淹没式丁

坝布置实现整治功能。

2.2.2 创新的结构设计

2.2.2.1 护底结构

整治建筑物所处的河床滩面普遍分布着 1~6m 厚的粉

细砂层，极易起动和冲失。为确保整治建筑物的稳定，有

效控制造价，在工程中成功开发和应用了二种创新的护底

软体排及其组合形式：混凝土联锁块软体排和砂肋软体排。

长管砂肋管袋采用 230g/m2 的机织布无拼缝织成，直

径 φ0.3m，长 16~35m，袋内充灌砂。通过调整砂肋的间

距（50~150cm）可以调整排体的压载重量（75~216kg/

m2），从而满足不同风浪、水流条件的稳定要求。

混凝土联锁块是通过高强丙纶绳将混凝土块体连

结形成柔性的单层混凝土联锁块，单个混凝土块尺寸有

0.4×0.4×0.16（m）和 0.4×0.4×0.2（m）两种，压载重

量依块体厚度不同分为两种（240kg/m2 和 300kg/m2）。

两种护底软体排的压载重量不同，适应的水流、波浪

条件等运行环境不同，适应地形变化的能力也不同，造价差

异也较大。砂肋压载排价格便宜，一般用于堤身下部的防护

或处于淤积环境（如坝田区）的余排；联锁块压载排对两个

方向地形的起伏变化均能较好的适应，能适应更为恶劣的水

动力环境，但价格较贵，一般用于堤身外侧的余排部分。这

些既能有效控制建筑物周边河床冲刷，又能适应周边地形变

化的保砂透水的护底结构成为工程成功建设的关键技术措施

之一，同时作为实用新型专利得到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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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混凝土联锁块软体排和砂肋软体排示意图

2.2.2.2 创新的结构型式

为适应长江口软基、大浪、工程量巨大、施工强度高、

石料来源匮乏等特点，本工程的整治建筑物选型采用 “抗

浪性能好、对地基承载力要求低的轻型重力式结构”，工

程大量应用了袋装砂堤心斜坡堤、半圆堤、半圆型沉箱堤

及空心方块斜坡堤等创新的结构型式。

袋装砂堤心斜坡堤结构（图3）具有对软基适应能力强、

施工速度快、造价低的优点，可就近取用长江口河床底部的

粉细沙作为筑堤材料，共有约38.1km的堤段采用了此结构。

 图 3 袋装砂堤心斜坡堤结构示意图

半圆体结构可将波浪压力方向指向圆心，对堤身不产

生倾覆力矩，产生的地基应力基本为均匀分布，有利于在

软弱地基上应用。在日本相关结构技术的基础上自主开发

了充砂半圆体结构（图 4）和半圆体沉箱结构（图 5），共

有约 51.4km 的堤段采用了此类结构。

图 4 充砂半圆体结构示意图  图 5 半圆体沉箱结构示意图

空心方块结构型式为钢筋混凝土空心正方体（图6），

边长为 2.5m 空心正方体单件重量为 14.4t，当随机安放空

心正方体斜坡堤块体间的空隙率为 P2 ＝ 40% 时，重度相当

于抛石堤约 30%。主要用于地基条件最恶劣的北导堤堤头

约 2.6km 区段。 

图 6  空心方块斜坡堤

上述三种新型结构的堤坝总长约 92.1km，占整治建筑

物总长一半以上。新型结构型式的研究及应用对于长江口

深水航道治理工程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2.3 疏浚工程及疏浚土资源化利用

2.2.3.1 疏浚工程

按照国务院“一次规划，分期建设，分期见效”的要

求 ,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分三期实施。一期工程航道实

现 8.5m 水深，航道底宽 300m，航道总长 51.8km，完成基建

疏浚量 4386 万 m3；二期工程航道水深增深至 10m，航道底

宽 350 ～ 400m，航道总长 74.5km，完成基建疏浚量 5921 万

m3；三期工程进一步增深至 12.5m，航道底宽 350 ～ 400m，

航道总长 92.2km，完成基建疏浚量 21849 万 m3。一期 ~ 三

期工程共完成基建疏浚工程量共 3.2 亿 m3（表 1）。

深水航道基建疏浚是在北槽既有的 7m 人工航道上增

深和拓宽，为不影响北槽航道正常通航，本工程疏浚设备

采用了自航耙吸式挖泥船。根据航道水深条件、回淤情况

以及航道通航功能保障和施工工期、效率、土质、工艺等

方面的综合要求，并结合疏浚施工船机实际的市场保有量，

一期工程主要采用中小型（舱容量 2000~4500m3）耙吸式

挖泥船施工，二 ~ 三期工程以舱容量 9000m3 以上的大型耙

吸式挖泥船为主力船型。采用的疏浚施工工艺包括自航耙

吸挖泥船挖、运、抛的施工工艺（简称挖抛工艺）以及自

航耙吸挖泥船挖、运、抛和绞吸式挖泥船吹的施工工艺（简

称挖抛吹工艺）。

表 1 基建疏浚工程量

项目
全长

（km）
挖槽长
度（km)

挖槽底
宽 (m)

设计航
道水深
(m)

设计边坡
疏浚工程
量（万
m3）

一期
工程

52.77 38.95 300 8.5 1:60 4386

二期
工程

74.47 59.5 350/400 10 1:40~1:60 5921

三期
工程

92.27 92.27 350/400 12.5 1:30~1:40 21849

2.2.3.2 疏浚土资源化利用

疏浚土已不再是废弃物，而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其

价值正日益受到重视。1998-2017 年底，长江口深水航道

治理工程共完成疏浚量约 10.6 亿 m3，约 3.8 亿 m3 疏浚土

进入贮泥坑进行利用，平均抛坑利用比例为 35.8%。

疏浚土资源化利用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一期

工程 1998-2003 年，疏浚土全部为外抛；第二阶段二期工

程 2004 年 - 三期工程 2009 年，结合横沙东滩促淤工程，

利用航道疏浚土吹泥上滩，该时段疏浚土抛坑量累计为

1.33 亿 m3，年均约 2200 万 m3；第三阶段 2010 年 -2015

年 12.5m 深水航道贯通，维护方量较之前 10m 航道有明显

增长，为有效安置、利用航道疏浚土，长江口航道管理局

和上海市建立了“联合招标、委托管理”的部市合作模式，

结合横沙三期和六期工程进行吹填，在长江口实现了航道

和水土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该时段疏浚土抛坑量累计为

1.7 亿 m3，年均约 2800 万 m3。第四阶段从 2016 年开始，

结合横沙七期和八期工程，疏浚土进入贮泥坑利用量和比

例均大幅提升，年均抛坑量增长至 3800 万 m3/ 年，抛坑利

用率从前两个阶段的平均36%提高至65%。“十三五”期内，

疏浚土上滩比例将进一步提高至 80% 以上。

吹填工程与疏浚工程的有机结合，不仅解决了吹填土

源问题，缓解了疏浚土外抛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

问题，且两类工程的综合投资最为节省，综合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最优，是节约资源，值得大力提倡的做法。

图 7  不同阶段深水航道疏浚量及抛坑量变化

2.3 科学的动态管理机制

2.3.1 以总体院技术负责的动态管理模式

长江口水沙运动和地形冲淤变化复杂，要在事先就完

全把握住在整治建筑物作用下河势的调整过程及结果是十分

困难的，必须以确保整治效果和建筑物稳定为目标，以现场

监测成果为依据，以科研试验为手段，以动态的观点、科学

的机制适时优化，使实施整治工程后的流场及河床冲淤调整

向最有利于航槽水深增加的方向发展，确保航槽水深分期达

到目标水深，疏浚量在预控的范围内。工程建立了严密的监

测体系（制定了常态和突发问题的监测范围、内容、频度等）、

科研体系（综合了二维三维潮流数模、泥沙数模、定床物模、

动床物模、水槽试验和试验性工程等科研成果），使工程的

决策在动态优化的科学机制（图 8）下更趋完善、合理 [4]。

一期工程、二期工程以及三期工程，均采取了由中交

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总体院全面负责技

术抓总，统筹现场监测计划安排、监测资料跟踪分析、平

面方案优化调整研究，供建设单位进行决策的动态管理模

式。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正是由于全过程坚持实施动

态管理，“创新了大型港航工程项目管理的模式”，得以

克服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科学决策和动态管理是工程

成功的关键”。

图 8  动态管理基本程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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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潮汐分汊河口拦门沙河段监测技术

现场水文泥沙、地形资料是开展工程动态管理的基础。

以长江口为代表的巨型潮汐分汊河口具有拦门沙范围大、

滩槽地形复杂、水文泥沙运动及局部河势时空变化复杂等

特点，需采取适应大范围、长周期的监测技术。地形动态

监测采取了 1~2km 间距固定断面布置，分流分沙比设计了

南北支、南北港、南北槽等固定监测断面。至 2017 年底，

共完成大范围地形测量 76 次，水文测验和分流分沙比测验

各 36 次。

为满足大风观测，建立了水文、泥沙、波浪自动监测

系统。整个系统由北槽水域内的 3 个平台测站、7 个浮标

测站和徐六径断面观测系统组成，实现了实时监测、自动

存储、无线传输。该监测系统为国内首次在一项工程中建

成的大型成套监测系统。

以上定期开展的动态监测资料为工程建设及长期维护

运营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数据，保障了动态管理的有效实施。

2.3.3 动态管理实践

在工程建设全过程坚持实施了科学的动态管理，根据

河床地形的动态调整情况以及航道回淤情况，对前期提出

的平面方案进行过几次调整，才得以不断地、及时地解决

了工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关键技术问题，取得了治理工

程的最终成功。

例如，一期工程阶段针对 2000 年洪季航道严重淤积，

新开通的 8.5m 航道水深的维护遇到极大困难的情况下，安

排了“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一期工程南北导堤超前护底段

设计断面完善工程”的专题研究，迅速提出了调整南北导

堤超前护底长度和实施完善段工程，部分优化一期工程整

治建筑物总平面的意见，确保了工程顺利推进。

三期工程阶段，针对航道回淤强度增大，航道难以增

深的问题，安排了“三期工程减淤工程措施研究”，提出

了 YH101 丁坝加长减淤工程和南坝田挡沙堤工程。减淤工

程实施后发挥了明显的减淤效果，助力 12.5m 航道贯通。

3 效益评价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实施后，实现了工程前确定

的分阶段及总体治理目标，使几代中国人的梦想终成现实。

长江口深水航道的增深和拓宽大大提高了大型船舶的通过

能力，改善了航道通航条件，货物运输时间节约，运输成

本大幅降低，船舶营运水平显著提高，极大地释放了长江

黄金水道的运输潜能，促进了沿江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1 直接航运效益显著

根据长江口 12.5 米深水航道各年度经济社会效益评估

报告 [4、5]，长江口航道水深从 7m 增深到 12.5m，带来了显

著的直接航运效益，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提高了船舶载货能力。吃水由 7m 增深至

12.5m，5 万吨级集装箱船、散货船和油船的载重量分别

由 25867t、27644t 和 26876t 增 加 到 50883t、54986t 和

53016t，增载比例均超过 95％。

（2）促进了长江口及沿江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增长（表

2）。2000 年，通过长江口的货运量为 2.2 亿 t，2005 年增

加到 5.1 亿 t，2010 年更达到 9.1 亿 t，2016 年进一步增

长至 12.6 亿吨，年均增长率约 11.5%。

表 2  主要年份长江口及上海港货运量表      单位：亿 t

1995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16 年

长江口
海运量

1.4 2.2 5.1 9.1 11.9 12.6

上海港
货运量

1.66 2.04 4.43 6.5 7.17 7.02

上海港
集装箱
( 万 TEU)

153 561 1808 2907 3654 3713

（3）增加了通过长江口大型船舶数量。以吃水大于

10m 的船舶为例，2000 年北槽按 7m 水深通航时，日均通

过量 0.4 艘次（乘高潮位通过）；2010 年 12.5m 贯通初期，

日均通过量26.5艘次；2016年日均通过量增长至45艘次。

吃水大于 12 米的大型船舶，更是从无到有，2010 年 28 艘

次，2016 年达到 2057 艘次。

（4）获得了显著的直接经济效益。截至 2016 年年底，

长江口深水航道工程已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累计约 1500 亿

元，是工程总投资的近 10 倍。

3.2 社会效益

长江口 12.5m 深水航道的建成促进了国家和地方区域

经济战略的实施和调整、拉动了长三角和长江流域经济的

快速增长、促进了综合运输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促进了产

业结构优化调整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助推上海国际航运中

心建设。

其中对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来说，长江口 12.5m 深水

航道是其的重要基础设施，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长江

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的建设，带动了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

世界排名提升（图 9）。工程前航道水深 7m，上海港集装

箱吞吐量世界排名第 10；随着经济发展和航道通航条件的

提升，三期工程 12.5m 水深贯通后，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

自 2010 年以来连续 7 年稳居世界第一。

图 9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及世界排名

另外，本工程形成了国土开发等方面的综合效益，提

高了疏浚土综合利用率，推动了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两型社会的建设。

3.3 生态效益

3.3.1 环境友好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增加了潮间带中高滩湿地面

积超过 5000hm2；本工程采取的增殖放流和生态修复措施，

对增加生物多样性、调控水生生态系统结构起到了积极作

用，对修复长江口水生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工程建设

过程中生态修复实施的底栖生物群落整体移植工程构建了

我国第一个人工牡蛎礁（图 10），丰富了长江口底栖生物

的生物量。工程促进了九段沙北侧边缘的淤涨，加快了九

段沙泥沙淤积速率，有利于九段沙湿地的发育。

图 10  人工牡蛎礁

本工程在施工总体规划中，十分重视环境保护的要

求，制定了施工基地污染、施工船舶污染、疏浚过程的

污染物、溢油事故防范和生态影响缓解等一系列的污染

控制措施和应急预案。在航道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了系统的

环境保护管理体系，制订了严密详细的环境监测制度，

组织落实相关环境保护措施，总体上做到了工程基本不

产生负面影响。

3.3.2 低碳发展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在两个层次上推动了节能减

排和绿色经济发展 [6]。

首先，长江口深水航道的增深，缩短了大型船舶航次

周期，提高了单船的平均载重吨、装载率和运输量，节约

了运输费、中转费，减少了中转损失，大大促进了通过长

江口货运量的增长。据统计，2012~2014 年长江口深水航

道治理工程受益船舶的增运量：散货船为 2.2 亿吨 / 年，集

装箱为 480 万标箱 / 年，油船为 603 万吨 / 年，危化品船为

330 万吨 / 年。

其次，船舶吨位越大，耗油量越低，大型船舶是环保

营运的模式之一。若以 2 艘 8000TEU 型集装箱船与 1 艘 1.6

万 TEU 型集装箱船作比较，后者资金成本将减少 20%，燃

料成本则减少 40%。长江口深水航道的不断增深，有力地

推动了船舶的大型化，在推动水运发展的同时，进一步降

低了能耗，推动了节能减排和绿色经济发展。

4 长江口 12.5m 深水航道展望

4.1 北槽深水航道边坡自然水深利用

长江口 12.5m 深水航道的开通使大型船舶的通航变

为可能，由此刺激了通航船舶向大型化发展，尤其是船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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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长江口深水航道疏浚新工艺（耙吸绑带自航泥驳）

与传统工艺相比，虽然耙吸装驳工艺施工工况要求较

高，但是施工效率具有优势，且随着运距增加，优势越明

显。据统计，理想情况下耙吸装驳工艺的施工效率为 2.24

万m3/艘班，传统工艺若按抛泥运距30km，施工效率为1.68

万方 /艘班，若按抛泥运距60km，传统工艺施工效率为1.03

万 m3/ 艘班。在 30km 运距情况下，2 条 12000m3 耙吸挖泥

船采用耙吸装驳工艺比现有工艺，每年可多挖约 880 万 m3

疏浚土。

在施工费用方面，当抛泥运距超过 30km，耙吸装驳工

艺在经济上的优势明显；当抛泥运距达 60km 时，耙吸装驳

工艺的疏浚单价可较传统工艺减少约 22%。

耙吸绑带自航泥驳疏浚新工艺，可提高耙吸船疏浚效

率、降低维护疏浚成本，并可为今后疏浚土远距离运输利

用创造条件。

5 结语

在创新的治理理念的引领下，通过创新的设计方案和

科学的动态管理，历经十三年的建设，长江口深水航道治

理工程实现了预定的建设目标，在河口航道治理研究及工

程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套的技术。

在本工程的前期研究和建设全过程中，解决了一系列

重大技术难题，取得了成套技术创新成果，长江口深水航

道治理工程“是我国河口治理和水运事业的伟大创举，是

世界上巨型复杂河口航道治理的成功范例”，带动了国内

水运工程全行业及其他相关工程领域的技术进步。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对河口生态系统没有显著的

