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方案”“转向”“世界方案”；必须要从生产产品“转

向”创造价值；必须从自主成长“转向”同为分享。为此，

就要树立“世界眼光、国际标准、跨国能力、民族品质”，

就要强基础、调结构、提实力、上水平。

中国疏浚发展必须要迎难而上先行“过坎”。中

国疏浚持续发展 , 要以更好满足并能引领更宽领域、

更高水准的市场需求为新起点。客观审视自己，中国

疏浚还要跨过四道坎：一是完善全行业产业链并提升

价值链创造能力的“坎”；二是夯实行业发展基础、

培育“标准 - 产品 - 服务”三位一体先进制造体系的

“坎”；三是打通理念、人才、资源、研发等瓶颈，

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坎”；四是提高国际化运

营能力的“坎”。

中国疏浚还必须要坚定信念执着“爬坡”。在需

求增长乏力、生态环境严峻、产业深度变革的条件下，

全行业需要携手合力，砥砺前行，坚韧“爬坡”。就

是要确立“国际领先、更大贡献”的目标，就是要瞄

准“极限”标准，就是要依赖创新的动力，接长补短，

创优争先，在培育一批中国疏浚龙头企业、国际名牌、

行业冠军的基础上，切实在核心能力上达到国际先进，

进而实现全行业整体进步。

这次大会，理事会明确提出中国疏浚新阶段的奋

斗目标：即“力争到 2025 年，实现中国疏浚行业跨

入世界疏浚先进行列，发展成为全球疏浚及相关业务

领域的技术、人才、资本、规则和新兴业态开发的高

地，成为主导全球疏浚与生态环境建设领域创新与发

展的中心，并在六个方面实现做强做优”。这一目标，

反映了广大会员的共同意愿，得到了普遍响应。我们

要以此定向，扎实工作，确保兑现。

今后的工作需要全行业有共识、多共商、抓共建、

促共赢。协会理事会就要和全行业各会员单位一起，

有效组织、有力推进。从协会和行业推进发展的用力

方向来说，就是要聚焦到五个“动”上来： 

一是通过战略导引，深化创新驱动。疏浚及其延

伸业务技术门槛高，涉及学科多，产业链条长。特别

是水环境生态建设、远海深水工程领域。唯有技术创

新进步，才能支撑产业兴盛。协会技术专家委员会要

发挥统领作用，动员全行业、跨行业的技术资源，深

化研究编制《中国疏浚行业技术发展指南》，在提升

现有技术能力的基础上，深入融合大数据、云计算、

智能化等新技术，布局新一代生态化、智能化疏浚技

术及其装备研发，用先进技术引领需求，开发市场，

占据高位，持续发展。

二是通过制度规范，强化政策带动。规范有序是

行业高效运行的保证。“依法自治”的协会更要着力

把行业相关各方的关注焦点聚焦到大目标上来。协会

要多听取会员意见，多反映会员呼声，制定好符合行

业发展趋势和广大会员根本利益的行业性政策及制度

规范，维护秩序，协同步调，壮大行业。

三是通过有效组织，促进产业联动。聚集优势，

互联互通，是行业发展的前提。而协会就是要发挥好

组织的功能，不断构建结构新、链接紧、互动好的产

业链，进而产生放大价值链的效应。协会部署的行业

重大科研课题、团体标准体系建设、认定推荐行业品

牌产品等重点工作，切合行业整合资源、梳理关系、

密切联系的实际需要，应当持续深入，使之成为推动

行业建设的有效抓手。

四是通过搭建平台，增进交流互动。信息畅通、

情感融通是协会建设的一大使命。第四届理事会注重

搭建了专家研讨决策、研发重大课题、开展孵化服务、

推荐优质产品、构建团体标准、选树创新工程、扩大

国际交流、建树品牌影响等多个平台，广大会员要充

分利用，积极参与，深化合作，实现共赢。

五是通过信用建设，促进健康能动。中国疏浚是讲

诚信、重道德、守规矩的行业。面向未来，我们务必要

传承美德，恪守信用，尊重彼此，维护声名。这次大会

通过的《中国疏浚协会行业诚信自律规约》，需要全行

业宣贯践行，让诚信成为中国疏浚优秀文化的基因。

同志们，在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开启

了向中国疏浚做强做优的新高度奋勇登攀的伟大征

程。困难肯定有，信心更可贵。借用习近平总书记

今年 1 月 17 日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

上所作的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

旨演讲中的一段话，与全体与会代表共勉：“遇到

了困难，不要埋怨自己，不要指责他人，不要放弃

信心，不要逃避责任，而是要一起来战胜困难。历

史是勇敢者创造的，让我们拿出信心，采取行动，

携手向着未来前进。”

卷首语

第四届会员大会是在全球疏浚市场发展进入新常

态、产业增长模式变革行至新拐点、中国疏浚持续进

步面对新挑战、协会自身改革建设开启新进程之际召

开的。这次大会，上级领导重视、广大会员期待、行

业上下关注，因而是建会以来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

这次大会历经专家委员会、领导小组扩大会、预

备会议、会员大会、理事会等五个环节，审议通过 14

项议案，选举产生了新的协会领导集体，提出了今后

一个时期协会与行业发展战略目标和工作重点。任务

重、效率高，成效显。概括主要成果，主要有三点：

一是深化脱钩改革，强化自身建设。第四届会员

大会，全面贯彻国家关于协会脱钩改革的总要求、总

部署，通过《章程》修订、制度建设、会员确认、民

主推选等重要程序，系统构建了“依法自治、合规运营、

强化建设、主导发展”的基础，特别是通过第四届会

员大会，做出一系列重大决议，选举产生了新体制下

的新一届协会理事会、负责人和监事，标志着中国疏

浚协会组织结构和治理体制上的重大转换。

二是谋划发展大局，推进转型升级。这次会员大

会，把握国家发展重大战略机遇，把握行业发展基本

趋势和基本规律，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确立了生态疏浚、绿色发展、创新

驱动、自主提升、同为共享、做强做优的指导方针、

战略目标、主要工作和基本标志，把推进全行业转型

升级、协同发展、能力提升、国际合作作为主线和优

先级，厘清发展要素，摆正用力方向，优化业务布局。

三是凝聚各方力量，开启创新进程。这次会员大

会，基于“命运、利益、责任共同体”和“渊源、事

业、情感大家庭”的理念、立场和原则，从行业、协

会、会员共同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运用专委会、多

平台、大课题等抓手，聚焦中心，强化沟通，聚合优

势，促成合作，构建联盟化、集成化、一体化的行业

创新发展新模式，努力营造政策沟通、信息畅通、事

业贯通、利益互通、情感融通的中国疏浚“家和业兴”

大环境。

有了长足进步的中国疏浚行业正在驶向新未来。

全球化必然促使世界范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疏浚

行业能否把握战略机遇期，不依客观而取决自身。

中国疏浚发展必须要主动积极实现“转向”。因为

环境、市场、技术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要从传统疏浚

“转向”生态疏浚；必须要从量变阶段“转向”质变阶

段；必须要从经验模式“转向”智能模式；必须要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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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创新发展新进程   勇攀做强做优新高度
——王海怀理事长在第四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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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重器   自主创新
切实提升我国疏浚装备核心能力

栏目策划人  云帆

疏浚行业是高技术、大投入、重装备的行业，突出表现就是疏浚施工能力和效率对疏浚装备有着极

强的依赖性。挖泥船被认为是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船舶，其核心技术主要体现在船型、动力、疏浚设备、

疏浚控制系统、信息系统等重要环节的先进性、集成性及其对复杂工程的适应性、适配性上。

从上世纪 70 年代投入使用的 4500 方国产挖泥船“劲松”和“险峰”；到 2007 年被誉为 “神州第一耙”

的 13500 方耙吸式挖泥船“新海虎”成功交付，奠定后续大型耙吸挖泥船建造的基础；再到 2011 年，

我国自主研制建造当时舱容量最大的耙吸挖泥船“通途”轮，乃至近几年来先后建成投产的亚洲最大绞

吸式挖泥船——“天鲸”号、亚洲最大耙吸式挖泥船“浚洋一”，以及目前正在建造国内自主设计的绞

吸式挖泥船“天鲲”号，中国疏浚一直在通过持续创新，不断提高挖泥船研制水平，强化疏浚装备核心

能力。

本期特别策划栏目，邀请部分会员单位阐述疏浚装备的管理优化、研发情况及核心技术特点，探讨“大

国重器”未来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方向，从而有力推动中国疏浚实现做强做优伟大目标。

Dredging is an industry of high technology, high investment and heavy equipment, which manifests in the strong 

dependence of dredging capability and productivity on the dredging equipment. Dredgers are considered as ships of high 

technology and high added value, with the core technology mainly manifests in the adaptability and compatibility with complex 

projects, the advanced nature and integration in crucial links such as ship type, power system, dredging equipment, dredging 

control system and information system.

Since the deployment of the 4500 m³ domestically built dredgers “Jin Song” and “Xian Feng”in 1970s, CDC has been 

improving its dredger designing capability and strengthening its core competence of dredging equipment through continuous 

innovations: in 2007, the successful delivery of Xin Hai Hu, a 13500m³ trailing suction hopper dredger and honoured as China’s 

No.1 TSHD then,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following large trailing suction hopper dredgers; in 2011, Tong Tu, a TSHD boasting the 

biggist hopper capacity in Asia then, was independently designed and built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ian Jin Hao, the largest 

cutter suction dredger in Asia, and Jun Yang Yi, the largest trailing suction hopper dredger in Asia, were successively built and 

put into operation; Tian Kun Hao, an independently designed cutter suction dredger is being built at present. 

This special program invites member companies and institutions to elaborate on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development 

status and cor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redging equipment and to discuss the motivation and direction of future innovation 

of “the pillars of a great power,”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goal of strengthening, optimizing, and boosting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推行船舶星级管理的思考

康学增

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摘要：中交疏浚集团自 2016 年初开展船舶星级管理，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与成绩，本文重点论述了

船舶管理的起源，中交疏浚船舶现状，船舶星级管理的重要意义以及管理目标等。

关键词：船舶；星级管理

Abstract: From 2016, CCCC Dredging (Group) Company Limited (CDC) introduced star-

evaluation in its ship management system. With this move, CDC gained certain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ship management, the status of ships owned by 

CDC, the importance and management goal of star-evaluation management of ships.

Key words:  vessel; Star-evalu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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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船舶星级管理缘于“三学一创”，“华铜海”轮是其

中的船舶学习标杆，该轮建于 1975 年，是 6.5 万吨级的

散装船，1980 年由广远从挪威买入，自 1984 年出租以后

的多年中，没出过一次事故，没误过一天船期，55 次的

煤改粮运输，验舱均一次通过，效益良好，被国际航运界

誉为“中国出租船的一面旗帜”，成为“海上中华名牌”，

50多次受到国家及省部级表彰，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自 1992 年，轰轰烈烈的学习“华铜海”轮活动逐步延伸

至整个交通行业，并由此演变为全国交通系统的个人学包

起帆、集体学“华铜海 "、单位学青岛港、创建文明行业

的“三学一创 " 活动。

以“三学一创 " 为基础，天远开始在船舶的标准化管

理上进行了大量的、有益的探索，进行了补充和创新，逐

步形成了一套完善的、量化的船舶综合管理体系，并在整

个中远系统推广使用，船队建设显著加强 , 经济效益提升

明显。这套管理制度共 7 章 21 条，船舶分“三、四、五”

三个星级别 , 五星级为最高 , 视为双文明标兵船。考核标

准详尽明确 , 便于操作 , 规定五年为一个承包周期 , 每年考

核一次。由于考核结果最终以星级进行评价认定，所以这

套考评机制被定为“船舶星级管理”，通过这个模式对船

舶进行管理，不仅全面、系统，最重要的是公平、公正、

客观，对提升船舶综合管理水平可以起到真正的促进作用。

鉴于中远系统推行船舶星级管理的成功经验，国内各

航运企业争相效仿，诸多工程船队结合自身特点也创建了

独具特色的船舶星级制管理运行体系，船容船貌、船员素

质、设备保障、安全性能以及盈利水平等均有较大改观。

2 现状

回顾历史，国内自主设计建造疏浚船舶始于“十五”

后期，特别是大型现代化的挖泥船，起步较晚。船舶设计

上以绞吸船为主的上海交大和以耙吸船为主的 708 所介入

疏浚船舶领域不过十余年，从仿造到与疏浚企业特别是三

家航道局的合作，经过多年坚持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的道路，设计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与国际知名设计单

位 IHC 相比差距仍很明显，对设备配置与整体性能的研究

仍不够深刻。在船舶建造上，国内较大型的船厂，如文冲、

港闸、招商重工、4808、4810、上海振华重工等，其疏

浚船舶的建造能力无一不是国内疏浚企业培育出来的，由

于缺乏建造经验，也无疑给疏浚船舶的设计理念、整体性

能等方面带来先天不足。

从另一个角度看，疏浚船舶的能力差距还表现在管理

粗放上，当今社会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管理再不能感性和

主观臆断，要上升到理性、科学、客观，每一行为应有科

学依据。试想在设备管理上，修理是否安排合理、修费效

率是否最高，运转是否发挥了最大潜力，备配件订购、库

存是否符合标准，施工的工艺工法是否合理，运行安全是

否真正得到保障，船员技术和业务水平、工作状态如何，

人船是否和谐，船舶的盈利水平，都需要有科学的标尺来

衡量。

据测算，国际领先的四大疏浚企业船舶运行毛利率平

均在 40%-50% 之间，而我们的船舶平均约在 20-30% 之间，

盈利能力差距接近一倍。同款、同规格船舶，相同工况条

件下施工，我们的船舶与四大疏浚的船舶存在较明显的差

距，这基本是业界的共识。中交疏浚就船舶的数量和质量

而言，尚处在大而不强的状况，船舶的总体数量、总装机

功率、总舱容量均属全球第一，但高精尖的优良装备、巨

无霸型的单船核心装备、现代化节能环保清洁能源船舶还

显得比较苍白，距离世界一流疏浚企业、一流疏浚船队的

目标尚有不小的差距，需要我们在“十三五”期间补足这

块短板。

3 船舶星级管理对中交疏浚管理及未来发展的重要

意义

首先，中交疏浚船舶装备要赶超先进、争创一流就要

走弯道超车之路，就要用最快的速度打造“一流船队”，

所谓“一流船队”就是无论是同规格单船还是整体船队，

包括性能、施工、安全、盈利等在内的综合能力最强，这

需要设计、建造、运行、修理、性能反馈等一条完整产业

链的精细管理，不断优化。因此，从战略发展角度考虑，

开展船舶星级管理是打造一流船队的需要。

其次，我们的船舶与四大疏浚船舶相比，固然有如上

述提及的基础性能的差距，但主要差距是日常的规范管理

和精细管理，船舶运营的各个环节差距积少成多，最终就

表现在总体盈利能力的较大差距上。船舶星级管理的核心

内容是将日常的管理细化考核、量化考核，加强正确方向

的引导。因此，从提质增效角度考虑，开展船舶星级管理

是实现企业创效的需要。

第三，中交疏浚重组整合后，只是实现了初步的融入，

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深度融合，整体效能尚未完全释放，

统筹的任务还很艰巨，去年公司船舶大会提出统筹船舶建

造、统筹船舶管理、统筹船舶使用、统筹队伍建设的四项

统筹任务，就是我们打造世界一流疏浚船队的努力方向，

特别是统筹管理具有纲举目张之意，而船舶星级管理就是

统筹管理的核心要义。中交疏浚在中国交建内部是重资产

单位，公司所属各单位的船舶装备资源要一改过去五花八

门、各自为政的现状，逐步实现差异有度、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全局一盘棋的优势格局，船舶装备的所有权和管

理权整体上应合理分配，地域分布上应合理布局，船舶装

备管理内部标准要统一，以便具体船舶的准确把握，因此，

从九个统筹任务的角度考虑，推行船舶星级管理是促进管

理融合的需要。

第四，目前，中交疏浚拥有疏浚船舶及各类辅助船舶

总计近 200 艘，总装机功率 100 万 kW 以上，随着船队结

构更新调整，单艘船舶持续向大型化、重价值方向发展，

从疏浚市场的发展形势上看，疏浚工程工况条件日趋复杂，

避免发生大的机损事故和保证生命财产安全将成为第一要

务，对于安全管理必须要坚持系统化、信息化、标准化原则，

要以体系管理作为强有力的保证。因此，从船舶的防范安

全角度考虑，推行船舶星级管理是巩固平安企业的需要。

第五，“物有不足，人可完善”，无论多么先进的船

舶皆有缺陷，再严谨的管理也难免会有疏漏，特别是面对

公司船舶不先进的现状，这些不足之处只有通过人加以完

善，船舶星级管理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鼓励员工要有一种

积极向上、爱岗敬业的精神，就是要倡导员工要有一种勤

俭奉献、团结协作的工匠精神。因此，从以人为本的管理

理念考虑，推行船舶星级管理也是打造船员队伍建设的需

要。

第六，“华铜海”轮，已不是单纯的一艘船舶，他赋

予了凝心聚力的“华铜海”灵魂，并铸就了一颗闪亮的明

星，成为了社会各界共享的荣耀。今天，我们推行船舶星

级管理的目的就是针对中交疏浚自身特点，按照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发展的要求，持续缔造出自己的品牌船舶，激发

积极向上的活力，贡献社会价值。因此，从企业品牌角度

考虑，推行船舶星级管理是打造中交海上名片的需要。

4 推行船舶星级管理的目标和主要思路

船舶星级管理是中交疏浚船舶装备管理的主体模式，

关于船舶的各项业务、各系统业务要融入其中，业务开展

的好坏都将纳入考核，以此评价。船舶星级管理的目标

确定为：截止到 2017 年底，疏浚船舶管理水平应有大幅

度提升，面貌有较大改观；至“十三五”末，船队中要

有 10% 船舶达到五星级船舶标准，20% 达到四星级标准，

50% 达到三星级标准。

推行船舶星级管理要务求实效，因此，在推进过程中，

推进思路应坚持五项原则：

一要坚持融合特色、统一标准、一套机制的原则。各

单位的管控模式有所不同，各具特色，在推行船舶星级管

理时应考虑融合方式，形式应服从内容。中交疏浚有了船

舶星级管理的统一标准，虽不一定完善，但为标准化打下

了基础，在推行过程中应予检验，必要时组织修订，保证

科学性。为促进统筹，统一尺度，各航道局之间考虑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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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查，体现公平、公正，互相学习借鉴。

二要坚持党政工团齐抓共管、部门协同、船岸联动的

原则。充分发挥党政优势，提升制度执行的刚性。船机部

门牵头，参与部门积极主动协作，船舶星级检查考评人员

技术能力要强、业务素质要符合要求。船舶星级管理离不

开岸基部门和各系统的支持，陆地相关部门和相关系统应

属于船舶星级管理体系的一部分，各负其责，应充分借助

信息化手段提高考评效率。

三要坚持选树标杆、典型示范、整体推动的原则。船

舶星级管理推进成果可考虑阶段性确认，阶段性评比，奖

励先进，鞭策后进，选树标杆，为其他船舶指明努力的方

向，确立先进典型示范，加强各层级间的横向交流学习，

互相取长补短，严格杜绝落后的特例，力求推动本单位整

个船队管理水平同步提升。

四要坚持分类指导，点面结合，形成特色的原则。船

舶星级考核评比各部分内容专业性均很强，达到较高星级

标准确不容易，关键是对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理解，对

各部分内容的细分项，可选拔专业管理专家进行指导，推

进船舶星级管理要点面结合，既要有深度，又要全面覆盖，

核心内容狠抓，次要内容不留死角，兼顾各种船型和各船

舶自身的特点。

五要坚持严格考核，抓好奖惩、形成常态的原则。考

核是推行船舶星级管理成果的评价机制，也是能够深入推

行下去的重要保证，因此考核必须严格，坚持客观、公平、

公正。正如船舶星级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考核结果须与船

属单位领导班子绩效挂钩，与船员的收入挂钩，对于推行

船舶星级管理不积极的主管人员和相关部门也要有行之有

效的约束机制。须谨记，一项系统性、长期性、艰巨性的

任务，不可一蹴而就，要有耐性，要有韧性，有连续性的

推动力度，最终形成常态化的管理。

5 推进船舶星级管理工作的要求

1）船舶星级管理是从细从严的一种管理模式，建立

组织架构，明确各层级、各角色的职责，领导重视，特别

是船属单位的一把手重视是保证很好执行下去的关键。今

年是船舶星级管理工作整体推进的第一年，其管理内容及

考核标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融合了各单位的好的做法，

形成了新的办法，公司属各单位要据此做好工作安排，抓

好部署落实。

2）加强宣贯，提高认识，形成自觉

在船舶星级管理考核标准编制过程中，各单位均派

相关系统专业人员深度参与，对各章节、各部分的规定

内容完全达成共识，因此，各单位要积极组织本单位内

部的宣贯活动，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提高推行船舶

星级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只有船舶星级管理制度坐实才

能逐渐显现出效果，以致由被动应付逐渐过渡到自觉自

愿的行为。

3）加强指导，做好衔接，认真督查

船舶星级管理推行初期，相关人员或许会觉得无从下

手，甚至有畏难情绪，这与选用人员的业务水平有关，因

此在选用专业人员时必须注重其专业素质，业务要熟练，

既能对管理情况进行准确的评价，又能对存在的不足给予

必要的指导。对实施星级管理的船舶，要保证对其考核评

价的连续性，做好衔接。另外，在安排督查工作中，要按

制度规定的范围做到全覆盖。

4）认真做好年内交流考核工作

为促进共同提高，务求实效，各单位自己内部应安排

船舶星级管理经验交流，交流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

如经验交流会的模式，考评互查的模式。中交疏浚装备技

术部门今年要牵头至少组织两次的船舶星级管理经验交流

活动，以统一标准，促进船舶装备管理工作的统筹落地。

6 结束语

中交疏浚自全面推行船舶星级管理以来，船容船貌、

团队建设、设备可靠性等均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船舶星级管理已成为自身素质和企业形象持

续提升的力量源泉，必将对今后打造一流疏浚船队，提升

船舶装备管理水平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费龙

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

海洋工程及工程船研究设计部

副总工程师

创新打造强国重器，大型疏浚装备的自主研发

摘 要：回顾中船七 O 八所疏浚装备自主研发的历程，从研发的角度，介绍了我国大型疏浚企业以

振兴民族疏浚业为己任，立足于“国轮国造”，依托国内研发力量，推动了我国疏浚装备从小型、中型、

大型，到超大型的跨越式发展。阐述了建设疏浚强国，需从疏浚装备的绿色、智能化、标准化、基础理论、

配套疏浚机具等方面作为抓手，推动疏浚装备技术的创新，开发出绿色、高效、经济和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先进挖泥船。

关键词：疏浚装备 ；研发；绿色；智能；标准

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MARIC’s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redging equipment,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D, it introduces the large dredg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striving to revitalize the national dredging industry in the spirit of “building China’s very own 

ships.” Started from small equipment, the effort of these enterprises gradually evolved to medium, 

large, then the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of mega equipment. This paper also presents the perspective 

that the making of a dredging power requires the innovation of dredging equipment technology in 

aspects like eco-friendliness, intelligence, standardization, basic theory and corollary equipment to 

build advanced dredgers that are eco-friendly, efficient, economical and competitive in a global market.

Key words:dredging equip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co-friendliness; intelligence;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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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七○八研究所是我国历史最

悠久、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综合性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

研究单位，完成了船舶与海洋工程设计开发项目达 850 多

个型号。中船七○八所于五十年后期组建了工程船舶研究

室，组建了国内第一个挖泥船“特种机械装备试验室”，

为我国疏浚基础研究和装备开发提供了人才和研究手段保

证。中船七○八所迄今开发的设计的挖泥船种类几乎覆盖

国内现有各类挖泥船产品，较大程度地满足了我国经济建

设的需要。

1 疏浚装备的自主研发

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船

舶大型化、港口大型化、航道深水化，带动疏浚市场持续

蓬勃发展；城市发展和国内工业化建设，土地资源稀缺，

为围海（围滩）造地带来了广阔前景；海上通道建设为疏

浚业带来新的市场。面对疏浚业旺盛，中交集团和长江航

道局作为我国疏浚业的龙头企业，立足国内，投入巨资进

行大规模装备建设。中船七○八所抓住契机，注重自主创

新，主动作为积极提升疏浚装备研发能力，凭着长期积累

经验，依托国家、地方科研项目和疏浚企业的支持，进行

了大型挖泥船的研发，开发了“海虎系列”、“通系列”、“浚

海系列”、“长鲸系列”等大型耙吸挖泥船和“天鲲号”、

“新海豚”、“长狮”等大型绞吸挖泥船。自主开发了我

国第一艘大型耙吸挖泥船“新海虎”、第一艘超大型耙吸

挖泥船“通程轮”、第一艘 3500m3/h 大型绞吸挖泥船“新

海鳄”。依托工信部高技术船舶科研项目，完成了“38000m3

特大型耙吸挖泥船”船型开发和 5000kW 绞刀功率超大型

自航绞吸船“天鲲号”的开发。形成了从 300m3~20000m3

和 350m3/h ~6000m3/h 大、中、小耙吸和绞吸挖泥船系列

产品。从 300 方小耙、中耙、大耙，到 20000m3 超大耙，

350m3/h 小绞、中绞、具有水下泵和浅水倒桩功能的大绞、

5000kW 绞刀功率超大型自航绞的开发，中船七○八所挖泥

船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成绩的取得，

得益于我国大型疏浚企业以振兴民族疏浚业为己任，立足

于国轮国造；得益于大型疏浚企业的推动和帮助，实现了

合作共赢。

■  耙吸挖泥船开发

大型耙吸挖泥船属于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船

舶，一艘2万吨载重量大型耙吸挖泥船的国外造价1亿欧元，

超过一艘 30 万吨 VLCC 油船造价。由于大型耙吸挖泥船是

一种专业性很强的特种工程船，世界上对其研究的机构并

不多，目前大型耙吸挖泥船建造商主要集中在欧洲少数国

家。

中船七○八所从六十年代起开始设计挖泥船，从测绘

仿制起步到独立研制，经过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

自行设计开发了多型中小型耙吸挖泥船，并实现对东南亚

的出口。

十五期间，中船七○八所受中交上航局委托，先

后 对 6002，6001 两 型 耙 吸 船 进 行 了 扩 容（6000m3 增

至 9000m3），实施了 “货改耙”——相继完成三艘

12000m3/13000m3 大型耙吸船（新海象、新海鲸、新海狮）

的改装设计。以上项目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洋山港工程、长

江口深水航道工程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为国内自主研制大型耙吸挖泥船作了一次难得的“演练”。

十一五初，为应对国内市场需求，并聚集力量早日加

入国际市场的角逐，中交集团加大了装备扩充力度，倾力

打造国产大型装备。2005 年，中交上海航道局率先在国内

建造大型耙吸挖泥船 13500m3“新海虎”轮，中船七○八

所十分荣欣地承担了该船设计开发。该船是按国际上先进

理念设计、设备配置优良、综合技术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2007 年新海虎轮交付，在湛江港 30 万吨航道施

工中初试锋芒后，于 2008 年远赴巴西执行疏浚作业。“新

海虎”轮设计、建造，揭开了大型耙吸挖泥船神秘的面纱，

实现了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大型耙吸挖泥船多年的梦想。

十二五，中船七○八所再接再厉，依托中交天津航道局，

成功开发了 18000m3“通程轮”和“20000m3“通途轮”超

大型耙吸挖泥船。

中船七○八所大型耙吸挖泥船的研发经历四个阶段。

大耙技术应用、开发阶段（第一代大耙船）：第一代

大耙特征：“一拖三”复合驱动、集成控制、PMS、挖泥干舷、

首楼、甲板行走吊、新型泥舱结构，L/B>5，Cb<0.86。代

表船型为：13500m3 “新海虎”轮、13000m3 “通旭”轮、

8000m3“长鲸 2”、16888m3 “新海凤”轮 13280m3“长

鲸 6”。

大耙技术发展阶段（第二代大耙船）：第二代大耙特

征：在第一代基础上，提高高压冲水泵功率、加重耙头、

提高泥泵吸入性能、挖泥浓度达到 1.5t/m3、艉部线型优化、 

L/B<5 。代表船型为：9000m3 “浚海 1”和“浚海 2”、

10000m3 “新海牛”轮和“新海马”轮、10288m3 “浚海 5”

和“浚海 6”。

大耙技术创新阶段（第三代大耙船）：第三代大耙特

征：在第二代基础上，大挖深、疏浚系统采用电力驱动、

设置水下泵、高型深低围板、泵舱前置、艉楼。代表船型为：

18000m3 “通程”轮，20000m3 “通途”轮。

大耙技术提升阶段（第四代大耙船）：第四代大耙特征：

在第二代基础上，采用小长宽比（ L/B< 4.7，B/d>3.0)、长

球鼻首、双艉鳍、大方形系数 (Cb 接近 0.88)，船型更经济、

更适合耙吸船浅水作业的特点。代表船型为：11888m3 “新

海虎 4 和新海虎 5”、11000m3“通恒”轮和“通远”轮、

10000m3“新海虎 8 和新海虎 9”。

■  绞吸挖泥船的开发

在疏浚队伍中，绞吸挖泥船是非常重要的成员，广泛

用于河道的清淤、湖泊环保疏浚、港池开挖和大型吹填造

中船七○八所 2000 年以来开发耙吸挖泥船船型表

序号 船名 船东 舱容 (m
3
) 批量 ( 艘 ) 交船时间

1 珠电浚 1 号 珠海电厂 1000 1 2000

2 缅甸 300m
3
耙 缅甸 300 1 2001

3 缅甸 25m 耙 缅甸 无泥舱 1 2001

4 航浚 9002、9001( 改造 ) 上海航道局 9000 2 2001

5 汕港浚 9 汕头港务局 1500 1 2002

6 新海象、新海鲸、新海狮 上海航道局 12000 3 2002

7 娱乐 2 号 澳门 1500 1 2004

8 航浚 20 号 长江航道局 300 1 2004

9 神华 神华黄骅港 5000 1 2004

10 航浚 4011、4012 上海航道局 4200 2 2005

11 云浚 1 号 连云港驳 5000 1 2007

12 新海虎 上海航道局 13500 1 2007

13 通赢号 唐山 5000 1 2008

14 通旭 天津航道局 13200 1 2008

15 长鲸 2 号 长江航道局 10000 1 2008

16 新海凤 上海航道局 16888 1 2008

17 浚海 1、浚海 2 广州航道局 9000 2 2009

18 新海牛、新海马 上海航道局 10000 2 2009

19 长鲸 6 号 长江航道局 13280 1 2010

20 通程 天津航道局 18000 1 2010

21 长鲸 3 长江航道局 1000 1 2011

22 新海虎 4、5 上海航道局 11888 2 2011

23 通途 天津航道局 20000 1 2012

24 浚海 5、浚海 6 广州航道局 10288 2 2012

25 通恒、通远 天津航道局 11000 2 2012

26 新海虎 8、9 上海航道局 10000 2 2012

27 港浚 6 港闸船厂 12000 1 2013

28 AL-KUFA、AL-MAQAL 伊拉克港务局 6000 2 2015

29 长鲸 8 长江航道局 2500 1 2016

30 海新重工 7000 1 在建

31 大铲岛集团 7000 1 在建

32 海新重工 8000 3 在建

33 海新重工 4200 2 在建

34 黄骅港 10000 1 在建

35 长江航道局 6000 1 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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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七○八所 2000 年以来开发绞吸挖泥船船型表