负面影响，对水质、河口重要水源地也无明显负面影响，

工程疏浚土也得到了妥善处置。考虑到相较其他运输方式，

水运具有运力大、节约能源、占地少、污染小等诸多有点，

长江口深水航道的建设对降低能耗、减少环境污染、实现

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随着 2018 年北槽深水航道边坡自然水深利用的试运

行，以及今后疏浚土深化利用、减淤工程和疏浚新工艺的

应用，长江口深水航道将进一步提效降费，推动长江经济

带及上海市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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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 以上“超宽船舶”数量快速增长，从 2012 年的 2313

艘次快速增长至 2016 年的 5484 艘次。同时 2014 年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自启用以来，邮轮数量快速增长，由 2011

年的 10 艘次增长至 2016 年的 471 艘次。现行通航安全管

理办法规定，北槽深水航道内上下行会遇船舶宽度之和按

不超过 80m 控制。超宽船舶数量增长导致上下行船舶会遇

宽度超过 80m 的情况越发突出，这对深水航道的稳定运行

与上海港的日常运营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航道宽度对交会

船舶宽度之和的制约形成的瓶颈效应，主要体现在大型邮

轮和大型重载集装箱船交会问题 [7]。

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实施以来，航道边坡水域逐步冲刷

增深并趋稳，北槽深水航道底边线外 100m 边坡区域平均

水深增深至 10m 以上，较好的水深为边坡自然水深利用

提供了条件 [8]。为提升大型邮轮与大型重载集装箱船的安

全超宽交会能力，研究提出了北槽深水航道边坡自然水深

利用方案，该方案将于 2018 年第一季度开始试运行（图

11）。具体利用方案可查阅即将发布的《长江口深水航道

通航安全管理办法（试行）》。根据边坡自然水深利用试

运行情况，边坡自然水深利用研究将向继续提高利用水平

方向推进。

图 11  边坡自然水深利用交会情况示意图

4.2 疏浚土长期处置研究

目前疏浚土综合利用是结合横沙七期和八期工程进

行，按照工程实施进度，横沙七期已于 2017 年底完工，横

沙八期将于 2020 年底完工。按长江口现有规划情况，2020

年后深水航道疏浚土仅有两个处理方案：一是外抛，二是

上滩利用。据预测，长江口深水航道每年仍将存在约 6000

万 m3/ 年的疏浚土维护量。外抛处理方式，长江口水域只

有 1~4# 共 4 个公用倾倒区，其中可供深水航道疏浚土倾

倒量最多只有 3000 万 m3/ 年，每年约 3000 万 m3 方疏浚土

安置需要另行解决。2020 年横沙工程结束，后续周边尚无

上滩利用规划，最近的纳泥区为南汇东滩整治工程，运距

将达 41~64km，每方土的平均处理费用将比外抛增长近 1

倍，且纳泥量有限，仅约 4.5 亿 m3。

因此，抓紧制定 2020 年后北槽航道疏浚土经济、合理

的利用方案已是当务之急。将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等要求的前提下，

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开发、当前与长远的关系，结合横沙浅

滩及附近的长江口河势稳定、滩涂资源的保育、河口生态

环境的优质化等要求，充分利用疏浚土资源，实现滩涂留

白与保护并存，战略空间构建与生态建设共进，也使长江

口深水航道的疏浚土资源得以长效利用。

4.3 减淤方案研究

长江口 12.5 米深水航道贯通后，发挥了巨大的经济

社会效益，但回淤总量大，每年需投入维护疏浚费用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2015 年 11 月开工建设，2016 年 7 月达

到设计顶标高的南坝田挡沙堤加高工程 [9]，发挥了预期的

减淤效果。减淤工程实施后，长江口深水航道年维护量仍

有近 6000 万 m3/ 年，如何进一步降低深水航道的维护成本

仍是深水航道面临的重要问题。

科研设计人员将在主要以调节流场为目标的三期工程

减淤方案和以控制泥沙来源为目标的南坝田挡沙堤加高工

程的成功经验基础上，综合控制泥沙来源和调整流场的手

段，继续开展工程性减淤方案研究；以及从疏浚土处置和

疏浚管理等方面开展非工程性的减淤措施研究。

4.4 施工工艺优化

造价昂贵的大型耙吸挖泥船既要挖泥，又要运泥和抛

泥，不利于其高效挖泥能力的充分发挥，研究提出了耙吸

船 + 自航开体泥驳装载的维护疏浚施工工艺 [10]。其主要工

艺流程为：耙吸挖泥船绑带自航开体泥驳利用单耙施工，

耙吸挖泥船将疏浚土直接装入泥驳之中，待泥驳装满后，

泥驳自行前往抛泥区域抛泥（图 12），其他泥驳再绑带至

耙吸挖泥船上，重复进行以上施工工艺。



57    2017 第 6 期 2017 第 6 期    58

中国疏浚 中国疏浚大国匠心 大国匠心

重点工程—港珠澳大桥

真空预压法适用于大部分粘性土地基，又特别适用于

软土地基或超软土地基。在真空预压法被研发出来并广泛

应用后，中交天津港研院在该法的基础上，30 多年来一直

不断探索和研发新的软基加固技术，以适应不同的地质条

件、工程条件和环保要求等。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针

对不同条件和要求的真空预压衍生加固技术，如潮差带水

下真空预压、自密封真空预压、无砂法真空预压、真空预

压水气分离技术等，第二类为真空联合其他加固方法，如

真空联合堆载预压、真空联合电渗法、真空井点降水联合

强夯加固法等，第三类为对特殊地基的加固方法，如超软

土真空预压加固、碱渣真空预压加固等。这些软基加固技

术被应用于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澳门机场、港珠澳大桥、

深中通道等国家重点重大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

港研人一代又一代不间断的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形成了

多套成熟的软土地基加固技术，一步步扩展了真空预压法

的应用范围，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奖励25项、专利20项，

形成工法 5 项，主编和参编了《真空预压加固软土地基技

术规程》（JTS147-2-2009）、《吹填土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GB/T51064-2015）等 20 多项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为

我国围海造陆和环保疏浚的大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采用真空预压法处理疏浚土地基，一般的作法是在

疏浚土表层吹填 1m 以上的黑砂形成上人或机械的硬壳

层后，铺设大量优质黄砂作为排水垫层，再进行真空预

压处理。但随着优质砂源紧缺导致材料费用增加，以及

国家“节能减排”、“创新型国家”的号召，就需找到

砂垫层的代替材料，无砂法真空预压就在此背景下产生。

开发形成自密封真空预压技术、直抽式无砂法真空预压

技术和三维复合土工网代替砂垫层浅层加固技术。自密

封真空预压技术是利用表层原位淤泥作为密封层，以滤

管和排水板直接绑扎作为排水通道，取消了用作施工垫

层的土工布、粉细砂、中粗砂和密封膜。直抽式无砂法

真空预压技术不需要粉细砂和中粗砂，以滤管和排水板

直接绑扎并埋入泥面以下 0.3m-0.5m 作为排水系统。该

技术适用于进行浅层或深层软基加固，其加固效果和常

规真空预压相当，无需砂垫层、无纺布和荆芭等，可节

约大量自然资源并降低工程造价。三维复合土工网代替

砂垫层浅层加固技术采用三维土工排水网替代真空预压

所需砂垫层，节省大量自然资源，三维土工排水网可重

复利用，在大面积应用时，节能效果尤佳。目前无砂法

真空预压法已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2 项。采用无砂法真空

预压技术，每一万平米节省费用大约为 38 万元，以天津

港地为例，每年节约费用在 6.8 亿元以上。每 1 万平米

节约标准煤 42 吨，每年节约标准煤 8000 吨以上，经济

效益显著。同时，无砂法真空预压技术避免了砂资源的

乱采乱挖，有效地保护了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无砂法真空预压

潮差带水下真空预压是为了适应大规模的围海造陆工

程大都在沿海的滩涂地带开展的情况下开发的。沿海潮差

带一般都是新近沉积的淤泥或淤泥质粘土，其土颗粒细、

含水率高、压缩性大、强度低、固结速率慢，较难加固。

加之涨落潮的影响，常规的施工机械很难进场施工。而且，

秉持挚诚匠心  打造软基精品
Embracing The Ingenious Spirit, 
Building Quality Soft Foundation Project

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随着沿海城市建设及对外开放的需要，围海造陆已成

为沿海工程建设和海岸开发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港

口建设及疏浚航道所废弃的大量疏浚土进行吹填造陆，已成

为沿海城市土地开发利用的有效途径，它不仅经济，而且能

很好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追溯软基处理工艺产生、完善和

发展创新的历史过程，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交天津港研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国内首次开发

了真空预压法大面积软基加固技术，提高了软基加固的效率

和安全性，促进了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建设的大力发展。

中交天津港研院始建于 1959 年，是紧密结合港口、

海岸、海洋、铁路及其他土木工程实践，集科研、设计、

施工于一体的综合性研究院。建有“港口岩土工程技术交

通行业重点实验室”、“天津市港口岩土工程技术重点实

验室”、“中国交建岩土工程重点实验室”、“中国交建

海岸工程水动力重点实验室”，是“港口水工建筑技术国

家工程实验室”和“吹填造陆与软土工程教育部工程研究

中心”的共建单位。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是中交

一航局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的主体和博士科研工作站的依

托平台。依托这些高水平的平台，长期进行科研和技术攻

关工作，成果显著，尤其是在软土地基加固领域。天津港

在“六五”和“七五”期间疏浚淤泥填海造陆，有大面积

的软土地基需要加固，而当时软土地基加固采用的方法是

堆载预压法，该方法需要大量堆载料，难以供应，而且工

期长、施工难度大、易滑坡，严重影响工程进展，软土地

基加固已成为天津港发展的瓶颈。所以，从1980年初开始，

中交天津港研院与天津大学、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等各大

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攻关，研发了可用于大面积软基加固

的真空预压法，实现历史性突破，该法大大节约工程造价，

施工安全性高。“真空预压加固软土地基法”获得了国家

发明专利授权，荣获中国专利发明创造优秀奖等，并已纳

入我国各行业的地基规范中，成为软基加固的首选方法之

一。真空预压法的成功应用，开创了我国乃至世界上真空

预压法真正意义上应用于工程实践的先河，使我国真空预

压加固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巨大地促进了疏浚、港口、

交通、建筑等行业的发展。目前采用真空预压法加固的软

土地基，至少在 20 亿 m2 以上。         

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Tianjin Port Engineering Institute Co.,Ltd. of CCCC First Harbor Engineering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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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疏浚历史，基本上都只是关注工程设施带来的经济效益。

然而，过去的 50 年来，有了新的发展变化，环境和社会因素越来越多地被纳入政府决策和治理过程中。在过去的几

十年里，一些重大的技术进步也优化了疏浚过程，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

Terra et Aqua 提供的这篇 “ 绿色海洋技术 ” 文章，对可持续的疏浚作业方式做出了重要探索和努力。

可持续性动力疏浚

关于可持续性动力疏浚，虽然技术有助于可持续发展，但我们对新项目工程的想法方式才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目前的技术进步，发展出了可以提高水上设施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一个工程项目的支持者、疏浚承包商和相关利

益方从项目的开始就投入了时间和精力，通过了解并解决可续持发展的三个重要支柱问题：经济、环境和社会效应，来确

定如何提高工程价值。综合考虑这三方面，工程设施产生经济效益的能力不会被减弱。相反，将可能创造额外的经济价值。

早期致力于社会以及与生态系统服务、生境和自然资源有关的环境方面的改进。这种做法将有助于疏浚和基础设施项目的

实施，避免与利益相关者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同时也有助于拓展更多的项目支持者和合作伙伴。上述三方面（经济、环境

和社会）组成的原则基础，旨在为工程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

原则支持

在三位一体的原则中，首先是综合分析一个工程项目的社会、环境、经济的成本和收益。疏浚只是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的一个方面，是与工程周围的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一部分。因此，要理解项目的全套成本和效益，就需要对项目工程系统

及其提供的服务有一个总体宏观的认识。通过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和生产率、延长设备和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来改善疏

浚过程。技术上和管理上的创新可以减少疏浚中的燃料和能源需求。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要参与和合作，以提高

项目的价值。利益相关方的承诺将在基础设施项目的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甚至是关键作用。良好的合作将有助于在每个阶段

都取得成功。

IADC 非常高兴中国疏浚协会（CHIDA）将一系列的 Terra et Aqua 中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并向中国疏浚协会的成员宣

传和分享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主题。

水下真空预压地基加固机理与常规的真空预压并不相同。

针对这些难点问题，中交天津港研院开展机理研究和现场

试验。证实了膜上水压可以作为预压荷载，在国际上首先

研究提出了水下真空预压的加固机理，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水下真空预压加固软基技术方法”。通过现场试验，形

成了加固区四周预先修建高 1.0m 左右的小挡埝，然后回填

或吹填水平砂垫层的水平砂垫层铺设的改进工艺；改装形

成适合潮差带的打板机，提高了打设效率；将三层密封膜

改为一层膜；采用了玻璃钢质射流箱，减少回淤，避免淤

泥的回淤造成射流泵损坏；射流箱上加设网格，避免养殖

区漂浮物影响；将管道潜水泵改为深水潜水泵，并在潜水

泵外设置外罩和集水装置等施工工艺，形成水下真空预压

工法和成套技术，在潮差带和滩涂软基处理工程上大面积

推广应用。

     潮差带陆上插板机            潮差带铺膜

近年来节能减排、提质增效大力提倡，对真空预压法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交天津港研院着眼于真空预压技术，

针对传统射流泵不能发挥最大工作效率，淹没水下、损坏、

关闭等不能及时发现，耗费大量的电缆、安装维护费用高

昂等问题，以提高效率和节约用电为目标，开发了水气分

离装置，并形成水气分离真空预压软土地基加固技术。采

用水气分离装置其优点为：（1）节能。能够节电40%以上。

（2）设备数量少，安装维护简单。可节省50%的工作电缆，

节省大量安装费用和维护费用。（3）该设备可自动化控制，

便于质量控制。目前，已经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4 项。水气

分离真空预压软土地基加固技术也已成功应用于天津临港

经济区纬四路以北、经六路以西地块地基处理工程，总加

固面积 38 万平米；天津临港经济区南部区域重装备制造园

配套道路地基处理工程，加固面积 39 万平米，以及连云港

等沿海软土地基工程中，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施工工艺。采

用该方法，天津港每年可节省电费在 1700 万元以上，节省

能源、保护环境，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水气分离真空预压加固地基

2015年和 2016年国务院相继印发了“水十条”和“土

十条”，显示国家大力改善环境的决心，要求加强水环境

的管理，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改善区域土壤环境质量，

加大适用水土污染治理的科技研发和技术推广力度，完善

水土环境的监测网络，推动治理与修复产业发展。政策的

提出对环保疏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完善相关的标准体系，

是疏浚土治理修复首要解决的问题。同时，沿海大规模的

港口和航道建设，必然有数量巨大的疏浚土需要处理，但

砂资源紧缺的现状越来越严峻，寻找最优的替代砂垫层的

材料刻不容缓，是今后疏浚土治理重要的研究课题。另外，

对近岸海域与内陆河湖污染底泥的治理和修复是“水土十

条”中重点内容，也是环保疏浚的热点问题，目前对污染

底泥的治理和修复技术有污染底泥覆盖技术、污染底泥固

化技术、堆存封闭法、污染泥集装化、生物修复和资源化等，

仍未能满足污染底泥治理的需要，因此，加大科技研发，

开展开发新的底泥治理和修复及准监测疏浚土污染技术是

环保疏浚重要的方向。

中交天津港研院将紧跟国家“水土十条”政策，沿着

环保疏浚土治理和修复未来的方向，继续打造精湛技术，

实现环保疏浚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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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全球趋势

21 世纪全球人口的增长以及对能源的需求，使得我们

朝着可再生资源和高效能源的发展方向转型，从而以可持续

的方式满足人类的发展需求。近年来，在空气和公路运输尾

气排放立法方面的趋势，也正蔓延到了海洋领域。

此外，根据“COP21 巴黎协议”中宣布的措施，所有能

源用户都需要降低能源消耗，并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计划到

2080 年完成转型，届时可以将世界平均温度稳定在 +2℃。

图1来自于《巴黎协议》中的废气排放途径，显示了到2100年，

二氧化碳两种可能的排放途径，以及与工业时代对比，对全

球平均气温升高的影响。最低排放途径是在COP21中提出的，

显示了降低排放二氧化碳的必要性，甚至在 2080 年之后可

以实现碳捕获，使得全球温度变化稳定在+2℃的极限附近。

虽然经常引起很大的争议，但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仍在进行，

人们普遍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化石燃料将不足以供应全球

能源需求。所有能源研究机构都预测到 2050 年，将需要使

用混合能源来满足全球需求，并致力于开发不与食品供应竞

争的可再生能源替代品，因为对食品和水的供应将是未来几

十年的主要挑战之一。

目前正在进行的气候变化讨论只关注气候变化。根据

Rocktröm [2]，地球的八大系统对维持地球上生命是必需的。

洛克特罗姆（Rocktröm）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对这些系

统开发的安全界限。图 2 显示了这八大系统，以及对现今状

况的估计，其中黑色圆圈表示安全界限。该图表明，在大部

分地球组成系统中，人类已经超过或达到了这些安全界限，

而且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氮循环事实上正处于比气候变化更

不平衡的状态。面对世界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们意识到 21 世纪人类正面临巨大的挑战。

图 1. 到 2100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途径 [1]

绿色海洋技术

Leo.W.VAN.INGEN1（左）

Bernardete Castro2（右）

摘要 : 当今世界人口不断增长、城市化和机械化程度不断加深，带来对能源需求的增加，

加上化石能源对全球变暖的影响，21 世纪已经面临并将继续面临许多不同的挑战。欧洲海运

业（ICS，国际海运商会）最近宣布，到 2050 年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50% 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根据 COP21（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巴黎协议》，到 2080 年，全世界不再使用化石能源，

以控制全球变暖 +2℃。

海洋航运业已经意识到需要有效利用各种能源，以及需要对可再生能源进一步研究。OEM

型企业不仅在自己的行业领域进行燃料效率和产品开发创新，而且还与其他创新型企业一起

合作，通过创新应用和解决方案来寻求协同效应。

随着当前各种技术的创新，是否能成为 100% 绿色海洋产业这个问题开始变得有可能。在

欧洲，启动了超低排放航运联合运营项目（JOULES），涉及许多海运业同伴。该项目开发了

疏浚周期、模型和评估工具，并绘制了现在和未来对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的开发蓝图。

本文介绍了超低排放航运联合运营项目（JOULES）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对未来几十年内

能实现和不能实现的内容进行了阐述。

本文首次发表于 2017 年 6 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17 届疏浚峰会暨博览会”，并经

过许可修改后在此转载。

作者 : Leo.W.VAN.INGEN(1), Bernardete Castro(2)

(1.graduated in Naval Architecture and subsequently studied Offshore Hydrodyna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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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raduated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t the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Lisbon, Portugal, and obtained her Ph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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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根据 Rockström [2]，地球九大系统的边界超越现状。

我们已经超越了其中三个，并有可能超越其他几个。

图片 © NewScientist

海洋业的发展

对减排和高效能源做出的努力

根据上述全球趋势，国际海事组织（IMO）正在引入日

益严格的能源和排放法规。

虽然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的排放已经得到规范，并逐

步生效，但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最近才以能源效率设计指数

（EEDI）和船舶能效管理计划（SEEMP）的形式得到规范。

预计未来几十年内，所有类型的商业船舶的能效将提高 10%

到 30%。这一目标实现难度较大，国际海事组织最近发布的

技术文件对最低装机功率提出了建议，要求能保障船舶行驶

的安全。

另一个对船舶具有挑战性的方面是港口排放法规和所

谓的“特殊区域”的规定，某些污染物的排放限制更为严格。

许多港口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实际上在船舶泊岸期间经

常需要改变燃料。虽然冷熨烫已经是解决方案，但是现有的

冷熨烫基础设施是不够的，并且相关成本（约为机载电力生

产成本的两倍）不具有吸引力。在海事领域，相对于现有的

典型海上燃料，也需要更具竞争力的清洁能源方案。天然气、

甲醇、氢气、电池和合成柴油，这些燃料排放量低，并且可

以使用可再生资源生产，是一些可选择的替代燃料。图 3~

图 5 显示了对这些替代燃料的使用探索。首先从小范围开始

探索，在成功之后，会拓展到整个海洋领域。图 6 显示了市

场上可买到的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其可以使用多

种燃料来产生电力，并且由于在燃料电池内发生无燃烧的化

学过程而具有非常低的排放。 这些技术在升级后，会在海

事领域被更多的考虑和应用。

疏浚船舶和其他几种船型暂时免除国际海事组织的

EEDI 规定，但须遵守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的相关排放条例。

欧洲疏浚协会（EUDA）在 EEDI 规章草案公布后，认为其中

使用的定义不适用于作业船舶，需要不同的方法。欧洲疏浚

协会（EUDA）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称为排放数字任务小组

（TGEF），以调查二氧化碳指数如何适用于疏浚船舶。该小

组收集了公开可用的数据，并建立了一个适用于疏浚行业的

二氧化碳指数计算公式。主要结论发表在 EUDA 的立场文件

中 [3]。该文件指出疏浚船舶是特殊的，因为它们不仅运输货

物，而且还执行疏浚作业，而标准EEDI并未对此进行定义。

此外，工程项目的具体情况—土壤类型、水深和航行

距离— 决定了最终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所以即使在疏浚市

场内，也没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案，来支持通过在海事领

域设立温室气体基金能刺激提高效率。

为了应对预期的变化，Royal IHC 公司和其他海洋船舶

供应商都在开发新技术来减少船舶的能源消耗，因为节省燃

料可以为疏浚运营商节约成本。其中一些研发项目已经进行

了 20 多年，包括典型的 IHC 灯泡型船体设计，能降低燃料

消耗大约 20%（见图 3），以及其他一些研发，例如系列高

效泵的开发，在最佳效率点（BEP）时能将效率从 70% 提高

到 80% 以上。

另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 LNG 动力疏浚船的设计和使用

（见图 7），如为德米公司（DEME）建造的 3500 方“米纳瓦”

号（Minerva）耙吸式挖泥船和7950方“斯海尔德河”号（Scheldt 

River）耙吸式挖泥船（见图 8）。在这两艘船之后，又有两

艘更大的耙吸式挖泥船在设计中，未来几年内将建成。事实

上，荷兰 Royal IHC 船厂甚至用燃料电池作为辅助电源进行

了小规模试验，以研究新型燃料的集成应用（见图 9）。

Royal IHC 船厂目前还在处理包括疏浚过程中扩散到水

中的细粒—称为浊度—以及水下声音（见图 10）。一种新

型的溢流筒设计—无空气溢流筒—结合合理的溢流筒的安装

位置，可以显著降低浊度。Royal IHC 船厂还对水下声音进

行了研究和测量，以调查其主要来源和频率范围。

水下声音在疏浚和打桩等海上作业中非常重要，Royal 

IHC 船厂开发的低水下声压装置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见图

11）。最近的一篇文章 [4] 表明，人们越来越关注疏浚工程

的声学效果，并对应用的研究和方法进行了很好地总结。

上述内容说明，在全球范围内，海洋业及其设备供应

商正在为提高船舶疏浚效率和环保性能做出重要努力。

然而，尽管目前做了很多努力，，仅目前的措施还远

远达不到 2080 年《巴黎协议》规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要求，仍需要更加激进的供电系统，以及可再生燃料替代当

前的化石能源。为了应对这一挑战，Royal IHC 船厂加入了

欧盟的一个大型项目，研究实现极低排放的可能，然后开发

和模拟了一个方案。下一章节将详细介绍由欧盟资助的“超

低排放船舶联合研究”（JOULES）这一项目。

图 3. 根据 Lloyds Register 分类法，“Stena Germanica” 号挖

泥船燃料已经改为甲醇

图 4. “Viking Prince” 号挖泥船是许多现有的液化天然气 LNG

动力 PSV 船舶之一

图 5. 由 Cheeta Marine 船厂制造的氢动力双体船

图 6.Redox Power 的 Power Cube 是一个用作 UPS 系统的

SOFC 燃料电池

图 7. 荷兰 Royal IHC 的船体及其设计，减少了波浪影响和

能源消耗

图 8. 世界第一艘 LNG 动力耙吸式挖泥船 “Minerva” 号

图9.使用PEM燃料电池作为辅助动力—使用氢气—在 “海

狸 40” 号挖泥船海上行驶测试

图 10. 典型挖泥船的溢流情况，夹杂了空气的湍流

图 11.“IHC Hydrohammer” 是一种降低噪音的打桩设备，即

使在敏感区域也可以打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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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 年的疏浚船舶

“超低排放船舶联合研究”（JOULES）项目

JOULES 项目于 2013 年启动，2017 年 5 月结束。来自

行业和专业领域的大量人员参与了该项目，共同致力于开发

先进的船舶概念和方法，以及评估这些概念带来的能效和环

保性能。其中确定了所有类型船舶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

各个传动系统部件的仿真模型是基于大多数现有软件能

普遍使用的平台上开发的。这些仿真模型由项目中的设备供应

商开发。这些模型可以很容易耦合，从而模拟传动系统和估算

燃料消耗和排放量。项目中的大学需要把控这些模型质量。

此外，还开发了一个环境—经济评估工具，来查看船

舶的环保性能，并能提供经济方面的粗略估算，包括成本、

收入和净现值（NPV）。根据生命周期评估（LCA）方法，上

述环境—经济评估工具被命名为“生命周期表现评估”工具

（LCPA），包括船舶排放对空气造成的最显著的影响研究。

同时，还建立了一个替代燃料数据库，其中包括生产

燃料所需的能源，排放量以及预计成本，随着未来不确定性

的增加，其范围从低到高排列。这有助于探索在 2050 年可

能适用于某些船型的传动系燃料组合。

案例描述：挖泥船

荷兰Royal IHC船厂使用了耙吸式挖泥船作为案例研究，

由于较高的装机功率和海上疏浚作业的高负荷峰值特征，对

于实现二氧化碳的减排，这是一种难度较大的船型。在项目

开始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基准线，该基线选择了由柴油直接

驱动的、当今最先进的船舶传动系统。随后提出了两个概念

方案：一个适用于近期 2025 年，一个适用于远期 2050 年，

代表了目前可预见的最先进的实用技术和设计。2025 年和

2050 年制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标分别为 20％和 40％。

基线

选择一个由柴油直接驱动的中型耙吸式挖泥船作为基

线船舶。该基线船舶的传动系统设计已经是非常优化的，因

为该船使用了三个主发动机，可以分别控制开关，从而允许

航行、疏浚作业和抛泥三种不同的动力配置要求。

表 I. 基线船舶

长度 (Loa) 96.50m 泥泵的最大功率 4,05MW
长度 (Lpp) 84.95m 额定发电机功率 1,633MW

宽度 21.60m 螺旋桨的最大功率 4.05MW
型深 7.60 螺旋桨类型 CPP

总吨位 5100GT 侧推功率 0.45MW
设计航速 12.3knots 自重 8106ton

管径 1000mm 房号数 15
舱容 5600m3 甲板 3

动力类型 柴油驱动
特殊设备

泥泵 , 射流
泵，重型绞
车，龙门架

总装机功率 7,926MW

2025 年概念方案

2025 年概念方案旨在利用现有技术，并结合这些技术

达到 2025 年项目中制定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传动系统基

于混合双燃料动力驱动，柴油燃气发动机允许两种操作模式。

燃气模式使用甲烷和柴油作为先导燃料，而柴油模式仅使用

柴油，引入了能量存储设备和直流电网给所有设备进行供电。

选择飞轮电池作为储能装备。早期的研究表明，飞轮储能系

统非常适合疏浚用电负荷峰值的形状和持续时间。同时，这

也是目前装机功率花费较低的储能装置。图 14 显示了飞轮

储能系统的动态仿真结果。由于用电调峰作用，发动机的装

机功率比基线船舶低了 20%，对于相同的疏浚和航行性能，

可以低30%，但是此时需要大量的飞轮电池，而这是不实际的。

通过结合使用更清洁的化石燃料，可以实现显著的节能减排。

2050 年概念方案

这个概念方案的定义是基于到 2050 年预计将实施的最

先进的电源技术：燃料电池技术。燃料电池的主电源增加了

储能设备以适应负载峰值。当使用燃料电池时，混合动力

的传动系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必须保护燃料电池免受负

载峰值的影响。此外，还使用了一种无毂螺旋桨（参见图

16），比传统螺旋桨估计效率提高了 20％，降低了空气阻

力，并且船舶是无人驾驶的，因而减少了船上先进的生活设

备及安全保障设施。这些设计使得船舶的装机功率比基准船

低 40％。当燃料电池与所谓的底循环（例如燃气轮机、燃

气发动机和蒸汽循环）耦合时，装机功率可以进一步减少。

在这种配置下，理论模型显示总效率可达到 70% 到 80%，然

而，无法对这种复杂的电力供应进行建模，所以使用了效率

为50%的简单燃料电池模型。图12显示了传动系统布置图，

图13和14分别显示了2025年和2050年概念方案的3D图。

无人驾驶，这个概念将机载系统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主要满

足耙吸式挖泥船的功能。

图 12. 基线耙吸式挖泥船传动系统的布置图

图 13. 2025 年概念方案的传动系统布置图

图14.显示电力调峰作用后的飞轮储能系统的动态仿真结果，

浅蓝色：基线发动机负荷，黑色：由 3 x 100 kW 飞轮组成

的混合动力系统的发动机负荷，深蓝色：飞轮负荷

图 15. 2050 年概念方案的传动系统布置图

图 16. 2050 年概念方案中的 3D 图显示了燃料电池驱动的无

人驾驶船和无毂螺旋桨

操作剖面

根据特定的时长和能量要求，对操作剖面进行了模拟

和测试。根据在疏浚周期任务上花费的平均时间，耙吸式挖

泥船主要有四种模式：

空载航行 30%

疏浚作业 25%

满载航行 30%

抛泥（艏吹、卸泥和艏喷）15%

抛泥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完成：艏吹（最常见）、艏喷（必

要时）和卸泥（如果可能的话）。由于艏吹是最常见的方法，

所以在 JOULES 项目中主要使用这种抛泥方法。

操作剖面和发动机负荷会随着不同的项目条件而变化，

比如疏浚点和抛泥点之间的距离变大，会导致挖泥船行驶更

长时间。对于相同的操作剖面，电力需求也可能随土壤特性

和天气情况变化很大。

在 JOULES 项目中，为了对基线、以及 2025 和 2050 年

使用储能技术的动力系统进行模拟和评估，使用了实测疏

浚周期的几个操作剖面。对于首次模拟，根据欧洲疏浚协会

（EUDA）提出的标准二氧化碳指数计算方法，在表 II 中显

示了估算的电力负荷。

表 II. 挖泥船的运作剖面和所需功率。

基线（来自于测量）

时间
航速 

(knots)
推进功
率 (kW)

泥泵功
率 (kW)

射流泵
功率
(kW)

总功率 
(kW)

空载航行 
满载航行 
疏浚作业 

抛泥

30%
30%
25%
15%

13
12.5
3
0

3800
3800
3100
850

0
0

2200
1800

0
0

650
650

3800
3800
5950
3300

2025 年概念方案

时间
航速

(knots)
推进功
率 (kW)

泥泵功
率 (kW)

射流泵
功率
(kW)

总功率 
(kW)

空载航行 
满载航行 
疏浚作业 

抛泥

30%
30%
25%
15%

13
12.5
3
0

3040
3040
2840
640

0
0

1760
1440

0
0

520
520

3040
3040
4760
2640

2050 年概念方案

时间
航速

(knots)
推进功
率 (kW)

泥泵功
率 (kW)

射流泵
功率
(kW)

总功率 
(kW)

空载航行 
满载航行 
疏浚作业 

抛泥

30%
30%
25%
15%

13
12.5
3
0

2280
2280
1860
510

0
0

1320
1080

0
0

390
390

2280
2280
3570
1980

仿真结果

模拟中使用的主要设备的装机功率如表 III 所示，表 IV

显示了模型结果。虽然 2025 年的装机功率减少了 20%，但是

二氧化碳的最大排放量可以减少 22%。由于 2025 年使用天然

气作为燃料，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减少了，但是，

对于颗粒物（PM）排放量的预测，由于仿真模型中的一个小

问题导致模拟结果是增高的，但在实际中应该是减少的。对

于 2050 年概念方案，由于使用氢气作为燃料，二氧化碳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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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量达到了 100%（见图 17）。

表 III . 传动系统模型各个部分装机功率总览

基线 2025 2050

设备组件 功率 (kW) 设备组件 功率 (kW) 设备组件 功率 (kW)

柴油发动
机

6075
DF 发动

机
5000 燃料电池 5000

飞轮 - 飞轮 300 飞轮 1000

WHR - WHR - WHR 2000

表 IV. 基线与两个概念方案的表现比较：总排放量

排放量
(kg/h)