序号 船名 船东 产量 (m
3
/h) 批量 ( 艘 ) 交船时间

1 黄河射流清淤船 黄河潼关水利局 3 2000

2 350m
3
/h 斗轮挖泥船 水利部百船工程 350 3 2001

3 斗轮 1 号 长江航道局 800 1 2002

4 1500m
3
/h 绞吸挖泥船 伊拉克港务局 1500 1 2002

5 1600kW 绞吸挖泥船 安徽省疏浚公司 400 1 2003

6 长鳄 2 号 长江航道局 800 1 2005

7 新海鳄 上海航道局 3500 1 2006

8 辽浚八号 丹东航道局 1500 1 2008

9 新海鲲 上海航道局 3500 1 2008

10 新海鲛 上海航道局 3500 1 2008

11 长狮 1 号 长江航道局 3500 1 2008

12 航绞 2008 曹妃甸 2500 1 2008

13 新海豚 上海航道局 3500 1 2010

14 吸盘 2、3、4 长江航道局 2000 3 2012

15 云浚 2 号 连云港港口集团 4500 1 2012

16 天鲲号 天津航道局 6000 1 在建

地工程中。中船七○八所绞吸挖泥船的开发从小型到大型，

技术从简单到复杂，产量从每小时几十方到几千方，泥泵

配置从单泵、二泵到三泵，驱动方式从液压到变频电驱，

定位方式从双桩、定位桩台车、柔性钢桩台车和三缆定位，

绞刀功率从几十千瓦到几千千瓦。进入新世纪，中船七 O

八所通过消化吸收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依托疏浚企业，

积极应对、精心组织、研究分析，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

题，开发了“新海鳄”、“新海豚”等一批大绞和“天鲲号”

超大型自航绞，在大型绞吸挖泥船疏浚装备开发上取得了

重大突破，实现了我国大绞和超大绞自主开发。成果主要

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  大型定位桩台车、浅水倒桩系统开发，提高了施

工精度、工作效率；

●  三泵串联作业，实现长排距；

●  大功率水下泵使用，提高了挖泥浓度，实现高效

挖泥；

●  大功率绞刀系统开发，增强绞吸挖泥船对不同土

质适应性；

●  抛锚杆系统的开发，提高了绞吸船自治度；

●  三缆定位系统的开发，提高了绞吸船对海况的适

应能力；

●  挖泥系统变频驱动，提高了功率分配的灵活性。

■  我国挖泥船研发的成就 

我国大型挖泥船的研发虽然起步晚，但步子快，疏浚

企业、科研院所、建造厂和设备商通力合作、联合攻关，

倾力打造国产大型装备，在大型挖泥船设计、建造技术上

取得了突破。经过十五年的发展，我国挖泥船的研发能力

和技术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大型

挖泥船已接近当今世界先进水平，不仅解决了我国基础建

设的急需，降低了建造成本和周期，带动了挖泥船的研究、

设计、建造和配套行业。

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中国已成为国际上最大的挖泥船设计、建造的国

家；

●  在疏浚领域内形成了专业的试验室、设计单位、

建造船厂、设备商；

●   大耙、大绞在中国批量设计、建造；

●  国际先进设备大量进入中国，挖泥船的采用的技

术与国际同步；

●  复合驱动技术、综合平台管理系统、水下泵技术、

电力驱动技术得到了普遍应用；

●   挖泥船的总体技术状态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当；

●   国外疏浚公司在中国批量建造挖泥船和采购设备。

目前，我国已完全具备设计建造各类大型、超大型耙

吸挖泥船的能力。

2 疏浚装备发展展望

我国从北到南有着 1.8 万公里的海岸线和 300 万平方

公里海域。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应“提高海洋资源开发

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

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十八大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战

略目标。维护和保障海洋权益，确保我国海域无阻碍地管理，

疏浚装备在我国强海固疆战略的实施中发挥着重要的保障

作用。在“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合作中，作为

沿海城市港口、航道建设和维护保障的疏浚装备将成为我

国海洋战略“走出去”的开路先锋。

我国疏浚企业“国轮国造”的决策成就了我国疏浚事

业十年的辉煌，我国疏浚装备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得到了

快速提升，大大提高了我国在世界疏浚界的地位。立足于

国内，自主研制，事实证明是一条对我国疏浚技术发展、

降低建造成本、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成功之路。我国疏

浚行业提出了“基本完善、全面改善、疏浚强国”发展战

略目标，可以说前二步目标已实现，但应该看到，在基础

研究、泥泵等关键的疏浚设备方面，我们与国外差距依然

存在，第三步疏浚强国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中船七○八所

作为我国疏浚装备主要的研发力量，应加大与疏浚企业、

大学和疏浚设备制造商合作，加强基础研究，协同创新，

在核心的疏浚设备开发上，组织好各方力量，加大科研投入，

从而开发出绿色、高效和经济，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挖泥船，

为我国早日跨入世界疏浚强国作出贡献。

中船七○八所将做好以下研发工作：

■  30000m3 级特大型耙吸船船型优化

市场的需求推动了装备的大型化，大型化的装备使得

巨型基础工程才有可能经济地予以实施，疏浚设备的大型

化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国际上四大疏浚公司为了抢占市

场先机，提高市场的话语权，均已完成了 30000m3 级特大

型耙吸船的建造，有的公司一家就拥有 4 艘 30000m3 以上

的特大型耙吸船。

十二五期间，我国的疏浚能力和疏浚装备设计、制造

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跻身世界疏浚大国之列。

然而，我国的耙吸船舱容量停留在 20000m3 级，极大地影

响了中国疏浚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艘 3 万方级超大型耙吸挖泥船的国外造价约 2.2 亿

欧元，超过了二艘 30 万吨 VLCC 油船造价。国内造价约为

国外造价的 60%，也就是说，一艘 3 万方级超大型耙吸挖

泥船在国内建造，可以节省约 7 亿人民币。

为推动船舶工业“转型升级”，实现我国成为世界造

船和疏浚强国的战略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1 年下达

了《3 万方级耙吸挖泥船自主研发》高技术船舶科研项目，

由中船、中交等单位共同合作研发，完成 3 万方级超大型

耙吸挖泥船课题研究和船型开发。在此基础上，中船七○

八所将结合国外疏浚技术最新发展，加大研发投入，对船

型进一步优化，提高船舶的智能化水平、作业效率和经济性，

为我国 3 万方级超大型耙吸挖泥船设计、建造打好基础。

■  绿色疏浚船舶的开发

疏浚船舶作为沿海城市港口、航道、工业用地建设，

甚至城市周边河道疏浚、吹填施工作业的船舶，其排放和污

染对城市大气环境和水环境影响巨大。中船七○八所将回绕

绿色港口、航道建设需要，开发低排放、零污染的绿色疏浚

船舶，适应和满足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绿色环保的需要。

■  智能疏浚船的开发

做好智能疏浚船的开发，利用传感器、通信、物联网、

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基于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大

数据处理分析技术，在船舶疏浚作业、效能监测、设备健

康状态评估和故障诊断、维护保养等方面实现智能化运行，

以使船舶更安全、更高效、更经济、更环保和更可靠。

■  标准化、系列化疏浚船开发

开展疏浚船舶施工工艺和使用情况的调研，对原先设

计的船舶进行技术总结，开展标准化、系列化船型的开发，

为疏浚承包商提供高效、经济船型。

■  基础理论研究

与高校、疏浚试验室等研究机构开展合作，进行土质

特性、泥泵、耙头、绞刀和泥舱系统等项目试验，开展疏

浚基础理论和机理研究，为高效疏浚船、疏浚机具的开发

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  疏浚机具研发

开展耙管、泥门、吊架等挖泥船配套疏浚机具的标准

化、模块化、集成化设计，建立相关的标准体系，为疏浚

装备地使用、维护保养创造便利，为智能疏浚船开发打好

基础。

3 结束语

依托疏浚企业，中船七○八所走过了快速发展十五年，

我们与疏浚企业结下深厚的友谊。展望下个十五年，希望

继续维持我们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精诚合作，把挖泥船

做好做精做强，为中国的疏浚事业的更加繁荣昌盛、为我

国早日跨入世界疏浚强国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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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十多年来，海上疏浚和填筑工程的规模越来越大，

疏浚市场对疏浚设备的效率、成本和节能减排的要求越来

越高，疏浚企业对大型疏浚设备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绞

吸船正迅速向大型高效化、智能自动化和绿色环保方向快

速发展。世界各大疏浚公司为占领疏浚市场，都在致力于

研制开发新一代的大型挖泥船，并在这些挖泥船上竞先采

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大型自航绞吸船的

设计建造和挖泥船关键设备的研制已成为国际疏浚行业竞

争能力的标志，甚至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装备制造业总体水

平。因此，研发与国外先进技术水平相当、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大型绞吸船是在当前国际疏浚市场激烈竞争形势下

一项紧迫的使命。

2、性能简介

“天鲲号”自航绞吸船为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绿色环

保、高效智能的重型自航绞吸挖泥船。全船采用全电力驱

动形式，船体艉部设置带有波浪补偿的桥架，艏部设置柔

性钢桩台车及三缆定位系统，机舱、泥泵舱设于船体舯部，

上甲板上设置带有气动减振装置的5层甲板室，定员45人。

船舶主要参数：总长约 140.0 m，型宽 27.8 m，型深 9.0 m，

设计吃水 6.5 m，吸 / 排管径 1000/1000mm，挖深范围 6.5-

35m，满载排水量 17000t，设计航速 12kn，装机总功率

25842kW。 

本船配置一台水下泵、两台舱内泥泵，可实现单泵、

二泵、三泵多种组合工作模式，也可通过装驳装置实现

单水下泵装驳作业，最大排距 15000m。配置通用、粘

土、挖岩及重型挖岩等 4 种类型的绞刀，绞刀电机功率

2×3300kW, 适用于挖掘淤泥、粘土、密实砂质土、砾石、

强风化岩以及单侧抗压强度 45MPa 的中弱风化岩，标准疏

浚能力 6000m3/h。

3、总体布置研究

3.1 桥架布置

对于自航绞吸船的设计，首先考虑绞刀桥架设在船艏

或船艉。目前世界上自航绞吸船桥架布置主要有3种方案［1］

（见表 1）。

表 1 自航绞吸船桥架布置方案

Table 1：Cutter ladder layout scheme of the self-

propelled cutter suction dredger 

桥架位于船艏  

桥架位于船艉

桥架位于船艉、螺旋桨位于船艏

摘 要：论文介绍了国内自主设计的 5000kW 绞刀功率自航绞吸船——“天鲲号”的性能概况，分

别对总体布置、动力系统配置、柔性钢桩台车定位系统、智能化集成控制系统和三缆定位系统等核心关

键技术应用研究进行了阐述。通过对本船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实现了多种核心关键技术的最佳匹配组

合，对提高我国大型疏浚船舶设计技术的总体水平将起到促进作用 , 对今后研发设计同类型船舶有一定

借鉴意义。

关键词：自航绞吸船；柔性钢桩台车；集成控制系统；三缆定位系统

Abstract: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performance of Tian Kun Hao, a self-propelled cutter suction 

dredger with cutter power of 5000kW, independently designed in China.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following key technologies are elaborated in the paper: general layout, power system configuration, 

flexible spud carrier system, intelligent integrated control system, three cable locating system. Throug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key technologies, optimal combination of several key technologies is 

achieved, which will further improve the design level of large dredgers in China and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research and design of similar dredgers. 

Key words: Self-propelled cutter suction dredger; Flexible spud carrier; Integrated control system; 

Christmas tree positio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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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轴系校中安装相对简单，传递效率较高。由于传动

距离比较短，所以桥架的变形对轴系影响也相应减小，另

外在相对密封的环境中也不会产生污染外部环境水域的问

题。而水下电机直接驱动型式投资的成本很高，在最低挖

深施工时安全性差。

图 2 密封舱电机驱动型式示意图

Figure 2. Diagram of types of electric drive in sealed 

cabin

综上分析，本船选用了密封舱电机驱动型式。

3.2.3 桥架耳轴安装形式研究：桥架耳轴的型式按布

置位置分为在船体主甲板以上和船体主甲板以下两种形

式。耳轴设置在船体主甲板上时，耳轴密封、检查和维

修方便，建造也比较方便，但最大挖深会受到限制，一

般只能达到 25-27 米，同时也可能会增加船体的振动。                              

如果增加挖深，就需要将耳轴设置在船体主甲板以下。目前

世界上大型自航绞吸挖泥船的耳轴都是设置在船体主甲板

下。

为了增强作业适应能力，除了尽可能增加最大挖深外

还需考虑满足最小挖深的指标，设置高、低两对耳轴可有

效解决上述问题。这样的设计也能在保证绞刀架刚度的前

提下 , 不至于使桥架过重 , 这对降低挖泥船的建造成本非

常有利。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绞刀大挖深、大功率的特点，本

船采用了上下双耳轴型式（见图 3）。通过切换铰点调整

桥架位置，可满足 6.5m 至 35m 挖深范围内的施工需要。

图 3 桥架设置双耳轴铰点布置示意图

Figure 3. Diagram of hinge points of double trunnions 

in cutter ladder

4. 动力系统配置研究

随着绞吸船的装机功率大型化发展趋势，采用全电力

驱动的型式越来越受到疏浚企业的青睐。根据统计，欧洲

近几年设计建造的超大型绞吸挖泥船大功率负载无一例外

地采用电力驱动。

表 3 本船大功率设备

Table 3． Lager power equipment of the ship

驱动设备 数量 功率（kW）

绞刀 2 3300

水下泵 1 5000

舱内泵 2 6000

横移绞车 2 700

起桥绞车 2 700

推进电机 2 4000

侧推电机 1 550

大型绞吸挖泥船的动力系统配置主要分三种类型：常

规推进混合驱动型式、电力推进混合驱动型式、全电驱型式。

根据本船大功率设备数量、功率参数（见表 3）和作业特

点，从整船装机功率、柴油机数量、设备的安装布置、动

力系统设计等方面对上述三种动力系统方案进行对比分析，

全电驱型式整船的装机数量为 5 台，装机功率为 25842kW，

相比前两种混合驱动型式的装机数量为 7 台，装机功率为

这 3 种方案在实船上均有运用，通过“天鲸号”的使

用经验并综合分析，桥架布置于船艉的方案在船型、浮态、

快速性、结构强度和航行视线等方面均有优势。目前已建

成实船统计中采用该方案的船型占 68.8%，也从客观上证明

该方案相对更优。

3.2 桥架传动轴系及耳轴型式

3.2.1 绞刀传动型式研究：近些年来国内外对环保和节

能方面有越来越高的要求，采用电力驱动的绞刀传动系统

是绞吸船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电力驱动的绞刀传动系统又分为短轴和长轴驱动形

式。短轴传动系统是由电动机通过安全联轴器、齿轮箱、

鼓型齿联轴器、绞刀短轴驱动绞刀。由于在水下工作 , 因

此需对电动机采取密封措施，这要求电动机的绝缘性能要

好。长轴形式的传动系统是由一台或两台电动机通过高弹

联轴器、离合器、齿轮箱及绞刀长轴驱动绞刀。此种形式

电机一般安装在桥架艉部上方的密闭舱室内。

两种传动形式的优缺点比较如下（见表 2）：

表 2 绞刀传动轴系类型比较表

Table 2． Comparison of cutter drive shaft types

内 容 优 点 缺 点 经济性 应 用

长轴

重量整体分

布均匀，对

结构强度影

响小，可利

用轴的自然

扭转来吸收

峰值负荷

轴系安装

要 求 高，

结构复杂

采用水上

电机和齿

轮 箱， 重

量 轻， 投

资成本低

应用较多

短轴

结构紧凑、

重量集中在

桥架前端，

对挖岩有利

重量集中

在桥架前

端， 对 起

重设备和

结构强度

影 响 较

大， 浮 态

变化大

采用水下

电机和齿

轮 箱 ，

设备重量

重， 设 备

比较昂贵

应用较少

重型绞吸船除挖掘松软的砂土，还需考虑挖掘岩石

的能力。绞刀齿在挖掘岩石时并不像挖掘沙和粘土时那

样贯入其中，而是通过反复接触，使岩石突然丧失抗拉

强度后破碎成小块或大块，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岩石的单

侧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以及反映岩石质量的一些参数，

如岩石质量指标、层理和成因等。绞吸船在切削岩石时

绞刀齿反复刮划岩石使其剥落，在此过程中产生反复出

现峰值和迅速下降的切削力（见图 1），这样就形成了

一个比较低的平均切削负荷。峰值力必须由绞刀驱动装

置所吸收，因此需要储备超过额定设计值比较大的扭矩

和功率。

图 1 挖掘岩石时绞刀负荷的变化示意图

Figure 1. Diagram of change of cutter load when 

excavating rocks 

本船采用的重型桥架，配备了具有挖岩能力的绞刀，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绞刀传动系统采用电机长轴驱动绞刀

型式更为合理。

3.2.2 水下泥泵传动系统研究：采用电机驱动水下泥泵

的传动型式是绞吸挖泥船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尤其

是随着挖泥船向大型化、大挖深的方向发展，其优越性更

加凸显。电机驱动轴系按布置型式分为水下电机直接驱动

型式和密封舱电机驱动型式。

采用密封舱室电机驱动型式（见图 2），电机的位置

可以尽量靠近水下泵，轴系的长度可相对缩短，所以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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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条件，充分考虑动力设备的机械传动性能，实时合理

调节各个泥泵的转速，使泥浆流速维持在某个设定的流

速区间内。

自动泥泵控制的控制逻辑框见图 5：

图 5 自动泥泵控制逻辑框图

Figure 5. Logic diagram of automatic dredge pump 

control

船舶施工操作人员根据施工土质、排距等施工参数，

给定期望的泥浆流速范围值，根据泥泵、管线等施工设备

的具体情况设定泥泵间的允许压力值范围、末级泵的排出

压力值范围等限制条件，自动泥泵控制程序将通过改变变

频电机的转速，实时调节泥泵的转速，将泥浆管路内的流

速控制在给定的期望流速范围内，同时保证满足各限制条

件和设备的机械性能。

6.2 挖泥自动控制（ACC）

该功能是绞吸船集成控制系统中的最高级功能，也是

绞吸船集成控制系统中关键核心技术之一。其控制主要是

指疏浚施工过程中重要设备（如横移绞车、桥架绞车、钢

桩台车等）在不同的施工模式下进行的自动控制。施工模

式经常使用到的模式主要分为以下 3 种：固定深度挖掘，

即在每个台车行程内，每层设定一个固定的疏浚层深，绞

刀切削完一层后，台车行程复位，再设定一个固定的疏浚

深度进行切削作业，重复作业直到到达最大疏浚深度为止；

剖面挖掘，即根据预先设置的某个疏浚剖面，将绞刀下放

到设定深度，操作控制绞刀移动至设定的剖面边缘后停止，

然后自动加大设定疏浚深度，换向后再次移动绞刀进行挖

泥，如此往复，直到疏浚深度到设定剖面的底部；同轨迹

挖掘，即在硬质土区域，使绞刀在执行两次摆动动作后再

执行台车步进动作，其它按固定深度挖掘或剖面挖掘相同

的动作方式施工。

在以上的疏浚设备自动控制过程中，横移绞车的自动

控制受到设定的横移绞车扭矩、横移角度范围、最大允许

的横移速度等因素的限制，同时在横移绞车停止和换向时，

还应注意绞车减速和加速的斜坡控制，以避免对绞车造成

过大的冲击。此过程中，横移绞车、桥架绞车、钢桩台车

等的控制逻辑见图 6：

图 6 施工模式下，绞车、钢桩台车等控制逻辑图

Figure6. Logic diagram of winch and spud carrier when 

working

以上的控制过程，实现了横移绞车、桥架绞车和钢桩

台车在疏浚过程中的动作自动控制。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

27108kW, 全电驱型式装船柴油机数量少了 2 台，装机总功

率降低了 4.7%。

综上，本船采用了全电驱型式，配置 3 台主发电机

组，容量 7680kW, 6600V；另配置 1 台辅发电机组，容量

1000kW, 400V；另配置 1 台应急兼停泊发电机组，容量

580kW, 400V

5. 柔性钢桩台车定位系统研究

5.1 系统布置

钢桩台车定位系统的总体布置是该系统设计中的首要

关键，根据台车的使用要求，首先对台车的主要功能参数

进行了分析，确定了钢桩台车定位系统总体布置方案。钢

桩台车定位系统从底至顶共分为四层平台［2］（见图 4）：

第一层平台布置下抱箍结构和下横向限位装置，第二层平

台布置下行走油缸，第二层平台和第三层平台之间 布置平

衡梁结构、滑移系统和拖航垂向支撑结构，第三层平台布

置上横向限位装置和液压阀组，第三层平台和第四层平台

之间布置上行走油缸、钢桩夹具、可转动的上抱箍结构及

转动轴和倒桩油缸下铰链，第四层平台布置提升夹具、提

升滑轮组和起升油缸。

图 4 钢桩台车定位系统总体布置（竖直状态）

Figure 4. General layout of spud carrier system 

(vertical)

5.2 台车缓冲装置

台车定位系统的缓冲装置［3］通常采用钢丝绳柔性缓

冲系统或油缸缓冲系统两种类型，其作用原理基本一致，

即钢桩在海上作业时波浪在船上产生的弯矩会造成船舶相

对钢桩的运动，使钢桩产生一定程度的摇摆，进而在下钢

箍和钢桩入泥处之间形成很大的力矩，为了使船舶能在更

加恶劣的海况下工作，或在相同工况下延长钢桩的使用寿

命，钢桩与船体之间的连接采用由绳索串联带蓄能器液压

油缸的形式或是带蓄能器液压油缸的形式，旨在大波浪环

境工作过程中吸收冲击能量，减小主钢桩在中线面内的波

动力矩峰值。

钢丝绳柔性缓冲系统［4］的特点是各个缓冲部件所需

承受的力与冲击相对较小，对油缸与液压系统的要求较低。

但是也存在系统相对复杂，例如钢丝绳形变，台车初状态

的调整，钢丝绳与油缸缓冲工作时之间的匹配等容易出现

不可控的问题。

采用油缸式缓冲系统的特点是其组成相对简单，只要

外载荷估算准确，油缸的各个部件能承受相应的外载冲击，

并设计有足够的安保措施，其整个系统可起到更可靠与更

精确的缓冲效果。但是对产品部件的加工、系统控制程序

的编程有着更高的要求。由于该系统竖倒桩时间短，施工

效率高，经反复论证，本船最终采用了此种型式。

5.3 钢桩起升油缸对航行视线干涉解决方案的研究

本船航行时，两根钢桩可通过倾倒油缸系统倾倒平放

在甲板上。但钢桩两侧的提升油缸，却造成了从驾驶位置

所见海面视域两侧提升油缸盲视区之间的可视扇形区域不

能满足 SOLAS 公约第Ⅴ章航行安全第 22 条驾驶室可视范围

1.2 中关于在盲视区之间的可视扇形区域应至少为 5°的要

求。经反复论证研究，主辅钢桩起升装置采用液压缸驱动

的整体倾倒方式，一是主、辅钢桩起升装置增加液压缸驱

动的整体倾倒结构；二是增设起升装置整体倾倒在钢桩上

的马鞍型固定架；三是倾倒控制旋钮设置在现场的钢桩控

制台上。通过上述措施消除了驾驶室对航行视线的影响。

6. 智能化集成控制系统研究

6.1 泥泵自动控制（APC）

其目的是在吹填工况下，以设定的泥浆流速为主要

的控制输入，以泥泵间的压力、末级泵的排出压力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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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洋 1”是一艘采用世界最新技术

建造的变频电力驱动泥泵的新一代超大型

耙吸挖泥船，泥舱舱容21028m3，双机双桨，

双耙，双水下泥泵，双舱内泥泵, 性能先进, 

自动化程度高，挖泥效率高，产量大，可

深水作业，万方油耗低，节能环保，连续

施工作业能力强，满载航速高，当之无愧

地称得上是中国挖泥船中的新一代“巨无

霸”，它的成功建造，标志着中国挖泥船疏浚能力进一步提高。“浚洋 1”

的建造项目，2011 年被工信部列为国家重点重大技术项目。

“浚洋 1”是中交集团疏浚装备的旗舰，它的建成为我国引进了一艘

具有世界最先进技术水平的超大型耙吸挖泥船，对我国现代大型挖泥船

的设计与建造的技术进步具有积极意义。

“浚洋 1”项目被列入中交集团“十二五”造船规划，投资额大，对

中交广航局施工能力提升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立项开始，中交广

航局就以“建造高质量船舶”为标准，着力打造一艘技术先进、质量优

21028m3 超大型耙吸挖泥船“浚洋 1”的建造

罗日佳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摘 要：本文对 21028m3“浚洋 1”超大型耙吸挖泥船的建造过程，主要技术性能及技术选型作了介绍，

并对新造大型、超大型挖泥船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浚洋 1”； 耙吸挖泥船；技术选型；水下泥泵

Abstract: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hip building process of the jumbo TSHD “JUNYANG1”，

main technical particulars & specification chosen, and the suggestion for the jumbo dredger built.

Key words: “JUNYANG1”；trailing suction hopper dredger；specification selected；submerge 

dredge pump

疏浚施工效率，启用自动挖泥控制功能后，还应能够自动

的获得最佳的挖掘效率和疏浚效率。这就需要有绞刀转速 /

扭矩、横移速度 / 拉力、真空释放阀开度、泥泵转速等重要

设备综合进行控制。

7. 三缆定位系统应用研究

三缆定位系统由筒体、三台绞车、三个大抓力锚、

三根锚索及导向滑轮等组成。锚索一端与绞车相连，另

一端通过筒体顶部的导向滑轮进入筒体，然后再通过筒

体下端的导向滑轮导出船外与大抓力锚相连。抛好锚后

收紧锚索起到定位桩的作用，并可通过控制三根锚索受

力移动船位［5］。

三缆定位系统应用，可在恶劣海况条件下与柔性钢桩

台车定位系统形成有益补充，利用其强大的定位功能，在

施工区原地抗风，提高船舶有效施工作业时间；三缆定位

系统施工海况适应性较柔性钢桩台车系统有一定提高，在

柔性钢桩台车系统定位无法施工情况下，继续施工；在定

位区域水深过深或陷桩地质条件导致柔性钢桩台车定位系

统无法使用情况下，应用三缆定位系统固定船位继续施工；

该系统定位施工一个作业周期理论行程可达 100-150m，船

舶连续施工作业效率高。

本船三缆定位系统的筒体设在船的艏部，横移锚索则

通过设在船艉桥架上的导向滑轮与横移锚连接。通过收放

横移锚，使船舶绕船筒体左右转动施工。

8. 结束语

挖泥船技术属于疏浚工程、船舶工程、机电相互融

合的交叉科学技术领域，其设计建造能力可反映出一个

国家在装备制造业和船舶工业的研发水平。该船的成功

研制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疏浚业的需求，

对社会进步和国家战略将起到支撑作用。同时也将进一

步提高我国疏浚船舶设计建造技术的总体水平 , 并带动国

内船舶配套产业装备水平的进步，有助于中国疏浚行业

提升国际竞争力，为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疏浚强国做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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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冲水泵的交流电动机 2 台         1830 kW/ 台

艏侧推的交流电动机 2 台             750 kW/ 台

交流辅发电机组 2 台                  1200 kW/ 台

交流应急 / 停泊发电机组 1 台         400 kW/ 台

满 载 航 速 ( 深海）                  18.3 Kn

定       员                   45 人

“浚洋 1”技术选型时，重点考虑了技术性能、主要

设备、系统配置等主要方面：

船体主尺度 ; 

疏浚类型 ; 

泥舱容重 ;

耙管数量 ;

满载吃水 ;

船舶动力系统的配置 ;

挖泥设备及挖泥系统的配置 ;

挖深 ;

满载航速及挖泥对地航速 ;

泥舱舱容 ;

装舱时间 ;

续航力 ;

挖泥控制及自动化系统等。

在进行技术选型时，不可避免会受到造船投资预算的

影响，也就是说，必须要在一定的投资预算之内决定船舶

的技术性能，既要使新造船舶的造价控制在既定的预算范

围之内，又要使新造的船舶具有高性能、高效率、低成本，

这就需要运用技术知识与技术积累对上述技术性能与配置

来进行全面的、综合的技术分析与选型。

下面简单介绍“浚洋 1”的几个技术选型。

船舶主尺度的选择：

耙吸挖泥船的主要施工区域是航道和港池，而航道与

港池又有一定的宽度范围，因而耙吸船要适应这一特定的

施工环境，其机动性与灵活性便十分重要，尽管目前大部

分耙吸船均装有艏侧推装置，以增加其转向调头的灵活性，

但船舶转向调头时，具有一定的运动惯性，船舶越长，迴

转半径越大，也就是说机动性能越差，其施工适应性就差。

为了获得在航道、港池施工中较为理想的机动性，就要适

当选择耙吸船的船长。船长过长，影响其机动性 , 船长过

短，又会使船变宽或吃水过大，影响船的航速与施工适应

性。 

“ 浚 洋 1” 主 尺 度 为： 柱 间 长 154.00 m× 型 宽

31.00m× 型深 12.20m, 长宽比约为 4.97:1，在目前世界

上较流行的耙吸船长宽比为 5:1 的比值之内。

“浚洋 1”挖泥满载吃水选定为 11.00m，主要是受

IHC 船台宽度的影响，IHC Kinderdijk 船厂的船台只能建

造 31m 宽的船，如要减少吃水，船就要相应加长，船太

长会影响船掉头回转的机动性，故挖泥满载吃水选定为

11.00m，大型耙吸船由于载量大，船体主尺度就相对较大，

宜适当选取满载吃水，没有必要追求浅吃水，而追求浅吃

水会导致造价的增加。

耙管和泥泵的选择：

“浚洋 1”配备双耙，双水下泵，双舱内泵，这是瞄

准大挖深、高挖泥效率的目标而配置的。当时香港机场第

三跑道区的扩建工程已提上议事日程，该工程需在珠江口

取沙，取砂水深 60m, 而我国可进行深水取沙的耙吸船为

数有限。“浚洋 1”的挖深配置是瞄准深水取砂而设计的。

通常情况，由于耙吸船配置的舱内泥泵的有效挖深最大只

能到 45m, 超过 45m 便挖不上泥。而水下泵有良好的吸入

性能，在大于 15m 挖深时挖泥效率就开始舱内泵高，随

着挖深加大，水下泵的挖泥效率与舱内泵相比会越来越高。

故“浚洋1”配备了双耙、双水下泵，正常挖泥时采用双耙、

双水下泵作业。虽然采用双耙、双水下泵结构，整船造价

比单耙单水下泵造价高约 15% 左右，但双耙双水下泵挖泥

效率更高。当有一个耙臂管或水下泥泵有故障时，还可以

单耙施工不停船，从而提高了挖泥船的持续施工能力。

水下泥泵及水下电机的选择：

水下泥泵的驱动，靠的是水下电机。水下电机有两种，

一种是高速水下电机，另一种是低速大扭矩水下电机，采

用高速电机，电机体积小，但要通过变速齿轮箱驱动泥泵，

使得水下电动泥泵单元及其支架的体积和重量都加大很

多，导致水下泥泵吊架也需相应加大，同时使水下电机，

齿轮箱，泥泵的输出输入轴水下密封结构变得复杂，容易

发生海水漏泄损坏。低速大扭矩水下电机，虽然体积大一

异的挖泥船。

2008 年 6 月中荷两国政府签订了政府贷款框架协议，

为利用荷兰政府贷款建造“浚洋 1”提供了机会。荷兰政

府提供的专门为建造挖泥船和环保疏浚设备的贷款项目，

许可用户可选择在荷兰建造或在中国建造挖泥船，在荷兰

建造可申请整船免税进口，在中国建造，整船 51% 的设备

必须从荷兰进口。综合分析比选，通过招投标，中交广航

局最后选定在荷兰 IHC 公司整船建造。

“浚洋 1”的建造，经历了漫长的历程：

2008 年 9 月中交广航完成了可行性研究，报中交集团

立项并获批准。

2009 中交集团向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申请荷兰政府贷

款。

2010 年 4 月获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1.6 亿欧元荷兰政

府贷款批文。

2011 年 3 月获国家海关总署免税批文。

2012 年 6 月与荷兰 IHC 公司签订“浚洋 1”建造技术

规格书。

2012 年 11 月与荷兰 IHC 公司签订建造合同。

2014 年 2 月 1 日建造合同生效。

2014 年 7 月 18 日开工建造。

2016 年 9 月 27 日在广州交船。

从立项至建成出厂、广州交船，前后历时 8 年。这 8

年的周期说明，建造一艘超大型耙吸挖泥船无论是从时间

上和投资上都是不容易的，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综合技术

选型，建造一艘世界新型高效率的挖泥船，尽快回收造船

投资是十分重要的。

“浚洋 1”广州交船合同价为 1.5999 亿欧元，这对企

业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投资。投资造新船的目的是进行设备

更新、提高企业生产能力与市场竞争能力、为企业创造经

济效益。因此在选择和决定超大型耙吸船的技术规格时，

就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投资收益、施工效率、施工

成本、技术的先进性与企业现有人员的素质、管理水平及

技术水平、企业的承受能力、未来市场的需求及发展等，

要在诸多因素中进行适当的取舍，找出最佳的技术规格组

合，使有限的投资获得最大的回报，尽快回收投资成本。 

换句话说，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提高企业的生产

能力与市场竞争力建造高效率、低成本的挖泥船，才是我

们造船所追求的目标。因此，要避免盲目片面地追求某一

特别性能而忽视其他的有关因素，使造价增高。

中交广航局在对“浚洋 1”进行技术选型时，始终贯

彻如下基本原则：

1、满足企业未来疏浚市场的施工需要；

2、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在能够消化吸收的前提下，

尽可能采用最新技术，

建造一艘具有 21 世纪世界先进水平的挖泥船；

3、追求较高的挖泥效率、较好的综合性能；

4、力争较低的建造成本。

上述基本原则是相互影响的，在技术选型时必须进行

综合的分析与考虑。

以下是“浚洋 1”的主要技术规格：

总       长                   170.20m

垂 线 间 长                  154.00m

型       宽                   31.00m

型       深                   12.20m

平均型吃水 ( 国际干舷 )               8.75m

挖泥满载吃水                 11.00m

泥舱舱容                             21028m3

泥舱容重                             1.50t/m3 

满载吃水时的泥舱载量                31542t

满载吃水 11.00m 时总载重量         33030t

最高溢流位时泥舱舱容                21028m3

耙臂管内径                  1200mm

艏吹岸管直径：                      Φ1000mm

挖       深 :

双耙（耙管与船体基线夹角 45°）     40m

双耙 ( 加长耙管 ,

耙管与船体基线成夹角 55° )          60m

水下泵和右舱内泵串连 ( 右耙管加长 ,

与船体基线成夹角 55°）             90m

主柴油机 2 台，514rpm                2X10800kW

主交流发电机 2 台                     2X10000kW

水下泥泵交流电动机 2 台              3000kW/ 台

舱内泥泵交流电动机 2 台             5800kW/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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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为导向，实施装备战略性扩张
——中交上航局 30 方抓斗挖泥船“新海蚌”轮研制情况及技术特点

摘 要：基于我国抓斗挖泥船发展现状，以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30 方抓斗挖泥船“新海蚌”轮

主要技术参数和性能为例，提出现代化大型抓斗挖泥船在总体设计、结构优化、抓斗机总体设计、吊臂

优化、定位桩系统设计、全船机电配置以及疏浚作业智能化监控系统等关键技术的成熟经验，为后续大

型抓斗挖泥船的设计、建造提供参考。

关键词：抓斗挖泥船；关键技术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grab dredger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ake 

the 30m3 grab dredger "XIN HAI BENG" which is owned by CCCC-Shanghai Dredging Company 

as example, the mature experience on key technologies of grab dredger, such as general design, 

structure optimization, general design of grab machine, crane jib optimization, spud system design, 

whole vessel electrical-mechanical configuration and intelligent supervisory and control system,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reference of grab dredge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in future.

Key words: grab dredger; key technology

点，但转速低，电机可直接驱动水下泥泵 , 不需要配减速

齿轮箱，水下电机与泥泵单元结构紧凑，泵组的体积和重

量以及水下泥泵支架都大大降低，水下泥泵吊架的负荷也

相应减少，更重要的是水下电机与泥泵轴的密封性好，不

易发生海水漏泄损坏，故“浚洋 1”采用低速大扭矩水下

电机直接驱动水下泥泵。

“浚洋 1”的整船配置有如下技术特点：

1) 水下泥泵和舱内泥泵采用电动变频控制

优点：泥泵转速可根据挖深、土质、吹岸距离进行

无级调节，实现最佳挖泥效率，万方油耗低。

2) 双耙双水下泵

优点：装舱时间短，挖泥效率高，在一个水下泵发

生故障时 ,还有一个水下泵工作，不用停工，

连续施工能力强。在耙臂水下泥泵发生故障

时，通过变换吸排泥管路，可用舱内泥泵挖

泥施工。

3) 可进行深水作业疏浚，最大挖深达 90m。

4) 挖泥控制系统，报警监控系统，功率管理系统实现

一体化集成。

5) 三维显示的挖泥轨迹显示系统。

6) 挖泥船专用的动态跟踪动力定位系统 (DP/DT)。

7) 设有环保溢流阀，实现环保疏浚。

8) 满载航速高达 18.3Kn), 远距离取沙效率高。

9) 具有回填功能，适应某些特殊工程需要。

10) 艏喷效率高，泥浆浓度达 1.55t/m3。

11) 吹岸性能好，可进行5000m甚至更长距离吹岸作业。

“浚洋 1”的配置使船具有很强的疏浚能力和疏浚效

率，（以下述土质为计算基础）：

挖掘如下粒径的中细砂时的效率：

粒    径                D50 = 0.23mm

淤泥含量            = 0%

原状土密度             = 1950kg/m3 (孔隙充满水)

采用双耙水下泥泵挖泥：

挖深 60m, 挖泥浓度 1.35t/m3, 装舱时间约 60 分钟

采用右耙水下泥泵和右舱内泵串联挖泥

挖深 90m, 挖泥浓度 1.35t/m3, 装舱时间约 120 分钟

具有优异的艏吹岸、艏喷性能

把满舱的泥沙喷上岸，约需 85 分钟 , 艏喷浓度可达

1.55t/m3

接管艏吹 , 排距 5000m：把满舱的泥沙艏吹上岸，时

间约 120 分钟

“浚洋 1”投产后的第一个施工项目是科隆坡港口城

取砂吹填，以非常高的施工生产效率证明，“浚洋 1”是

一艘具有世界先进技术水平，高效率的超大型耙吸挖泥船。

施工方式：远距离取砂运沙艏喷作业。

→取沙区挖沙装舱 →航行 16 海里 →到岸边艏喷 →

航行 15 海里 →返回取沙区挖沙装舱（循环施工作业）→

挖掘土质：粗砂 

挖    深：26m

运    距：16 海里

从 2016 年 10 月底至 2017 年 4 月，连挖带喷共完成

土方量 1200 万 m3

日最大挖沙土方量：10 万 m3 (100m×100m×10m)，

相当于一天在约 2 个足球场大小的面积上堆上一层 10 米

高的沙

结论：随着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疏浚业务走向世界

是我们面临的任务。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很

大程度上就是疏浚设备的竞争，这也是欧洲各疏浚公司

争相建造超大型耙吸、绞吸挖泥船的原因。目前我国拥

有的挖泥船在质量和数量上与欧洲疏浚公司相比还有较

大差距。我国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也必

须建造优质、高效的挖泥船，目前，我国挖泥船的设计、

主要设备生产和船舶建造尚未形成紧密联系、一体化体

系，缺少专门研究挖泥船及挖泥设备的机构，自主研发

超大型挖泥船的系统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对类似“浚

洋 1”这样的首制超大型挖泥船的建造，能帮助我们如

实了解世界最新一代挖泥船的技术发展及配置，对通过

交流、提高我国挖泥船的设计与建造水平会产生积极影

响。在此基础上，也应两条腿走路，如引进主要设备及

系统，在国内建造。要坚持高质量造船的理念，疏浚公司、

设计单位、造船厂要密切合作，深入技术交流，联合攻

关，共同促进我国挖泥船建造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中国疏浚公司就能不断提升能力、

水平，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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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转换：             变矩器 

回转速度：             0-1.2 转 / 分

吊臂变幅缆速：         0 － 72 转 / 分（外层）

控制系统：             手控气动 - 液压控制

下落控制：             由变矩器控制（可自由下落）

3.2 作业性能

抓斗机额定拉力：      110 吨 

吊臂长度：             28.0 米 

工作半径：             15.7 － 24.1 米 

吊臂作业角度：         70 － 50°

抓斗：                  蚌壳型 

轻型斗：               30m3×56 吨（自重）

中型斗：               22m3×66 吨（自重）

重型斗：               10m3×90 吨（自重）

升斗速度：             0 － 55 米 / 分

降斗速度：             0 － 80 米 / 分（中型斗）

最大提升高度：        10 米（水线以上）

最大挖深：             60 米（水线下垂直深度）

定位桩挖深：           25 米（水线下垂直深度）

挖掘土质：             软质土、中粗砂、砂质粘土、

卵石、砾石和抗压强度不大

于 50MPa 的强风化岩。

3.3 生产效率 :

使用 22m3 中型抓斗连续作业，N ≤ 25 的粘土及非板

结砂土，在挖深 -15 米，提升高度水上 6 米时，生产效率

为 747m3/ 小时。

4“新海蚌”轮总体设计方案和关键技术

抓斗挖泥船的研制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船舶建造总

体、结构、机械、电气和控制等技术。“新海蚌”研制阶段，

课题组通过查阅国内外有关抓斗挖泥船资料，对比同类产

品的技术性能和参数，掌握了抓斗挖泥船发展现状及关键

技术，确定了 30 方抓斗挖泥船的总体方案、关键技术和解

决措施。 

4.1 总体方案

“新海蚌”轮总体设计主要考虑船体线型、主尺度、

抓斗机的布置、定位方式及设备选型等。本船船体为钢制

全焊接、单甲板、纵骨架式单底结构，采用非自航方箱体

式线型，舭部圆弧过渡，首、尾切斜，并在尾部设置拖航

装置。

在总体布置上，“新海蚌”轮采用集中布置的原则，

抓斗机设置靠船首，甲板室和机舱设置在船尾，抓斗机与

甲板室之间设置备用斗及抓斗维修区域。这种布置对本船

的浮态和总强度非常有利，同时将作业区域与生活区域分

开，提高了船员舒适性。

本船配备有两套定位系统，移船绞车定位系统和定位

桩定位系统，两套系统可以独立使用。绞车定位由四台双

卷筒移船绞车、四只大抓力海军锚和钢缆构成，两台绞车

位于船首，两台绞车位于船尾。定位桩定位系统由三根定

位方桩构成，艉部一套，舯部左右舷各一套。

船宽是影响本船稳性和横倾角的重要因素。本船根据

CCS 规范要求，通过计算确定静水力曲线和动稳性曲线，

依据 IMO 规定的稳性衡准计算方法进行校核。

“新海蚌”轮设计验证时，选取稳性最不利的抛锚、

带桩作业工况进行校核。

(1) 初稳性高度 GM：  

式中：GM 初稳性高度，并计及自由液面与悬吊重物

对初稳性高度的影响，m；

本船抓斗起重能力为 110t，悬线长区 28.750m；

GM ＝ 15.283-110X28.75/4022.1 ＝ 14.5m

   － 风压倾侧力矩，KN·m，按下式计算：

                     ＝ 1083.9 KN·m

P － 单位计算风压；Ci －高度修正系数；Afi －受风

面积；

Zi － 受风面积中心至所核算的装载情况的水线的垂

直距离；

   － 起吊荷重倾侧力矩， KN·m；

本船抓斗起重能力为 110t，吊臂臂长 28m，其对船舯

的力矩为

110X9.8X28=30184 KN·m

   － 船舶不对称装载倾侧力矩，KN·m；

   本船取 ＝ 0 KN·m

   － 基线静倾角，取 5°；

   －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的排水量，4022.1t

故：                                    ，满足要求。

疏浚生产能力只有在与市场相吻合的时候，才会形成

强劲的市场竞争力。随着国内外工程的大型化与施工条件

的复杂化，单一化的疏浚船队已难以满足施工要求，需要

不同类型的船舶配合才能达到最佳组合效果。前几年上航

局依托市场，抓住机遇，开拓创新，成功研制了一艘 30 方

大型抓斗挖泥船，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装备保障。

1 船型概况

抓斗挖泥船是一种特殊工程船，具有很好的土质适应

性。抓斗船可以通过配备不同类型的抓斗以适应不同土质

的挖掘，还可以通过配备起重吊钩或碎石重锤等附属设备

在作业需要时作起重船或凿石船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和进步，国内外建造了一批大小不一的抓斗挖泥船。日本

和荷兰形成了标准化的抓斗挖泥船系列产品，并逐渐往大

型化和高效化发展。当前世界上最大的抓斗挖泥船为日本

设计、建造的“五祥号”和“东祥号”，斗容达到 200 方。

相比耙吸挖泥船和绞吸挖泥船，国内疏浚业对抓斗船

研究有限，重视不够，有关技术理论还十分薄弱，抓斗挖

泥船的设计建造基本上是以 10 方以下的小型为主，且大多

集中在内河使用。近年来，国内一些地方和民营疏浚公司

为适应市场需求，从日本进口了一批二手抓斗挖泥船，由

于船舶老化严重，备配件供应价格高、周期长，加上相关

技术支持和维修服务困难，设备可靠性和施工效率难以满

足生产需要。

为振兴民族疏浚产业，上航局“十二五”初联合同济

大学、上海振华港机、武汉长江船舶设计院等单位，充分

发挥产、学、研、用等各方优势，通过上海市科委立项攻关，

采取国内设计、国内建造，国内配套，疏浚装备自主研制，

引进部分设备的技术路线，共同研制了一艘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30方大型抓斗挖泥船“新海蚌”轮，用于狭小水域、

港池、码头、堤岸等区域作业，能够挖掘砂土、粘性土、

风化岩、碎石等各种土质，具有自动挖掘整平功能，可对

驳船进行装驳作业，在封舱的条件下实施无限航区调遣。

2“新海蚌”轮技术参数

2.1 船体尺寸

船长65.8米，型宽24.00m，型深4.80m，设计吃水2.70m。

2.2 施工环境

最大浪高和周期   ≤ 1.5m，6 － 8 秒

最大流速       4 节

最大风速       ≤ 16.0 米 / 秒

环境温度       -15℃ ~45℃

海水温度          -1℃ ~35℃

相对湿度       35℃时 90%

2.3 锚泊条件

风速       蒲氏 10 级 ( 最大 28.4 米 / 秒 )

流速              6 节

最大浪高          4.0 米

2.4 拖航

拖航船速          8节，在封舱的条件下可远海拖航。

2.5 稳性

在抓斗作业情况下，纵倾角≤ 1°，横倾角＜ 3°。

2.6 抗沉性

30 方抓斗挖泥船一舱进水，船体仍保持其漂浮性。

2.7 自持力

连续施工作业 30 天。

2.8 全船定员

三班施工作业，定员 22 人。

2.9 规范、船级及证书

按照中国船级社及中国海事局的规范和法规进行设

计，在 CCS 验船师的检验下进行建造，入 CCS 船级并取得

有关管理部门颁发的各类证书。

3“新海蚌”轮主要性能

3.1 抓斗机性能参数

型式：全回转、吊臂可变幅抓斗机

抓斗机动力，柴油机：  750r/min，1839kW(2500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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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钢桩装置主要参数

部件 名称 单位 参数

固

定

钢

桩

机

械

额定载荷（升 / 压） kN 1078 ～ 539

额定转动扭矩 kN·m 703/351

额定速度 m/min 3 ～ 6

额定主轴转速 min-1 0.73/1.46

齿轮组速比 i 1/37.78

制动力 kN 821

液

压

马

达

排量 cm3 4398/2199

转速 min-1 27.7/55.4

压力 Mpa 18.64

流速 Lit/min 286

扭矩 kN·m 23.2/11.6

摆动式钢桩装置主要参数

部件 名称 单位 参数

摆

动

钢

桩

机

械

额定载荷（升 / 压） kN 1078 ～ 539

额定转动扭矩 kN·m 703/351

额定速度 m/min 3 ～ 6

额定主轴转速 min-1 0.73/1.46

齿轮组速比 i 1/37.78

制动力 kN 821

液

压

马

达

排量 cm3 4398/2199

转速 min-1 27.7/55.4

压力 Mpa 18.64

流速 Lit/min 286

扭矩 kN·m 23.2/11.6

摆

动

油

缸

油缸行程 mm 1500

油缸速度
拉杆速度 sec 29.8

推杆速度 sec 44.3

油缸拉力 kN 735

油缸推力 kN 735

(2) 稳性衡准数 Kc：  

式中：  

   － 最小倾覆力臂，1.5705m；

   － 风压倾侧力臂，m；

                               , 满足要求。

船长的选择主要从抓斗机的布置及工作情况，备用斗

的布置及维修，甲板室的布置及船尾钢桩的布置及操作四

个方面进行测算。

通过反复推演、计算校核、方案优化，最终将“新海

蚌”轮主尺度确定为长65.8米，型宽 24.00m，型深4.80m，

吃水 2.70m。

4.2 船体结构优化研究

采用有限元软件对船体结构建模，根据抓斗机工作特

点，进行载荷分析，结合船体自身受力情况等，计算局部

载荷。根据计算结果，选取疲劳分析评估点，利用结构疲

劳计算软件进行疲劳强度校核，保证结构强度。

4.3 抓斗机总体设计关键技术

挖泥船抓斗机与港口吊机不同，港口吊机动力源一般

用电动绞车或电液绞车驱动，起升和回转速度相对较慢，

工作平稳。而由于挖泥船抓斗机工况复杂，载荷大，同时

受转盘空间及中心集电环限制，传统方法无法满足设计要

求。为此需研究功率大、效率高、尺寸小、机构简单、易

于实现自动控制的动力系统，以满足抓斗机的需要。

大型抓斗挖泥船抓斗机动力通常由变频电机驱动和柴

油机驱动两种形式。“新海蚌”轮通过市场调研，选用了

日本大发柴油机通过奥米伽装置驱动抓斗机，以实现运动

离合及无级调速功能，结构紧凑，具有良好的机械特性。

该轮的奥米伽驱动装置，从日本 NIKO 公司引进 , 由奥米伽

离合器、液力变矩器和增速装置组成。柴油机主输出端驱

动奥米伽离合器 , 副输出端驱动分动箱带动变幅及旋转液压

系统。抓斗机回转、变幅、升降等动作均由柴油机提供动力。

抓斗机上设置操作室，操纵室内设有负荷指示、挖深指示、

变幅角度指示、柴油机等系统运行参数和报警等显示屏。

4.4 抓斗机基座及臂架优化设计

抓斗机回转机座采用圆筒结构，回转支撑滚轮机构通

常有单排和双排两种形式。为支承抓斗机及疏浚泥土的载

荷，提高可靠性，保证机构运行平稳，“新海蚌”轮回转

机构采用了双排回转支撑滚轮。在加配重后可在任何吊载

情况下，保证整个回转结构和吊重的重心在圆筒体以内，

减少主体倾覆力矩。

抓斗机吊臂是抓斗挖泥船最关键的受力构件，支撑了

整个抓斗系统的重量。臂架、人字架结构的设计除了要满

足使用要求以外，还应尽量减少臂架自重。 

通过有限元软件对臂架进行建模，根据臂架的载荷、

工况、重量等，进行疲劳强度校核计算并进行优化。为进

一步减少自重，“新海蚌”轮臂架采用了高强度钢。

4.5 定位桩系统开发研究

定位钢桩系统是“新海蚌”轮的重要挖泥设备，由钢

桩和支撑它并将其与船体连接的基座组成，分别安装在船

艉和船舯的槽孔处。

“新海蚌”轮抓斗挖泥船定位钢桩系统包含 3 根钢

桩，分别是一个摆动式钢桩装置（工作桩及定位桩）和

二个固定式钢桩装置（定位桩）。一个摆动式钢桩装置

布置在船体艉部的槽孔处，二个固定式钢桩装置布置在

船体舯部左舷与右舷的两侧槽孔处。在整个挖泥周期中，

二个固定式钢桩装置和一个摆动式钢桩装置的三根钢桩

插入水下泥土中，实现三点定位，保证以抓斗机为转动

中心扇面的挖泥作业。移船时，二个固定式钢桩装置的

两根钢桩提起，摆动式钢桩装置进行首尾方向 ±15°摆

动，实现抓斗船的前进或后退。钢桩升降和摆动由液压

机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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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疏浚泥泵技术与产品的发展

杨文

石家庄强大泵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1 前言

我国是最早用人工疏浚方法开挖运河、疏通河道、沟

通水系、发展航运、进行排洪灌溉的文明古国。上可追溯

到大禹治水，春秋战国就开始了开挖运河的伟大工程，有

些在今天还发挥重要作用。 

从疏浚工具来说，早在宋代就发明了“浚川耙”、“铁

扫帚”、“刮地龙”、“浚河铁蒺藜”等进行扰动疏浚的

维护工具。当时这些先进的生产工具在欧洲还未出现。漫

长落后的封建社会，特别是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从根本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从先进转向

落后，解放前我国所拥有的疏浚设备及疏浚技术水平较之

欧美先进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同其他经济战线一样，疏浚工

作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新海蚌”轮定位钢桩系统包含有：（1）钢桩升降装置；

（2）钢桩摆动装置；（3）定位钢桩；（4）钢桩基座结构

（5）液压动力系统以及液压管路和阀组，控制用传感器、

油脂集中润滑系统。

“新海蚌”轮在钢

桩定位作业时，其受到

的风、浪、流等环境载

荷和作业载荷的作用力

均由定位钢桩承受。由

于定位桩一端插入泥沙

中，一端在挖泥船的卡

箍中，同时抓斗机回转

作业时，冲击、波浪、

涌浪会使船体产生较大

的运动，定位桩受力复

杂，承受纵向和横向的

弯矩和交变力。同时定

位桩中间悬跨段长，结

构制造过程中存在着初始

挠度等缺陷，为保证定位桩工作中比较小的弹性变形，通

过环境载荷、作业载荷、土质条件等计算钢桩的受力情况，

采用有限元软件对钢桩和固桩结构进行静动力计算和稳定

性分析，对钢桩和船体相关结构进行优化设计，提高了定

位及移船系统可靠性。

4.6“新海蚌”轮主要机电设备配置

该轮机舱设三台柴油发电机组，作业时任意两台并车发

电满足全船电气设备及照明、控制、生活用电需要。停泊 /

应急时，由任意一台提供锚泊时生活、修理用电和应急设备

所需电力，单台柴油发电机组容量由全船电力负荷计算确定。

4.7 疏浚作业智能化监控关键技术研究

为了提高疏浚作业精度和工作效率，“新海蚌”轮利

用计算机、网络、信息化和传感器技术，自主开发了一套

挖泥控制系统和疏浚平面定位系统，实时显示船舶所在位

置、方向、抓斗位置、挖深情况、海底地形探测等，以实

现定点挖泥、定深挖泥，从而提高疏浚作业效率。

“新海蚌”抓斗机的各种动作在操作室通过手柄及按

钮可以一人操作。控制系统采用PLC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

操作室配有人机界面，显示疏浚监测画面及各种保护报警

信号，并与船舶操作室计算机网络进行通讯，船长室及轮

机长室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可以查看。通过程序软件实现对

系统监测及计算生成的数据记录及存储功能，同时利用无

线传输技术，将疏浚数据传输到指定服务器或监测终端，

便于公司相关部门进行生产指挥。

主监控界面

施工界面截图

5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新海蚌”轮建成投产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先后承接了上海黄浦江关港航道浅段维护疏浚、青岛港、

连云港、南美阿根延等工程，运行情况良好，年均疏浚土

方 200 多万方，年均产值近 4000 多万元。通过“新海蚌”

轮的研制，上航局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

利 2 项，发表了学术论文 4 篇，形成行业标准 2 项。

6 结束语

“新海蚌”研制是上航局抓住机遇，依托重点工程，

围绕市场需求，实施装备战略性扩长，增强企业可持续发

展能力的重要保证。该型船的探索和实践为今后开发大型

抓斗机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储备和经验，填补了国内在大型

抓斗机研制方面的空白。同时在挖泥船设计与制造技术方

面，也锻炼了一支具有较强攻关能力的研发队伍，提升了

企业设计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摘 要：本文清晰构略了疏浚泵从建国初期到现在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讲述了各个阶段疏浚泵的设

计要点、功能特性及主要材料，重点介绍了新一代疏浚泵 TK1200 的设计理念及研制成果。

关键词：疏浚泵；设计理念

Abstract: In this paper, each historical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dredge pump from early years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PRC up to now was clearly outlined, the key design points of dredge pump as 

well as the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main materials in each stage is described, the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design idea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dredge pump TK1200.