基线 2025 2050 排放(%) 基线 2025 2050

CO2
SOx
NOx
PM

326
59
34
0.17

253
0.24
6

0.31

0
0
0
0

CO2
SOx
NOx
PM

100%
100%
100%
100%

78%
0.4%
18%

181%**

0%
0%
0%
0%

图 17. 2050 年概念方案船体中的传动系统部件三维图。

环境评估

关键绩效指标（KPI）显示了两个概念相对于基线的表

现。在 LCPA 工具中，已经定义了六个 KPI 来评估绩效，其

中五个是环境绩效，一个是财务绩效：

气溶胶形成潜在可能（AFP）

酸化潜在可能（AP）

全球变暖潜在可能（GWP）

累积能源需求（CED）

富营养化潜在可能（EP）

净现值（NPV）

这些指标通常用于环境评估。KPI 计算方法报告可在

项目网站（http://www.joules-project. eu/Joules/results）

中找到。环境评估结果请见相关图表。

这些结果表明 2025 年和 2050 年的概念具有非常好的

环境评估表现，蛛网图（见图 18）显示了表现结果。

根据这个工具，2025 年二氧化碳的全球升温潜能值下

降了25%，在2050年下降了50%。事实上，图18和图19显示，

根据 LCPA 工具，大多数温室气体的排放主要来自于船舶作

业生产。简单的数据集是基于当前使用的能源和排放量，

没有考虑可能的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另外，在其他 KPI 中，

这两个概念甚至表现得更好。传动系统概念甚至超过了项

目中拟定的目标，几乎达到零排放，表现出的良好环保性

能在未来技术上是可行的（见图 20）。

图 18. 三种方案的 KPI 结果蛛网图：上图不包括外部成本，

下图包括外部成本。

图 20. 生命周期组成对全球变暖潜能的影响：

燃料生产（油井），船舶生产（生产）以及作业阶段。

经济评估

净现值与外部成本的影响

经济评估是基于投资成本、寿命终期成本、运营成本

和收入，在模型中分别为燃料成本和疏浚工程收入。燃料

价格预测可以从 JOULES 燃料表中获得，其中，燃料表已经

在内部文件 D21.1 中被定义和记录。

经济评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不包括外部成本，另一

种是包括外部成本。外部成本是与几种污染物排放都有关

的成本，但不由船东承担，而是由社会承担。例如，二氧

化碳成本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气候变化造成的成本，而

氮氧化物成本是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居民由于呼吸道疾病而

死亡或减少的寿命。针对这些成本的相关政策正逐步实施，

预计在 2050 年之前完成（EC 2014）。采用的值是 LCPA 工

具箱中的平均值，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外部成本的范围太宽。

这些成本包括在 KPI 净现值一图中。表 VI 显示了 LCPA 模型

中的所有折扣费用清单。介绍了三种设计方案的相关成本

情况，包括了外部成本。LCPA 工具中的外部成本是根据欧

盟运输部外部成本计算指导方针得到的（EC2014）。

如表 IV 和图 18 所示，挖泥船的外部成本非常显著。

如果包含外部成本，KPI 内的值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图 21

显示了 NPV 的发展情况，图 22 显示了每个成本组成部分的

费用情况。外部成本与直接成本具有相同的数量级，因此，

这应当是经济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外部成本相关政策

实施，有可能弥补燃料成本的上涨。图 21 显示了这三种方

法随时间的净现值变化，包括外部成本的影响。在这种情况

下，可以看出 2025 年方案和 2050 年方案相比于基准方案，

净现值的发展情况更好，并在开始阶段迅速超过基准方案。

图 21. 净现值 (NPV) 方案：考虑到外部成本的 NPV 发展。

图 22. 三种方案的所有成本，包括外部成本

图 23. 与基线相比的排放值：作业阶段。

结论

本文展示了海洋业面临的挑战，行业以及荷兰 Royal 

IHC 船厂为应对这些挑战所做的努力。

在欧盟资助的研发项目中，为了达到未来的排放目

标，定义了一些耙吸式挖泥船传动系统的替代概念方案。

并对这些概念方案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非常环保的挖泥

船未来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目前使用的技术规模还较小，

但正在升级以实现疏浚领域所需的高装机功率。这些概念

方案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全球变暖潜能需要减少的目标值，

2050 年的方案至少能减少 75% 温室气体的排放。

可再生燃料和燃料电池技术（结合储能技术和电力管

理）的使用在减排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优势，当与高效传动系

统结合时，是解决未来海洋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

这些先进的传动系统非常复杂，通常设计工作超出简

单模型的适用界限，需要更复杂的建模和设计，其中包括

了负载剖面的动态方面。

这些新技术和燃料的投资成本仍然很高，并且燃料成

本的发展是不确定的。这就为这类型的创新研发带来了高

风险。这些研发应该通过制定政策和产业合作来进行激励。

目前正在讨论外部成本，预计将来会实施。在不久的

将来，外部成本对挖泥船的影响是很大的，会影响电力供

应和燃料的选择。

必须密切关注相关政策的制定，并将这些成本纳入设

计工具中，以便为未来的这些方面做好准备。

近乎百分百无温室气体排放的绿色疏浚船概念，以及

其他有害成分达到非常低的排放，未来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为了实现这些环保目标，技术发展必须与政治努力相协调，

从而保证海洋行业的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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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控制区设立对疏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Influence of Emission Control Area on Dredging 
and Countermeasures

摘要：本文在分析近年来国家节能减排政策、法规基础上，对“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京

津冀）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对疏浚业的影响进行分析，提出 2019 年 1 月 1 日是一

个关键时间节点。并提出使用符合要求的低硫油品、对现有船舶进行排放后处理改造、建造使

用清洁能源的新型双燃料动力挖泥船三种应对措施。

关键词：排放控制；疏浚；影响；应对措施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Bohai Sea (Beijing-Tianjin-Hebei) watershed emission control area, and 
puts forward January 1, 2019 is a key time node.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that use of low sulfur oil, 
post-treatment transformationof the existing ships, use of clean energy to build a new dual-fuel power 
dredgerthree response measures.

Key words：emission control; dredging; effect; countermeasures

侯晓明 1，金华 2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上海  200002

Hou Xiaoming1，Jin Hua2

CCCC Shanghai Dredging Co., Ltd.

1 背景

全球气候和大气污染问题是当前受各界广泛关注的一

个重大问题。面对这一危害人类健康并可能制约人类文明

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政府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姿态，

提出到 2020 年，中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 年

下降 40% ～ 45%，并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5 年 8 月，交通部水运局发布了

“船舶与港口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15~2020年）”

（交水发〔2015〕133 号），明确了到 2020 年，珠三角、

长三角、环渤海（京津冀）水域船舶硫氧化物、氮氧化物、

颗粒物与2015年相比分别下降65%、20%、30%的工作目标。

2015 年 12 月，交通部海事局发布了“珠三角、长三角、

环渤海（京津冀）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交海

发 [2015]177 号），首次设立船舶大气污染物、氮氧化物

和颗粒物排放控制区，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进入排放

控制区的所有船舶使用含硫量不高于0.5%的燃油。二个“实

施方案”对港口水域船舶排放采取了更严格的强制性排放

控制措施。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我国或将在评估实施效

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更为严格的控制措施，包括船舶

进入排放区使用硫含量不高于 0.1% 的燃油、扩大排放控制

区范围等。

中交疏浚作为中国疏浚行业的领路者，世界疏浚业界

的重要成员，面对当前全球范围的节能减排形势，必需要

认真解读国际、国内的政策和法律法规，顺应全球节能减

排大势，适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确保我们在国内及国

际上的技术优势，为企业发展和疏浚技术进步做出应有的

贡献。

2 国内外船舶排放控制法规要求和影响分析

2.1 国际排放控制要求

国际上，《船舶污染防治国际公约》对各缔约国船舶

排放控制的标准越来越高。

中国是 MARPOL73/78 公约的缔约国，所有该公约对防

止船舶造成大气污染规定的要求我国船舶在检验过程中都

遵循。

该公约有关船舶柴油机 NOx 排放限制的要求分三个阶

段，如下表。

《船舶污染防治国际公约》附录 VI 中的 NOx 排放限值

（g/（kw·h））

阶段
实施

日期

NOx 限值

n< 130 130 ≤ n< 2000 n> 2000

I 阶段
（TIERI）

**
2000 17 45*n-0.2 9.8

II 阶段
（TIERII）

2011 14.4 44*n-0.2 7.7

III 阶段
（TIERIII）

***
2016 3.4 9*n-0.2 1.96

* 不包括 130 千瓦以下的船用柴油发动机或仅用于应

急情况的船只。

** 附录 VI2004 年才正式纳入公约，但其对 2000 年 1

月 1 日以后运行的 300 千瓦以上的新发动机

***III 阶段（TIERIII）标准仅在排放控制区内实施，

表中的“n”表示发动机额定速度（r/min）。

该公约有关船舶柴油机 SOx 排放限制时间要求如下

表。

MARPOL 附录Ⅵ中的燃油硫含量限值降低时间表

在世界范围内，到 2020 年 1 月 1 日 Sox 排放将减

小到 0.5%（5000 ppm）。

IMO 组织允许各国设立排放控制区（ECA），在 ECA 

区域内的船只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燃油硫含量标准。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进入 ECA 区域的船只使用硫含量

上限 0.1%（1000 ppm）的燃油。目前，北美美国和加拿

大沿岸 200 海里范围已经被划定为 NOx 和 SOx 的 ECA 区

域，欧洲波罗的海和北海海域已经被划定为 SOx 的 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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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2.2 国内排放控制形势和要求

中国为控制船舶造成大气污染，出台了系列法律法规

和标准规范。简要分析如下：

1. 中国防治船舶大气污染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多项与疏浚船舶有关，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船舶与港口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15~2020年）”

（交水发〔2015〕133 号）、《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

经 ( 京津冀 ) 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及《上海港船

舶污染防治办法》等地方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三条规定

“内河和江海直达船舶应当使用符合标准的普通柴油。远

洋船舶靠港后应当使用符合大气污染物控制要求的船舶用

燃油。”；第六十五条规定“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不符

合标准的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用燃料；禁止向非道

路移动机械、内河和江海直达船舶销售渣油和重油”等。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

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指南。提出到 2017 年，全国地

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

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

粒物浓度分别下降 25%、20%、15% 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

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 60 微克 / 立方米左右。逐步实现消除

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提出了包括减少污

染物排放；严控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新增耗能；大力推行

清洁生产；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强化节能环保指标约束；

推行激励与约束并举的节能减排新机制，加大排污费征收

力度，加大对大气污染防治的信贷支持等十项具体措施。

并在第三条强化移动源污染防治中，明确提出开展工程机

械等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船舶的污染控制。

2. 中国防治船舶大气污染相关标准规范

中国现行防治船舶大气污染与疏浚船舶有关的标准规

范有多项，如：国家检疫检验总局 2008 年 7 月 30 日发布

GB/T15097- 2008《船用柴油机排气排放污染物测量方法》、

中国船级社 CCS 在 2000 年公布《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

放试验及检验指南》、GB20891-2014《非道路移动机械用

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测量方法（中国Ⅲ、Ⅳ阶段）》等。

船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相关标准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部门

1
GB 20891-

2007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
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测
量方法（中国Ⅰ、Ⅱ阶段）》

环境保护部

2
GB20891-

2014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
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测
量方法（中国Ⅲ、Ⅳ阶段）》

环境保护部

3
GB/T 

15097-
2008

《船用柴油机排气排放污
染物测量方法》

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4
GB/T 

5741-2008
《船用柴油机排气烟度测

量方法》
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5
GB 8840-

2009
《船用柴油机排气烟度限

值》
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6
GD 01-
2011

《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
放试验及检验指南》

中国船级社

国家除了发布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外，国务院、

交通部还发布了系列的意见、规划和方案。如：《关于加

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交通

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十二五”水运节能减排

总体推进实施方案》、《加快推进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行

动方案》、《加快推进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发展指导意见》

等。

2.3 排放形势分析

我国执行 IMO MARPOL 公约，按公约规定执行，多年

来运行平稳。2016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 TIER Ⅲ 标准对

航行于 IMO 排放控制区（ECA 区）的船舶有约束，对国内

疏浚公司船舶影响较小。但在 2020 年以后，公约对硫排放

的要求将对所有缔约国行走于国际水域疏浚船舶产生影响。

国内疏浚船舶要进入欧美疏浚市场，就必须符合 IMO 排放

控制要求。

我国 CCS 船检对远洋船舶目前执行的船舶排放标准仍

然为 Tier Ⅱ。

在国内众多的法规中，“船舶与港口污染防治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和“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京津冀）水

域船舶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对国内疏浚公司影响最为直

接。

“船舶与港口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了“加

快相关法规、标准、规范制修订，持续推进船舶结构调整，

推进设立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积极开展港口作业

污染专项治理，积极推进 LNG 燃料应用和大力推动靠港船

舶使用岸电”等 11 项措施。疏浚公司相关的具体目标主

要有四点：

① 到 2020 年，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京津冀）

水域船舶硫氧化物、氮氧化物、颗粒物与 2015 年相比分别

下降 65%、20%、30%。

② 主要港口 90% 的港作船舶、公务船舶靠泊使用岸

电。

③ 沿海和内河港口、码头、装卸站（以下简称港口）、

船舶修造厂分别于 2017 年底前和 2020 年底前全面实现船

舶污染物按规定处置。

④ 按照新修订的船舶污染物排放相关标准，2020 年

底前完成现有船舶的改造，经改造仍不能达到要求的，限

期予以淘汰。

“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京津冀）水域船舶排放

控制区实施方案”，规定 2016 年至 2019 年排放限制区域

内的硫含量要控制到 0.5% 以内，其中 2016 年及 2017 年为

过渡年，2016 年是要求有条件的港口实施硫含量低于 0.5%

的燃油 ( 非强制 )，2017 年要求核心港口靠岸停泊使用硫

含量低于 0.5% 的燃油 ( 强制 )。2018 年该政策过渡到限制

区域内所有港口，2019 年过渡到整个限制区域。

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京津冀）水域船舶排放控

制区。具体如图 1、图 2、图 3 所示。

排放控制区内的核心港口区域分别为：

珠三角：深圳、广州、珠海港；

长三角：上海、宁波 - 舟山、苏州、南通港；

环渤海：天津、秦皇岛、唐山、黄骅港。

图 1 珠三角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示意图 

图 2 长三角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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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环渤海（京津冀）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示意图

3 排放控制区对疏浚船舶影响分析

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区是中国沿海最发达的三个

经济区域，三大控制区包含了我国极大部份最主要的货运

港口。由于国家排放控制区政策的强制性，所以该政策强

制实施后带给疏浚业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内耙

吸挖泥船较普遍使用的低价 4# 和 180# 燃料油，低品种油

使用率在 90% 以上。2019 年 1 月 1 日时间点后，现有各型

施工船舶进入三个排放控制区进行施工作业必须使用低硫

燃油或在现有设备上采用脱硫装置。无法避免限制政策带

来的影响。

根据统计，中交疏浚三家航道局“十二五”期未三年

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区工程量、产值和油耗数分别为：

8.3 亿方；191.3 亿元和 76.7 万吨。“十三五”期预测三家

航道局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区工程量、产值和油耗

数与“十二五”期相当。强制要求使用 0.5% 含硫量标准的

2019 年度及以后每年，预计控制区内工程船舶总油耗超过

20 万吨。

从中交疏浚三家航道局各自的燃油质量控制指标情

况看，排放控制涉及的硫含量超标船舶用燃料油主要为

180# 船用燃料油和 380# 船用燃料油。不达标油品总量

约占总燃油消耗量的近 40%。每年高硫油品耗量超过 10

万吨。

如果疏浚施工船舶用改换油品的型式来符合国家强

制性排放要求，哪么目前施工过程中以 180# 燃料油为

主的耙吸挖船将必须改用 0# 柴油或 4# 燃油，以津、沪、

广三地 2017 年 6 月船用油品价格作为参照分析依据（如

下表所示）。不符合排放控制要求的 180# 如果全部换

用含硫达标的 4# 燃料油，燃油综合费用成本上升 25% 左

右。如全部换用 0# 柴油，则燃油综合费用成本上升 55%

左右。

2017 年 6 月津、沪、广三地燃油市场价格（元 / 吨）

天津 上海 广州

180（国产） 3300 3392 3380

4# 4220 4200 暂无

0# 5000 5252 5350

4 疏浚企业的对策措施

2019 年 1 月 1 日时间点后，在排放控制区内实现排

放达标，合规施工的应对方法主要有三个方向。

1. 使用符合要求的低硫油品

该方案的优点是无需对现有装备进行任何技术改造，

简单易行，但缺点是造成工程施工成本大幅上升。并且目

前船用燃油市场合格的4号燃料油供应量很小，较难采购。

以 2017 年 6 月市场燃油价格为依据，该方案将会使原使用

180 号燃料油的耙吸挖泥船燃油成本上升 55% 左右。原燃

用 0 号轻柴油的施工船舶基本没有影响。该方案可在短期

进入排放控制区的船舶上使用。长期在排放控制区内施工

的耙吸挖泥船不宜。

2. 后处理改造

该方案将对现有使用低品种燃料油的施工船舶进行尾

作者简介：

侯晓明，男，57 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从事企业管理。

金华，男，54 岁，中交上航局技术中心副总经理 / 高工、目前从事船舶、港航工作。

气排放的后处理装置加装改造。由于施工船舶总装机功率

高，总耗油量大，后处理装置的加装预计将会产生较大的

技改费用，且现有船舶没有空间进行相关设备的加装，后

处理装置新增能耗大。该方案可行性低。

3. 使用清洁能源

使用清洁能源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是响应国家节

能减排号召，提高在控制区内疏浚吹填市场竞争力的有效

举措，可彻底解决排放控制限制问题。

使用清洁能源的一个途径是对现有柴油机进行改造。

对现有船舶动力装置进行改造的投入高、效果较差，改造

经济性低。

使用清洁能源的另一个途径是建造新的双燃料挖泥

船。对耙吸挖泥船适用，在技术上可行。

目前，由于 LNG 对船舶的气源供应的原因，国内除中

交疏浚外尚无任何一家疏浚公司开展 LNG 清洁能源船的开

发研究工作。领先发展新型清洁能源船，将有机会利用国

家环保政策形成工程项目竞争技术壁垒，将传统竞争对手

排除出竞争范围，形成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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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浚泵内高浓度砂 - 水流动及冲蚀的数值研究