Key words: dredge pump；design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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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疏浚进入国际市场，并已取得了良好的信誉。

在现代化疏浚设备中，肩负着重大使命工作的输送工

具，即：泥泵。或者称作：挖泥泵、疏浚泵，泥浆泵，砂泵，

渣浆泵等。也一样走过了充满艰辛的漫漫长路。 

2 发展历程

1 阶段：1953-1980 年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得到了恢复。由于受当时国

际政治环境的限制，石家庄水泵厂老一辈技术工作者勤奋

学习苏联水泵设计技术，充分利用当时的制作设备，60 年

代研发并制作出第一代疏浚用泵。包括 PS 砂泵系列 ,PN 泥

泵系列，PH 灰渣泵系列等产品。口径从 2 寸到 10 寸，流

量从 10-1600m3/h。该产品结构见下图：

该泵有两种结构形式，其中 PS 型是卧式侧面进水离心

式砂泵，用于输送砂矿浆类液体。该泵特点为：进浆管不动，

即可拆卸泵体，安装方便。两个进浆口，任意选择，便于

设备布置。PN/PH 型是卧式直管进水离心式泥泵。该泵特点

为：直管进水，叶轮和护板间隙可以调整，效率高。

当时泵过流部件的材质主要采用的是：第一代耐磨材

料

材料

简称
材料牌号 

铸态去

应力硬

度

硬化处

理硬度

冲击

韧度

热处理

开裂倾

向

使用开

裂倾向

耐磨

1 号
KmTBMnW2 ≥38HRC ---- 4J/cm

2
较小 不开裂

耐磨

2 号
KmTBMnMo2 ≥ 50HRC ---- 4J/cm

2
较小 不开裂

硬镍

1 号
KmTBNi4Cr2-GT ---- ≥ 54HRC 5J/cm

2
小 不开裂

锰钢 ZG30Mn ≥ 25HRC ---- 20J/cm
2

小 不开裂

在当时相对落后的创业时期，耐磨系列材料的研发与

制作，大大满足了疏浚泵产品的使用工况，也填补了国内

空白。我公司第一代的材料专家参与并主持了耐磨铸造材

料的国家标准的制定。

第一代疏浚泵的制作成功，开创了我公司设计、制作

渣浆泵的新纪元。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术专家，为以后公

司的发展淡定了基础。

在当时共有制的体制下，石家庄水泵厂真正了实现了

产、学、帮精神。帮助许多兄弟单位加工制作了上述产品。

例如：山东等地一些水泵生产厂家。有些产品如：10PNK

等至今仍在生产和使用。

2 阶段：1980-1990 年

80 年代初，石家庄泵业集团从澳大利亚沃曼公司引进

了许可证技术渣浆泵产品，其中AH重型渣浆泵系列、G（GH）

砂砾泵系列适用于河道疏浚清淤，典型工程有：16/14TU-

AH 四级接力串联用于杭州西湖环保清淤，16/14G-GH 用于

黄河清淤工程，14/12G-G 用于赣江清淤、采砂等等。该系

列的泥泵从工况效果、使用寿命、可靠性指标较第一代产

品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形成了我国第二代疏浚用泵产品。

AH 系列泵为双壳结构，具有抗磨蚀、承受更高压力的

能力，其结构见下图：

AH 系列泵为单级、轴向吸入、卧式渣浆泵，该泵：承

压高、耐磨损、出口角度可以按 45 度旋转调整，模块式结

构，安装、维护简单。

G（GH）砂砾泵为单壳结构，具有良好的汽蚀性能及

输送砾石的能力。

G（GH）系列为单级、轴向吸入、卧式砂砾泵，该泵：

汽蚀性能好、过流粒径大、耐磨损、出口角度可以按需要

随意调整，模块式结构安装、维护简单。

同时公司引进了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澳大利亚沃

曼公司耐磨白口铸铁系列材质的制作和加工工艺。典型的

材质见下表：

材料

简称
材料牌号

铸态去

应力硬

度

硬化处

理硬度

冲击韧

度

热处理

开裂倾

向

使用开

裂倾向

A05 KmTBCr26 ≥45HRC ≥ 56HRC 6J/cm
2

小 不开裂

A07 KmTBCr15Mo3 ---- ≥ 59HRC 6J/cm
2

小 不开裂

A25 ZG25Ni2CrMo ---- ≥ 30HRC 25J/cm
2

小 不开裂

通过引进吸收高铬白口铸铁的制作工艺，我公司从材

料理论上对耐磨铸件的成分分析、元素含量、金相组织状

态等指标上的研究更加深入。对耐磨材料的制作更加科学

化，数字化。与此同时同沈阳铸造研究所等单位共同编制了：

抗磨白口铸铁件国家标准《GB/T8263-1999》。为制作大型

泥泵的耐磨零部件积累了经验。

完善的产品系列，可靠的材质及产品制作工艺，使我

公司的泵产品达到了当时国内顶峰。同时也为技术人员消

化吸收国际先进的渣浆泵设计技术，摸索耐磨材质设计、

制作工艺提供了最佳的机会。许多专家参与并主持了渣浆

泵制作和试验标准的制定。促使成立了国内唯一个《杂质

泵研究所》，培养出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作者，积累的非常

丰富的渣浆泵设计、制作经验，为以后泥泵的大型化、自

主知识产权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阶段：1990-1995 年

从建国至 80 年代末期。我国各大港口的清淤疏浚泥船

主要依赖进口荷兰、日本等成套产品。这种局面严重制约

着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政府和疏浚界人士甚为关切的问题。

各大科研院所、疏浚单位也为国产化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

力。此时，我公司通过引进澳大利亚沃曼公司耐磨材料的

铸造技术，已经具备了制作大型耐磨铸件的能力。90 年代

初期，以刘相文为代表的一批国内疏浚专家通过研究并逆

向设计了进口疏浚泥船上的零部件图样，由船厂委托外协

厂制作耐磨材质配件。但均处于非标产品状态，未形成标

准化、专业化的系列。此时，石家庄泵业集团为国内厂商

用户用自主技术相继制作出大型泥泵的过流件，如：中国

水电十三局的海狸系列泥泵配件，天津航道局和上海航道

局大型泥泵备件等。单件零件重量最大到 10 吨，最大尺寸

到 5 米。一举打破了国外对泥泵配件的垄断。

4 阶段：1995-2003

通过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疏浚市场面临着进一步的挑战。90 年代末期，国家从战略

层面考虑，实施了“百船工程”计划。公司承接了水利部“百

船”国产泥泵的研发任务，并与 708 所、杭州齿轮箱厂、

航道局、各大造船厂紧密合作，一起科研攻关。当时泥船

的配带主要采用绞吸式、斗轮式两种结构。对泥泵的吸

程、压头、效率、振动等性能参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

时石家庄泵业集团从：技术研发、耐磨材料的铸造、泥泵

制作工艺等各方面具备了设计制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主

机产品的条件。开发并自行设计了 250WN、300WN、450WN、

500WN 等中型挖泥泵。流量参数达到了 5000m3/h。

该产品为单泵壳结构。托架形式采用独立托架和泵箱

一体两种结构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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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架形式结构产品：采用稀油飞溅式润滑，单级、单

壳体、直管式吸入、卧式结构，吸入性能好，过流粒径大。

泵箱一体结构产品：泵头采用与托架式通用零部件，

配用斜齿减速齿轮箱安装，轴向尺寸段，维护简单。

WN 系列泥浆泵：首次设计了机械密封结构，解决了

无泵不漏的密封难题，开创了机械密封产品在船用大轴径

泵中使用的先河。首次运用了轴系动力模态分析技术，验

算整个轴系的振动频率，利用高弹联轴器合理调节轴系的

振动指标。WN 系列泥泵采用了计算机流体分析技术，利用

CFD流场分析计算，使产品提升了效率，确保了设计的精度、

准度。为研究流场分析提供了科学依据。以下为 450WN 挖

泥泵 CFD 水力流场计算分析云图：

通过许多先进技术的应用，中型泥泵的开发获得了巨

大成功。不仅满足了疏浚泥船的使用要求，也创造了国产

泥泵的历史。至今在一些中型挖砂、疏浚工程中，由“百

船工程”时期所制作的设备仍在使用，显示出良好的性能。

5 阶段：2003-2013

随着疏浚技术的发展、市场需求的涌动，大型化的疏

浚设备越发显示其优势。2004 年石家庄强大泵业集团为上

海航道局“新海虎”项目研制了国产 1000WN 挖泥泵主机。

创造了当时国内大型泥泵的新纪录，流量达到 25000m3/h。

该泵采用：双壳高压水结构， L 型螺旋式密封、叶轮进口

唇圈辅助密封，压力润滑系统、高压平衡密封水、砂水分

离系统、水力流场分析、强度应力分析等一系列的新技术。

该泵的结构如下：

新海虎项目 1000WN 挖泥泵获得了成功后，公司瞄准

疏浚市场需求，相继开发了：600WN、600WNQ、700WN、

700WNQ、800WN、800WNQ、850WN、900WN、900WNQ、

950WN 等系列挖泥泵，至此大型挖泥泵已经成为全系列的

产品。

针对泥泵的特点，研发了新型耐磨材料，并将不同参

数的材料进行了制作、匹配研究。成功开发的泥泵材质见

下表：

材料

代号

铸态去应力

硬度

硬化处理

硬度
冲击韧度

铸造开

裂倾向

热处理

开裂倾

向

使用开

裂倾向

KB17 52~54HRC 58~60HRC 7J/cm
2

小 小 不开裂

KB04 48~50HRC 57~59HRC 7J/cm
2

小 小 不开裂

新型耐磨金属材质硬度更高，韧性更强，在泥泵中或

得了推广应用，显示出优良的性能。

随着国内疏浚市场的快速发展，疏浚设备的大型化、

高效化已成主流趋势。石家庄强大泵业集团与天津航道局

展开了更加深入合作。2009 年以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董事长钱献国为项目组长的“大型挖泥船泥泵国产化开发

研制项目”，将自主研制疏浚专用泥泵技术推向了顶峰。

该项目融合了石家庄强大泵业集团、清华大学、中船重

工 12 所、河海大学等国内疏浚技术研究、疏浚设备制造

能力最强单位，实行联合攻关，目标是为我国自主研制的

新一代超大型耙吸式挖泥船 “通途”轮以及舱容量达到

11000m3 的姊妹船“通恒”轮、“通远”轮配置专用泥泵。

其科研成果——“通途”轮专用的 TK1200 型泥泵，其挖泥

排量达到了 25000m3/h。成功研制并实船在实际工况中验证

后，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启动的为“通

恒”轮、“通远”轮配置的 TK1000 型泥泵也相继成功开发

出来，显示出优良的性能，其参数指标均达到了国际先进

水平。该项目在泥泵疏浚技术中取得了多项专利，在泥泵

国产化研制的各项领域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泥泵基础理

论化研究；泥泵多相流流场分析技术研究；泥泵转子动力

模态分析优化；水力模型和结构优化；耐磨材料性能优化

研究；制造工艺技术指标体系及运流管理技术研究等。由

此建立起了完整的泥泵研制技术体系，并使我国挖泥泵制

作技术接近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TK1200\TK1000 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在泥泵产品与

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带动了我

国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也是在疏浚装备关键设备与技术

的自主开发领域，实现了产、学、研联合一体化项目组织

的一次最完美的探索与实践。

2012 年，石家庄强大泵业集团在此基础上为马来西亚

34000m3 大型耙吸挖泥船研制了 1400 口径的泥泵，挖泥排

量达到了 30000m3/h，是至今我国制造并出口亚洲的最大泥

泵。

3 展望未来

中国大型现代化疏浚设备的制作，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凝结了几代人的艰苦创造。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疏

浚装备特别是挖泥泵及其输送技术产品必将结合新技术发

展而日新月异，下一阶段将重点发展的技术：

1、水力多相流分析技术

利用计算机分析技术，针对不同颗粒直径、不同粘性、

不同比重、气固液多相流混合介质的性能预测。

2、泵零部件的磨损预测

预测磨损、承压工况下零部件的寿命，解决维护周期

的准确制定问题，用数字定量化技术来提高设备的稳定性、

安全性。

3、智能化接力泵站

远程监控智能化系统实时检测设备的运转性能并远程

优化控制，做到无人值守。该技术会随着智能科技的到来

迅猛发展。

4、非金属材料的发展

在耐磨金属材料登峰造极的今天，高强度非金属材料

将带来新的革命。陶瓷、聚氨酯、特种橡胶等非金属材料

将逐步应用于泥泵。泥泵过流材质合理选择匹配可能会产

生超预期的效果。

5、面向深海作业工况的新型泵系统

高科技发展的今天，人类将进一步探索深海，开发丰

富的海底资源。伴随着智能化技术，承载特种工况的新型

泵类产品将会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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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面挑战持续成长

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旗下以建造疏浚工程船舶为主要业务方向的骨干造船企业，

拥有几十年疏浚工程船舶的建造经历，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

始建造小型挖泥船起步，发展到如今成功建造了国内自主研

制的舱容量最大的耙吸式挖泥船。“文船”所以能够在中国

疏浚行业疏浚工程船舶建造领域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得益于

国家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强力支持，得益于新世纪以来我国疏

浚市场“井喷式”需求的拉动，得益于船东、设计和配套厂

商的愈加深入的合作。在此条件下，“文船”依靠强烈的创

业、创新精神，直面挑战，把握机遇，加快成长。

新世纪以来，国内船东大批量建造疏浚船舶，对国内

造船厂商而言，既是难得机遇，又是巨大挑战，包括掌握

疏浚装备前沿技术的挑战，建造技术及质量、成本控制的

挑战，企业能力建设、合作机制以及信誉的挑战等。“文船”

注重学习和全面创新，积极探索多方合作模式，持续深化

自我调整和改进，把握住机遇，为国内船东建造了一大批

万方级、甚至两万方级的大型耙吸式挖泥船，以及新型绞吸、

持续创新  合作发展

努力创建国际一流的疏浚工程船舶建造基地

抓斗式挖泥船，为我国疏浚装备的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文

船”实现了大幅进步。

近年来，航运业、造船业以及疏浚市场进入深度调整

期，国内疏浚企业的疏浚工程装备订单减少，疏浚市场趋

向环保、深海等方向加速转型，全球工业化和信息化不断

深入，疏浚工程装备也日益呈现高端化、智能化、专业化

发展的特征。在新的挑战面前，“文船”一方面依靠自身

实力积累，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一方面加强科技创新，

参与区、市、省、部级科研项目，例如“三万方大型耙吸

挖泥船关键技术研究”、“5000kW 绞刀功率自航绞吸挖泥

船关键技术研究”、“大型抓斗挖泥船关键技术研究”等

科研项目，持续在疏浚装备制造领域总结、积累，强化自

身；一方面加强与国际知名的疏浚装备制造企业 IHC 公司

及 Vosta LMG 公司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提升国内疏浚行

业装备建造的整体水平。在当前市场有所复苏的形势下，

一举出击斩获多项大单——黄骅港 10000m3 自航耙吸挖泥

船，长江航道局 6000m3 自航耙吸挖泥船，滨州 7200m3 自

航耙吸挖泥船以及 6000kW 绞刀功率自航绞吸挖泥船。

2 持续创新提升能力

疏浚工程装备研发建造技术含量高，要求制造厂商具

备完善的研发、设计、制造体系及其安全、技术、质量、

成本管控体系。着眼专业化、持续性发展目标，近二十年来，

“文船”以能力建设为主线，以产品的性能优异、质量完好、

周期可控、价格合理为基准，着力构建技术、质量、生产、

安全等一系列完善的管理体系，与船东、设计院、相关设

备制造商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用心打造“文船”这

一国内大中型挖泥船建造基地的知名品牌。

好的产品，源自好的设计。“文船”注重和国内外最

具实力的疏浚工程船舶设计单位如荷兰 IHC 公司、708 所和

上海交大交流合作，在船东的支持下，精雕细刻出一个个优

秀的设计方案，为建造高品质疏浚工程船舶奠定了坚实基础。

船厂详细设计是优秀的建造指针及方案设计转化为适

合船厂现实生产力的关键环节。大量精细而优化的生产设

计图纸、文件，为生产建造全过程提供有力技术支持。挖

泥船上各种专用设备数量众多，种类繁杂，功能各异。在

挖泥船有限的空间里合理布置专用设备及辅助系统、管路、

电缆，在实现其功能的前提下又能做到美观大方，并非易

事。“文船”持续充实并不断加强其能力的设计部、技术

部拥有由 200 多人组成的技术队伍，1997 年开始引进 DS 

SYSTEM 公司的 CATIA 软件并全面推行 3D 设计。目前已建成

CAD/CAM 网络硬件系统的基础设施，以千兆级光纤为骨干的

网络已覆盖到整个设计环境，设计员全面采用专业图形工

作站进行详细设计、生产设计工作，实现所有专业全 3D 建

模、全 3D 协调，建全完整的 3D 电子样船。通过 3D 协同设

计平台，将 3D 设计延伸到了工艺设计，如分段翻身、吊环、

吊码和索具的布置、分段测量、精度造船全站仪的使用均

推广 3D 技术的应用。通过引进和推广设计软件的应用，提

升了造船生产设计能力，有效地提高船舶产品的设计质量。

现代造船模式及其施工工艺时建造高质量疏浚工程船

舶的基础和主体。文船公司从90年代起推行现代造船模式，

“壳舾涂一体化”、总段造船法等先进造船技术已运用非

常纯熟。目前，正在进行以中间产品为导向，改善作业流

程的探索。通过先行舾装、工序前移等手段，充分创造条

件，将立体施工变为平面施工，将复杂施工变为简单施工，

从而达到有效降低施工难度，减轻作业强度，提高产品品

质的目的。多年以来形成的相关作业流程、施工工艺，以

及技术工人队伍、生产管理人员队伍，也有力保证了挖泥

船及相关专业设备的制造、安装、调试工作的顺利开展。

科技创新体系是发展先进疏浚工程船舶的重要保证。

“文船”坚持投入大量力量进行科研和技术工艺创新，企

业主持或参与多方面科技研发项目，关注并多方面汲取他

人的有益经验，还通过各种专利申请及授权，有效保护公

司科技研发成果的相关知识产权。近年来，公司专利申请

数量每年都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挖泥船相关专利在其中

李 晞

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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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封二）

（二）厚重的积淀

改革开放的强劲春风催动广州文冲船厂自我裂变。1983 年文冲船舶修造厂隶属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1991 年正式启用

广州文冲船厂厂名。随着指令计划的逐步减少，广州文冲船厂主动出击市场，承接船舶订单，造船能力不断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1991 年底，广州文冲船厂承接了为香港瑞安机械服务有限公司建造两艘斗容为 16m3 抓斗挖泥船，以及两艘 1000m3 开

体泥驳的订单。1992年 7月底，两艘分别命名为“积达GD182”、“积达GD183”的抓斗船先后建成交付。2艘分别命名为“积

达 SB184”、“积达 SB185”的泥驳，也分别于 1992

年 10 月和 11 月先后交付。之后，广州文冲船厂再

为香港瑞安机械服务有限公司建造了第三艘 16m3 抓

斗挖泥船——“积达 GD198”。2000 年底广州文冲船

厂还向广东省北江航道局交付了一艘 0.75m3 抓斗挖

泥船 “粤道工 405”。

有了建造开体泥驳的基础，广州文冲船厂开始

挑战更为高端的开体式耙吸挖泥船。1996 年，广州

文冲船厂成功中标了泰国港务厅 800m3 开体式耙吸挖

泥船项目。该船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〇八研

究所设计，是具有 90 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一代开

体式耙吸挖泥船，主要设备均为国内制造。该船于

1998 年初顺利通过船东交船试航，顺利签字交付。

这艘获得了广东省优秀新产品二等奖、被命名为“CHAO 

TA H. 10”的耙吸挖泥船，至今仍占据着文冲船厂造

船历史上多项记录——首艘自航耙吸挖泥船、首艘出

口国外的挖泥船、首艘开体式耙吸挖泥船、首艘按国

外船级社规范（LR）建造的挖泥船。该船的建造，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自主建造疏浚工程船舶的进程

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  王东凯

图为：新海虎轮在隆重的命名交接仪式上

占据了相当比例，其中主要有以“绞吸挖泥船的绞刀座的

定位安装方法”、“一种高压冲水管喷嘴喷射点定位装置”

为代表的工艺方法、工装类的专利——作为船舶总装厂而

言，这类专利在专利总数中占据相当比重。除此以外，在

与相关单位的合作交流等过程中，通过合作研发等方式，

也取得积极成果。例如“一种舷侧高压冲水伺服架机构”等。

3 合作共赢打造名企

当前，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对造船业、疏浚工程装

备建造正在、并将持续产生重大影响。由于科技力量推动

和疏浚市场需求深刻变化，疏浚装备发展将呈现显著区别

于传统的重要特征：

3.1 智能化

在“工业 4.0”时代的大潮中，船舶的智能化正在成

为一种发展趋势，为船舶的管理及运营提供越来越多的便

利。在这方面，“文船”进行积极的探索。即将交付船东

的 38000DWT 智能型散货船，将有望成为国内，乃至世界上

首艘投入商业化运营的智能型船舶。挖泥船的控制系统也

正在向着“智能化”的疏浚控制系统方向发展，在进一步

提高施工效率、保障施工安全、降低作业人员劳动强度方

面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挖泥船的控制系统本身就比

普通商船要复杂得多，因此尚无实际应用的案例。在这方面，

“文船”也投入了大量力量从事相关的研发工作。

3.2 绿色环保

目前，绿色环保的理念已经逐渐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

方面面，也正在影响疏浚工程船舶的发展方向。一方面，

对疏浚机具及施工工艺，越来越讲求生态环保，例如尽可

能降低疏浚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的扩散，降低噪音、减少

污染等等。目前，国际厂家在环保挖泥机具的开发方面走

在前面，我国有关企业亟待形成自有开发能力。另一方面，

废弃物的排放的管制也越来越严格。现在欧盟及北美对船

舶主机排放废气的要求划定了排放控制区，中国也在珠三

角、长三角、环渤海设置了排放控制区。挖泥船主机的排

放将执行越来越严格的标准。配置脱硫、脱氮设备，甚至

直接使用双燃料发动机，已越来越成为挖泥船动力系统配

置的发展方向。国际上，DEME 公司已经在开工建造自己

的使用双燃料动力系统的耙吸挖泥船。在国内，尚无此类

实船在建造中。“文船”在绿色能源船舶方面已经开始了

1400TEU 双燃料集装箱船的建造，在双燃料系统应用于挖

泥船方面，目前相关的研发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但

在双燃料系统在疏浚工程船舶动力系统的普及方面，除了

双燃料动力系统的在疏浚工程船舶上要获得发展，LNG 加

注站等方面配套设施的建设也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3.3 舒适性

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演进，无疑也必须关注并改善

长期在海上工作的船员的船上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之保持

良好工作状态，提高工作效率。例如目前中交天航局在建

的 5000kW 绞刀功率自航绞吸挖泥船“天鲲”号，以及“文

船”在建的 6000kW 绞刀功率自航绞吸挖泥船都在生活区配

置了气动减振装置，能有效隔离船上机械设备产生的振动。

这类装置的配置，有可能成为后续建造的其他大型绞吸挖

泥船的标准配置。

3.4 针对性

以往建造的疏浚工程船舶，大都走的是通用化的路线。

“一船在手，包打天下。”但什么都能做，往往意味着什

么都不精。在特定的施工条件下，往往效率不能达到最优。

现在越来越多的挖泥船船东，在建造新船时，开始走专业

化的道路。对应特定的作业工况开发相应船型，从主尺度

的选择到设备的配置，全方面进行优化，使其工作效率达

到最优。“文船”在建的三型耙吸挖泥船，无一不带有浓

烈的地域特性，是专门针对长江口、黄河三角洲水域的相

关特性进行研制的成果。

中国疏浚做优做强是全行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文

船”作为国内大中型挖泥船建造的骨干企业，应当担当

起自主建造国际先进的疏浚装备的重任，并能成为国际

疏浚工程装备制造的重要基地，为世界疏浚业的发展奉

献更大作为。“文船”将秉承创新进取、合作共赢的方针，

不懈学习、持续创造，为建设国际一流的疏浚工程船舶

建造基地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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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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m3 耙吸挖泥船由广州文冲船厂为交通部长江航道局

批量建造，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〇八研究所设计，主

要用于长江航道疏浚、整治，该船前后共分 4 个批次建造，

共建造 5 艘。首制船“航浚 14 号”于 1999 年成功交付长江

武汉航道工程局使用，先后获得国家级新产品奖和广东省优

秀新产品二等奖。后续的“航浚 16 号”、“航浚 18 号”、

“航浚 21”号和“航浚 22”号于 2001 年至 2005 年间陆续

交付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和长江宜昌航道工程局。该型船每

个批次均根据实际建造及使用的经验持续改进，使其设计建

造不断成熟。首制船“航浚 14 号”的最大舱容为 760m3，

至最后交付的“航浚 22”时，最大舱容已增加至 970m3。该

型船的突出特点，是为适应长江航道应急疏浚的需要，设置

了边抛管，可以在对主航道进行疏浚挖泥的同时，将泥浆通

过边抛管直接抛射到主航道以外，从而省去了往返抛泥区的

时间，提高施工效率，节省了施工时间，为紧急情况下迅速

浚深航道，保障航道通航能力提供支持。

20 世纪 90 年代文冲船厂的挖泥船建造，均由文冲船厂

重工分厂负责完成。重工分厂专注于中小型工程船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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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积极的探索

2001 年，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公司

走向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重工分厂也改制为重工事业部。

改制后的“文船”积极探索并参与国际合作，首次联

手中国港湾建设 ( 集团 ) 总公司，与国际知名疏浚装备制造

商荷兰 IHC 公司合作，为国内船东建造挖泥船。首制船——

名义舱容 1000m3，最大舱容 1400m3 的自航耙吸挖泥船“粤

道浚1”号，于2002年交付广东省航道局。初次合作成功，

促使三方继续联手又合作建造了一艘生产率为 3000m3/h 绞

吸挖泥船。这艘 2004 年顺利完工、命名为“福岷 9 号”的

新型绞吸挖泥船，采用国外提供主要疏浚设备、IHC 公司设

计、“文船”建造的模式。“福岷 9 号”建造，通过引进、

消化、吸收国际公司先进设计理念、技术及先进疏浚设备，

大幅提升了国内绞吸挖泥船的设计、建造及装备配套水平，

为国内大规模建造大型绞吸挖泥船奠定了基础。之后，文船

公司又与 IHC 合作，为中交广州航道局建造了 6 艘 7025 系

列 2300m3/h 绞吸挖泥船。该系列也是“文船”迄今为此批量

最大的一型挖泥船。

2005 年，“文船”为中交上海航道局建造的 3800m3 耙

吸挖泥船“航浚 4011”轮交付，次年 2# 船——升级之后最

大舱容 4500m3 的耙吸挖泥船“航浚 4012”轮建成投产。该

船型还获得了另外两家船东——江苏连云港港口（集团）有

限公司及唐山津航疏浚有限公司的青睐。再次升级后，舱容

增加到 5000m3 的“云浚 1 号”及“通赢”号先后于 2007 年

及 2008 年先后交付船东。“通赢”号还在同类型工程船中

最早配置艏吹装置。

（四）创新与突破

新世纪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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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航道局和广州航道局相继从荷兰 IHC 引进了舱容为 12888m3

的“新海龙”（2002 年交付）和舱容 10028m3 的“万顷沙”

（2004年交付）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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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航道局决定在国内投资建造一艘舱容 13500m3

的自航耙吸挖泥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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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交付中

港疏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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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海虎”轮借鉴了国际疏浚装备发展的一些新的技

术，如采用了“一拖三”复合动力驱动系统，即主柴油机既

可驱动 CPP（可调螺距螺旋桨）航行，也可驱动泥泵挖泥，

还可驱动轴带发电机为其他用电设备供电，不仅减少了设备

数量，还可使主柴油机在自由航行、航行挖泥、抽舱排岸几

种工况下，都可工作在最佳工作点附近，提高了燃油效率，

节能环保，经济性好。

“新海虎”轮的建造，带动了国内疏浚设备配套能力

的提升。文船公司与船东、设计院一起，在国内选择技术实

力较强的相关设备配套企业，对甲板行走吊机、新一代高效

泥泵、闸阀、疏浚集成控制系统等大型系统、设备组织联合

攻关，并对其设计制造进行严格监控及把关，保证了这些设

备与系统满足设计和使用的技术标准。

“新海虎”轮对立足国产化基础发展万方级大型耙吸

挖泥船起到了示范性作用。我国大型、超大型耙吸挖泥船的

建造随之进入蓬勃发展期。“文船”适时调整管理体制，撤

销重工事业部，在公司设计部成立疏浚课，在造船事业部成

立疏浚部，加入原重工事业部的主要力量，为疏浚工程船舶

的建造提供专业化的支撑。聚焦疏浚装备的“文船”屡建新

功：2008 年，为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建造的 13000m3 耙

吸挖泥船“通旭”轮交付；2009 年，为中港疏浚股份有限公

司建造的16888m3 耙吸挖泥船“新海凤”轮交付；2010年，

向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交付了 9000m3 耙吸挖泥船“浚

海 1”轮、“浚海 2”轮；向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交付

10000m3 耙吸挖泥船“新海牛”轮、“新海马”轮；2012 年

又分别为中交广航、中交上航建成 10288m3 耙吸挖泥船“浚

海5”轮、“浚海6”轮和11888m3 耙吸挖泥船“新海虎4”

轮、“新海虎 5”轮……

我国疏浚装备的发展始终注重学习、研究、消化国际

先进技术的发展趋势，并结合自身实际，不断提升创新能力。

国际同行在超大型挖泥船上开始发展俗称“一拖二”

的复合动力驱动系统技术，在复杂工况的疏浚工程中显示出

适应范围宽的优势。

图为：3000m³/h 绞吸挖泥船“福岷 9号”

图为：800 立方米耙吸式挖泥船

图为：18000m³耙吸挖泥船“通程”图为：500m3 耙吸挖泥船“航浚 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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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浚及离岸工程工程师

博士研究生

深入探索并运用疏浚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为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发挥作用，并在此前

提下，最大限度地避免或降低疏浚作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是国际疏浚界始终努力的根本目标。欧洲

疏浚及相关工业系统，在环保疏浚领域开展了颇为深入的研究与实践，形成了诸如“与自然共建”等

的基本理念和共识，取得了一些工程应用方面、具有示范性意义的成果。为了将欧洲在环保疏浚方面

的理念和经验拿来与中国疏浚工业界的同行进行交流沟通，荷兰三角洲研究院 (Deltares, 也称水力学

研究院 ) 的叶清华博士、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水利工程系的 Aarninkhof 教授和本人共同组织了本期

“国际视野”刊发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概括介绍了荷兰对于疏浚工程在环境保护方向上的策略框架。

其中，物理及数学依据来自于”与自然共建”工程 (Building with Nature, 简称 BwN)，比如疏浚界一

直关心的挖泥船在作业过程附近羽流扩散现象的物理和数值模拟，就已由这项工程里的 de Wit 博士完

成。另一方面 , 介绍欧盟对于疏浚工程的环境影响的各种限制。因为各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太过繁复，

所以本文作者一致决定以欧盟环境署的标准为指导标准。最后，叶博士还介绍了荷兰水力学研究所这

些年来在环保疏浚上所做的项目。叶博士和 Aarninkhof 教授在海岸地貌演变、泥沙运动方面做了大量

的研究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和很高的学术水平。这篇文章里的每个章节读者都可以展开做进一步的了

解。作者也欢迎国内同行来信讨论。

“一拖二”动力驱动系统，即主柴油机同时驱动螺旋

桨及轴带发电机，进而通过变频调速驱动系统来驱动泥泵及

高压冲水泵。相比“一拖三”动力驱动系统而言，对于满足

各种工况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因此更适用于疏浚公司承接复

杂艰巨的疏浚工程。

2010年，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和708所、“文船”

合作，研制国内首艘配置“一拖二”动力驱动系统的超大型

耙吸挖泥船 ——“通程”轮。“通程”轮在采用新的驱动

结构的同时，还专门设计配置了耙臂泵（水下泵），从而使

该船设计挖深达到创记录的 85 米，舱容也达到 18000m3，

成为交付时亚洲舱容、挖深最大的耙吸挖泥船。

在此基础上，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和708所、“文船”

通力合作，通过建造舱容 20000m3 的“通途”轮，再次挑战

国内自主研制超大型耙吸式挖泥船的新高度。2011年，“通

途”轮建成，实现多项突破：我国乃至亚洲首艘舱容量超过

20000m3的耙吸船；我国乃至亚洲首艘挖深达90米的耙吸船；

我国首艘配备 DTDP 系统的耙吸船；我国首艘配置自主研制

的大型专用泥泵、耙头和主导开发的大功率水下泵系统等。

该船在施工中应用深海取砂吹填功能，取砂深度超过 60 米

水深，打破了我国以往耙吸挖泥船最大挖深的施工记录。

建造“通程”轮、“通途”轮的探索与实践，有力提

升了我国自主发展的新型挖泥船的技术水平。这之后，“文

船”又为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建造了 2 艘同样采用电力

驱动系统的 10000m3 耙吸挖泥船中的一艘“新海虎 9”。

2007 年至 2015 年，国内耙吸挖泥船总舱容量实现迅猛

增长，加之这期间我国还建造了大批自航、非自航绞吸式挖

泥船，以及多型抓斗式挖泥船，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疏浚大

国。在此期间，“天”“上”“广”“长”四大航道局新造

的21艘万方级以上耙吸挖泥船中，有14艘由“文船”承建，

使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国内挖泥船建造的龙头企

业和建造基地。

这期间，“文船”在挖泥船及其辅助船舶产品上实现

全线出击，还建造了绞刀功率 2200kW、生产率 3500m3/h 绞吸

挖泥船“新海豚”（2011 年交付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东方疏浚分公司），“云浚 2 号” （2012 年交付江苏连云

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5000m3/h 绞吸挖泥船“铁建绞

01” （2015 年交付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以

及18m3抓斗挖泥船“中铁浚 6”（2013年交付中铁港航局（集

团）有限公司），铺沙驳“铺沙 1”（2013 年交付中交广

州航道局有限公司），7000m3 自航泥驳“航驳7001”、“航

驳 7002”（2015 年交付中港疏浚股份有限公司），全方位

保持“文船”在疏浚工程船舶建造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

（五）直面新挑战

近年来，疏浚市场增长放缓，造船行业深度调整。中

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属下两家企业——中船黄埔造船有限公

司及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融合组建中船黄埔文冲船舶

有限公司。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继续保有在集装箱船、

疏浚工程船舶领域的品牌地位。

面对疏浚市场转型升级的新趋势，“文船”聚焦疏浚

装备的新理念、新技术，深化学习、研究和技术体系的创新，

积极参与工信部“三万方大型耙吸挖泥船关键技术研究”、

“5000kW 绞刀功率自航绞吸挖泥船关键技术研究”、“大型

抓斗挖泥船关键技术研究”等科研项目，以及其他一系列省、

市科技项目等，积极与国外疏浚公司开展交流，了解不同需

求，提炼技术方案，通过相关技术研究储备积累，提升适应

新型装备开发的能力。

（下转封三）

图为：3500m3/h 绞吸挖泥船“新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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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疏浚作业通常被认为是会对水生生物和海洋环境造成

重大影响。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疏浚又是不可缺少的干预

措施，如港口航道需要维护，在填海工程和大型施工开发中

提供合适的填料，或者用来移除特定区域被污染沉积物。因

此通常疏浚作业会明确要求仔细评估工程计划，尽量选择以

抵消或减轻对水生生物和海洋环境负面威胁的解决方案。

疏浚工程可能引起潜在负面环境影响包括：采砂和海

底铺管挖沟和回填，可能会直接威胁海洋生物生命，破坏物

种特定的传播路径，泥沙再悬浮并且大面积扩散（如图1），

导致水体过度浑浊导致生物窒息，影响生物关键栖息地，损

害生物功能，创造缺氧区域，导致水体分层或停滞，改变沉

积物组成成分，使生物暴露于污染浓度很高的区域，水质下

降（使氨浓度太高和水溶解氧气浓度过低），天然气 / 石油

气释放，使生物忍受不了的噪音和气味，对鸟类筑巢的干扰，

工程或陆地垃圾及海洋垃圾的聚集，地表水和地下水流量的

变化对土壤和泥沙的稳定性产生影响等等。

为消除这些影响，我们需要先进的实验设施和数值建

模工具来提出投入产出比高的，同时又是实用和创新的解决

方案。利用这种多种学科组合，建模工具进行研究，提供咨

询，广泛调查和支持与疏浚和采矿相关的环境研究。 

图 1 耙吸式挖泥船作业时产生的泥沙羽流概化图 

（refer to :https://publicwiki.deltares.nl/display/BWN1/

Building+Block+-+Assessment+of+dredging-induced+turbi

dity#Generalbuildingblock-general）

2 环境友好的疏浚工程技术路线

环境友好的疏浚工程技术路线开始于仔细的规划，在

了解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之后，需要仔细地评估疏浚工程带来

的风险。风险来自各个方面，其中污染的底泥，疏浚产生的

羽流是其中两个重要方面。

2.1 规划阶段

从环境的角度来看，疏浚和采矿作业需要从规划阶段

开始特别注意。比较显而易见的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说泥沙

的特征，污染沙体所处的泥层，或特定位置坡度稳定性，或

接近特定物种的关键栖息地；疏浚作业中发生的偶尔溢出；

疏浚及运输过程产生的浑浊带等等。同时还需要注意评估疏

浚抛泥区的影响 - 无论在近岸还是在离岸开放水域，需要调

查泥沙内含污染物的物理化学性质变化，比如泥沙可能由于

疏浚扰动变成流动体或有挥发性气体释放现象等等，泥沙固

结或释放过程可能产生二次污染的废水等。这些影响都需要

仔细评估，以希望能使疏浚和采矿作业对环境的影响减到最

低，同时希望能在发生突发污染事件时，能提供可能的补救

性疏浚方案和技术，或者找到合适的时间窗口，保证操作安

全保护敏感生物资源或其栖息地，以避免疏浚作业对环境潜

在的有害影响。

2.2 法律背景

适用于疏浚工程的监管法律和条款越来越多，变得越

来越复杂。法定要求不仅疏浚工程的规划过程 ( 如 EIA 程序 ,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环境影响评估）须适用

于欧盟法规标准（如 EP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环境保护局），而且在生产阶段，项目具体建议（如环境窗

口时间）适用于也必须符合欧盟法规标准。但是欧盟水框架

指令要求“水体生态状况良好”（WFD，2000/60 / EG），而

欧盟“生物环境指令”则要求“必须证明工程对生物无害”

（欧盟理事会指令 92/43 / EEC）。 同时，大多数别的国际

机构则只说需要满足“可持续性”目标。这时，需要提出特

定的疏浚操作方案计划以提供可量化的指标，帮助解释相应

的法律要求。

2.3 环境风险评估

环境风险评估最基本的内容是确定化学品浓度或水体

浊度增高或低于确定的水平会否对生物体造成不可接受的影

响。我们需要识别量化“可接受的风险”并传达给决策者来

管理这些风险。对于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比如浊度增加

或不同形式的氧气含量减少对生命形式和过程的影响到底如

何，需要正确识别，有助于改善工作环境和明确风险优先级，

更好地分配有限的资源来实施补救活动和制定预防政策。

2.4 底泥污染

概论环境友好的疏浚工程：
基于“与自然共建”(BwN) 理念的 Delft 技术路线

叶清华 1，陈修涵 2，Aarninkhof, S.G.J3

1 博士，高级工程师，泥沙输移及动力地貌专家，荷兰三角洲研究院 (Deltares)

2 博士研究生 ,工程师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疏浚系

3教授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海岸工程系

Abstract：Dredging operations are perceived by many as activities that cause considerable 
environmental impact to the aquatic and marine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dredging constitutes 
a necessary intervention to prevent economic activities in ports and harbours from grinding to a halt, 
to provide suitable landfill material in reclamation projects and large-scale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s 
and as a means to remove contaminated sediments in unwanted places. The planning of dredging 
operations clearly warrants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solutions at hand to offset or mitigate any 
negative threat posed by these activities while not unnecessarily increasing the associated cost. 
A combination approach using experiments and numerical modelling is essential for cost-effective,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solutions. We use this uniqu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facilities 
and modelling tools to perform research, provide advice, investigate and support a broad spectrum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related to dredging and mining of sands and aggregates.

Keywords：Environment-friendly dredging; combination approach; numerical modelling.

摘要 : 长久以来，人们通常认为疏浚作业会对水生生物和海洋环境造成重大影响，但是

又对于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一直缺乏有效的计算和估量手段。从 2010 年以后，欧洲对现代

化的疏浚工程作业在环境影响的管控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将予以介绍。本文首先分析

了疏浚作业可能产生的污染种类，然后描绘出对环境友好的疏浚工程实施的技术路线。第三

步列出了在数值模拟计算上荷兰水力学研究所研发各种软件工具，最后本文给出了荷兰水力

学研究所在疏浚工程环境影响方面的咨询工作上的几个成功案例。

关键词 : 环保疏浚；综合整治；羽流扩散；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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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意外发生时，比如需要控制补救涉及污染沉积物，对区域

特征的准确了解有助于做出准确的补救措施，控制费用。

为准确了解区域特征，需要对工程区域沉积物类型做

彻底调查，分析水体中泥沙活动规律和识别周边生态系统特

征。

以下工作内容必须实施：

·项目前调查及项目规划；

·沉积物的特征；

·土壤和边坡稳定性研究；

·基线监测；

·海洋生物敏感度测绘；

·评估营养素的背景水平或污染物； 

·评估极端条件下对环境的影响。

3 数值工具

环保疏浚的目标是：尽量避免或最小化疏浚工程活动

对生物多样性或生态系统功能的伤害。但是要事前保证这一

点非常困难，因此，必须使用预测建模工具，以评估工程方

案及优先排序并分析对生态系统健康和成本效益的影响。

为了方便这个过程，Deltares 开发了一套最先进的建模

工具，其中包括：

·Delft3D-FLOW：3D 流体动力学模型，用来准确模拟

水位，波浪，水流包括密度效应和流体泥浆动力学；

·Delft3D-WAQ：水动力水质模型，包括泥沙输运，侵蚀，

再悬浮，沉降和化学释放，溶解氧，吸附 - 解吸附污染物，

营养物释放等等物理化学过程；

·Delft3D-PART：粒子跟踪和分散模型，由水动力学模

型的驱动，用于模拟沉积物羽流运动，包括泥沙或污染物沉

降和再悬浮；

·DELCON：有限应变河 / 海床底沉积物固结模型，包括

多相孔隙水流，气体释放，（异质）气体输送等等物理化学

过程；

·Habitat 模型（包括 GIS 功能）：对于指定的野生动

植物种类，记录可用的质量和数量，评估生物群落，生态和

用户功能（例如休闲活动）；可以使用栖息地评估程序规划

活动，环境影响评估，栖息地评估（包括基准和预测条件），

灵敏度区块分析，物种竞争 / 权衡分析和补偿分析等等；

·政策分析与决策支持系统：包括政策分析，协助情

景分析，多准则分析，同时与 GIS 耦合。

4 案例

国内外已有很多关于环保评价的工作，如丁娟（2015），

雷晓玲等（2016），刘臣等（2010）等等。这里我们给出几

个 Deltares 参与的典型环保疏浚项目。

■ Cape Lambert- 澳大利亚

Cape Lambert B 码头开发项目是在现有 Cape Lambert

码头附近兴建新的矿石处理、加工和出口设施，包括海上和

陆上作业区，将增加现有港口的吞吐量。需要疏浚并输移高

达 1600 万方泥沙到指定抛泥区域。

这个疏浚工程会对底栖生物的生活环境有直接和潜在

的间接影响。 1）耙吸式挖泥船和绞吸式挖泥船的施工；2）

码头泊位施工；3）疏浚抛泥等活动对直接干扰海底底床，

影响生物栖息地。

挖泥对海底海床的扰动，可能会产生以下潜在影响：

·底栖栖息地消失，支持物种和底栖组合的死亡对底

栖生物的直接影响；

·底栖栖息地消失，对高等物种如海龟和儒艮有间接

影响；

·减少物种多样性和丰度（如鱼类和无脊椎底栖动物

和沙面表面动植物）。

对疏浚抛泥的处置对海洋动植物的间接影响主要是由

于疏浚作业会增加背景泥沙浊度和额外的泥沙沉积。泥沙浊

度增加会导致可用于光合作用的透光量减少，会影响珊瑚，

海草和藻类生长。同时沉降颗粒物质覆盖到底栖生物上，使

生物体磨损或窒息。

所以我们制定了疏浚泥土处置管理计划，并通过公众

环境审查程序。根据这个管理计划的疏浚项目已经完成，没

有发现由于浊度升高引起的环境影响。

■ Øresund Fixed Link- 丹麦 / 瑞典

Øresund Fixed Link 是连接丹麦的丹麦哥本哈根和瑞典

的马尔默主要通道，于 1991 年至 2000 年期间设计和建造。

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个四公里的沉管隧道，四公里长的人

造岛和八公里双层桥（从丹麦往瑞典方向）。

隧道施工和疏浚工程是在较弱的水动力条件下和脆弱

的生态环境中执行。在规划设计阶段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包

括用模型来预测泥沙浓度及其和影响评估，在施工过程中规

定了需要遵守的扰动泥沙总量预算制度，同时用严格的环境

监测来验证是否符合法规。 这种创新的泥沙总量预算方法

在实现丹麦和瑞典监管机构制定的环境目标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因为 Øresund 项目环境控制非常好，后来被许多类似

项目作为样板。

Fehmarn Belt- 丹麦 / 德国

相当多的工业和城市的港口和水道环境退化是许多底

泥污染导致的。底泥污染会对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当涉及

到污染底泥需要清除，需要定期或者周期性疏通主要航道，

会极大地影响港口作业，带来成本管理的难题，导致巨大的

经济风险。尤其是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有巨大潜在威胁的二恶

英等烃类的存在，通常会导致重大项目时间延误，成本增加。

污染底泥的管理要求有可靠的，可操作的评估方法，

疏浚计划，移除工艺来控制住受污染泥沙。我们需要通过仔

细的评估，提出污染底泥的数量，恰当的疏浚补救工艺，来

处理，处置底泥，来遏制污染的扩散，以及降低相关的环境

和人类健康风险，以减少这些污染物或使其对环境的影响最

小化。这些工作在疏浚期间和疏浚工程完成之后都需要实施。

2.5 疏浚羽流轨迹建模

疏浚作业引起的羽流轨迹对环境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但是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经常有争议。羽流通常是对沉积物的

天然分选或疏浚作业引起的。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采用严格

的标准来确定应如何使用挖泥船淤泥过滤网等技术来控制羽

流范围和轨迹（见图 2）。然而，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地点如

何高效地控制，依然是件很困难的事。羽流范围和轨迹极大

地依赖于沉积物的类型，疏浚设备和流体动力学条件。 我

们需要预测何时何地部署过滤网最有效的，或是预测变化的

流体动力学条件下疏浚羽流轨迹，或预测湍流条件下细颗粒

泥沙的扩散，凝结，絮凝和再悬浮过程（如图 3），同时，

还需要对水质进行建模，用于确定浊度提高对初级生产力的

影响等。这些模型可以进一步确定观测到的浊度是由特定的

疏浚活动或不利天气状况引起的。这类评估技术有助于港口

管理机构或其他监管机构制定科学合理的规范和标准，并针

对给定的地点和定义疏浚作业相应的环保窗户，以确保特定

地点的疏浚作业符合这些规范和标准。同样，这些研究可以

定量化地评估比较疏浚作业对生态破坏的程度。

图 2 耙吸式挖泥船作业时产生的泥沙羽流分区图

（Refer to: https://publicwiki.deltares.nl/display/BWN1/

Building+Block+-+Assessment+of+dredging-induced+turbi

dity#Generalbuildingblock-references）

图 3 泥沙羽流时间和空间分区图，横轴是典型时间尺度，纵

轴是被扰动悬浮的泥沙质量

（refer to :https://publicwiki.deltares.nl/display/BWN1/

Building+Block+-+Assessment+of+dredging-induced+turbi

dity#Generalbuildingblock-general）

2.6 环境影响评估（EIA）

在许多国家，对疏浚作业，及其产生的泥沙等进行环

境影响评估 （EIA）是项目开展的法定要求和前提之一。环

境影响评估的目的是 1）要估计疏浚工程的长期影响和 2）

可能的短期影响，及疏浚阶段的影响，并提出建议以采取适

当措施减少不利影响。通常情况下，内陆和海洋环境中填海

计划，发电厂，港口和航道，管道敷设和沿海防护工程中的

疏浚工程和疏浚土的处理是环境影响评估最重要的内容。我

们需要实施：

·疏浚工程方案筛选和疏浚工程方案影响范围研究；

·疏浚工程带来的环境后果的因果链分析；

·全面的环境影响评估；

·环境影响评估的建模研究；

·辨别和复查纳入 EIA 的环境影响因子；

·比选抛泥方案以及污染后的修复技术。

2.7 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2.7.1 测量和监测工具

经常性的测量是疏浚作业成功的保证，可以帮助控制

工程进度，提供成本效益分析的基本数据，避免事前没有预

见到的风险等等。而准确的测量依赖于事前计划好的测量方

案和率定良好的仪器。

2.7.2 区域特征

对区域特征的准确了解对于疏浚作业而言至关重要。

区域特征评估需要充分全面准确地了解施工区域泥沙再悬浮

的可能性和空间范围，不希望发生的水动力条件发生的可能

性，斜坡不稳定性，到关键物种或栖息地的距离等等。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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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是“深海采矿介绍及其与疏浚行业的联系”系列的第三篇文章，主要与大家

探讨深海采矿工程的一大难点：如何将开采的含矿土壤运输到海面采矿船上去。文章首先介

绍不同几种的输运方式，然后着重介绍水力管道输运方式。同时阐述这一输运方式在流动保

障上遇到的困难。最后本文阐述了三相流输运的可能性以及近期在这一方面欧洲工业界和学

术界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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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hmarn Belt 是德国和丹麦之间的海峡。最狭窄的区域

是大约 18 公里（10 海里）宽，深度为 20-30 米。丹麦和德

国政府于 2007 年 6 月 29 日同意用沉管隧道建一个固定的连

接，将于 2020 年建成。

在此项目开工之前做了精细的环境影响评估，以评估

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及其后果，以及如何避免或减少对环境

的负面影响。评估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疏浚导致浊度评估。

首先用来比选桥梁或是隧道方案。然后，选定隧道方案以后，

对隧道方案进行了更仔细的估算。操作浊度阈值也采用了泥

沙总量预算方法。在施工期间同时进行密集监测，以验证是

否符合泥沙总量预算。如果监测显示与模型预测相比有显著

不同，需要及时调整施工管理等。

5 结语

疏浚作业通常会对水生生物和海洋环境造成重大影

响， 但是又不可缺少。我们需要环境友好的疏浚作业，以

尽量抵消或减轻对水生生物和海洋环境的影响。疏浚工程

对环境的影响包括很多方面。为消除这些影响，我们需要

先进的实验设施和数值建模工具来提出投入产出比高的，

同时又是实用和创新的疏浚作业方案。利用多学科组合的

建模工具进行研究，来提供咨询、调查并支持与疏浚和采

矿相关的环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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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阻塞。如图 3( 右 ) 所示。这两种情况都是非常不利的。

我们要尽量避免。所以我们希望开采的土壤颗粒，在机械

性质上尽量是各向同性的。 

图 3: 左：扁平形状的固体碎片吸附在管壁上；右：大量扁

平形状的固体碎片的扁平面叠加在一起，阻塞上升通道 ( 图

片来自于 Jort van Wijk)

另一方面，不考虑颗粒形状的影响，假如固体颗粒粒

径分布比较分散，大的颗粒很大，小的颗粒很小，那么又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请看图 4，在同样的水流速度带动下，

大颗粒更大更重，它的上升速度 Vs，1 较慢，而小颗粒更

小更轻，它的上升速度 Vs，2 较快。这样，小颗粒就会赶

上之前被吸入管道的大颗粒，而大颗粒彼此之间存在较大

的空隙，这样小颗粒就会钻入大颗粒之间的空隙里面去。

这个时候，由于物理性的或者化学性的作用反应，小颗粒

极有可能靠附在大颗粒表面，使得大颗粒变得更大，上升

速度变得更低。最坏的情况是，小颗粒群和大颗粒群在速

度差的作用下抱团成块，阻塞或者严重妨碍管道输运。

图 4: 上升流中不同粒径固体颗粒的结合效应 ( 图片来自于

Jort van Wijk)

通常在疏浚工程的作业中，垂直管道跨距十几米到几

十米，这种情况下，混合流的流态还没完全发展，管道已

经到了尽头，所以对垂直管道输送发生严重损害的概率不

大。可是在深海采矿过程中，垂直输运系统可能长达几千米，

各种各样的流态都有了足够长的时间和距离来发育，这样

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疏浚系

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

之前我们讨论的是两相流的情况。但是现在工程设备

制造商认为这仍然不是最经济有效的选择。荷兰的工业界

目前普遍关注三相流的输运模式，也就是说，对开采的固

体颗粒，除了水力输运，还要打气，用气把物料顶上去。

有了气体的帮助，整个系统的输送能力更大，系统能耗更小。

但是另一方面，加上了气体以后，整个流态也变得更加复

杂起来。通常来说，气体和非气体混合竖向运输有可能出

现六种情况，如图5所示，分别有多泡态，子弹态，搅拌态，

环形态，液丝环状态，薄雾态这六种情况。如果把非气体

再细分为液体和固体，其混合模式更加复杂，代尔夫特理

工大学疏浚系实验室建立了小管径三相流实验平台 ( 如图 6

所示 )，已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研究进展。本实验是由我系优

秀的来自中国的硕士夏侃同学操作完成。 

图 5: 气体和非气体在竖向管道中不同的混合模式，从左往

右依次是：多泡态，子弹态，搅拌态，环形态， 液丝环状态，

薄雾态。( 图片来自于 Lixin Cheng et al.)

图 6: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疏浚系垂直三相输运实验设备 ( 图

片来自于夏侃 )

在上次的文章中，笔者向大家介绍了深海采矿行业发

展中面临的一个技术难点，如何将巨大的驱动能量输送到

整个生产体系的每一个环节。深海采矿的发展是一个跨行

业多学科交织的复杂问题，在此笔者讨论的范围仅限于海

洋和疏浚工程涉及的问题，对于冶炼，经济效益等问题，

这一系列的文章不做考虑。

在这次的文章中，笔者将继续介绍深海采矿中另外的

一个技术攻坚点。

技术难点 2) 如何将开采的含矿土壤运输到海面采矿

船上去

通常来说，我们需要把海底开采的物料从海底向上输

送到海面的采矿船上去，这中间要穿过几百甚至几千米的

水深。要实现这样的垂直输送，可选的设计方案有很多，

水深较小时，可以用类似链斗升降机的设计，如图1所示。

另一种方案是使用连续的垂直水力输送系统，并在其中配

置很多的加压中继站，如图 2 所示。目前工业界主流的观

点是，为了实现连续稳定且高产量的运输要求，水力输送

系统是最好的选择。

图 1: 链斗升降机式的垂直输送系统。( 图片来自于

premierrubber.net)

图2 带有垂直水力输送系统(管道+泥泵)的采矿示意图(图

片来自于 Jort van Wijk)

管道输送系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疏浚工程的施工

生产过程中，大管径混合流的输运司空见惯。但是通常的

竖向管道，运输距离都不是很长，一般在几十米的范畴。

甚至现在最新的深水疏浚设备，垂直跨距也不超过150米。

而在深海采矿工程中，水深跨度要大得多。很多对此有兴

趣的国家已经对于这样一套输运系统的设计计算做了很多

工作，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国际离岸和极地工程会议大

洋采矿分会 (ISOPE Ocean Mining Symposium) 上，中国的

研究人员发表了很多针对性的文章。2003 年，中南大学刘

少军等用计算机模拟的虚拟现实的方法，对中国大洋矿产

资源研究开发协会设计的采矿系统做了一系列的考察研究，

包括海面船只的动力特性，海底收割系统的操作稳定性，

以及垂直管道系统的动力学特性。2005 年，清华大学李鹏

程等在两相流公式的基础上，代入离散元模型，做了多金

属结核在竖直管道中输运的数值模拟，并与早前长沙矿冶

研究院做的管道实验所得数据进行了比对。2007 年，中南

大学 / 湖南大学的邹伟生发表了对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

开发协会在垂直输运过程中使用的泥泵的设计计算。2011

年，长沙矿冶研究院的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国家重点实

验室发表了对于单个固体颗粒和大集群固体颗粒在竖直水

力输送管道中的运动行为的研究成果。

实际上，整体性的，线性的计算垂直管道系统的构件

组成，泥泵功率，浓度流速并不复杂，我们已经能够计算

出压强变化图，流量变化图，和整体生产能力。可是 , 我

们发现，过去发表的这么多研究文章中，对于流动保障(Flow 

Assurance) 可能出现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涉及。

流动保障是石油天然气行业中一个常见的概念，旨在

保证管道内混合流的输运连续且稳定。在大管径，长距离，

多种颗粒形状和粒径并存的输运系统中，什么时候会发生

什么样的流态，必须要做到完全的掌握。尤其是对活塞流

和密度波的发生，更是要能做到计算和预判。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管道不会堵塞，不会出现突然的严重损坏。为了

实现流动保障，我们必须对多相流的特性有非常全面的了

解。

现在以两相流的情况来进行分析，也就是我们的管道

中主体是固体和液体，气体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如果我

们从海底开采的土壤和岩石产品中，有大量扁平形状的碎

片，那么就存在这样的可能性:1)扁平的碎片贴靠在管壁上，

上升速度非常缓慢，使管内有效截面积变小，对管壁摩擦

增大，如图 3( 左 ) 所示 . 2) 大量扁平的碎片叠在一起，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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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20 日，备受业内瞩目的中国疏浚协会第四届会员大会在上海隆重召开，这次

大会是协会深化脱钩改革进程、推进行业依法自治的盛会，是把握国家发展大局、聚焦行业发展

目标的盛会，是凝聚广大会员心智、促进行业携力共建的盛会。协会 210 余家会员单位的 320

余名领导人和专家齐聚黄浦江畔，共商中国疏浚转型升级、做优做强大计。大会选举产生以王

海怀理事长为核心的新一届协会理事会及负责人，审议批准中国疏浚新时期发展战略目标等一

系列重要文件，评选出首批行业专家，取得圆满成功，堪称中国疏浚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

王海怀

理事长

投票

会员代表认真

履行选举职责

理事长办公会

审议重要文件

王海怀理事长

周静波常务副理事长

参观展览

国际公司会

员代表出席

会议

为专家

颁发证书

会员代表

现场举手表决

首批全国疏浚行业资深

专家代表获评颁证

作者简介：

1. 陈修涵，疏浚及离岸工程工程师，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疏浚及离岸工程部在读博士研究生。

2. S. A. Miedema，副教授，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疏浚及离岸工程部教学主管。

3. C. van Rhee，教授，, 中部疏浚协会教学委员会主席，世界疏浚会议及中部疏浚年会论文评阅委员会主席，荷兰代

尔夫特理工大学疏浚系系主任。

2017 年 8 月 31 日，由 IHC 公司，欧盟“蓝色采矿”

计划 (Blue Mining Project)，德国弗莱贝格工业大学 (TU 

Bergakademie Freiberg) 共同主持的垂直水力输运管道实验

将在德国豪斯布鲁克 (Halsbrücke) 做公开的实验展示。如图

7 所示， 这套管道系统全长 291 米，垂直跨距 136 米，装

备 55 千瓦的泥泵，管长管径比按 6000 米垂直输运系统的比

尺来设计。实验采用水力驱动来输运砂子和砾石，用来模拟

长距离锰结核的输运过程，这项实验的实施者是我系与弗莱

贝格工业大学联合培养的两位硕士同学，计划通过压强梯度

和流量数据来推定管内浓度和固体粒径分布。实验结果将在

今年年底公布。 

图 7: 欧盟“蓝色采矿”计划资助在德国豪斯布鲁克旧矿井

建立的垂直水力输送管道

深海采矿的垂直水力输运系统和一般疏浚工程的垂直

水力输运系统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但是由水力

和气动共同担任传输介质已经成为各大公司研发制造的目

标。之所以还没有成型成熟的设备制造出来，是因为人们

在物理机理上，在数学模型的构建上，还没有做到完全掌握。

这对于中国的深海采矿工业的发展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

遇。希望中国的同行也更多的加入进来，以便早日攻克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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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疏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负责人 

理事长           王海怀   中国交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常务副理事长    周静波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秘书长           钱献国   中国疏浚协会第四届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副理事长         葛新兴   长江航道局筹备组副组长

副理事长         随守信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

副理事长         金国亮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副总经理  总会计师

副理事长         王  良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副理事长         林懿翀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副理事长         朱连宇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副理事长         钟文炜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副理事长         霍胜勇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总经理

副理事长         王柏欢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副理事长         王世峰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副理事长         李海军   江苏巨鑫石油钢管有限公司总经理

副理事长         黄启灶   上海中昌航道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副理事长         徐德贵   大连巅峰橡胶机带有限公司董事长

副理事长         刘开进   江苏兴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副理事长         肖  乾   湖南兴禹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国疏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负责人及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合影

携手合作  和谐共赢  共同推动中国疏浚创新发展
——周静波常务副理事长在第四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

一、我国疏浚行业的发展形势与任务
经历了新世纪以来的快速发展后，当前，我国疏浚市

场深受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影响，处于深度调整期，遇到

了许多新的挑战。但我们同时更要看到，生态环境建设的

重大使命、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广泛支持、我

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总体格局等等，都从不同层面显示

出，我国疏浚行业发展基础实、后劲足、路径宽。

当前，我们正处在加速变革、加力创新的跨越阶段，

要肩负起破解瓶颈、做强做优的共同责任。第四届会员大

会成果显著，振奋人心，反映出了中国疏浚创新发展的客

观要求，反映出了广大会员团结进取的强烈意愿，也反映

出了协会组织勇于作为的责任担当，将翻开中国疏浚协会

开拓进取的新篇章。

二、疏浚协会的重要作用
中国疏浚行业的兴盛，依赖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强劲动

力和新技术手段的有力支撑，更有赖于协会在行业发展中

承担的重要作用。在我看来，协会最主要的作用包含三方

面：一是引领作用。协会在行业指南制定、行业人才培养、

共性技术平台建设、第三方咨询评估等方面发挥具有有力

的引领作用，是行业的指导者。二是统筹作用。协会的工

作可以帮助各个企业找准自己的定位、边界，实现差异化

发展；可以帮助企业与金融机构、兄弟单位、上下游企业

打造战略联盟，抱团取暖、组团出海。三是服务作用。协

会在维护会员权益，围绕行业诚信体系建设、疏浚技术和

节能环保新技术研发、疏浚行业智能化等领域，可以整合

优质资源进行课题攻关和成果应用，具有重要的服务职能，

可以不断提升我国疏浚行业的标准化、现代化水平。协会

的以上作用，我可能梳理的并不全面，但是基本反映出了

协会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作为行业内的一员，都有责

任和义务共同支持协会的发展，做好协会的各项工作。

三、中交疏浚集团将积极承担会员责任，助力协会发

展
在2016年底的疏浚协会三届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

我向大家报告过中交疏浚的基本发展情况。目前，整合后

的中交疏浚集团正在加快改革，和同行企业一起谋求更大

的发展。作为协会会员单位之一，中交疏浚将一如既往地

支持协会工作，承担会员责任。协会组织的活动，中交疏

浚带头参加；协会需要的资源，中交疏浚带头提供；协会

提出的要求，中交疏浚带头落实。

中交疏浚将始终以助推中国疏浚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为

己任，在疏浚协会统筹引领下，努力推动企业、行业和协

会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我们真诚期望，能够与行业内各

机构、兄弟单位和科研单位等一道，围绕中国疏浚产业的

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美丽中国等国家重大战略等方

面加强合作，互通有无，齐头并进，共同助力我国成为世

界疏浚行业领先者，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的十九大献礼！

周静波

中国疏浚协会

常务副理事长

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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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疏浚迈进历史新阶段
——中国疏浚协会第四届会员大会成功召开