摘要：中粗砂土质对疏浚泵内流道壁面的冲蚀磨损严重，准确模拟疏浚泵内高浓度的砂 -

水两相流动并预测冲蚀磨损情况是疏浚泵数值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综合考虑计算准确性与资

源消耗，设置了适用于中粗砂浆冲蚀疏浚泵内壁的数值模型，对比了离散相及浓离散相方法求

解不同浓度砂浆对叶轮的冲蚀磨损，发现离散相方法忽略了体积分数的影响，无法准确求解泵

内高浓度的砂浆流动。通过对叶轮内两相流场的分析，探讨了冲蚀及砂粒浓度增加后冲蚀位置

变化的可能原因，为该泵叶轮的优化改造提供理论依据。通过编写 UDF 修正壁面碰撞及冲蚀率

公式，考虑了壁面附近的高浓度粒子流对其他粒子冲蚀壁面的屏蔽作用，数值求解了 22% 浓度

的砂浆对泵内流道的冲蚀，数值结果与实际泵在相同条件下的磨损情况相近。

关键词：冲蚀磨损；疏浚泵；两相流动；数值模拟

Abstract: The erosive wear caused by coarse sands in dredging pump is serious. Simulating the 
high concentration slurry flowand then predicting the erosive wearis an important aspect in numerical 
research of dredging pumps. Considering both the accuracy and cost, some numerical models are 
applied to predict the erosion wear of the dredging impeller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the sand 
slurry. It is found that the discrete phase model cannot accurately solve the high concentration sand 
slurry flow filed as it neglects the influence the volume fractionof sand. By studying the flow field result 
solved with dense discrete phase model, the possible cause of erosion and the reason why the location 
of erosion scar changes with different sand concentration are discussed and the inference can be 
used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impeller via compiling the User Defined Functions, the rebound model 
and the erosion rate formula are modified to consider the screen effect of the particles that move 
relatively slowly near the suction side of blades. The erosion of the dredging pump caused by the 22% 
concentration sand slurry is numerically simulated, and the resultsare similar to the wear of anactual 
pump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Key words：erosive wear; dredging pump; two-phase flow;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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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疏浚行业中广泛使用疏浚离心泵作为提取并输送泥

浆、泥砂的动力机械。疏浚泵的工作环境恶劣，尽管已采

用耐磨材料、增厚壁面、特殊密封等手段来提高其使用寿

命，但在砂粒冲蚀、空化气蚀、海水腐蚀的联合作用下，

其内部的流道壁面仍容易收到破坏，导致泵的性能下降甚

至失效。其中，冲蚀导致的破坏被认为是泵磨损失效的主

要原因 [1]。施工实践及实验 [2-5] 中均发现，随着土质的粒

径、硬度及形状不规则程度的增加，疏浚泵的冲蚀磨损加

剧，导致性能快速下降甚至损坏。频繁更换泵内零部件，

或使用昂贵的高级耐磨材料，均意味着施工成本大幅增加，

制约了企业效益的提升。疏浚企业要赢得发展，必须克服

中粗砂甚至更恶劣的土质对疏浚泵的制约。

随着数值模拟技术的发展，泵内两相流动及冲磨损蚀

的数值预测精度不断提高。通过数值研究得到冲蚀的可能发

生位置及磨损程度，进而通过优化流道、局部增强等方式提

升疏浚泵的性能及寿命，是当前疏浚泵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6]。冲蚀预测需要首先准确求解泵内砂粒 - 水的两相流动，

进而确定固体粒子撞击流道内壁的位置、速度及角度，然后

根据经验或半经验公式求解冲蚀率 Er（其定义为单位时间内

或单位质量粒子冲击下单位面积壁面的质量或厚度损失）。

厦门大小嶝岛疏浚工程中，疏浚泵的平均使用寿命不

足细沙土质下的一半（见图 1）。电镜实验观察发现，当

地的施工土质主要成分为石英砂，砂粒形状不规则且有明

显棱角，中值粒径约为 0.85 mm，是一种典型的硬质不规

则中粗砂。疏浚泵工作时，输送的砂粒体积约占砂浆总体

积的 22% 左右。本文以在此类典型工况下运行的 DRC185-

900 型疏浚泵为研究对象，使用商用 CFD 数值软件 ANSYS 

Fluent 分析该泵冲蚀磨损的发生位置，磨损程度以及造成

该情况的可能原因，为此后疏浚泵的设计、优化提供参考。

图 1 厦门工程中疏浚泵工作 8个月后的冲蚀磨损情况 :左

为叶片前缘，右为蜗壳侧壁

2 物理模型及数值处理方法

疏浚泵内两相流动非常复杂，可能存在动静干涉、二

次流动、壁面脱离、涡流堵塞等，在此基础上的砂粒碰撞

以及砂粒与水之间的强耦合作用导致疏浚泵内的冲蚀较其

他冲蚀问题更为难以预测。本文综合考虑了计算的稳定性、

效率与准确性，选择了适用于本问题的数值模型及求解方

法。 

2.1 物理模型

研究对象为 DRC185-900 型水下泵，该泵主要过流部

件材质为高铬铸铁。叶片进口形状略有弯扭。表 1 及图 2

分别给出了该泵的主要参数和几何造型。

表 1 DRC185- 900 型泵的主要参数

泵参数 数值
吸口直径 900 mm
叶轮外径 1900 mm

叶片入口角（顶部） 29°
叶片入口角（底部） 38°

叶片出口角 12°
叶轮出口宽度 500 mm
蜗壳外圆直径 2980 mm

排口直径 700 mm
最小通过粒径 300 mm
叶轮额定转速 245 rpm

额定流量 10000 m3/h
额定扬程 34 m

图中可见，几何模型忽略了叶轮与泵盖间空腔、部件

安装间隙、铸造圆角等细节。模拟过程中，泵吸入的水流量

保持 9000m3/h 不变，通过改变入射砂粒的质量流量来调节砂

浆浓度。砂粒密度约为 2650kg/m3，按 5 种不同粒径从泵吸

口入射。根据厦门砂的取样筛分实验结果，砂粒径近似服从

75um 至 2500um 的 rosin-rammler 分布，扩散系数 2.8。

 图 2 DRC185- 900 型疏浚泵的几何外形

2.2 两相流动求解方法

准确求解粒子运动轨迹是冲蚀预测的首要前提。离散

相模型（discrete phase model, DPM）在通用的求解 Euler

描述的流体 Navier-Stokes 方程组中加入了基于 Lagrangian

描述的粒子求解方程，实现了对离散砂粒的轨迹预测；并

Numerical Study on High Concentration Slurry Flow 
and Erosion in Dredging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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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流体动量方程中引入了粒子源项，部分实现了粒子

与流体的相互影响。下式给出了颗粒运动的控制方程：

等式右边依次为粒子受到的曳力、重力及其他流体作

用力。DPM 方法本质上是单相流动而不考虑粒子体积的影

响，粒子作为质点，其形状和质量只用于实现与流体的动

量传递，因此仅适用于低体积浓度 ( 通常不大于 10%) 下的

流动近似计算。

浓离散相模型（Dense discrete phase model，DDPM）

在Euler-Euler两相流方法的基础上引入了粒子控制方程，

同时对粒子进行 Euler 及 Lagrangian 描述，并通过单元内

平均并实现两者描述的整合，从而在流体计算过程中考虑

粒子体积的分数，可以用来计算高浓度情况下的砂 - 水流

动。表 2 给出了 DDPM 与 DPM 方法的主要区别。

表 2 DDPM 与 DPM 的主要区别

DPM DDPM
固 - 液耦合 单、双向耦合 必须双向耦合
耦合方程 动量部分耦合 质量、动量完全耦合

粒子间碰撞 不考虑
基于粒子热动能理论或离

散元法
曳力公式 基于粒子 Re 数 基于粒子浓度与 Re 数
粒子形式 多质点叠加 许多粒子组成的粒子包

网格单元 无约束
粒子包体积必须小于最小

单元体积
粒子浓度 10% 以下 携带极限以下任意浓度

计算稳定性
单向耦合稳定，
双向耦合较稳定

高浓度时稳定性较差

DDPM 虽然理论精度明显高于 DPM，仍具有很多局限：

首先数值追踪粒子数量的上升导致计算成本大幅提高，“粒

子包”概念减少了追踪粒子的数量，且简化了粒子周围流

体的处理，在相对减小计算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理论数值

精度；其次 DDPM 求解方程组远较 DPM 复杂，粒子体积分数

提高后，针对粒子聚集、碰撞等现象的一些数值处理方法

也易引发计算不稳定，甚至产生谬误。

本文中分别使用了 DPM 及 DDPM 两种方法。DPM 采用

双向耦合稳态求解低浓度下的砂粒冲蚀，曳力公式中砂粒

形状系数设为 0.738（扫描电镜对实际砂粒的测量均值）。

DDPM 采用双向耦合瞬态求解，曳力公式选用 wen-yu 传递

系数 [7]。考虑到水与沙粒密度差距并不悬殊且粒子周围流

体运动的预测精度有限，计算中考虑了压力梯度力、虚拟

质量力而忽略了粒子旋转及升力作用。

2.3 湍流模型及网格设置

二方程湍流模型是目前 CFD 计算中通常能够满足精度

要求且“性价比”较高的湍流处理模型。其中，SST k-ω[8]

模型是近年来被广泛推荐的湍流模型，其通过改写 ω 方程

结合了标准 k-ω 模型及标准 k-ε 模型的优势，考虑到了

湍流剪应力的传播，避免过大预测涡粘性，能够准确预测

逆压梯度导致的流动分离，在叶轮机械流动中具有相对较

高的精度和可靠性。

DDPM 追踪粒子包数量过大将会造成计算资源的严重消

耗，粒子包过少将会导致计算精度下降，还有可能导致单

个粒子包等效体积超过网格单元而产生谬误。综合考虑计

算消耗与精度因素，选择单个粒子包质量 0.00212 kg，在

22% 砂浆浓度时，全泵内粒子包总数不超过 100 万。为避

免计算模型中网格过密导致网格单元中粒子体积分数超过

1，计算中使用了最小单元体积约为 8.8e-7m3 的六面体结

构化网格，叶轮单元数量 274200，蜗壳单元数量 268160。

图 3 给出了叶轮及泵壳的网格。

图 3  叶轮及泵壳的六面体网格

2.4 粒子碰撞模型

粒子轨迹对于泵内流场变化非常敏感，当预测整泵内

冲蚀情况时，叶轮与蜗壳之间的动静干涉作用宜使用最接

近实际情况的滑移网格技术处理。此时 Fluent 中的离散元

碰撞模型不再适用，因此本文中粒子间碰撞使用粒子热动

能 (kinetic theory of granular flow, KTGF) 理论 [9] 处理，

该方法引入粒子粘性来模拟其随机热运动的处理方式，导

致粒子的碰撞耗散具有各向同性的特点，精度低但消耗较

小。为防止在同一位置粒子无限聚集，设定粒子携带极限

为 63%，增强扩散作用的转换系数设为 0.75。

粒子撞击壁面后的反射模型采用 Grant 与 Tabakoff[10]

根据提出的基于角度的粒子能量系数。其具体公式如下：

en (θ)=0.993-1.759θ+1.5593θ2-0.4909θ3

et (θ)=0.988-1.6616θ+2.1108θ2-0.6696θ3

式中，冲击角度 θ 的单位为 rad.

粗糙壁面可导致粒子撞击壁面时的角度发生改变，进

而影响粒子的轨道预测。Solnordal[11] 通过数值结果与实

验的对比发现，考虑壁面粗糙度可以大幅提高预测精度。

本文采用 Sommerfeld[12] 提出的壁面粗糙度模型，假定壁

面具有以标准偏差 18.5°正态分布的倾角。

2.5 冲蚀率公式

本文采用的冲蚀率计算公式基本形式为：

式中，m 在稳态计算中为粒子质量流率，而在瞬态计

算中为单个粒子包质量，f(d) 为粒径 d 的影响公式，f(θ)

为冲击角度 θ 的影响公式，n 为冲击速度 v 的指数。n 通

常取值在 2~2.5 范围内，本文根据 zhang 等人 [13] 提出的

冲蚀率公式，取 n 为 2.41。根据 Vieira 等人 [14] 石英砂冲

击 316# 不锈钢的实验结果，在 3~8 m/s 的冲击速度下，

粒径对冲蚀率的影响基本为线性关系，本文将材料及硬度

的影响直接处理为常数，可得：

f(d)=1.8×10-7 d

根据姚启昌 [15] 针对不同冲击角度下高铬铸铁的磨损

实验结果拟合可得：

f(θ)=0.0117+1.4439θ+0.453θ2

           -1.7756θ3+0.6789θ4

图 4 给出了拟合的冲击角度公式与实验数据的对比。

 图 4 冲击角度公式与实验值 [15] 的对比

图中可见，高铬铸铁作为硬脆材料，其最大冲蚀率角

度大概在 50°左右。这与大多数韧性金属的最大冲蚀角度

在 15~40°范围内不同。

3 数值计算结果及分析

3.1 网格无关性验证

由于 DPM 无须考虑粒子体积，其对网格尺寸的没有硬

性要求，为了验证当前网格能够较准确地预测砂粒 - 水的两

相流动，使用第一层网格近壁距离小于 1mm，壁面平均 y+

值 290，单元数 647700 的叶轮网格预测砂粒浓度在 3.6% 的

情况下砂浆对叶轮的冲蚀情况，并与前文网格在相同计算条

件下的结果进行对比。图 5 给出了冲蚀率结果的对比情况。

  图 5 两种网格对 3.6% 浓度的砂浆对叶轮单流道的冲蚀

率（左为原网格，右为加密网格）

图中可见，砂粒浓度为 3.6% 时，冲蚀发生的主要位置

是叶片前缘上端及叶片的压力面侧。两种网格下冲蚀发生

位置及程度基本相同，差异在于加密网格中冲蚀更容易发

生在叶片与盖板夹缝处。这是因为加密网格强调了几何简

化模型的不真实细节而导致的，实际叶轮在叶片衔接处存

在铸造圆角。该结果说明，本文使用的网格能够较准确的

求解泵内流动。

3.2 粒子浓度对冲蚀的影响

图 6 给出了 DPM 预测 9% 浓度的砂浆对叶轮流道的冲

蚀情况。由图可见，即使采用双向耦合，DPM 中粒子浓度

的改变对实际砂浆流动的改变并不大，因此除冲蚀程度发

生变化外，冲蚀磨损严重的位置并未改变。

 图 6 DPM 预测 9% 浓度砂浆对叶轮单流道壁面的冲蚀率

采用 DDPM 预测 3.6%，9%，及 22% 浓度下单流道内的

冲蚀情况，图 7 给出了相应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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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6% 浓度砂浆 

(b) 9% 浓度砂浆

(c) 22% 浓度砂浆

图 7 DDPM 预测不同浓度砂浆对叶轮单流道壁面的冲蚀率

从图 7 中可见，3.6% 浓度时 DDPM 的冲蚀预测结果几

乎与 DPM 一致，但在 9% 浓度时的结果已经与 DPM 结果明显

不同，表现在叶片尾缘代替叶片前缘成为冲蚀最严重的区

域。当砂粒浓度增加到 22% 时，预测的冲蚀严重区域已经

完全转移到叶片吸力面中部。说明考虑粒子体积分数后，

砂 - 水两相流动的数值预测结果随着粒子浓度的改变而明

显变化，进而影响了冲蚀预测结果。本例中 DPM 方法可能

仅适用于 5% 以下的流动。

为寻找冲蚀磨损发生及位置变化的原因，图 8 给出了

DDPM 求解的叶轮内纯水流动及 3.6%、9%、22% 浓度砂浆流

动的流线图。图 9 给出了叶片 80% 高度正交截面上的水速

度矢量图。从图 8 中可见，纯水情况下叶轮内流线较为光

顺平滑，受叶轮前盖板转弯半径过小及叶片前缘阻碍的叠

加作用，前盖板侧在叶片进口附近流速过高，此时大多数

流线在离心力作用下偏向叶轮后盖板，少量流线在进入叶

片流道后具有偏向前盖板的趋势。当砂浆浓度为 3.6% 时，

受粒子惯性影响，在进口附近流线更容易偏向后盖板，导

致进入流道后更多流线偏向前盖板，但这些流线偏转后未

能持续贴近压力面，在叶片压力面中部靠近出口位置处发

生了流动分离，原因可能是强后弯叶片在出口附近流道截

面积突然增大导致的二次流动。此时，叶片前缘近前盖板

处因转弯速度高而容易受粒子高速冲击，是冲蚀磨损严重

区域。当砂浆浓度为 9% 时，两相流惯性增强，因叶片前缘

附近冲角过大且叶片前半段压力负荷较高，流动在进入流

道后不久即在压力面侧发生了分离。由压力面流向吸力面

的二次流动将粒子携带到叶片尾缘吸力面附近并产生冲蚀

磨损。当砂浆浓度高达22%时，流道中从压力面到吸力面，

从前盖板到后盖板的二次流动已经发展成堵塞流道的大漩

涡，流动严重恶化，粒子在漩涡中不断冲击吸力面导致冲

蚀磨损主要位置发生在吸力面上。图 9 中 9% 砂浆在压力面

的流动分离及二次流动发生在位置 A 处，吸力面附近的回

流再次加剧了位置 B 处的脱流，初步形成了三角涡流的循

环。随着粒子浓度的提高，该涡流从无到有并逐渐增强，

导致了图 7 的冲蚀预测结果。

（a） 纯水                （b）3.6% 浓度砂浆

（c）9% 浓度砂浆           （d）22% 浓度砂浆

图 8 叶轮内不同浓度砂浆的流线图

增大前盖板转弯半径，降低叶片安装角，减少叶片前

半段的压力载荷（尤其是前盖板侧），合理调整叶片尾缘

后弯掠弧度，可能有助于改善高浓度砂浆在该叶轮内部的

流动。受限于泵外壳形状、通流直径等设计要求，增大叶

片前盖板入口直径，减少叶片数量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有效

途径。

 图 9 叶轮 80% 叶高正交截面上水的速度矢量图（从左到

右砂浆浓度依次为 3.6%、9%、22%）

3.3 全泵冲蚀预测

尽管泵内流动确实导致了高浓度情况下大量粒子被二

次流动带到了叶片吸力面侧，但吸力面附近的粒子撞击壁

面的速度低，且密布的低速粒子可以有效阻挡其他粒子撞

击壁面，因此实践中吸力面通常不是叶轮内最容易磨损的

区域。推测上文冲蚀磨损集中发生在吸力面的原因，除单

独叶轮内的流动模拟未考虑蜗壳流道的扩压作用及动静干

涉外，本文的冲蚀预测数值模型模型因采用 KTGF 近似处理

粒子碰撞及粒子浓度上限，可能引入了高浓度粒子的虚假

扩散或弱化了高浓度粒子的屏蔽作用。

为较准确地预测高浓度砂浆对整泵内流道的冲蚀流动，

使用滑移网格对整泵进行瞬态数值计算的同时，使用用户自

定义函数 (user defined function, UDF) 修正壁面碰撞模型及

冲蚀率公式。动网格条件下，追踪粒子的碰撞速度默认为绝

对速度，因此通过 UDF 求解粒子对壁面的碰撞作用时，应修

正碰撞速度为粒子与壁面的相对速度。考虑叶片吸力面高浓

度粒子对冲蚀率的影响，忽略撞壁法向速度小于 0.01m/s 的

粒子对壁面的冲蚀作用，设定粒子碰触壁面时若其与壁面的

相对速度小于 0.01m/s 则堆积在壁面上，随着壁面堆积粒子

的增加，粒子冲击对壁面的冲蚀作用减弱。

计算 22% 浓度的砂浆对整泵流道的冲蚀，时间步长为

0.001 s,总计算步数2500步，同时追踪粒子包数约为96万。

图 10 给出了砂浆在泵后盖板侧的粒径分布图。

图中可见，进入流道后，大多数砂粒主要偏向于叶片

压力面侧，也有少量较大颗粒的粒子被二次流带动而游离

在流动中，叶片吸力面侧紧紧吸附着一层粒径相对较小的

粒子。蜗壳中大粒径的砂粒分布较为均匀，小粒径粒子有

贴近最大半径壁面侧的趋势。

图 11 给出了整泵的冲蚀率分布情况，从图中可见，

蜗壳受到的冲蚀磨损明显强于叶轮，叶轮内冲蚀不再集中

于叶片吸力面。蜗壳上的冲蚀磨损主要发生在蜗壳外圆面

上，且分布较均匀；其他容易发生冲蚀的部位还有叶片尾

缘吸力面侧、叶片前缘、蜗壳隔舌、叶片进口附近的压力

面及后盖板面。结果表明2s内该泵总磨损质量约0.0015kg，

其中蜗壳磨损约 0.0013kg，数值预测的冲蚀磨损位置与磨

损程度与实际施工中疏浚泵的磨损情况相近，说明本文采

用的冲蚀数值预测方法有效。

图 10 泵内后盖板侧粒子的粒径分布情况

图 11 22% 浓度砂浆对泵内流动的冲蚀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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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基上土工管袋吹填砂围堤的稳定性及沉降特性

摘要：沿海地区普遍分布河流冲积和滨海相松散沉积物地层，工程性状差，承载力低，沉

降量较大，是影响该区域工程建设安全的主要因素。本文以长江口某滩涂围垦工程为例，采用

砂被结合塑料排水板对软基进行加固处理，引入土工管袋技术建成了高 7.3m 的吹填袋装粉细

砂围堤。常规边坡稳定极限平衡计算方法无法考虑土工管袋的加筋和包裹作用，本文对软基上

吹填砂围堤进行了有限元数值模拟，评价土工管袋围堤的变形及稳定性。针对施工全过程及工

程运行期内的堤基沉降、不同深度水平位移及孔隙水压力等指标进行了实时监测，分析评估软

基的沉降特性及变形发展模式，通过实时监测反馈，及时调整和控制施工进度，保证了围堤工

程的顺利安全实施，为土工管袋吹填砂筑堤技术提供了可靠依据。

关键词：土工管袋；稳定性；吹填砂；有限元；实时监测

Abstract: The luvial-alluvial and sea sedimentary strata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coastal area 
with poor engineering properties featured by low bearing capacity, significant settlement, etc. This paper 
discusses an example of a reclamation project in Yangtze River estuary. In this reclamation project, 
the sand cushion combined with PVDs is used to strengthen the soft foundation and the cofferdam 
about 7.3m high is constructed by some geo-tube filling with dredging-sands. As the conventional 
limit equilibrium method of the slope stability is unable to consider the reinforcement and package 
action of geo-tube, the finite element numerical method is employed to analysis and evaluates the 
stability of geo-tube cofferdam filling with the dredged-sands on soft foundation. During th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period, some key factors, including dike foundation settlement, layered 
settlement,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at different depth and pore water pressure, are monitored by real-
time to analysis the settlement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the engineers can 
adjust and control the construction progress timely to guarantee cofferdam safety. It provides a feasible 
analysis method for the geo-tube cofferdam filling with dredged-sands on soft foundation.

Key words：Geo-tube, stability, dredged-sands, FEM, real-time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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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本文以输送厦门大小嶝岛工程中典型中粗砂土质的

DRC185-900 型疏浚泵为研究对象，基于商用 CFD 软件

Fluent，对泵内两相流动及冲蚀情况进行了数值分析，结

论如下：

1. 对比 DPM 及 DDPM 求解的叶轮内冲蚀磨损结果，发

现 DPM 因忽略了粒子体积分数的影响，不适用于泵内较高

浓度的砂 - 水两相流动模拟及冲蚀磨损预测。

2. 对叶轮内两相流场进行分析并探讨了导致冲蚀及砂

粒浓度改变后冲蚀位置变化的原因，为该泵叶轮的优化改

造提供理论依据。

3. 编写 UDF 修正壁面碰撞及冲蚀率公式，采用了正确

的冲击速度并考虑了壁面附近的高浓度粒子流的屏蔽作用，

改进后的冲蚀模型对全泵内流道的冲蚀磨损预测结果与实

际情况相近，表明本文发展的数值方法能够较准确地预测

疏浚泵内较高浓度砂浆对流道壁面的冲蚀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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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一种采用大型土工管或土

工包将淤积物或吹填土等包裹起来进行筑堤的新技术在荷

兰、德、法、美等国开始应用。土工管袋是将具有一定强

度的土工织物预制成要求尺寸的袋体，然后在现场结合吹

填工程将泥浆或吹填砂等直接灌入袋体，达到一定灌注度

后将袋体封闭，逐层堆放并充填灌注，最终形成堤坝整体

[1,2]。我国沿海地区普遍分布河流冲积和滨海相松散沉积物

地层，工程性状差，承载力低，沉降量大，是影响工程建

设安全的主要因素。土工管袋筑堤技术自 90 年代末引入国

内后，已在沿海港口、水利、水运等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

特别是在长江口地区，结合航道疏浚疏挖工程，将疏浚物

作为土工管袋内的充填物，可大大节约资源和工程投资。

近年来相关工程实例已越来越多，相应的施工技术较成熟、

工程处理效果较好 [3,4,5]。

从作用机理上来说，土工管袋的包裹作用一方面约束

了袋内砂土的变形，使土的整体性大大提高，相当于增强

了土的强度，另一方面，袋与袋之间的摩擦作用也可能影

响边坡的潜在滑动面，使得管袋堤的破坏模式发生变化。

但传统极限平衡法不能考虑土工管袋的加筋和包裹作用，

计算仅采用吹填砂的强度指标，得到的安全系数无法反映

管袋堤的真实稳定性。文献 [6] 提出了一种基于似凝聚力的

管袋堤稳定分析方法，并与常规圆弧稳定分析进行了比较，

但对似凝聚力如何确定没有做进一步阐述。

本论文以长江口某应急水库工程土工管袋吹填围堤为

例，首先介绍砂被结合塑料排水板的软基加固处理方法，

采用有限元数值模拟及强度折减法对吹填砂围堤的变形和

稳定性进行了分析，结合工程实际监测资料，分析评估软

基上土工管袋堤的沉降特性。

2 工程概况

该工程区地处长江河口，受潮流影响较大。根据地质

勘探资料，堤基软土为淤泥质粉质粘土，具有含水量大、

天然孔隙比大、饱和度高、呈软塑至流塑状、强度较低等

特点，不能直接作为堤坝基础持力层，需进行处理。

工程处理措施包括，在堤身填筑前铺设砂被，砂被采

用土工织物充填中粗砂，厚度 0.5m；在堤身内外堤脚范围

内插打塑料排水板，排水板按正方形布置，间距为 1.20m。

土工管袋吹填砂围堤长度为 5297m，设计堤顶高程 7.3m，

分三级进行填筑，典型堤身断面见图 1。其中 I 级围堤高

2.0m，内外坡比分别为 1:3 和 1:1.5，平台宽度 10m；II

级围堤高 4.5m，平台宽度 5.0m；III 级围堤高 7.3m，堤顶

宽 8.0m。

图 1  土工管袋吹填砂围堤典型断面图

土工管袋内充填的吹填砂为排水性较好的砂性土或

粉细砂料，渗透系数一般大于 10-3cm/s，控制充填度为

85%，充填后干重度可达到 14.5kN/m3。

土工管袋由扁丝编织布制成，单位面积质量为 150g/

km2，根据室内拉伸试验，得到其纵横向抗拉强度 32kN/m，

断裂伸长率 25%。

3 土工管袋围堤的有限元数值分析

3.1 数值计算模型及参数

采用Plaxis2D进行土工管袋吹填砂围堤的有限元计算，

数值模型示意图见图 2。地基、砂被充填中粗砂及堤身吹

填细砂采用 M-C 模型，软基厚度取为 10m，计算参数根据

地勘试验成果确定，见表 1。土工织物采用 Plaxis2D 中的

弹性格栅单元进行模拟。

表 1  土工管袋围堤数值计算参数表

参数 地基淤泥 吹填砂 砂被

材料模型 M-C M-C M-C

水位以上土容重 kN/m 16 17 17

水位以下饱和容重 kN/m 18 20 20

水平渗透系数 m/d 0.043 0.432 8.64

垂直渗透系数 m/d 0.043 0.432 8.64

弹性模量 kN/m2 2000 13000 13000

泊松比 0.35 0.3 0.3

粘聚力 kN/m2 12 1 1

内摩擦角° 3 24 24

图 2  土工管袋围堤数值计算模型概图

数值计算模拟了 I 级 ~III 级棱体围堤及相应堤内吹填

砂的施工加载及固结过程，同时采用强度折减法分别计算

各级棱体的安全系数。

3.2 计算成果及分析

有限元强度折减法计算结果表明，如果不考虑土工管

袋作用，I 级吹填砂围堤的安全系数仅为 1.17。而考虑土

工织物的加筋作用后，各级围堤的安全系数可大大提高（见

表2），I级围堤填筑到2.0m高程时，边坡安全系数为2.83，

当III级围堤填筑到7.3m高程后，边坡最小安全系数为1.36。

III 级围堤堤顶处的工后最大沉降达 0.56m，原堤基面沉降

约 0.47m（沉降等值线图见图 3）。最大水平位移发生在 II

级围堤外堤脚附近，约 0.18m（见图 4）。

计算得到塑性临界区主要分布在 III 级围堤对应的软

基局部浅表层，说明采用分层施工、排水固结的方式，基

本可以保障围堤和软基的稳定性，未发生失稳破坏。

表 2  有限元数值分析成果

堤顶最大沉降 (m) 边坡安全系数 Fs

I 级围堤填筑 0.11 2.83

II 级围堤填筑 0.28 1.72

III 级围堤填筑 0.56 1.36

图 3  III 级围堤填筑后垂直位移等值线图

图 4  III 级围堤水平位移等值线图

4 监测数据分析

4.1 典型监测断面布置

监测内容包括堤基沉降、分层沉降、不同深度的水平

位移和孔隙水压力，典型监测断面布置示意图见图5。其中，

堤基表面沉降标埋设在砂被上，采用全站仪观测沉降标在

加载期间的垂直位移变化过程，得到原堤基的沉降量；分

层沉降管共三个，分别布置在堤顶、I 级平台以及堤内吹填

区；水平位移采用 Model GK-6000 型伺服加速度式测斜仪

进行观测，分别布置在 I 级平台内堤脚、II 级平台靠外侧

以及堤顶处；为监测施工过程中超静孔压的变化，在堤基

不同深度处埋设振弦式孔隙水压力计。

图 5  围堤典型监测断面布置示意图

4.2 堤基沉降

根据监测数据可以发现（见图 6），施工期堤基沉降

主要受上部土工管袋围堤的加载影响，加载会引起堤基

产生瞬时沉降，当快速加载或连续加载时，沉降变形速

率也迅速增大，围堤加载 0.5m~0.7m 引起的沉降量约为

7~9mm。施工期结束后 8 个月内堤基处于固结沉降阶段，

沉降速率逐渐减小并趋于稳定，沉降速率小于 0.03mm/d。

运行期 1 年内的累积沉降最大约 0.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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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典型断面监测累积沉降过程线

4.3 堤基内部水平位移

监测结果表明，在围堤填筑过程中，堤基内部水平位

移很小，主要发生在堤基 15m 深度范围内，位移方向总体

表现为垂直围堤向外侧，最大水平位移约 34mm（见图 7），

普遍小于 5mm。可以认为实测的水平位移只是地基土在围

堤竖向荷载作用下的侧向位移，而非滑动破坏产生的滑移。

图 7  不同深度处的水平位移分布图

4.4 孔隙水压力

从监测结果看，孔隙水压力的变化与加载施工密切相

关，在施工加载期孔隙压力达到最大，之后逐渐减小并趋

于稳定，最大孔隙压力达到 22.5kPa 左右，相应的孔压系

数为 0.45。根据国内外工程实践经验，孔隙压力系数小于

0.5~0.6，可认为地基基本稳定。

图 8  孔隙水压力变化时程线

5 结论

本文结合土工管袋围堤填筑工程，通过有限元数值模

拟分析了管袋吹填砂围堤的变形特性及稳定性，在施工加

载期和运行期，对软基沉降、水平位移和孔隙压力消散情

况进行了实时监测。分析表明，采用土工管袋可以实现在

软基上的快速筑堤，常规极限平衡法无法如实反映这种加

筋堤的稳定性，采用有限元数值计算结合强度折减法可以

获得围堤的变形特性和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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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吸挖泥船操作系统智能化
研究的现状及展望

摘要：绞吸挖泥船操作系统智能化是综合传感、通信、信息、计算机等多种先进技术的基

础上，结合挖泥船具体施工环境，构建基于大数据、信息物理系统和物联网等特征的智能系统，

是挖泥船施工更加高效、更加低耗、更加安全。本文以天航局绞吸挖泥船自动化发展为基础，

从大数据、信息物理系统、物联网三个方面介绍了绞吸挖泥船操作系统智能化的主要特征，并

基于绞吸挖泥船施工现状提出操作系统智能化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未来绞吸船智能化操作提供

思路和参考。

关键词：挖泥船；智能化；前景

Abstract：advanced technology based dredger operating system of intelligent 
integrated sensing,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computer and other on the dredge concrete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system data and information system 
and Internet of things based on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is the dredger construction more 
efficient and more low cost, more safety. The TDC dredger automation development as the 
foundation, introduces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cutter suction dredger intelligent operating 
system from big data, information system, physical networking three aspects, and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utter suction dredger construction intelligent operating system needs 
to solve the problem, for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t pumping the operation to provide ideas and 
reference.