2017 年 6 月 20 日上午 8 时，中国疏浚协会第四届会

员大会在上海隆重开幕，中国疏浚行业 300 余名行业精英

齐聚一堂，共商中国疏浚行业中长期发展大计。

6 月 20 日上午 8 时，第四届会员大会预备会开启，

为正式大会开幕作最后准备。在通过了第四届会员大会筹

备工作报告、《中国疏浚协会理事、负责人、监事的产生

办法》、《第四届会员大会议决通过程序和选举办法》等

重要文件后，在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中，中国交建副总裁、

协会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拟任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王

海怀同志宣布：中国疏浚协会第四届会员大会正式开幕！

协会第四届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钱献国同志受理

事会委托，向大会宣读以“用创新的精神、视角、能量和

方式创造中国疏浚的新高度”为题的第四届理事会工作建

议，从今后五年中国疏浚行业的形势任务、中国疏浚行业

新阶段发展目标和协会工作基本方针、四届理事会应着力

抓好的重点工作等四个方面对今后五年中国疏浚协会的发

展思路和工作重点提出建议。

大会审议批准了《第四届会员大会筹备工作报告》、

《第四届会员大会和四届一次理事会议程》、《中国疏浚

协会理事、负责人、监事的产生办法》、《议决通过程序

和选举办法》和《第四届会员大会总监票人及监票人提名》。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总结和第四

届理事会工作建议》、《第三届理事会财务报告》。

大会确认并通过了《第四届会员单位名单》，审议

通过了《中国疏浚协会章程（修订草案）》，表决通过了

中国疏浚协会第四届会员会费标准。

大会推选王海怀同志任中国疏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

理事长；周静波同志任第四届理事会常务副理事长；葛新

兴、随守信、金国亮、王良、林懿翀、朱连宇、钟文炜、

霍胜勇、王柏欢、王世峰、李海军、黄启灶、徐德贵、刘

开进、肖乾同志任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钱献国同志任

中国疏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秘书长，兼任中国疏浚协会法

定代表人。费龙同志任第四届理事会监事。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调整第四届会费标准的议案。

大会还审议通过了《中国疏浚协会行业诚信自律规

约》、《中国疏浚协会收费管理办法》和《中国疏浚协会

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等 23 项管理制度。

大会批准了设立中国疏浚协会团体标准专业委员会、

调整水环境生态治理与保护专业委员会和疏浚设备专业委

员会等事项。批准了“中国疏浚协会团体标准体系建设及

关键机制研究课题”和“《中国疏浚行业技术发展指南》

研究课题”立项的报告。

会议一致同意第四届理事会提出的中国疏浚行业新

时期奋斗目标，一致支持协会关于编制技术发展指南、推

行团体标准、发挥行业专家人才作用、培育青年才俊等一

系列工作部署。

会议号召，全体会员要把握国家创新发展的战略机

遇期，全力打造并悉心维系中国疏浚这一命运共同体，凝

心聚力，创新创造，力争到 2025 年实现中国疏浚行业跨

入世界疏浚先进行列，发展成为全球疏浚及相关业务领域

的技术、人才、资本、规则和新兴业态开发的高地，成为

主导全球疏浚与生态环境建设领域创新与发展的中心。

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王海怀同志、常务副理事长周

静波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周静波同志指出，我们正处在加速变革、加力创新

的跨越阶段，要肩负起破解瓶颈、做强做优的共同责任。

第四届会员大会成果显著，振奋人心，反映出了中国疏浚

创新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出了广大会员团结进取的强烈

意愿，也反映出了协会组织勇于作为的责任担当。中国疏

浚协会要发挥引领作用、统筹作用、服务作用，中交疏浚

集团也将积极承担会员责任，助力协会发展。中交疏浚集

团期望能够与行业内各机构、兄弟单位和科研单位等一道，

围绕中国疏浚产业的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美丽中国

等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加强合作，互通有无，齐头并进，

共同助力我国成为世界疏浚行业领先者。

王海怀同志首先代表理事会向首批获评全国疏浚行

业专家的业界精英表示祝贺，并感谢广大会员单位、大会

筹备组以及中交上航局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他指出，本次

会员大会主要产生了三大成果：一是完成了脱钩改革，提

出了协会强化自身能力建设的目标；二是谋划行业发展大

计，提出了转型升级的新任务；三是凝聚行业各界力量，

提出了新的目标。

在行业面临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一是要加强协会

自身能力、明确协会定位，落实 “搭平台、做服务”的

方针，为会员服务、为行业服务、为政府服务；二是要向

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领域进军，向海外进军，向海洋进军，

中交集团作为协会理事长单位，要在其中起领军作用，与

大家共同进步；三是从技术研发和互联网技术两个方面提

升行业核心竞争力。他借用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1 月 17 日

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所作的题为《共担

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中的一段话，与全

体与会代表共勉：“遇到了困难，不要埋怨自己，不要指

责他人，不要放弃信心，不要逃避责任，而是要一起来战

胜困难。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让我们拿出信心，采取行

动，携手向着未来前进。”

在大会最后，王海怀同志宣布中国疏浚协会第四届会

员大会胜利闭幕，中国疏浚协会第四届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图为：王海怀同志、周静波同志等第四届理事会负责人

为获评首批全国疏浚行业专家代表颁发证书

图为：王海怀同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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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新的精神、作为
和成就创造中国疏浚的新高度

——中国疏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中国疏浚协会成长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盛

会——第四届会员大会，在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交通运输

部、民政部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下，在协会会员单位的

全力支持下，在承办单位 - 中交上航局的悉心安排下，

今天隆重召开了。

四届会员大会，正逢中国近现代疏浚业发展 120 年，

历史足迹，创业历程，成长规律，变革趋势，无不赋予这

次大会深刻而重要的意义。这是一次深入推进协会脱钩改

革、激发行业自我建设新活力的大会，一次深刻认识经济

发展新规律，积极应对疏浚市场新挑战的大会，一次汇聚

疏浚行业心智力量，把定中国疏浚做强做优新方位的大会，

一次激励各方精英协力创新，执着攀登中国疏浚发展新高

度的大会。

这次大会展示了中国疏浚各单位深化改革、自主创

新、发奋创造的精神风采和不凡业绩，汇聚了中国疏浚大

家庭心血相融、同舟共济、共图大志的非凡激情和巨大能

量，承载着中国疏浚全行业直面挑战、转型升级、做强做

优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

中国疏浚协会三届理事会在以陈云同志为核心的领

导班子的带领下，认真研判疏浚市场发展趋势，准确确定

协会工作思路，科学规划发展目标，以改革和创新精神，

着力强化组织架构建设，着力提升全面服务能力，着力促

进行业交流，着力扩大国际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

是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的部

署，率先扎实推进有关工作，积极布局协会长远建设，从

而为促进中国疏浚行业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下面，理事会将从四个方面对今后五年中国疏浚协

会的发展思路和工作重点提出建议。

一、关于今后五年中国疏浚行业的形势任务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过去的十年，得益于国家发展

战略导引、疏浚市场强劲需求、全球技术创新推动、我国

装备制造能力提升、行业骨干疏浚企业强势发展 , 中国疏

浚业实现重大转变：一是生产能力上实现了由体量相对弱

小向规模世界最大转变；二是装备水平上实现了由主要依

靠进口向全面自主研发转变；三是管理层次上由比较粗放

的生产管理向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的集约管理转变；

四是技术能力上实现了由主要应对近岸、内河、常规工程

向能够适应远海、深水及复杂工况要求转变；五是产业布

局上正在实现由相对松散、功能短缺的产业结构形态向产

业链趋于健全的形态转变。

受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影响，我国疏浚行业也进入“新

常态”, 随之而来的重大变化，可以概括为“四个转”：

一是市场需求深刻转变。多年来拉动行业快速增长

的疏浚工程市场增幅收窄，港口航道新建项目减少；远海

深水、海矿开采、岛礁建设、环保疏浚、湖库清淤、流域

治理等工程需求渐旺，成为疏浚市场重心转向的新热点。

紧紧把握住市场需求变化，这是中国疏浚切实实现转型升

级的导向标。

二是生态环境重大转化。积极落实“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国策，是我国疏浚行业加快提升的主题、机遇

和挑战。疏浚行业既须着力转观念、调结构、抓创新，着

力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要求，又要主动担纲水土

环境生态治理与保护主力军的重责。把握住“生态疏浚”

的这一根本特征，这是中国疏浚追求本质进步的立足点。

三是发展动能根本转换。当前，正在发育的新技术

革命已经不断凸显出推动传统产业全面创新的巨大能量。

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标准化已成为新一代疏浚行业

的新引擎。把握住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两大抓手，这是中

国疏浚变革中获取发展主动权的生命线。

四是发展定位显著转向。融入世界市场、对接国际

标准、发展生态疏浚、建树中国特色，无疑是中国疏浚 “强

起来、走出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位和必由之路。

当前，把握住能力、环保、质量、效率和协同这五个核心

环节，推进全行业转型升级和全面创新，这是中国疏浚更

好贡献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要求。

应对“四个转”，直面新挑战：疏浚技术能力需要

夯实基础、深度强化；环保疏浚、生态疏浚、海洋工程的

技术体系需要加快系统构建；绿色的、覆盖全产业链、对

接国际标准的行业标准化亟待扎实推进；大数据、互联网、

数据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专业化应用需要加大投入、

迈实步伐；新一代装备的自主研发体系需要超前定向、集

合内外资源、完善产业链，协同攻关等。

变革蕴含商机，挑战就是动力。今后几年，中国疏

浚行业仍处战略机遇期，积极因素不少：宏观经济稳中有

进是行业“转方式”的厚实基础；“一带一路”广泛响应

是行业“走出去”的有力保证；环保市场强势增长是行业

“显身手”的巨大动力；绿色智能技术进步是行业“上水平”

的强大支撑；产业协同能力提升是行业“再跨越”的重要

条件；中国疏浚创新精神是行业“争一流”的核心动力。

因此，中国疏浚行业在新阶段实现做优做强、发挥

更大作为的目标并非遥不可及，关键看我们能否主动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乘势而上；关键看我们能否加大投入、自

主创新，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关键看我们能否高标准、

补短板、上水平，抓紧完善高品质的全产业链；关键看我

们能否聚焦共同目标，协同发展步调，合力攻坚克难。

二、关于中国疏浚行业新阶段发展目标和协会

工作基本方针

今后的一个时期，是中国疏浚行业发展的重要阶段。

过去十年的磨砺和奋斗，中国疏浚已经在百年历史上最为

抵近世界疏浚强国的最高平台。如今，中国疏浚大家庭企

望建树更大民族光荣的不懈追求，必然凝聚为新的奋斗目

标。我们建议：全行业应凝心聚力，途中加速，力争到

2025 年，实现中国疏浚行业跨入世界疏浚先进行列，发

展成为全球疏浚及相关业务领域的技术、人才、资本、规

则和新兴业态开发的高地，成为主导全球疏浚与生态环境

建设领域创新与发展的中心。并在以下六个方面实现做强

做优：

一是全行业疏浚及延伸业务规模、全球市场份额及

综合国际化指数领先；

二是生态疏浚、水土环境治理与保护、海洋开发等

钱献国

中国疏浚协会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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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业务发展成为主导产业，具备全球最具综合实力的全

产业链服务能力；

三是技术创新基础能力先进，发明专利申请量全球

领先，建立了覆盖行业、国际先进的标准、规范体系；

四是骨干疏浚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网联化管理技

术先进，创建的世界级工程成为全球疏浚业的范例； 

五是掌握新一代绿色、智能疏浚装备研制核心技术，

全行业疏浚及延伸业务装备总规模、总质量全球领先；

六是基础研究、跨国经营、装备制造、施工生产、

配套保障等一批骨干单位成为全球知名品牌。

为实现上述目标，中国疏浚协会的基本方针是：深

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坚持创新驱动，坚持服务

宗旨，坚持同为共盈，以行业发展定义协会主责，以做实

服务提升协会效能。把加强命运、利益、责任三个共同体

建设作为基石，依法自治，互联互通，优化产业协同的良

好环境；把发展生态疏浚、海洋工程、智能装备作为突破

口，加快全行业转型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把全力支持

中交疏浚集团等行业龙头企业做大做优做强作为牵引，带

动全行业整体素质能力提升；把增进国际交流合作作为重

心，推动行业产能输出和产业体系国际化。按照打造生态

型疏浚行业的新标准，延伸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

值链，拓展业务链，构建数据链。开拓创新，坚韧前行，

推动中国疏浚成为世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力量。

三、协会的基本定位就是“大平台”，基本功

能就是“做服务”。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就要把握住“五大关键要素”：

战略引领、技术创新、信息互通、人才培育、行业管理。

由此出发，协会要积极搭建“六大平台”：

一是搭建好战略决策的平台。“战略决定方向”，

对于重大转换期的疏浚行业而言，更显意义重大。当前，

主要要健全完善中国疏浚行业技术专家委员会和六个专业

委员会，强化功能，系统建树，发挥统筹、决策和带动作

用，实现行业创新管理一体化、集约化、高效化。

二是搭建好交流合作的平台。“合作汇聚优势”。

主要要多层次组织好行业内紧扣中心、突出主题、针对实

症、形式多样、满足需求的学习交流、课题研究、孵化服

务、技术推广等活动。重点是要通过专委会牵头一批重大

课题，强化产学研设供用的合作研发机制建设，推动关键

技术进步；组织好技术孵化工程，促进各子系统技术与产

品升级；认真准备，搭建好针对性强、务实有效的各类探

讨平台，交流、展示、推介，力促深度合作。

三是搭建好规范管理的平台。“秩序制约效率”。

主要要充分把握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依法自治”的

权责要义，在行业大家庭的支持下，协会要始终坚持充分

反映并维护好行业及各成员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制定

行业运维的基本规则，构建标准、规范体系，促成行业有

序运行。

四是搭建好鼓励人才成长的平台。“强盛唯靠人才”。

主要要认真贯彻人才强国、人才强业的根本方针，把行业

聚才育才、强业兴邦作为立会之本、创新之基、成事之要。

协调、配合各单位的人才举措，构建中国疏浚优秀专业化

人才团队。

五是搭建好促进技术创新平台。“技术驱动变革”。

要以各大院校和疏浚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各重点

实验室为能力基础，以各专业委员会为责任主体，以产业

技术发展联盟为创新模式，以《中国疏浚行业技术发展指

南》为基本定位，深度结合各骨干企业的科研课题，支持

国家级重大课题的研发，发挥好行业专家作用。

六是搭建好建树影响的平台。“形象重在塑造”。

中国疏浚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有不俗的重大贡献，有独到

的专业能力，有优秀的行业文化，这无疑是行业做强做大、

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基础、资源和优势。创新发展时代，

中国疏浚尤其需要坚守追求，凝聚力量，积极作为，负责

担当。为此，协会携力办好《中国疏浚》期刊、“中国疏

浚网”、微信公众号，拓展大视野，注入正能量，打造“新

名片”。

四、关于四届理事会应着力抓好的重点工作

（ 一） 编 制《 中 国 疏 浚 行 业 技 术 发 展 指 南 2017-

2020》（远期至 2025）。对接“中国制造 2025”、“一

带一路”倡议、“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战略，把握重大

机遇，并依据疏浚市场深刻变化、新技术和疏浚业态深度

融合的趋势、业务转型升级的目标任务等重要因素，动员

各单位力量，汇聚全行业智慧，在技术专家委员会的主

导下，作出对两个阶段、覆盖 8-10 年的发展目标及关键

环节的基本论证、总体规划和任务安排，通过《指南》

的引导，确保行业及成员聚焦总目标，科学布局发展规划，

合理配置宝贵资源，充分汲取积极能量，实现有序健康

发展。

以此为纲领，围绕行业业务转型和产业链延伸的

重大任务，梳理并确立一批包括生态疏浚和海洋工程

基础理论、深水深槽疏浚技术及装备、水环境治理与

海绵城市相关技术、新一代智能疏浚装备，以及新能

源、新材料转化应用等科研课题，通过有效组织，推

动技术进步。

（二）召开中国疏浚行业第四届会员大会和中国第

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

发展会议以“疏浚、生态、可持续”为主题，以纪念中

交天航 120 年发展进程为契机，以推介港珠澳大桥岛隧

工程、长江口航道整治等一批世界级工程的“中国方案”

为亮点，以突出创新为主线，总结经验，定准方位，确

定任务，加快行业建设。同时，筹备召开 2019 年世界疏

浚大会。

（三）推进中国疏浚行业标准化建设。疏浚行业标

准化是创新、健康、加快发展的导向标、基准点以及重

要抓手。在国家大力推进行业团体标准建设的进程中，

中国疏浚由行业团体标准建设入手，既有利于推动新技

术研发及应用，有利于增强行业协同，有利于构建行业

先进的生态体系，还有利于对接国际标准“走出去”。

因此，以本次大会审批组建的团体标准专业委员会为起

点，与国标委新批准设立的疏浚分标委会积极协同，针

对全行业标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更新迟缓、推广不足

等问题入手，以专委会为主干，动员会员积极参与，抓

紧编制全面覆盖、补空建新、编用兼顾、动态优化的行

业标准体系。

（四）建设行业技术专家库。经各会员单位共同努力、

技术专家委员会评审，认定了首批共 94 名行业技术专家、

20 名行业资深专家，分任 9 个专业，将在指南编制、标

准化建设、课题攻关、技术孵化等创新工程上承担要责。

协会也将为专家成长创造有利环境。

与此同时，协会将协同各骨干企业，共同启动“中

国疏浚青年才俊成长计划”，采用定人定向、多方激励、

行业推荐等措施，倡导支持有志有为青年，专注疏浚行业，

激发创新活力，建树不凡事业。

（五）促进智能疏浚、智慧疏浚技术加快发展。一

是建设好行业信息化专业委员会，聚合星宇科技、航天

704 所、河海大学、二航院、中昌大数据等单位优势业务

专长，形成信息化、智能化合作研发机制。二是瞄准精

准测控、精确疏浚、自动作业控制、BIM、智能生态装备、

水环境生态修复与保护等一批重点课题，由各专委会导

引合作推进。三是建立国际交流和合作研发机制，增进

国际先进技术专题推介。四是着力发掘与推广创新型企

业和团队，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六）开展评选“中国疏浚行业新世纪以来十大创

新工程和十大科技创新成果”活动。经专家论证、理事

会审定，即行启动评选活动。旨在总结创新经验，激发

科研热情，表彰钻研精神，推广中国方案。在中国第五

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大会上予以表彰，并形成年度评选

机制。

（七）开展行业诚信建设和行业推荐产品（技术）

工作。一方面制定《中国疏浚行业诚信自律规约》，建

立行业诚信履约“红、黑名单”制度，规范行业道德准

则和良好执业品质。另一方面印发《中国疏浚行业推荐

产品（技术）管理办法》，抓好试点，逐步推开。着力

倡导、弘扬中国疏浚的工匠精神，着力培育全行业重诚

信、创精品的良好风尚，经过引导培育、严格评审，选树、

推荐一批“名企”“名品”，带动提升产业链的整体品

质和全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八）加强协会自身建设。自觉坚持党对协会的领

导不动摇，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的决策及

工作部署，充分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促发展的

重要作用；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确保协会和行业发

展的正确方向；强化党员责任担当，保障落实好协会脱

钩改革、基础建设、推进转型等重要任务；改进秘书处

作风，确保落实“三个服务”根本宗旨；严格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制度，建设一个风清气正、务实创新、值得信

赖的协会工作班子，为中国疏浚发展尽到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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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首批全国疏浚行业资深专家

中交星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田俊峰

■过去，疏浚行业通过分析各种参数，主要关心与产出相关联的数据，现在，

中国疏浚需要进一步关心与投入相关联的数据，与节能环保相关联的数据，将节能

疏浚、生态疏浚与智能疏浚结合起来。

■发展和完善智能疏浚，还要走出传统疏浚的思维定势，全面地考虑问题

■传统的疏浚项目并不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中国疏浚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疏

浚生态化，不仅要保护生态，还要能重塑生态，这就需要生态疏浚与智能疏浚的结合。

首批全国疏浚行业资深专家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顾明

■目前在疏浚行业如何进行技术创新、特别是装备技术的创新，是有不同声音的。

我认为，应以自主创新为主，在一些我们认为差距还比较大的领域采取自主攻关与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相结合的办法，可更快的缩短与国外差距。

■要想实现“一个高地”、“一个中心”的宏伟目标，从技术上还应进行科学的分类。

就像办一所大学，目标确定后首先要合理的进行各专业学科的设置，疏浚技术也是如此。

■诚信经营就是信守承诺，急业主所急、想业主所想；而技术创新是实现诚信

经营的重要保证，要想加快工期没有大型设备不行，要想提高工程质量，没有高精

度定位和控制系统不行，要想实现绿色疏浚，没有先进的环保、节能技术的应用不行。

中国疏浚协会第四届会员大会确立了“力争到 2025 年，实现中国疏浚行业跨入世界疏

浚先进行列，发展成为全球疏浚及相关业务领域的技术、人才、资本、规则和新兴业态开发

的高地，成为主导全球疏浚与生态环境建设领域创新与发展的中心”的伟大目标。多位与会

领导、专家纷纷围绕生态疏浚、智能疏浚、人才培育等重大命题发表观点，阐述对中国疏浚

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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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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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华的海工研发制造，走了一条既造“壳”更造“芯”的发展之路，这也是

振华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疏浚技术和装备能力要提升到国际先进水平，企业要向产业价值链高端

发展，科技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要加强疏浚装备制造前端的研

发设计，另一方面要重视市场创新和经营模式创新，积极推动创新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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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充分发挥我国自身优势，利用协会为我们搭建的平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创新驱动发展，积极推动先进疏浚技术、先进疏浚设备的交流，促进产业链的合作。

■依托新型挖泥船研发建造，积极组织相关关键技术攻关，发挥黄埔文冲的龙

头和平台作用，提高装备配套领域各企业的协同进步，巩固、发展、完善疏浚装备

的研发、设计、建造工艺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国疏浚提供装备技术支撑，

支持中国疏浚骨干企业打造国际最大、能力最强的疏浚船队，争创国际领先。

首批全国疏浚行业资深专家

MARIC 海洋工程及工程船研究设计部副总工程师

费龙

■疏浚装备未来发展的方向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智能化，二是建造大型疏浚

装备，三是发展节能环保的疏浚装备。

■中国疏浚做大做强，要立足自主创新。从 2005 年到 2015 年这十年间，中国

疏浚在整个国际疏浚界地位的提高，最重要原因就是立足“国船国造”。我国要成

为疏浚强国，必然要依靠自身力量，通过买船是无法实现掌握核心技术的，只能永

远跟随别人。

■只有立足于自主化，掌握核心的技术，才能占据优势地位。而在自主化的过

程中，需要协会积极引领、有效组织、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协同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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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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生产一线的行家里手堪比疏浚的行业工匠，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精湛

的操作技术，不仅会直接提升企业的产值及利润，更是保持疏浚行业长期稳定发展

的宝贵财富。

■疏浚人才选拔和团队培养应面向一线，重视在工程应用和实践中表现突出的

人才。同时，团队架构还应该考虑团队成员的年龄分布和专业特长，做到老中青结

合和与专业互补。

■对于新入职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要帮助他们努力融入团队，由企业的专家或

有经验的老师傅们传、帮、带，将疏浚技术和实践经验传承发展下去。

协会副理事长

江苏巨鑫石油钢管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海军

■行业标准一是可以节约资源、提高利用率，降低企业成本；二是有利于对接

国际标准“走出去”。

■协会工作报告重点布局行业标准化建设，动员会员积极参与，抓紧编制全面

覆盖、补空建新、编用兼顾、动态优化的行业标准体系。我们将紧紧跟随行业工作部署，

积极参加标准化建设活动。希望协会积极引领，企业、高校、研发单位相互支持、合作，

将疏浚行业标准化体系建立起来。

协会副理事长

大连巅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德贵

■第四届会员大会开得好，就在于协会定位就是“搭平台”，实现企业间互动互促，

有利于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技术合作与资本合作。我们会积极响应中国疏浚的

要求，同呼吸，共命运，和大家一道推进创新。

■加强与国际同行业或相关联的优秀企业合资合作，或者考虑在境外并购，获

得高端的生产要素，通过多方面的合作，提升我们在全球疏浚价值链中的地位，争

取让中国制造的疏浚配套产品在国际上进入领先的行列。

首批全国疏浚行业资深专家

长江武汉航道工程局副局长

张群

■身为长江航道的建设者，长航局一直以“长江航道建设者即长江生态守护者”

的职业信念，致力于生态、绿色发展之路的探索。

■秉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建设理念，

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积极推进创新驱动，全力打造生态黄金

水道，围绕航道治理与维护、智能航道和生态航道建设，开展行业重大关键技术攻

关研究，抢占行业发展制高点。

■用智慧夯实基础，以绿色谋划未来，把行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战略，着力

开创长江航道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局面。

首批全国疏浚行业技术专家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港航疏浚事业部总经理

张鸿文

■中国疏浚协会组建行业专家库，能够把人才团队聚集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

■行业人才队伍建设，要建立技术岗位序列；重视应用人才的培育；结合重大

课题研发，引导人才团队在课题攻关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前沿性重大技术研究、

如新型挖泥船建造技术的研究来聚集人才、促使人才在创新实践中加速成长。

首批全国疏浚行业技术专家

中国交建总承包经营分公司暨中交机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船舶及贸易事业部总经理

姜志刚

■当前，疏浚装备发展呈现大型化、智能化、模块化、专业化等趋势，在运用

新科技成果，研制智能化新型装备的同时，专业化的特点也应得到重视。

■国外在漫长的疏浚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疏浚装备制造经验。从整船进口，

到引进设计和关键设备、国内建造，都有利于提升中国疏浚装备的水平，使国内的

疏浚装备设计和制造企业向更高的标准目标看齐。

■疏浚装备自主创新是一条需要长期坚持艰苦努力的道路，我们有信心，和行业

各方面的骨干企业加强合作，在协会的大平台上，发挥我们价值挖掘的作为，注重打

造新一代生态型智能化的挖泥船，为共同登攀中国疏浚的新高度付出我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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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交生态环保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彭增亮

■生态疏浚要在技术创新和标准规范上练真功夫。生态疏浚是一项更为复杂的

系统工程，对疏浚精度、污染物分析、底泥处理、修复技术和工程监控要求极高。

■促进技术、工艺和装备提升，对接国际标准至关重要，特别要从优化疏浚工

艺、构建水质预测模型、提高疏浚精度、研发专业疏挖机具、防止疏浚污染物扩散、

提升船舶环保技术水平、合理化处理处置疏浚产物、以及改善疏浚区底栖环境等方

面着手进行技术创新。

■生态疏浚要以生态环保理念贯穿疏浚工艺、技术、标准和设备等环节。以环

保疏浚技术为引领，将绿色施工中的“全程环保”理念融入疏浚施工中，从疏浚工

程的各个工艺、环节入手，主动提升生态范畴的复合能力。

首批全国疏浚行业技术专家

中交天津港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伟

■长线经营、精兵强将上现场、属地化三大策略并举，是海外经营机构和经营

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

■熟悉海外环境，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反复优化前期策划，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传承并打造优秀企业文化，做好海外经营工作，塑造中国疏浚品牌。

■苦练内功、精细管理，打造核心技术和装备是中国疏浚走出国门的必然选择。

协会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

首批全国疏浚行业技术专家

彭旭更

■疏浚业转变到“生态疏浚”上来，是规律使然，是积极作为，也是责任所在。

■建设生态疏浚，就是要自觉尊重自然规律，严格按照保护环境的要求，全面

发展生态型的疏浚施工技术、工艺，建造和改造疏浚设备，使疏浚作业不再增加对

环境的不良负担，从而推动疏浚业自身的技术创新，有利于中国疏浚提升核心竞争力。

■生态环境建设不能用旧瓶装新酒，不能简单用原来的方式方法来做生态环境

工程，需从作业方式、组织方式、作业设备等各个环节贯彻绿色低碳高效理念，用

绿色生态的方式来推进生态环境建设。

中国疏浚协会理事

上海市离心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总经理

屈年凯

■环保企业的春天就要来临，必须抓住机遇，创造机遇，以科技创新来带动企

业转型发展。

■企业在市场竞争方面最大的优势在于是否拥有所竞争业务的核心技术，因此

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

■技术引进中必须要把“拿来主义”与自主研发相结合，要把国外先进技术与

国内市场实际需求结合起来，融为一体。

中国疏浚协会理事

宁波天韵控股集团董事长

任红星

■自从加入到中国疏浚大家庭以来，宁波天韵在诸如暗渠清淤工法、水质理疗

船泥处理升级、河湖清淤生态风险评价等方面，有了更多的优势互补资源，有利于

把宁波天韵着力打造的四位一体创新模式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宁波天韵也将积极参

与协会工作，助力生态疏浚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内陆开放水体的综合整治产业

里，在中国疏浚的支持下，宁波天韵必将直面新的挑战，推出更多实效技术“名片”，

与更多优秀的合作伙伴错位发展、共创共享，为早日实现中国疏浚伟大目标贡献力量。

江苏太平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平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我国现行的一些过期标准有很

多不能满足当前国际标准的技术要求，为了规范市场，有必要对现行的一些国家标

准进行修订。

■针对中国疏浚行业标准化不完善的现状，要积极进行体系构建，编制标准，

填补空白。“太平橡胶”拥有丰富的标准化工作经验，愿为中国疏浚标准化工作贡

献力量，推动中国疏浚早日实现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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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诊断分析与船机管理

摘要：早期在船机管理中，人们依据对设备的触摸，对噪音状态特征的感受，凭着工匠的

经验，可以判断某些简单故障的存在，并提出修复的措施。然而，随着现代化生产的发展和科

学技术的进步，现代设备的结构越来越复杂，功能越来越完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单单凭

借一些感官和经验来判断机械故障的存在与否，已经跟不上船舶机械自动化技术发展的要求。

因此，通过振动检测来对船舶机械设备的故障进行分析变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振动诊断；船机管理

Abstract: early in the ship machine management, the touch of people on the basis of the 
equi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noise condition, with the experience of the craftsman, can judge the 
existence of some simple fault, and repair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roduc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tructure of modern equipment is 
more and more complex, function more and more perfect, more and more high degree of automation, 
some sensory and experience to judge by the presence of a mechanical fault, has fail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dem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chanical automation technology of the ship.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analyze the failure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by vibration detection.