Key words：dredger; intelligentization;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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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绞吸挖泥船简介

绞吸挖泥船作为一种常用的水力式挖泥船，其工作的基

本原理是依靠绞刀装置对土层迚行切削幵与附近的水混合形

成泥浆，再通过泥泵将泥浆吸入幵输送到指定抛泥区。如图

1 所示，绞吸挖泥船主要由船体、定位桩系统、泥浆输送系

统(包括柴油机、泥泵、吸排泥管和相关仪表)、绞刀切削系统、

台车移位系统、横移系统、作业综合控制系统等构成。挖泥

船的作业过程一般如下 [1]：当挖泥船到达施工地点后首先对

船体迚行定位，将主定位桩揑入河底，幵利用抛锚杄将横移

锚抛至船体两边，以定位整个船体。然后启动桥架绞车将桥

架缓慢下放至水中，绞刀和泥泵开始工作，桥架下放至适当

位置后，横移绞车在锚和主定位桩的配合下，通过缆索使绞

刀与船体一起以主定位桩为中心转动，实现扇形挖泥作业。

绞刀以一定速度转动，同时左右横移，接触到的泥层被切削

下来与水混合形成泥浆，泥泵工作形成真空，在负压的作用下，

泥浆吸入管道幵输送到指定场所。当绞刀切削完了一个断面

的所有泥层后，通过台车液压缸使船体前迚一个步长，继续

开挖下一断面。

图1

2 当前人工操作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疏浚作业中，往往是有经验的驾驶员或者船长通

过对几种不同工艺进行试挖，最终确定最佳施工操作参数，

其他驾驶员按照这个参数进行疏浚挖泥操作。但由于驾驶员

操作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且实际施工中，土质、管线条件等

往往会发生变化，导致各个班组的挖泥产量存在较大差异，

如图2所示。

图2 各班组施工参数比较

此外驾驶员的经验操作与理论水平相差较大，所以手动

操作的实际产量要远远低于预计产量，效率低下，作业成本

偏高，作用质量差。为了克服该确定，有必要研究开发疏浚

船舶的智能操作系统，减少人为操作的影响，使疏浚产量更

接近于理论水平。

3 天航局绞吸船自动化发展简介

“津航浚217”船是天航局1987年从日本引进的大型绞

吸挖泥船，该船配备自动挖泥操作系统，但由于该系统尚不

完善，该船在国内施工时很少用自动挖泥操作系统，大多数

情况下都是人工操作。同时天航局也意识自动化操作对未来

疏浚船舶发展的必要性，开始着手进行疏浚船舶自动化的研

究。

经过长期技术攻关，2014年天航局开发的“绞吸挖泥船

计算机辅助疏浚决策系统”在“津航浚217”船上进行安装试验，

取得良好效果，该系统具有效率高、适用性强、操作方便等

优点，不仅具有现代化绞吸挖泥船的定位定深控制系统与数

据采集系统的功能，更重要的能自动提供与疏浚土质变化相

适应的经过计算机优化处理的疏浚工艺参数来指导操作人员

的施工，创造性地解决了目前操作人员因缺乏完整的疏浚理

论知识而单纯依靠经验进行施工的不足，确保挖泥船的产量

总是处于最优化，施工效率平均提高10%~20%。这是天航局

绞吸挖泥船开始迈向智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

“天鲸号”绞吸挖泥船是天航局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德

国VOSTA LMG公司进行设计，由招商局重工 (深圳 )有限公司

建造大型绞吸挖泥船，其装机功率和疏浚能力亚洲第一、世

界第三，该船配备了当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挖掘设备和挖泥自

动控制系统，具有驱动功率大、启动平滑、控制精确等特点，

可以实现自动化挖泥操作与监控。

但是截至到目前为止，天航局所有安装自动化挖泥操作

系统的绞吸挖泥船在施工时均无法正常使用，主要是在使用

过程中存在较多问题。例如施工的土质并不是单一均为分布，

因此自动控制系统进行挖泥操作时常常会因为对土质突然发

生变化反应不及时，易出现绞刀滚刀、柴油机飞车等危险。

4 绞吸挖泥船智能化特征

绞吸挖泥船操作系统智能化是在综合传感、通信、信息、

计算机等多种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结合船舶施工具体环境，

构建基于大数据、信息物理系统和物联网等特征的只能系统，

使绞吸挖泥船施工更高效、更低耗、更安全和更环保。

近年来，计算机技术、传感器技术、通信技术、信息技

术的进步推动了挖泥船导航设备、自动化设备、环境感知设

备的更新与升级，物联网技术、信息物理系统和大数据技术

的应用加快了挖泥船施工操作智能化的发展。

4.1 大数据

“大数据”是一个体量特别大、数据类别特别大的数据

集，具有规模大、种类多、生成速度快、价值巨大但密度低

的特点[2]。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通信成本的下降，

建立覆盖天航局所有绞吸挖泥船施工数据中心已成为可能，

因此为了更好的实现绞吸挖泥船智能挖泥技术，需要找到适

合绞吸挖泥船施工领域的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方法。大数据分

析的理论和方法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从计算机的角度出发，

强调机器的计算能力和人工智能，以各种高性能处理算法、

智能搜索与挖掘算法为主要研究内容，例如各类面向大数据

的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方法等；另一类是从以人作为分析主

体和需求主体的角度出发，强调基于人机交互的、符合人的

认知规律的分析方法，意图将人所具备的、机器并不擅长的

认知能力融入分析过程中，这一研究分支以大数据可视分析

为主要代表。

大数据应用是利用大数据分析的结果为用户提供辅助决

策并挖掘潜在价值的过程，分析绞吸挖泥船大数据可产生如

下价值：1）通过分析船舶设备状态和备件情况，最优化备件

配置；2）通过分析绞刀转速、绞刀压力等施工参数分析，可

以确定某一工程绞吸船施工的最佳挖掘工艺；3）通过泥泵转

速、柴油机转速、柴油机负荷等参数分析，可以确定最佳输

送参数等。

4.2 信息物理系统

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s，CPS）是计算

进程与物理进程的集成和相互影响，即通过嵌入式计算机和

网络实现对物理进行的检查和控制，并通过反馈循环实现物

理进行对计算进行的影响 [3]。它是集计算、通信与控制 3C

（Computation、Communication、Contral）技术于一体的只能

技术，具有实时、安全、可靠、高性能等特点。

绞吸挖泥船智能操作系统恰好是一种符合（CPS）所针对

的复杂、异构、可靠性要求高的应用系统。智能化操作系统

的实现需要包括船舶自身性能、土质条件、管线条件、设备

状态、周围环境等多源异构信息的职称。图3为一般形式下

的CPS系统体系结构，与传统传感网络不同，传感器和执行

器节点均在体系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用户是反馈过程中的

重要一环，CPS中的节点具有协同和自治能力。

图3 

CPS推动绞吸挖泥船操作系统智能化主要表现以下方面：

1）提高了挖泥船操作的安全性 [4][5]。随着挖泥船自动

化程度的提高，挖泥船船员配备逐渐减少，提高挖泥船整个

系统的可靠性是船舶安全的重要保证。目前已有学者将复杂

网络理论应用于CPS设计中，建立了预防、监测、防御性修复、

系统复原和制止相似攻击等抵制攻击的CPS安全机制，用于

提升网络的稳定性、安全性和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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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挖泥船施工效率。CPS 设备采用分散式布控，

在各节点自主感知控制的基础上，结合中枢可调节反馈控制

来实现系统的调度和决策，通过赋予节点自治性，优化控制

模型的精准度，实现系统的自主自适应调节，提高系统响应

速度和执行效率，实现在信息反馈到决策者的同时，利用执

行器在当地实施处理和解决问题，是 CPS 具有更好的性能优

势。

3）提高船舶设备的兼容性 [6~8]。CPS可以动态地接受各

类组件的接入和退出，从而有利于系统自身的动态调整和构

造大规模的复杂系统，以自动适应不同的操作条件和应用需

求。兼容性的提高对于挖泥船智能化操作十分重要，目前绞

吸挖泥设备重量较多、规格也不同，应用CPS可以很好的适

应不同挖泥船存在不同型号备件的问题，从而降低成本。

4.3 物联网

物联网是在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通信网络的基础上，

针对不同应用领域的需求，利用具有感知、通信与计算能力

的智能物体自动获取物理世界的各种信息，将所有能够独立

寻址的物理对象互联起来，实现全面感知、可靠传输、智能

分析处理，构建人与物、物与物互联的智能信息服务系统。

在疏浚施工领域，全球定位系统、雷达、电子海图显示与信

息系统、桥架系统、泥泵系统、挖泥船辅助决策系统、远程

监控系统等技术手段的应用使绞吸挖泥船向信息化和智能化

防线迅速发展，但离真正的自动感知、主管分析、智慧操作

的智能挖泥船还有一定距离。物联网的出现可以为挖泥船智

能化操作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结合挖泥船具体特征和施工

环境，基于物联网框架构建了“船联网”[9]，船联网一般是

基于挖泥船管理精细化、操作人性化为目的，以挖泥船为对象，

覆盖航道、港口和码头，融合物联网核心技术，以数据为中心，

实现人船互联、船船互联等的综合服务网络 [10][11]。

5 绞吸挖泥船智能化的实现

绞吸挖泥船疏浚施工过程是非常复杂，需要涵盖气象、

水文、土质、管线、船舶设备状态、挖掘能力、输送能力等

方面内容，因此其智能化的实现也是一个相对困难的过程。

结合绞吸挖泥船施工情况，智能化操作的实现需要解决一下

问题。

（1）泥泵与柴油机负荷关系 [12]

疏浚施工中，管线过短，泥泵流量过大时，容易造成柴

油机超负荷。特别是刚吸入泥浆的瞬间，由于泥浆在泥泵中

产生较大的离心力（相对清水来说），流量会瞬间增加，更

容易造成柴油机超负荷现象。

根据柴油机特性曲线（如图4），当适当降低柴油机转

速（最低到B点），泥泵清水流量会下降，柴油机负荷会得

到控制。当管路中拥有泥浆时，由于摩阻的增加，泥泵流量

会降低，柴油机负荷下降，这时为了提高输送产量，可以增

加柴油机转速并进行正常施工。因此智能化操作需要解决泥

泵与柴油机负荷的关系，使泥泵转速能够根据负荷变化自动

增减。

图4 柴油机特性曲线

（2）横移速度与吸入真空、流速、排压等的关系

横移速度是控制挖泥船操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绞吸挖

泥船施工过程中，若出现吸入真空较大的情况，应降低横移

速度，减少吸口的吸入量；若出现流速较低，排压较大的情

况，判断是输送困难，应及时降低横移速度来缓解输送难题，

而不能抬高挖泥船桥梁，否则极易出现堵管情况。因此绞吸

挖泥船智能化需要实现横移速度随吸入真空、流速、排压等

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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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起降桥梁、移锚、换台车控制

起降桥梁、移锚、换台车都是绞吸挖泥船的必要操作步

骤，且操作时间需要根据前移距和台车行程来确定，目前都

是人工操作。因此绞吸挖泥船智能化需要实现起降桥梁、移锚、

换台车根据需要自动控制。

（4）施工工艺自动优化

绞吸挖泥船智能化操作需要挖泥船能够自动优化工艺，

根据以往施工工程的情况，确定几种试挖方案，并从以往类

似工程的历史数据确定方案的施工参数，包括大分层施工或

单层施工、前移距、切厚等，通过试挖确定最佳施工工艺，

当施工土质发生较大变化时及时对施工工艺进行调整。

6 总结

绞吸挖泥船操作系统智能化是在大数据、信息物理系统、

物联网等技术和概念的推动下发展的，是继船舶自动化、信

息化后挖泥船行业的又一重要发展趋势。未来将实现绞吸挖

泥船施工的智能化操作系统，在提升船舶施工效率的同时降

低施工成本，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但绞吸挖泥船智能化的发展也会遇到一些阻碍，主要表

现在1）构建全球范围内挖泥船施工系统物联网在技术上可

行，但当前海事卫星宽带有限，费用昂贵，需要对船舶通信

系统进行布设、更新和升级；2）大数据处理和驾驶台无人操

作过程对计算能力要求很高，目前通用计算机很难满足需求，

需要升级硬件，提升计算速度和能力；3）操作系统智能化程

度越高，人参与就越少，一旦发生事故就可能造成比较严重

的后果，因此绞吸挖泥船智能化操作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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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润，自疏浚始

" 富润屋，德润身。"(《大学》)，

国之润，自疏浚始。水，滋润着古老

的华夏文明，也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与

力量。中国是一个水利大国，水与人

民的生产生活、社会发展、国家兴衰

息息相关。疏浚源远流长，中国是世

界上最早人工疏浚河道、开挖运河、

沟通水系以开展排洪灌溉、发展航运

的文明古国。溯其源，公元前 21 世纪

的大禹治水，就已开创了最早的水利

疏浚工程。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等工

程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至

今依然发挥着防洪灌溉、通航运输的

重要作用。黄河、长江、珠江、海河、

淮河——无一不烙下先民疏浚与治理

的伟大功绩。

中国现代疏浚业始于 1897 年成

立的海河工程局，至今已经走过 120

年的历史。跨越三个世纪的沧桑岁月，

海河工程局经历了晚清王朝、北洋政

府、国民政府、日伪政权统治下艰难

曲折的发展，终于迎来了新中国建设、

改革的新时代。通过锐意改革和自主

创新，它成为民族疏浚业的佼佼者，

并走向世界，追寻新的梦想。

一

海河工程局是洋务运动末的制度

创新，是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创

建的非营利性现代疏浚专业机构，授

权洋人担任总工程师全面负责，并得

到外国官商的通力合作。自 1897 年建

立以来，其组织迭经变迁。

公益法人，1945 年以前的机构形

态。它是中外官商各利益相关方合作

组成的公共事业机构，为非营利性与

非政府性的独立法人。

事业单位，1945-1949 年。抗战

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海河工程局，转

变为政府管理的事业机构。

国营企业，1949-1959 年。新中

国成立后，海河工程处和随后组建的

疏浚公司成为政府直接经营的国营企

业。

事业单位，1959-1985 年。天津

航道局 ( 今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戸，先后归属天津市和交通部。计划

经济时期，天津航道局是对上实行差

额预算、对内采取企业化管理的事业

单位。

国有企业，1986-2006 年。改革

开放后不久，天航局转型为独立经营

的国有企业，并开始长达 20 年的改革

与转型。

现代公司，2006 年正式改制成为

中交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现代公

司治理为跨越式发展开启了崭新的一

页。

一个经济组织经历如此多样化的

形态，极为罕见。而不同的组织形态，

其治理结构与经营模式也各具特色。

这是天航局适应不同时代的选择，其

制度遗产与现实探索也是学术界有待

开发的一座宝库，富有研究价值与现

实意义。以公益法人从事公共工程与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传统模式的现

代创新，但其拓展空间受到非营利性

质的限制。事业单位与传统国营企业

都由上级政府主导，可能因集中资源

带来一段时间的高成长，但与市场隔

绝，缺乏自主性与独立性，不具备可

持续性，长期来说几乎不可能摆脱低

效率。现代公司制下的国企，市场化

独立经营，则具有无限生机与发展空

间。

二

120 年沧海桑田，潮起潮落。

120 年战风斗浪，四海为家。

120 年风雨兼程，春华秋实。

从天津到全国，进而走向世界；

从技术引进，到本土适应性改造，进

而自主创新；从曲折艰难探索到具备

国际竞争力；从海河截弯取直的壮举、

到担负保障北方港口航道通航安全的

重任，再到生态环保治理、建设美丽

龙登高教授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

家园，再到海岛吹填的惊世之举……

天航局是如何一步步实现华丽转型的，

这 120 年历经了哪些磨炼、变化与升

华 ?