Key words：vibration detection；ship machine management

刘丹亚

长江武汉航道工程局  武汉  430070

1 振动故障诊断分析的发展

目前我国的振动诊断分析在化工、冶金、电力等行业

应用较好。故障诊断分析技术经过 40 多年的研究与发展，

已应用于大型飞机、人造卫星、航天飞机、核反应堆、汽

轮发电机组、大型电网系统、石油化工过程和设备、柴油

发动机、汽车、冶金设备、矿山设备和机床等领域。通过

振动分析，可以对大部分机械设备进行准确的检验评估和

故障诊断，如转子不平衡、转轴弯曲、轴承磨损和松动、

轴系不对中、动静件摩擦、油膜振荡、齿轮磨损、旋转失

速及喘振、转轴的横向裂纹、结构共振、电机电气故障等等。

因此，振动诊断分析同样可以在船机设备管理中发挥重要

的作用。

2 船机管理的现状

目前国内大多数企业在生产中对船机设备的管理维修

一般采用定期维修和事后维修方法，即按预定的检修周期

对设各进行维修或设备发生故障后才进行维修。定期维修

有明显的缺点，主要表现在过度维修和不足维修。过度维

修就是设备尚未出现故障，还可运行一段时间，但规定的

检修时间己到，也要按制度停机检修。这不但浪费人力、

物力和时间，还会因维修人员的能力及水平差异，检修不

当而引起人因故障，从而人为增加维修费用。而维修不足

则是规定的检修期未到，但设备己出现故障，其结果将导

致生产系统的非正常停机而对生产造成影响。

3 振动诊断分析判断的机器故障和特征

3.1 机械失衡

这是导致振动的最常见原因。其可通过振动以回转频

率发生，并且径相振幅大于轴向振幅两倍以上的现象判断

出来。电机通常可通过切断电源，看振幅是缓慢下降还是

突然下降，来确定是否为电器故障。缓慢下降表示是机械

失衡 ; 突然下降则表示是电器失衡。频闪相位测量仪可显

示一个单一稳定的参考标志。

3.2 失中 ( 轴系，连轴节，轴承 )

当采用自对中轴承和柔性连轴节时，这是导致振动的

第二大原因。振动以轴的旋转频率出现，也可以以旋转频

率的两倍或三倍出现。轴向振幅是径向振幅的 50% 或 50%

以上。相位显示为单一参考标记。以轴承座上转轴四周读

取的轴向相位读数几乎恒定不变。轴承失中及连轴节上转

轴失中，可能导致这些振动特性。

3.3 转轴弯曲

这种故障可以表现出与失中相同的振动特性。但当在

转轴四周以轴向测量相位时，其将近相差 180 度，特别是

当弯曲靠近轴承时，其相位差更大。失中的球轴承和滚轴

轴承也表现出这些特性。能进一步表明是转轴弯曲的，是

机械相对两端轴向振动间的相位差大约为 180 度。

3.4 球轴承和滚轴轴承故障

其振动是以存在许多高频振动峰值，峰值会以倍数的

形式存在，还有以许多上下波动图线的脉冲频率区域为特

征的。其低频通常不是转轴旋转频率的整数倍，但可从轴

承尺寸及轴转速粗略计算出来。由轴承发出的高频振动则

不容易计算出来，但会在3000Hz--5000Hz形成山丘状峰值。

相位也是不稳定的。

3.5 齿轮轮齿故障

齿轮以转轴旋转频率与轮齿齿数的乘积为频率振动。

边带频率等于轮齿啮合脉冲频率减去齿轮旋转的速度，齿

轮磨损后会有较高的边频带峰值出现；当出现断齿现象时，

同时会出现轴旋转频率的峰值。相位表现出多参考标记并

且是不稳定的。

3.6 机械松动 ( 轴套，轴承座，机座等 )

振动以转轴频率的多倍同时出现，并会与设备的固有

频率激起共振。相位具有两个参考标志，并且通常有点不

稳定。平衡和对中的变化常常影响其振动。

3.7 传动皮带不良

振动常以皮带旋转频率的三倍和四倍发生，也以其两

倍发生。由于皮带滑移，其频率和振幅有点不稳定。相位

有一个或两个参考标志，也是不稳定的。

3.8 空气 / 液压动力脉冲

振动以转轴频率与叶片数或是叶轮叶片数的乘积为频

率出现。振幅通常较低，除非是发生共振的振幅。

3.9 摩擦

当摩擦持续时，振动可发生在多种频率，每一频率的



71    2017 第 4 期 2017 第 4 期     72

中国疏浚 中国疏浚学术论坛 学术论坛

振动同时都带有波动的振幅 ( 即随机振动 )。当摩擦是间歇

发生时，振动以转轴频率的一倍或两倍出现。

3.10 共振

振动出现在部件振动的单一自然频率。它是部件容易

发生振动的一种频率。比如，当轴转速达到其临界频率时，

共振就发生了。让机器从运行速度减速下行，便可检测出

共振。观察振幅分析仪和频率测量仪，如果振幅开始时下降，

然后上升，然后又下降，则上升发生处的频率即为自然频率。

当机器在与自然频率相等的速度上运行时，共振就会发生。

随着机器转速通过共振频率，相位将会有一个很大角度的

移动，甚至多至 180 度。

3.11 电气故障

定子出现电气故障，电机振动出现电流工作频率两倍

的发生。转子出现电气故障，振动出现滑差频率，并以轴

频率边带出现， 相位是不稳定的。

大型电机在故障前后的频谱对比及轴承损坏情况：

大型双速齿轮箱通过振动检测进行故障分析，精确地

诊断到中部轴承内圈的故障：

4 振动诊断分析在船机管理中的应用有以下三个目

的 :

4.1 新机器的检验与预防性的维修 : 对船上安装的新设备进

行振动分析，可提供制造商是否达到说明书要求以及机械

平稳运行正常标准的证据。按计划进行振动分析也是预防

性维修的关键之一。以常规方法测得的振动级别或强度，

结合频率就可显示减磨轴承和易损件等失效前的恶化情况。

以振动分析为基础预防性维修可发现失衡的机械，并在故

障导致完全失效前进行修理。

4.2 分析可疑故障 : 任何回转或往复机械的故障源都可以用

振动分析来查明，常常是外部动力导致了机械内部的故障。

而轴承发热的问题可通过测量机械振动的强度和频率，发

现其故障。

4.3 评估机械维修 : 船上一项经常要做的维护保养工作就是

从泵、涡轮、叶轮等处拆除转轴，送到岸上修理厂矫正平衡。

振动分析可为工作人员提供一个评估是否需要修理厂进行

维修和矫正平衡的判据，这种评估可以避免船舶开航后存

在工作不良的机械。

另外，振动分析还会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振动分析

可减少机器的停工期，因为停工会导致工程计划的严重中

断。振动分析有助于避免由于意外严重故障而导致的昂贵

维修费用 ; 此外，及早维修故障意味着更少的代价和更长

的机器寿命，一些船级社，如美国船级社在对延长船机检

验周期的管理上，己经承认振动分析的结果，这种展期减

少了船舶营运期间的机器检验费用。

5 振动诊断分析的操作步骤

首先，充分收集有关机器的工作原理、结构参数、操作

性能、故障历史及检查维修情况，在此基础上，测取机组运

行过程中的振动信号 (常用轴承座的振动加速度信号或轴振

动位移信号 )，然后对测得的信号进行多种变换和分析，去除

噪声干扰成分，提取出有用的机器运行状态信息，再结合信

号特征、故障机理及历史运行情况对机器状态进行识别，了

解故障部位及发展趋势，最后提出检测结论及操作、维修建议。

6 振动诊断分析在船机管理中的发展和未来

随着科技发展，振动分析技术完善，渐渐地船机管理

人员已经意识到振动诊断分析在船机管理中的重要性，振

动诊断分析也逐渐应用在船舶方向。现在所用的手段多数

还是以巡检为主，主要采用手持式振动检测仪对船舶机器

进行定期检查，如：1. 日常维护中，可观察机器的运行状

态，了解机器的损坏程度，并进行维护；2.进场大修之前，

通过振动诊断分析，了解各机器状态，凭借数据做出各机

器是否检修单据；3.大修出厂以后，可通过诊断分析结果，

判断修理是否有效合格。这种方式虽然可以解决轮机管理

中的不少问题，但是由于检测时间相距较长，对分析产生

故障及时性有严重影响。在线故障检测成为未来发展的趋

势，对设备进行实时监控，随时可以对设备状态进行了解。

利用专家系统对故障的评估、通过互联网向全国性分析中

心发送监测数据，更加自动化、智能化，也减少管理人员

工作任务，使船机管理更加方便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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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质粘土切削机理研究

摘要：硬质粘土含水量低、粘聚力大、土质坚硬难挖，在疏浚施工时生产率很低。为了研

究硬质粘土的切削机理，在天津市疏浚工程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进行了硬质粘土的切削试验研

究。对不同含水量的硬质粘土，在不同切削角度和不同切削深度的工况下进行了两维和三维切

削试验。试验过程中，观测了土体的破坏形态，并通过刀具上布置的切削力传感器，压力传感

器和摩擦力传感器得到了切削力的数据。通过理论分析的方法结合试验观察结果，建立了新的

硬质粘土两维切削和三维切了力学模型，模型计算结果与试验值较吻合。同时进行了硬质粘土

切削的有限元计算，建立了数值模拟方法，计算得到切削力结果。

关键词：硬质粘土；切削试验；两维切削；三维切削；力学模型；数值模拟

Abstract: Hard clay has low water content and great cohesion, and the soil is hard to dig. The 
productiv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redging is very low. In order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cutting hard 
clay, the cutting experiments of hard clay was carried out in the Tianjin Key Laboratory for Dredging 
Engineering Enterprises. The two and three-dimensional cutting experiments of hard clay with different 
water content, were carried out in different cutting angle and depth conditions. During the experiment, 
the soil failure patterns were observed, and force sensors, pressure sensors and friction sensors were 
installed on the cutting tools to obtain the cutting force data. A new two dimensional cutting and three 
dimensional cutting mechanics model of hard clay wer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combined wit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model is consist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values. At the same time the force results of cutting hard clay were calculated using finite 
element calculation, and a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was established.

Key words：hard clay；cutting experiment；two-dimensional cutting experiment；three-
dimensional cutting experiment；mechanics model；numerical simulation.

李章超 1，苏召斌 2，张更生 3，肖博 4，李瑞祥 5

中交天津港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津市疏浚工程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天津  300457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沿海港口大吨位泊位的不断持续建

设以及各个大型吹填项目实施，疏浚的土质越来越复杂，

其中遇到一些坚硬难挖、生产率较低的土质。硬质粘土含

水量低、粘聚力大、土质坚硬，挖掘时需要很大的切削力，

在疏浚中属于很难挖掘的一种土质。我国沿海港口施工

在 -20 至 -25 米深的土质普遍存在硬质粘土。

国外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有大量学者对各种土质的

挖掘机理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试验和理论分析的方法，

得到了一系列的理论研究成果。其中早期比较有影响力的

研究有 1965 年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 A. R. Reece 教授提出

的土体破坏理论模型
【1】

。随后一些学者陆续发表自己的研

究成果，1975 年至 1977 年，日本东京大学的 Hatamura 和 

Chijiiwa 教授进行了多种土质的土体破坏切削试验，分析

了土质的挖掘机理，提出了两维切削模型
【2】

。1977 年加

拿大麦吉尔大学的 Mckyes 教授提出的土体破坏三维切削模

型是比较经典的应用广泛的力学模型
【3】

。1983 年，美国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 Perumpral 教授提出的土体切削三维

力学模型是由两维模型发展而来，两侧土体破坏考虑了土

压力
【4】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 Miedema 教授在疏浚土

体挖掘机理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成就，对各种土质两维

切削机理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
【5】

。

各国学者对各类土质的切削机理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

成果，但硬质粘土的破坏具有一定特殊性，对硬质粘土的

切削机理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与工程实践意义。

2 切削试验

为了研究硬质粘土的切削机理，在天津航道局疏浚实

验室进行了硬质粘土的切削试验研究。

2.1 试验土的制备

试验土土源取自天津临港，采用“真空联合堆载预压

法”进行了试验土的制备。

图 1 试验土制备过程

对试验硬质粘土的含水量、密度、塑性指数、液性指数、

粘聚力和内摩擦角进行了测定，并设计了一些试验，测试

了试验硬质粘土的切向粘附力、外摩擦角和抗拉强度。

2.2 试验台的设计

设计制作了切削试验台，包括运行机构、试验台结构

和试验土箱体。试验台装置见下图。

          示意图                    b) 现场相片

图 2 硬质粘土切削试验台

硬质粘土切削试验对切削横向阻力、切削垂向阻

力、切削板压力及切削板摩擦力等进行监测。使用了三维

200mm×75mm 和两维 200mm×200mm 两种规格切削刀具，

两维切削刀具表面分布 12 个压力传感器，三维切削刀具表

面分布 4 个压力传感器。切削板上部安装有一个顶针结构

的摩擦力传感器，粘土对切削刀具的切向摩擦力可通过这

个传感器测取。切削刀具系统由刀板、刀板架、传感器、

土体切削力测试仪和采集系统组成，见下图。

          示意图                    b) 现场相片

图 3 硬质粘土切削刀具传感器布置

2.3 试验方案

利用切削刀具对土体进行切削时，刀具的切削参数和

土质特性参数都将对最终的切削力产生影响。其中，刀具

的切削参数主要包括刀具的宽度、长度、切削角度、切削

深度和切削速度，土质特性参数主要包括土的密度、粘聚力、

内摩擦角、粘附力和外摩擦角等。

对 37.8% 和 39.1% 两种含水量的硬质粘土进行了切削

试验，切削速度为 0.03m/s，切削总时长为 30s。每种含水

量的硬质粘土，分别对切削角度 30 度、45 度和 60 度，以



75    2017 第 4 期 2017 第 4 期     76

中国疏浚 中国疏浚学术论坛 学术论坛

及切削深度 50mm、100mm 和 150mm 工况进行了两维切削

和三维切削试验。共进行了 36 组切削试验。

3 试验结果

3.1 硬质粘土土体的破坏观察

为了观测硬质粘土切削过程中土体的破坏情况，在进

行切削时，对土体进行了方格标记。并对切削过程进行了

拍照记录，观察了两维切削和三维切削土体破坏的过程，

以及三维切削土体截面破坏宽度。

两维切削                 b) 三维切削

图 4 硬质粘土土体标记

两维切削                 b) 三维切削

图 5 硬质粘土土体破坏过程

图 6 三维切削土体破坏截面宽度

3.2 切削力的分析

3.2.1 刀具表面正压力与摩擦力

在切削刀具的表面分布有压力传感器，可以测得刀具

表面的正压力。在硬质黏土的土工试验中，测得了土的外

摩擦角，根据正压力和外摩擦角可以得到刀具表面的摩擦

力。而刀具顶端安装的摩擦力传感器，其读数包含了刀具

表面的粘附力和摩擦力之和。将通过正压力与外摩擦角计

算得到的摩擦力数值与土工试验得到的粘附力数值相加，

与切削试验测得的摩擦力读数进行比较，相互验证试验结

果。下图为 37.8% 含水量两维切削 150mm 切深的试验结果，

横坐标为切削角度，纵坐标为摩擦力除以一个特征力后得

到的摩擦力系数。

 图 7 两维切削 150mm 切深摩擦力验证

对于三维切削，刀具顶端安装的摩擦力传感器读数除

了包含刀具表面的摩擦力和粘附力之外，还包含了刀具两

侧破坏的受力，所以试验值的读数比较大，下图为 37.8%

含水量三维切削 100mm 切深的试验结果，横坐标为切削角

度，纵坐标为摩擦力除以一个特征力后得到的摩擦力系数。

 图 8 三维切削 100mm 切深摩擦力验证

3.2.2 水平切削力和垂直切削力

试验测得 37.8% 含水量硬质粘土，不同切削角度与不

同切削深度工况下，刀具的水平切削力和垂直切削力见下

图。其中横坐标为切削角度，纵坐标为水平切削力和垂直

切削力除以一个特征力后得到的水平切削力系数和垂直切

削力系数。水平切削力随着切削深度和切削角度的增大而

增大，并且受切削深度的影响更显著。垂直切削力随切削

深度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切削角度的增大而减小。

 水平切削力

 垂直切削力

图 9 两维切削

 水平切削力

 垂直切削力

图 10 三维切削

4 力学模型的建立

挖泥机具切削土的过程中产生的切削阻力如何计算，

是进行挖泥机具设计预测挖泥机具切削土的能力时需要考

虑的重要问题。对于刀具切削土所产生的切削阻力，可以

通过建立物理力学模型进行预测，很多学者提出了有效的

力学模型。土体破坏切削力学模型分为两维模型和三维模

型。当切削深度比刀具宽度大时，土体将产生两个方向的

运动，一是向前的运动，二是向刀具两侧的运动，此时刀

具的受力时三维的。当切削深度比刀具宽度小时，土体的

运动可以近似为两维，不考虑两侧的影响。

4.1 新建立的两维力学模型

在刀具切削土体的过程中，土体沿着 β 剪切破坏面发

生破坏，刀具有土体之间产生相互作用力。在硬质粘土切

削力学模型中，考虑了土体的重力 G，内摩擦力 S1，外摩

擦力 S2，粘附力 A，粘聚力 C 和两个受力平面上的正应力

N1 和 N2，可列土体受力平衡方程：

 图 11 作用在土体上的力

(A+S2 )cosα+N2 sinα=(C+S1 )cosβ+N1 sinβ （1）

G+(A+S2 )sinα-N2 cosα=-(C+S1 )sinβ+N1 cosβ （2）

在粘土切削中 Miedema【5】提出，粘土的切削受到变形

率的影响，在粘土切削中其粘聚力 c 和粘附力 a 需要乘以

一个系数 λ。根据速率过程理论，给出了系数 λ 的计算

公式，λ 的值与切削速度有关。

其中，

由于 λc 和 λa 数值相差不大，可以取其平均值 λ 作

为粘聚力 c 和粘附力 a 的系数。

根据平衡方程可以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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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作用在刀具上的力

根据刀具受力平衡可以求得刀片对土体的水平切削力

Fh 和垂直切削力 Fv：

公式中剪切破坏角 β 角采用最小能量理论，求水平切

削力的极小值处的 β 角。

在硬质粘土两维切削的试验中对土体的破坏进行了观

测，从试验过程中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硬质粘土土体不

但沿着 β 角方向发生剪切破坏，在土体中还存在多个剪切

破坏面，见图 16 中红线所示。我们将沿着 β 角方向发生

剪切破坏面定义为主要破坏面，将其他的破坏面统称为次

要破坏面。

图 16 两维切削土体多破坏面

土体切削时出现的多处破裂的次要破坏面，这是因为

硬质粘土土质较硬，切削过程中由于土体的变形使得发生多

处破坏。切削过程中，土体在这些次要破坏面上发生破坏，

克服的主要作用力是粘土的粘聚力。因此，我们在进行切削

力计算时，可以根据试验值的统计给出这些破坏面的经验系

数，计算得到这些次要破坏面的水平切削力和垂直切削力。

这里引入一个次要破坏面切削力系数   和   ，该系数

是切削角 α 以及切削深度 d 的函数。

得到次要破坏面切削力系数  和  后，乘以切削宽度

w 和粘土的粘聚力 λ·c 后，得到次要破坏面的水平切削

力  和垂直切削力   。

最终得到硬质粘土切削两维力学模型水平切削力 F_H

和垂直切削力 F_V。

4.2 两维模型计算值与试验结果对比

将新建的两维力学模型的计算值与 37.8% 含水量两维

切削试验的试验值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见下图。

水平切削力系数

 垂直切削力系数

图 17 100mm 切深试验值与计算值的对比

 水平切削力系数

 垂直切削力系数

图 18 150mm 切深试验值与计算值的对比

新建的两维切削力学模型能够比较准确的预测两维切

削水平切削力和垂直切削力，计算值与试验值比较吻合。

4.3 新建立的三维力学模型

三维力学模型分为中心土体破坏区和两侧土体破坏

区，其切削力为中心破坏区与两侧破坏区切削力之和。新

建的三维力学模型见图示。

图 19 三维力学模型示意图

中心破坏区水平切削力与垂直切削力的计算方法与两

维切削公式的建立方法相同，根据土体受力列平衡公式，

见公式（1）和（2）。计算主要破坏面的水平切削力和垂

直切削力，见公式（11）和（12）。同样引入次要破坏面

系数，计算得到次要破坏面的切削力，见公式（15）-（18）。

下面给出两侧破坏区切削力的计算公式。

图 20 两侧破坏区域土体受力示意图

图 20 为新建的硬质粘土三维切削力学模型两侧破坏区

域土体受力示意图。在新建的硬质粘土三维切削力学模型

中，其两侧破坏区域的破坏长度 r 的计算：

为了简化模型，同时不影响计算精度，土体侧面破坏

区角度 ρ 取常数值 π/3。

两侧破坏区按照积分增量进行考虑，水平和垂直方向

力的平衡方程：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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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求得，

根据刀具受力平衡可以求得刀片对两侧破坏土体的水

平切削力    和垂直切削力    ：

硬质粘土三维切削的水平切削力的合力 FH 和垂直切削

力的合力 FV 为：

公式中 Fh 和 Fv 是中心破坏区主要破坏面的水平切削

力和垂直切削力，其计算方法见公式（11）和（12），

公式中  和  是中心破坏区次要破坏面的水平切削力和

垂直切削力，其计算方法见公式（17）和（18），公式

中   和   是两侧破坏区的水平切削力和垂直切削力，其

计算方法见公式（31）和（32）。

4.4 三维模型计算值与试验结果对比

将新建的两维力学模型的计算值与 37.8% 含水量三维

切削试验的试验值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见下图。 

水平切削力系数

垂直切削力系数

图 21 50mm 切深试验值与计算值的对比

水平切削力系数

垂直切削力系数

图 22 100mm 切深试验值与计算值的对比

新建的三维切削力学模型能够比较准确的预测三维切

削水平切削力和垂直切削力，计算值与试验值比较吻合。

5 切削过程数值模拟

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对刀齿切削硬质粘土的过程进

行了数值模拟。刀齿在一定的切削速度、切削角度和切削

厚度下对硬质粘土进行切削，计算刀齿的水平作用力和竖

向作用力。

5.1 数值模拟方法

按照切削刀齿的实际形状建立有限元模型，网格数为

103。按照土体的实际尺寸建立硬质粘土物理模型，然后建

立土体的有限元模型。硬质粘土的有限元模型的所有网格

均为六面体结构，网格数量 60000。          

图 23 刀齿有限元模型       图 24 土体有限元模型

硬质粘土的本构模型包括了弹性部分和塑性部分。常

用的弹性模型主要包括线弹性模型（包括各向同性弹性、

正交各向异性弹性和各向异性弹性）和非线性的各向同性

多孔介质的弹性模型；而常见的塑性模型主要包括 Mohr-

Coulomb（摩尔库仑）模型，扩展的 Drucker-Prager 模型，

修正 Drucker-Prager 帽盖模型以及剑桥模型。

5.2 数值模拟结果

通过有限元数值模拟的方法，计算了硬质粘土的切削

过程，得到了切削力的数值模拟结果。     

图 24 硬质粘土切削过程

水平切削力

垂直切削力

图 25 有限元数值模拟切削力

6 结论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试验的方法对含水量低、粘聚力

大、土质坚硬的硬质粘土切削机理进行了研究。对两种含

水量的硬质粘土，进行了三组切削角度和三组切削深度的

两维和三维共计 36 组切削试验。通过试验过程中对土体破

坏的观测以及各种切削力的监测，分析了试验结果，并建

立了新的两维和三维力学模型。同时建立了有限元数值模

拟方法。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在硬质粘土切削过程中，土体主要发生剪切破坏。

同时由于土质坚硬的特点，土体破坏时除了出现主要剪切

破坏面外，还存在多个次要剪切破坏面。土体切削时需要

克服这些破坏面上的合力作用，其中主要克服的是土的粘

聚力 ;

2）新建了硬质粘土两维切削模型，在考虑主要剪切破

坏面上的受力外，同时考虑了多个次要剪切破坏面上的受

力情况，提出了次要破坏面切削力系数。模型的计算结果

与试验结果较吻合 ;

3）新建了硬质粘土三维切削模型，同时考虑了主要剪

切破坏面和多个次要剪切破坏面上的受力，并建立了两侧

破坏区的力学模型。模型的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较吻合 ;

4）建立了硬质粘土有限元数值模拟方法，对切削过

程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得到水平切削力和垂直切削力。

7 结束语

本次研究是对 37.8% 和 39.1% 两种含水量的硬质粘土

进行了切削试验，对数据进行系统分析并依据试验所获得

的数据在荷兰代尔特夫理工大学 Miedema 教授粘土两维切

削、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 Mckyes 教授提出的粘土切削三维

力学模型基础上建立新的力学模型。新力学模型计算数值

与试验数据有较小的差值，较好地表达出这种含水量硬质

粘土的力学特性。由于此硬质粘土在疏浚工程中具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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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m3/h 绞吸挖泥船

绞刀梁分段结构坡口节点优化

摘要：本文主要围绕我司建造的 3500m3/h 绞吸挖泥船绞刀梁结构节点设计在施工中出现施

工难度大，施工周期长，施工成本及焊材成本重的情况下，进行结构节点设计优化，目的是优

化后续绞吸挖泥船在绞刀梁节点和其它船类似厚薄板的结构节点，以达到施工简便、生产周期

短、成本低、质量好的目的，并希望能为设计人员在后续结构设计中如何达到最简单、最优秀

的设计效果带来启发。

关键词：绞刀梁 ; 焊接节点 ; 设计优化

Abstract: The article introduce from the problems cause by some welding details of cutter ladder 
of a 3500m3/h cutter suction dredger, and show the optimal design of the welding detail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t is hoped to help other designers to optimize their designs.

Key words：cutter ladder, welding detail, optimize design

李苑标

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 510725

代表性，所以对此土挖掘力学特性的研究有助于疏浚及其他

工程挖掘工艺的研究、挖掘电子模型的建立以及对设计和开

发挖泥机具具有重要的指导技术支撑。 

含水量更小（20%）的硬质原状粘土的制备及切削速度

对切削力的影响是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以便获得此类土更

完整的实用力学模型。    

参数列表 :

r 土体破坏长度

d 土的破坏深度

ρ 侧面土体破坏角度

w 刀片宽度

α 刀片切削角

β 剪切破坏角

hb 刀片高度

vc 切削速度

φ 内摩擦角

δ 外摩擦角

S1 内摩擦力

S2 外摩擦力

S1' 两侧破坏土体的内摩擦力

S2' 两侧破坏土体的外摩擦力

γ 土的密度

G 土体的重力

a 单位面积粘附力

c 单位面积粘聚力

A 刀片表面粘附力

C 剪切破坏面粘聚力

N1 剪切破坏面正压力

N2 刀片表面正压力

N1' 两侧破坏土体的剪切破坏面正压力

N2' 两侧破坏土体的刀片表面正压力

λ 速率变形系数

λa 粘附力速率变形系数

λc 粘聚力速率变形系数

Fh 主要剪切破坏面的水平切削力

Fv 主要剪切破坏面的垂直切削力

   次要破坏面水平切削力系数

   次要破坏面垂直切削力系数

   次要破坏面水平切削力

   次要破坏面垂直切削力

   两侧破坏土体的水平切削力

   两侧破坏土体的垂直切削力

FH 水平切削力

FV 垂直切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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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船舶结构的节点设计种类较多而复杂，节点设计必

须满足标准要求，是否合理，是否达到施工方便，施工周

期最短，施工成本最低，则必须经过施工过程验证，才能

得出较好的定论。如果一个简单的节点不考虑实际施工难

度和施工成本，就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某 3500m3/h 绞

吸挖泥船绞刀梁耳轴板与其底板和端板的连接节点就是一

个例子，优化前为完成该节点的焊接用时超过 20 天，而优

化后该节点的焊接可在 1-2 天内完成。希望本文的介绍能

为后续绞吸挖泥船的设计建造起到较好的借鉴作用。

正文：1. 原绞刀梁耳轴板节点情况介绍：绞刀梁属箱梁

结构，其腹板有左右各有二件厚板（耳轴板），尺寸分别

为 150*2850*2950；110*2700*2800 各二件，（详见外纵

壁图一、内纵壁图二）耳轴板与底板及前封板的连接原图

有二个节点，如下面J-J节点（图三）和K-K节点（图四），

可以看到二个节点均在厚板上开设双边 V 型坡口，该节点

看起来简单，但施工起来却非常麻烦，主要原因是坡口开

在厚板处，二耳轴板的厚度分别为 150 毫米、110 毫米，

而底板和前封板的厚度仅为 30 毫米，坡口开在厚板上，明

显使焊接工作量大幅增加，填满坡口必须焊上几十道的焊

缝层，焊接工作量较大。

2. 原设计节点引发的问题：我们首先看看绞刀架施工状况：

由图五可以看到耳轴板的坡口开设现状；图六可以看到：

焊接内坡口后外坡口清根后现状；图七可以看到：内焊缝

焊完后底板外表面产生的局部焊接凹陷变形（焊后角变形）

达 12 毫米；图八可以看到：仅内焊缝的宽度就达 80 毫米

之多；图九为外焊缝宽度，最大达 55-60 毫米；图十为耳

轴板与底板双边焊后情况，（与前封存板还未焊）。该节

点设计在施工过程中主要引发如下问题：①数控下料后坡

口开设较困难；②焊接工作量大太，且焊前还必须进行大

面积较长时间的加温；③实际施工时此处焊缝要求清根焊

透，由此，又增加了清根和焊接的难度及工作量；④由于

焊接坡口较大，焊后使底板和端板出现较大的焊接角变形，

导致底板和端板不平度超差，最终只好在底板和端板表面

填焊磨平（最大填焊达 10 毫米厚），才能使底板的平整度

符合标准要求；⑤该两分段的制作由于焊接量大太，加上

内部结构复杂，导致施工周期长，严重影响生产节点的按

计划完成。

图一：外纵壁（右舷）（左右对称）

图二：内纵壁（右舷）（左右对称）

                     通八达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图七                       图八

              图九                       图十

3. 优化后的节点设计方法和优点：优化方法：耳轴板

尺寸在前端和底端分别加大 30 毫米，即内、外耳轴板的总

尺寸分别为：150*2880*2980，110*2730*2830，内耳轴板

相当于采用插入式装配，而坡口开在底板上（坡口方向向内）

和前封板（坡口方向向外）上，开单边 V 形 30°坡口，间

隙 4-6 毫米（方便装配），采用 CO2+ 瓷垫焊接，单边施

焊双边成型，优化后的节点详见图十一和图十二；

              图十一                    图十二

优化后的优点：① 厚板下料方便，不用开双边坡口，薄板

也仅开单边 V 型坡口，节省了开双边坡口的费用；②分段

装配方便，焊接也方便，焊前不用大面积加温，焊接量大

幅减少，可节省大量的焊工资源，焊接材料和各种能源消耗，

直接大幅减少施工成本；③完全消除了焊接变形和优化前

因变形所造成的填焊、打磨的返修成本；④焊接质量和结

构强度比优化前更好；⑤可大大缩短该两分段的施工周期

和加快整船建造周期，简接提高经济效益。

4. 优化前后的焊缝熔接量比较：优化前 J-J 坡口的熔

接截面积达 76cm2，K-K 坡口的熔接截面积达 41cm2；

优化后 J-J 和 K-K 坡口的熔接截面积达均为 5.6cm2。前后

的比值为 :(76+41)/(5.6*2)=10.45，即优化后的焊接工作量

仅为是优化前的 1/10 不到。

优 化 前 焊 缝 熔 接 总 体 积：76*（295+285）+41*

（280+270）=66630 cm3； 优 化 后 焊 缝 熔 接 总 体

积：5.6*(295+285+280+270)=6328cm3。 前 后 的 比 值

为 :66630/6328=10.53，即优化后的焊材成本也仅为是优化

前的 1/10 不到。

优化前焊接和碳刨清根工时达到 160 小时；优化后焊接工

时仅 13 小时。前后的比值为 :160/13=12.3，即优化后的

焊接和碳刨清根工时也仅为是优化前的 1/10 不到。

优化前为完成该节点焊缝的焊接施工前后超过 20 天，而优

化后该节点的焊接完全可在 1-2 天内即可完成，生产周期

可大幅缩短。

5. 结论：优化后的节点设计简单、施工方便、基本消除

焊后变形，结构强度和外观焊接质量均有大幅提高，最重

要的是施工成本大幅降低，施工周期大幅缩短。因此，建

议类似结构设计厚板与薄板的角接节点设计原则为：焊接

坡口设计在薄板上。

内焊缝焊接后凹陷

变形达 12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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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航耙吸挖泥船推进动力装置探讨

摘要：本文以自航耙吸挖泥船为例，主要介绍了常规一拖三推进装置形式与全电力推进动

力装置两种类型，重点分析了两种推进装置的特点，对比分析总结了两种推进动力装置各自的

优缺点。

关键词：自航耙吸挖泥船 推进 动力装置

Abstract：The paper introduce briefly trailing suction hopper dredger propulsion device, 

analyze emphatically every propulsion device characteristic, and compare these two kinds of 

propulsion devices advantage and weakness.