1. 海河工程局成立后在特殊的历

史背景下形成公益法人治理模式，造

就其独特的演进轨迹与发展特征。①

国中外官商各利益关联方合作博弈之

下形成非政府性的独立公益机构，使

之能够避免近代中国政权鼎革频仍、

政局与社会动荡所带来的冲击，保持

相对平稳的发展。②中外不同利益主

体在天津港航道治理上形成命运共同

体，能够整合和集成各种生产要素与

资源，特别是引进先进设备、吸引海

外技术与管理人才、中外融资等方面，

从而形成活力、提高效率。海河工程

局留下制度基因的同时，公益法人模

式也造成某些局限：一是其非营利性

限制了自身利润积累下的扩大再生产；

二是地域性的资金来源与机构性质使

之业务范围局限于天津，从而难以形

成规模化经营，缺乏进一步拓展的能

力与空间。

2. 久经战乱与经济动荡之后，

1949 年天航局迎来了新生。①它成为

国营企业，1959 年之后转为事业单位

但仍具有企业化的特征，这使它有望

通过提升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取得更

高的经济效益。②其机构特征与资金

来源不再囿于天津一域，其业务与经

营走出津沽，走向全国，迎来广阔的

发展空间。③作为中央政府下的企业

与机构，获得了全国性的资金、人力

与物力的配置，如 1964 年国家不惜

花费 170 万英镑 ( 折合 4 吨黄金 ) 的

巨资购置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挖泥船

" 浚通 " 号，又如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大建港时期资金、设备与业务等方面

得到迅猛的扩张。④党的领导和组织

保障强化了企业的组织力、凝聚力与

战斗力。

然而，计划经济的弊端与政策失

误也给天航局带来困难与挫折。一是。

左倾"思潮的干扰，特别是"大跃进”“文

化大革命 " 等造成冲击。二是计划经

济体制之下，作为事业单位缺乏经营

主体性，完全受政府支配，其发展陷

入起落不定的波动状态，如。大跃进 "

时期员工人数盲目扩张，三年困难时

期连职工生活都难以保障，被迫 " 劳

逸结合”，正常的生产也受阻。三是

受条块分割的影响，资源不能有效整

合。四是意识形态反对物质激励，员

工积极性受挫，缺乏活力。

3. 天航局渡过峥嵘岁月，迎来改

革开放的春天。但改革是渐进式的，

探索是曲折的，转型是艰难的。①渐

进式的国企改革，虽然曲折，却也基

本上保障了社会经济在稳定中实现转

型，并从根本上促进了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的伟大转变。1980 年交通部明

确天航局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1986 年事改企。1998 年天航局与交

通部脱钩，实现政企分离。2006 年实

现现代公司治理。②从政府包办到自

主独立，企业外部制度经常遭遇政策

不配套与市场不完善，国企改革在试

错与纠错中前行。如“事改企”之后

试行承包制，几年的探索表明，国企

很难形成与承包制之下相应的激励机

制与约束机制。经营管理模式也屡经

变化，国企负担重，20 世纪 90 年代

不得不实行多种经营，想方设法通过

创收解决富余员工的生存问题。但实

践发现，多种经营损害了主营业本与

核心竞争力的成长。③国企改革能渡

过转型困难与深水区，离不开党的坚

强领导，离不开天航局几代领导集体

的探索，也离不开全体员工顾全大局

的努力。在世纪之交下岗分流、减员

增效的过程中，下岗与再就业的员工

以小我牺牲换来天航局的生机焕发。

在这些探索与转型过程中、天航局全

体员工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困难，改革

成果来之不易，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并能丰富企业处营与经济转型的学术

探索。

4.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

苦寒来。经过艰辛的探索，2006 年中

交天航局终于确立了现代公司制度，

并得益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

善，中交天航局从公司化、市场化、

国际化中进一步释放了生机，焕发了

活力。各项经济指标都有不俗的表现，

中交天航局与国际四大疏浚公司相

比，20 世纪不敢望其项背，进入 21

世纪差距逐渐缩小。2009 年各项指标

仍然落后，2015 年则多数指标跻身其

列，一些指标甚至有所超越，成为国

际行业巨头的有力挑战者和竞争者 !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可以

肯定的，天航局的成长壮大乃至脱胎

换骨的变化，既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

模式可以完美解释，更不是任何现成

的理论模式指导下的产物。它是一座

宝库需要我们去挖掘，去总结，去提

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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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疏浚行业
2017 年第三、四季度大事记

7 月 7 日

●  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贯通仪式在西人

工岛举行，标志着历经四年 34 次的“深海之

吻”，港珠澳大桥核心控制性工程——海底

沉管隧道全线贯通。

7 月 11 日 

●  浙江天韵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签下

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三桥江、后庙河、

庙西河综合整治项目工程。

7 月 14 日

●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与高州市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水砣式浮

泥层探测器”成果获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

利授权。

7 月 24 日

●  中交生态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与桑德集

团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水环境综合治理、固废处置、特色小镇，以

及绿色金融、环保科技研发等方面开展全方

位合作。

7 月 25 日

●  中国疏浚协会正式批准疏浚设备专委

会调整委员。

8 月 3 日

●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为长江航

道局建造的 6000 方自航耙吸挖泥船在文冲厂

区顺利点火开工。其配备的中压全电力驱动

系统、双耙变频电驱水下泵系统、“浚测一体”

系统等，技术含量之高，在亚洲同类型挖泥

船中均首屈一指。

8 月 4 日

●  中交生态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与中水北

方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健在

水环境治理、水利设置领域发挥各自优势开

展全方位合作。

8 月 7 日

●  中交广州航道局水运工程设计研究院

“黑臭河涌立体式原位生态修复系统”荣获

中国交建 2017 年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8 月 8 日

●  中交疏浚承揽，天津航道局环保公司

负责实施治理的昆明市海河环保清淤与生态

修复工程通过综合整治成为国内首个“黑臭

水体”成功销号的案例。

8 月 14 日

●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顺利获

得甘肃房建、市政及水利市场的准入资格。

8 月 22 日

●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成功中标海

花岛滨海大道下穿隧道工程，该项目为公司

首个市政工程项目。

8 月 24 日 

●  浙江天韵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签下

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闸浦水质提升工程。

8 月 27 日

中交上海航道局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

工程顺利开工。该项目建成后，将科伦坡打

造成南亚地区的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

9 月 1 日

●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与中交第四

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9 月 4 日

●  中国疏浚协会团体标准正式在全国团

体标准信息平台注册，标志着疏浚行业标准

体系建设迈向新台阶。

9 月 11 日

●  中国交建与东营市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中交生态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本次

框架协议具体实施主体，承担东营市东营河

东及北二路环境治理等 4 个项目实施任务。

●  中交四航局董事长、党委书记梁卓仁

出席香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9 月 12 日

●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成功中标闽

江水口至沙溪口航道整治工程，合同金额为

11137.37 万元。

9 月 13 日

●  中交生态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与中交天

航局组成的联合体，中标昆明市宜良县流域

综合治理及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PPP 项目，项

目总投资约为 9.2 亿元。

9 月 18 日

●  中交一航一公司参建的深中通道西人

工岛最后一个钢圆筒成功振沉，标志着这一

新的超级工程已然驶入建设快车道。世界最

大钢圆筒、世界最大振动锤、世界首例软土

地基处理等高难度技术在这个超级工程中的

突破性应用，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建造者们的

能力与智慧。

9 月 23 日

●  由天津港航工程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多功能海上施工自升平台“港航平 9”成功

下水，是国家“十三五”海洋经济创新发展

示范城市的入库项目。

9 月 24 日 

●  中交四航局与西安市长安区签订战略

协议，协议涵盖轨道交通、地下空间、综合

管廊、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领域及水利环保

领域。

9 月 25 日

●  中交天航滨海公司提交的疏浚工艺疏

浚分析系统 V1.0 和疏浚施工数据运用与辅助

分析系统 V1.0，全部获得国家版权局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9 月 26 日

●  中国电建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与北

控水务签署乌鲁木齐“水进城”项目合作协议。

9 月 28 日

●  天津普友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20 周年。

●  中国疏浚协会水环境生态治理与保护

专业委员会 2017 年专委会工作会在天津召

开。

9 月

●  中交四航局中标广州车陂路 - 新滘东

路隧道工程，中标价逾 24.5 亿元。

●  中交天航滨海公司承建的唐山港京唐

港区 20 万吨级航道工程项目荣获 2016 年度

全国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一等成果。

10 月 1 日

●  中交四航局沙特吉赞经济城商业港项

目码头基槽疏浚施工正式启动。

10 月 13 日

●  受中交疏浚委托，中交生态环保投资

有限公司联合天航局、上航局、广航局以中

交疏浚名义与中国环科院等多家单位共建的

国家级工程实验室——“湖泊水污染治理与

生态修复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举行启动大

会。

10 月 16 日

●  中交国际中心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

顶，项目高 216 米，是成都市天府新区地标

性建筑。

10 月 18 日

●  中国交建总裁助理、中交疏浚董事长

周静波出席中交环保、中交天航局与昆明市

宜良县政府签署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投资协议

的签字仪式。

10 月 24 日

●  江苏巨鑫钢管技术中心被认定为

2017 年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10 月 26 日

●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成功中标

珠海港高栏港区 5 万吨黄茅海航道一期工

程及主航道维护 PPP 项目，这是广航局中

标的首个 PPP 项目，合同金额为 224148.37

万元。

●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荣获中国施

工企业管理协会“2017 年度工程建设诚信典

型企业”荣誉称号，企业信用评价 AAA 级信

企业。

10 月 31 日

●  中交生态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同意共同

组建“流域环境综合治理研究中心（河长智

库）”，围绕流域污染治理、方案、技术、

装备开展合作研究。

10 月

●  江段三级航道整治工程项目。

●  中交天航滨海公司《大型绞吸船开挖

密实粉砂关键技术》、《大型绞吸挖泥船输

送管线泥沙分离施工工艺研究》两项成果，

在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成果鉴定会上分别

被鉴定为达到“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

水平。

11 月 1 日

●  中交天航滨海公司研究成果绞吸船拨

石碎石装备应用研究获得中施企协科学技术

奖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

11 月 1 日

●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成功中标

连云港港 30 万吨级航道二期工程航道疏浚

施工项目 LYG-302-H1.3 标段，合同金额为

33313.558 万元。

●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成功中标广

州南沙国际邮轮码头工程疏浚工程，合同金

额为 30211.2486 万元。

11 月 3 日

●  亚洲最大、最先进的由中交天津航

道局有限公司投资并联合设计，振华重工建

造的 6600 千瓦绞刀功率重型自航绞吸挖泥船

“天鲲号”在江苏启东成功下水。

●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成功中标

深圳机场三跑道扩建工程场地陆域形成及

软基处理工程，合同金额为 133720.07 万

元。

11 月 6 日

●  中交疏浚成功拿下雄安新区“第一

标”——雄安新区 9 号地块一区造林项目

EPC 总承包项目第四标段。该项目的建设，

标志着中交疏浚在全力支持和主动服务雄

安新区规划建设的征程上迈出了实质性一

步。

11 月 8 日

●  长江航道局“十三五”规划最大内河

整治工程长江“645 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  加纳总统视察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

司参建的加纳特码新集装箱码头项目。

11 月 14 日

●  经江苏省科技厅、江苏省教育厅同

意，江苏巨鑫钢管企业研究生工作站喜获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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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

●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科研项目

“疏浚船舶运行数据传输与共享管理系统”

通过验收，“新一代超大型耙吸船人工智能

监控系统技术研究与应用”通过立项。

11 月 16 日

●  由中交生态环保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的

宜良县流域综合治理及水利设施建设工程PPP

项目老青龙水库工程举行开工仪式，宜良县

副县长孙自林出席仪式。

11 月 20 日

●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与浩蓝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1 月 24 日

●  江苏巨鑫钢管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

贯标认证。

●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与长江航

道局在广州签订了长江下游12.5米深水航道维

护疏浚13800方自航耙吸式挖泥船建造合同。

11 月 27 日

●  中国疏浚协会技术专家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了增补委员、双

十佳评选结果等议案。

11 月 28 日

●  在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

召开期间，中交疏浚在京举办“走进中国交建，

联通一带一路”主题活动。

11 月 27-29 日

●  为隆重纪念中国疏浚业诞生 120 周

年，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在京

开幕。此会议是亚洲疏浚行业最高规格会议，

大会以“疏浚·生态·可持续”为主题，来

自世界各地的 300 余名行业精英围绕疏浚行

业各领域的前沿科技，聚焦智能疏浚、疏浚

施工、生态疏浚、装备制造等领域，共同商

讨世界疏浚界新时期行业发展大趋势并评选

出亚洲疏浚业特殊贡献奖、新世纪以来中国

疏浚业十大创新工程和十大创新成果、优秀

论文、青年才俊等奖项。

11 月 28 日

●  为展示中国近代疏浚和百年天航的悠

久历史，由中交疏浚、中国疏浚协会和天航

局共同主办的首个中国疏浚历史专题成就展

《中国梦 新时代 新征程——纪念中国疏浚、

中交疏浚、天航局诞生 120 周年主题成就展

暨海上丝绸之路精品文物展》在京举办。

12 月 1 日

●  由中交环保、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

司投资的成都锦江水生态治理和锦江绿道建

设工程举行启动仪式，四川省委常委、成都

市委书记范锐平出席开工仪式。这标志着这

一民生工程正式启动。

12 月 2 日

●  中国疏浚协会水利疏浚专业委员会

2017年工作会议暨专委会换届会议在武汉召开。

12 月 4 日

●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建设的首批十二

艘千吨级货船安全通过南宁市邕宁水利枢纽

船闸，宣告着南宁市邕宁水利枢纽船闸正式

建成试通航。

12 月 5 日

●  由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建造的世

界首艘智能商船——中船iDolphin38800吨智能

散货船“大智轮”在上海海事展首日正式发布。

●  在中国创新设计大会颁奖仪式上，中

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研发的“天鲸号”绞吸

式挖泥船获评2017年度“中国好设计金奖”。

12 月 6 日

●  天津港航工程有限公司顺利完成天津

南港海上风电场一期工程国内首台海上风电领

域单机容量最大的（5MW）散体拼装风机吊装。

12 月 8 日

●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与台州市基

础设施投资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2 月 10 日

●  由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和振华

重工联合打造的，中交上海航道局参建的上海

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区四期工程开港大会

在洋山举行，这是全球单体最大的全自动化码

头，也是全球综合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码头。

12 月 13 日

●  2016-2017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总结

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由天航局

公司中标，中交天航滨海公司负责承建的天

津港 25 万吨级航道工程项目荣获 2016-2017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

12 月 21 日

●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古雷项目部

荣获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状”称号，“智龙”

荣获福建省“工人先锋号”称号，郑荣良荣

获福建省“金牌工人”称号。

12 月 26 日

●  中国疏浚协会正式批准水利疏浚专业

委员会调整承办单位为是湖北长江清淤疏浚

工程有限公司及调整委员。

●  中央企业熠星创新创意大赛总结活动

在北京举办。中交星宇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一

等奖 1 个、三等奖 1 个、优秀奖 2 个。

12 月 27 日

●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凭借

在“天鸽”台风灾后救援、“‘和你在一起’

大型公益” 等活动中的突出贡献，首次荣

获2017年度“珠海市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

●  强大泵业同中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

作，建设全寿命周期产品数据管理系统，实

现企业内部各系统数据同步共享，使企业信

息化工作逐步迈向了智能化。

●  强大泵业投资 4.5 亿进行智能化生产

基地建设，占地面积 200 亩，建筑面积 8 万

平方米。2018 年将建成智能化、绿色化生产

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