Key words：Trailing suction hopper dredger  Propulsion device

李 娜 1，张远锋 2

1 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 510725

2 中船工业成套物流广州有限公司 510250

1 前言
自航耙吸挖泥船是具有自主航行能力的工程船，耙吸

挖泥船推进动力装置与常规海船的推进装置不同。耙吸挖

泥船的推进动力装置与挖泥工程作业是紧密配合的，它通

过置于船体两舷或尾部的耙头耙吸泥浆入舱，以边航行、

边耙吸、边收起的方式工作 [1]。

本文介绍了自航耙吸挖泥船常规推进动力装置和全电

力推进动力装置两种推进模式，两种推进模式各有各的特点，

当前越来越多的挖泥船逐步采用全电力推进动力装置模式。

2 常规推进动力装置
2.1 常规推进动力装置布置

自航耙吸挖泥船常规推进动力装置，采用双机双桨带

泥泵模式，其主要布置形式如附图 1 所示。

图 1. 常规推进动力装置布置图

自航耙吸挖泥船常规推进动力装置主要是一拖三模

式，主机后端驱动推进齿轮箱、轴系、CPP 螺旋桨及轴带发

电机，主机前端驱动泥泵齿轮箱及泥泵。

主柴油机是这类常规推进动力装置的核心，主柴油机

若出现故障检修时，泥泵将停止作业。同时这种推进动力

装置布置比较复杂，安装对中难度大。

2.2 常规推进动力装置特点

常规推进动力装置有如下几个特点：

(1)、常规推进动力装置主要满足自由航行 + 耙吸挖泥

+ 吹岸这三种功能模式，自由航行模式是主柴油机驱动可调

螺距螺旋桨推进，同时驱动轴带发电机供电。耙吸挖泥模式

是主柴油机驱动可调螺距螺旋桨低速推进，驱动泥泵挖泥沙

后注入泥舱，同时驱动轴带发电机给主配电板、侧推、高压

冲水泵等电机供电。吹岸模式主柴油机驱动可调螺距螺旋桨

低速推进，驱动泥泵挖泥沙后通过艏吹装置吹岸，同时驱动

轴带发电机给主配电板、侧推、高压冲水泵等电机供电。

目前已交付施工的自航耙吸挖泥船多数采用了这类常

规推进动力装置模式，机械模式占主导。

(2)、主柴油机是常规推进动力装置的核心，其可靠性

与稳定性直接影响泥泵性能，关系到工程质量进度等。

(3)、常规推进动力装置除了满足航行功能，还需满足

机带泥泵的相关要求，如主机需满足 85% ～ 100% 转速范围

内的恒扭矩特性要求等，提高了对主机相关配置要求。

(4)、常规推进动力装置一拖三模式比较复杂，涉及轴

线太长，校中难度大。各设备之间接口比较多，若拆开不

同厂家供货，接口协调点多，前期订货与设计周期较长，

后期安装也相对复杂。

3 全电力推进动力装置
3.1 全电力推进动力装置布置

随着现代技术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大容量电力电子元

件的快速发展，综合电力推进技术已经成为当前高技术船舶

动力系统发展的必然趋势 [2]。大功率电力推进系统在挖泥

船上也开始逐步应用。自航耙吸挖泥船全电力推进动力装置，

也是双机双桨，不带泥泵，其主要布置形式如附图 2 所示。

图 2、全电力推进动力装置布置图

自航耙吸挖泥船全电力推进动力装置主要是推进电机后

端驱动推进齿轮箱、轴系与CPP螺旋桨。推进电机是全电力

推进动力装置的核心，推进电机所需要电力来自主柴油发电

机组。这种推进动力装置布置比较简单，安装对中相对容易。

全电力推进动力装置还有推进电机驱动 Z 型或 L 型传

动式推进装置形式，也有推进电机与吊舱式舵桨组成整体

式推进装置形式。

3.2 全电力推进动力装置特点分析

全电力推进动力装置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自航耙吸挖泥船全电力推进动力装置主要满足自

由航行和挖泥航速两种模式。自由航行模式是推进电机驱

动可调螺距螺旋桨推进，在推进电机额定功率下自由航行，

不低于技术规格书要求的航速。挖泥航速模式是使用单耙

或双耙挖泥时，在推进电机驱动下以挖泥工程作业时要求

的对水航速航行。

(2)、全电力推进动力装置与自航耙吸挖泥船的挖泥工

况不存在机械关联，装配简化，同时单台主柴油发电机组若

出现故障检修时，泥泵作业不受影响，动力冗余性能比较好。

(3)、全电力推进动力装置以电力控制和疏浚控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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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导，电力自动控制要求很高。

(4)、全电力推进动力装置轴系布置比较简单，位置相

对灵活，施工方便。

4 常规与全电力推进动力装置对比分析
4.1 与挖泥船核心设备泥泵的关系

自航耙吸挖泥船常规推进动力装置主要是一拖三形式 ,

推进动力装置与泥泵密切关联，推进动力装置运转直接影响

泥泵的运转，主机与推进动力装置均受泥泵特性制约。自航

耙吸挖泥船全电力推进动力装置与泥泵传动装置完全分开，

各自独立，电力推进动力装置的运转不受泥泵运转的影响。

4.2 与挖泥船原动机的关系

自航耙吸挖泥船常规推进动力装置与原动机直接关联，

主柴油机通过减速齿轮箱驱动推进动力装置。自航耙吸挖泥

船全电力推进动力装置与原动机解藕，原动机是主柴油发电

机组，主柴油机发电机组发出的电力接至中压配电板与变频

控制器，变频控制器接电至推进电机，推进电机是全电力推

进动力装置的驱动电机。

4.3 对挖泥船总体布置的影响

自航耙吸挖泥船常规推进动力装置一拖三模式比较复

杂，主柴油机组前后驱动端涉及轴线太长，各设备关联性太强，

相互制约，导致系统可靠性降低。一拖三模式连接机械设备

太多，设备布置与安装比较困难，对总体布置约束性较强。

自航耙吸挖泥船全电力推进动力装置用电缆代替机械

连接 , 使原动机在船上布置更灵活 , 推进轴系较短。各大

设备相互独立，系统可靠性较高。同时推进轴系短，设备

布置与安装比较方便，使总体布置比较灵活，约束性降低。

4.4 对挖泥船电网的影响

自航耙吸挖泥船常规推进动力装置主柴油机通过齿轮

箱驱动轴带发电机 ,常规是低压 ,对于整船电网要求不太高 ,

但轴发电源受泥泵脱排影响 , 电压和频率有一定短时浮动

范围，对于各用电设备产生的冲击比较大。

自航耙吸挖泥船全电力推进动力装置采用主柴油发电

机组供电，常规是中压，对于整船电网要求很高。电力系

统设计相对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如变频器到推进

电机连接的中压变频电缆的选型与铺设至关重要、电缆进

线的屏蔽接地、控制系统采用隔离电源和 UPS、主柴油发

电机组配置中性点接地电阻箱、全电力推进系统电网谐波

及其抑制措施等。

4.5 对挖泥船全船设备的影响

自航耙吸挖泥船常规推进动力装置以机械推进和驱动

泥泵为主 , 辅助设备主要为主柴油机服务 , 电力设备配置比

较少，辅助设备不太多，布置相对容易。

采用全电力推进系统比常规柴油机推进动力装置增加

很多设备。如多台主柴油发电机组，中压配电板、中压变

频器、泥泵电机等，设备增多意味着初始投资成本的增加。

电力推进电气设备对于环境要求很高，如中压变频器房间

需要安装空调等。

采用全电力推进系统因设备增加导致中冷系统容量加

大，冷却海水泵与淡水泵流量加大，中央板冷热交换量加大，

这些导致设备外形尺寸加大，辅助设备布置相对困难。

4.6 对挖泥船机桨匹配的影响

自航耙吸挖泥船常规推进动力装置带泥泵，机桨匹配

相对复杂，挖泥作业模式时疏浚控制较难均衡。

采用全电力推进系统，推进电机从启动转速至额定转

速可以实现恒扭矩控制。推进电机采用变频调速控制，在

短时间内变频器就可以输出满扭矩，电力推进系统的反转

与动态响应十分迅速。挖泥作业模式与推进模式各自独立

由疏浚模块控制，易于均衡。

5 总结
通过对自航耙吸挖泥船常规推进动力装置与全电力推

进动力装置的组成、形式及特点分析，两种推进装置各有

各的优缺点。常规一拖三推进模式以机械传动为主导，传

动效率较高，对电力设备要求不高。全电力推进模式以电

力为主，能源转换过程多，损失也增多，对电力设备要求

很高，设备布置灵活。这两种推进动力装置哪种更适宜耙

吸挖泥船，除了理论分析，还需要对挖泥船实际施工过程

中的可靠性、经济性、振动噪声等多方位的综合大数据收集、

分析与评估后才能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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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搅拌桩在码头加固中的应用

周承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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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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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浙江某内河重力式码头修复为例，阐述基于桩基截桩力和复合地基的整体稳定计算模型，

介绍水泥搅拌桩在码头加固中的应用。

关键词：水泥搅拌桩；复合地基；码头加固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we take the rehabilitation of a river gravity wharf in Zhejiang Province 

for example. It refers to the application of cement mixing pile in reinforcement of wharf, which is on the 

basis of overall stability calculation model of pile cutting force and composite foundation.

Key words：Cement Mixing Pile; Composite Foundation; Reinforcement of Wha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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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软土地基加固中，水泥搅拌桩作为一种行之有效、

常规实用的方法，已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原理：把水泥作

为固化剂，通过搅拌机械，在地基中将软土和水泥强制搅拌，

利用水泥和软土之间所产生的一系列物理 - 化学反应，使

软土硬结成具有整体性、水稳定性和一定强度的优质地基。

本文结合浙江某内河重力式码头的修复，介绍水泥搅拌桩

在码头修复中的应用。

1 工程概况

浙江某内河码头，上部采用块石混凝土衡重式结构，

码头基础采桩基，前排桩基采用 φ500PHC 桩，间距 1.5m，

桩长 29m，单桩垂直极限承载力设计值 600kN，后排桩基采

用 φ600PHC 桩，间距 3.0m，桩长 29m，单桩垂直极限承载

力设计值 770kN，码头典型断面如图 1 所示。

码头后方堆场用于堆存钢材，规范规定钢材堆场荷载

为 8t，工程区域属于软土地质，地基原始承载力无法满足

8t 使用荷载要求，须进行地基处理。鉴于工期，码头建设时

未进行地基处理，仅回填压实宕碴即铺设面层。码头后方堆

场按照使用荷载 3t 试运行 1 年，使用正常，后将使用荷载

增加到 5t，结果引起码头大范围向河侧倾斜和位移，业主打

算对码头进行加固，并将码头后方使用荷载提高至 8t。

图 1  码头典型断面图

2 工程地质

工程位于浙江京杭运河上，属于软土地质，码头典型

地质剖面图见图 2，各土层主要物理力学指标见表 1（见文

章末尾）。从表 1 和图 2 可以看出 3-1 层和 3-2 层淤泥质

粘土为本工程软土地基，物理力学性质差，含水率高、孔

隙比大、天然强度低、沉降变形大、灵敏度高、固结周期长，

厚度 18m 左右。

图 2  码头典型地质剖面图

3 码头加固前受力分析

本工程码头整体稳定性计算按照平面问题考虑，采用

圆弧滑动面计算，计算方法采用简单条分法，天然地基土

强度指标采用固结快剪指标，简化计算模型如图 3。

图 3  简化计算模型

码头整体稳定计算公式： 

式中：Msd 是由荷载 q1、q2 和自重 G1、G2、G3 产生的

作用于危险滑动面上的滑动力矩设计值（kN·m/m）；

 MRk1 是由土层摩擦力 F1 产生的作用于危险滑动面上

的抗滑力矩标准值（kN·m/m）；

 MRk2 是由桩基截桩力 P 产生的作用于危险滑动面上

的抗滑力矩标准值（kN·m/m）。

其中                      按照按《港口工程地基规

范》（JTS147-1-2010）6.3.3.1和 6.3.4.1条取值和计算， 

MRk2 需计算桩基截桩力，简化计算模型见图 4。

图 4  截桩力简化计算模型

桩基截桩力 P=min(P1,P2)

     ：土压力强度（kN/m2）；

M0：桩基容许弯矩（kN·m/m）；

Kp、Ka：主动和被动土压力系数；

d：桩的直径（m）；

K：土压力增大系数，取 1 ～ 3。

码头加固前深层圆弧滑动抗力分项系数试算结果见表

2。

码头加固前圆弧滑动抗力分项系数计算表    表 2

抗力分项

系数

荷载

30kPa 50kPa 80kPa

γR 1.14 0.97 0.73

规范推荐抗力分项系数 γ
R 取值 1.1~1.3

4 码头加固后受力分析

由于堆场荷载在增加到 5t 之上码头整体稳定不满足使

用要求，码头加固考虑过真空预压、水泥搅拌桩、碎石桩、

PHC 桩、灌注桩等方法。综合考虑造价、工期、施工可操

作性等因素，决定采用打设水泥搅拌桩加固。

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加固实施前对水泥搅拌桩进行了

室内和现场试验，以确定设计参数。

1. 室内试验

试验目的：确定水泥土的水泥掺入量、水灰比及最佳

外掺剂。

试验要求：水泥土 28d 抗压强度（边长为 70.7mm 的

立方体无侧限抗压强度）不小于 700kPa。

试验结果：水泥选用强度等级为 42.5 的硅酸盐水泥，

水泥掺量 18%，水灰比 0.5，选用石膏作为外掺剂。

2. 现场试验

试验目的：根据室内试验确定的水泥掺入量、水灰比

及外掺剂进行现场成桩工艺试验。取桩身不同部位的试样

（每米 1 个）进行检测水泥搅拌桩抗剪强度（粘聚力和内

摩擦角））。

试验结果：水泥搅拌桩 28 天平均抗剪强度粘聚力 

c=55kPa，内摩擦角 φ=23°。

3. 加固方案

水泥搅拌桩采用湿法，桩长 20m，直径 700mm，间距

1.2m，梅花形布置，设计断面见图 5。本加固方案，水泥

搅拌桩打设长度较长，根据工程经验，常规水泥搅拌桩施

工工艺很难保证达到设计要求，故推荐采用了双向搅拌工

艺，其较传统工艺搅拌更均匀，打设深度更深。

图 5  码头断面图

码头加固后的简化计算模型见图 6。

图 6 加固后简化计算模型

加固后码头整体稳定计算公式： 

与加固前相比，码头加固后增加了由水泥搅拌桩复

核地基 F2 产生的作用于危险滑动面上的抗滑力矩标准值 

MRk3（kN·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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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搅拌桩复合地基抗剪强度指标 c 和φ 采用下述公

式计算：

c1 ：搅拌桩桩体抗剪强度粘结力（kPa）；

Φ1：搅拌桩桩体抗剪强度内摩擦角（°）；

c2：桩周土体抗剪强度粘结力（kPa）；

Φ2：桩周土体抗剪强度内摩擦角（°）；

m：搅拌桩面积置换率；

d：搅拌桩直径（m）；

s：搅拌桩间距（m）。

码头加固后深层圆弧滑动抗力分项系数试算结果见表3。

码头加固后圆弧滑动抗力分项系数计算表  表 3

抗力分项

系数

荷载

30kPa 50kPa 80kPa

γR 1.51 1.29 1.17

规范推荐抗力分项系数 取值 1.1~1.3

5 结语

水泥搅拌桩加固方案在全面实施前，选取 50m 码头岸

线进行试验。试验结果表明码头加固方案是成功的，码头

加固后，后方堆场堆放 8t 钢材，对码头岸线进行了为期 1

个月的观测，未发现加固后的码头岸线有明显位移和倾斜。

水泥搅拌桩复合地基作为一种有效加固软土地基的方法，

对土质的物理指标有很大灵敏性，水泥搅拌桩在实施前需

进行室内和现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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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主要物理力学性质指标表        表 1

土层 土层名称 天然含水量 %
天然密

度 kN/m
孔隙比 液限 塑限

塑性

指数

液性

指数

压缩系数

MPa-1

固结快剪 地基承

载力

kPa

桩周摩

擦力

kPa

桩端阻

力特征

值 kPa
内摩擦角° 内摩擦角°

2 粉质粘土 28.9 18.6 0.845 35.4 20.2 15.2 0.57 0.38 10.0 10.0 85 12

3-1 淤泥质粘土 51.6 16.7 1.451 46.3 25.1 21.2 1.29 1.17 8.0 8.0 65 6

3-2 淤泥质粘土 48.1 16.6 1.381 41.4 23.0 18.4 1.39 1.15 8.5 8.5 80 7

4-1 粉质粘土 31.0 18.9 0.857 37.9 21.5 16.4 0.58 0.34 15.0 15.0 180 22

4-2 粉质粘土 32.4 18.4 0.911 32.5 20.0 12.5 0.99 0.36 14.5 14.5 160 15

4-3 粉质粘土 33.5 18.2 0.954 33.4 20.3 13.2 1.04 0.35 120 13

5 粉质粘土 33.4 18.3 0.950 36.3 21.1 15.2 0.77 0.40 9.0 9.0 110 11

6-1 粉质粘土 28.1 18.9 0.813 36.4 20.9 15.5 0.46 0.30 11.8 11.8 210 28 900

6-2 粉质粘土 23.9 19.2 0.713 31.1 18.8 12.4 0.41 0.28 12.2 12.2 250 32 1200

建筑吴淞导堤和开辟高桥新航道

建筑吴淞导堤

吴淞导堤建堤工程于光绪三十三

年八月十二日（9月19日）正式动工。

按照浚浦工程总局奈格总工程师的设

计，在黄浦江出口处吴淞的左右岸建

筑长堤，以达引导江流冲刷暗沙之目

的。工程于宣统二年三月完成左导堤，

翌年完成右导堤。全部工程由荷兰利

济公司（East Asiatic Dredging Co）

承建，总造价关平银 202.1 万两，占

黄浦江导治工程总费用 720 万两的三

分之一左右。

左导堤堤身自吴淞王子码头

（Prince’s Wharf，现为海军码头）起，

向东北伸展，全长1395米，呈微弯形，

半径 2.40 公里。堤由四段组成，即四

个标准组合式样：第一段，自起点王

子码头向外 411.5 米与海塘堤相接。

筑堤时，先在本段内打下导桩（距中

心线左侧约 7 米），然后在桩木间抛

填小蛮石固定导桩，作为沉排定位的

准绳。导桩两旁抛泥柴排 2 层，柴排

均由芦柴与灌木桩组成长方形，面积

约 600 平方码（502 平方米），一般厚

度约 0.7 米。在柴排之上再抛压泥沙

填高 1.5 ～ 1.8 米，然后用蛮石填补

整齐。柴排沉妥后即钉工作脚手桩两

行，间距 4.6 米，然后再打入左右两

边桩木，随后沉放柴笼（即梢笼，以

竹片制成长方形圆笼），柴笼抛放间

隔 1.5 ～ 1.8 米。柴笼之上再抛填小

蛮石一层，厚约0.6米，两旁边坡近1：

2.5，再用 68 ～ 136 公斤的较大蛮石

堆高至 1.5 米。黄浦江边面层块石护

坡用 68 ～ 136 公斤的大蛮石排列整齐

做成1：2.5斜坡，厚约0.9～1.2米。

在右边桩里放置一列方形砼块，每块

1.36 立方米、重 3 吨，在砼块里面再

铺一层 0.9 ～ 1.2 米厚的大蛮石，做成

1：2.5 坡。在堤身上再用大蛮石继续

填高 0.9 ～ 1.2 米，然后在导桩与工作

脚手桩间，在平整的大蛮石上整齐铺

放 3 块大型砼成品字形作为胸墙，每

块 12×12×15 米、重 5 吨。内边坡

亦做成 1：2.5 做为胸墙。由于岸堤于

民国 19 年前已填高，导堤第一段已作

为岸堤。

第二段，自与横海堤连接处起向

东 550 米，即石堤埂外，堤顶高度在

零上 2.7 米，在低潮时露出水面可以

行人。  第三段，自外导堤石埂处向

东 411 米，此段原河底水深较第一、

二段深 0.3米，因已出口外，左右两侧

所受浪潮冲击之力相似，故均抛沉柴

笼。  第四段，自上段终端起向外23米，

堤顶标高 2.3 米，并以 1：10 的坡逐

渐下降直至泥面。此段终端设置趸船，

晚上点灯作为航标。民国 17 年 7 月，

在该终端安置了固定灯标，日夜发光，

沿用至今。

吴淞口右岸沿浚浦线筑顺坝一

道，形成右导堤，长 1500 米，呈曲线

型，建筑形式与左岸相似，惟不打木桩，

亦不用大型混凝土块护层。建成以后，

发现长度和高度均不够，于是从民

国 23 年第四季度起续建，延长 1737

米，加高至半潮位，全部工程于民国

25 年第四季度结束。  吴淞导堤导流

作用明显，吴淞外沙日渐刷深。光绪

三十二年，4.5米深的航道仅宽122米；

至宣统元年，外沙暗沙已不存在。到

全堤建成后的宣统三年，6.2 米深的航

道宽 213 米。

吴淞导堤建成后，很少修理。民

国 18 年 5 月曾将灯桩以南的堤石拆去

一段，成一浅沟，使灯桩孤立于水中，

以阻绝闲人沿堤爬上灯标。后数年，

又用石填复。民国 23 年曾对灯桩油漆

一遍。解放以后，有关部门十分重视

导堤的维护。鉴于灯座靠水三面大石

块被冲下坍，危及灯座，即于1951年、

1953 年两次抛石修理，费资 5 亿余元

（旧人民币）。1957 年，组织人员进

行踏勘及测量全导堤，获得详细资料，

并进行过局部整修。为防止因堤旁河

泥逐年被冲刷而导致堤向浦江滑移，

于 1958 年始，在导堤堤脚边抛泥 30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民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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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

●  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杭州召开中国（浙

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暨建设动员大会，

标志着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启

动运作。中交舟山千岛中央商务区开发有限

公司获颁照。

4 月 6 日

●  中交天航局山西汾河流域交城磁窑河

与瓦窑河生态修复治理 PPP 项目签约仪式在

山西吕梁市举行。

●  江苏海新船务重工有限公司举行了承

建中交上航局两艘 3000 方自航开体驳开工仪

式。

4 月 10 日

●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缅甸总统

廷觉的共同见证下，《中缅原油管道运输协

议》在北京签署。同日晚间，由中交天航局

参建的中缅原油管道工程在缅甸马德岛正式

投运。

●  蓬莱市运通橡塑化工有限公司研发的

全铠甲橡胶管、全铠甲橡胶自浮管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授权。

4 月 11 日

●  中交天航局山西汾河流域交城磁窑河

与瓦窑河生态修复治理 PPP 项目签约仪式在

山西吕梁市举行。

4 月 12 日

●  中交海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旗下 DCM

船（深层水泥搅拌船）在香港国际机场项目

同台竞技的境内外企业施工船舶中，首获“杰

出安全及环保表现分判商”荣誉。

4 月 14 日

●  第十四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颁奖

大会在京举行，中交天航局一工程项目荣获

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

4 月 17 日

●  中交天航局投资建设的内蒙古林西县

河道治理与环境改善 PPP 项目被列为林西县

重点项目参加春季集中开工仪式。

4 月 18 日

●  中国疏浚协会派员参加民政部社会组

织局召开的第一批脱钩试点协会座谈会，会

议听取了脱钩试点协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

有关意见、建议。

4 月 20 日

●  在湖北长江清淤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的牵头下，中国疏浚协会水利疏浚专委会部

分会员单位代表参加了水利疏浚专业委员会

2017 年度第一次座谈会。  

●  中交天航局联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

与湖泊研究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上海

交通大学以及南京师范大学等组成课题组，

成功中标国家“十三五”水专项水体污染控

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滨湖城市水体出入

湖河口水域生境改善技术与工程示范”课题。 

4 月 25 日

●  “2016 年感动交通十大年度人物”

评选结果在京揭晓，中交疏浚工程建设团队

获评“2016 年感动交通年度特别致敬人物”。

此外，中交天航局及其所属的滨海公司、工

程公司、烟台公司、南方公司，中交上航局

及其所属的上海交建公司、中港疏浚公司、

上航建设公司等 9 家单位获评“2016 年度全

国优秀施工企业”荣誉称号。

4 月 26 日

●  中交广航局承建的龙穴南水道航道整

治工程疏浚工程通过交工验收。

4 月 27 日

●  中交广航局参建的广州港南沙港区三

期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 708 研究所

（以下简称“七 O 八所”）成功中标长江航

道局 13800 方自航耙吸建造项目设计。

4 月 28 日

●  中交上航局环加勒比区域中心积极响

应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和当地中资企业协会

号召，援助哥伦比亚泥石流灾区的重建工作。

●  中国水电港航公司与海投公司在北京

签署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卸煤码头运

维合同。

●  为共同推进中国航运事业的发展，积

极探索中国航海博物馆与港航单位的合作模

式，中国航海博物馆与中交上航局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5 月 2 日 

●  协会高靖丽常务副秘书长到中央国家

机关工委汇报协会第四届理事、负责人的推

荐情况，并报送了中国疏浚协会推荐第四届

理事、负责人的请示。

5 月 4 日

●  由长江宜昌航道工程局承建的三峡升

船机下游引航道水下清淤与疏浚施工工程顺

利通过交工验收。

余万立方米，在导堤外 10 ～ 20 米外

抛石 807 吨，以护坡脚。1964 年，上

海航道局对导堤又进行了一次详细勘

查、测量与潜摸，发现其已沉陷 0.7－

0.8 米。遂于 1965 年初至 1966 年底，

对导堤实施沉排护底、抛石护坡、修

补堤面等工程，共计沉柴排 23 块（长

24～30米，12米，厚0.7米，由梢笼、

柴料、梢料分层扎制而成），沉柴棍

150 只（长 12 米、直径 0.7 米），两

者护底总长 720 米，总面积 8146 平方

米，抛石共 5 万余吨，坡度达 1：2.5

的设计要求；对堤面又增补单重 3 吨

的混凝土方石 64 块，扶正倾斜面混凝

土块，充填堤身缝隙，加固导堤灯桩

头部，增设导堤灯桩 3 座；工程费用

为 85 万元。

开辟高桥新航道

光绪三十三年前，高桥沙是黄浦

江中小岛，出水部分长 2.5 公里，最

宽处 700 米，将河道分为东北和西南

两支。东北文原为深水航道，水深 6.7

米，槽宽 210 米，最深处 14 米，两

岸之间平均宽400米，最宽处480米，

为当时进出上海港的轮船通道，但在

出口处有拦门沙吴淞内沙，滩顶水深

仅3～4米。西南支（即现在的航道）

宽而浅，最宽处 1700 米，平均也有

900 米，然而在高桥沙的上游有隐沙二

块，船只出入的通航水深仅 0.6 ～ 0.9

米，只有帆船乘潮可以通过，故又名

帆船通道。

奈格所定的整治方针是采用单

一河道，以集中水流冲刷通航航道。

黄浦江系强潮河口，河口段应充分

利用潮流力量来维护，因帆船通道

是涨潮流的主要通道，所以选择封

堵轮船通道，束狭并加深帆船通道

的整治方法。

工程内容包括：在高桥沙两端，

沿浚浦线延长建造顺坝，上端长 1700

米，下端长 1620 米，用以逐步限制

和堵塞老航道；在老航道下口建造拦

江大坝；在新航道中建造了长短不一

（最长 760 米）的单丁坝 17 座，双

丁坝 5 座以及其它一些工程。工程自

光绪三十三年春开始，至宣统二年二

月告竣，历时 39 个月，共沉排 58 万

平方米，抛石 32 万吨。  整治同时，

为获得新航道所需水深，还用机动挖

泥船进行疏浚。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

起由荷兰利济公司承包，有链斗式挖

泥船“科隆尼亚”号（Colonia）与

“罗迈尼亚”号（Rhemania）以及吹

泥船“沙可罗”号（Cyclaop）进行施

工。翌年 6 月又增派链斗式挖泥船、

吹泥船各一艘投入施工。经过一年余

的疏浚挖泥，至宣统元年七至八月测

量，共挖去淤泥 360.58 万立方米，疏

浚时被水流冲去泥402.18万立方米，

两者合计共除去泥 762.76 万立方米。

挖去的泥土大部分吹填在高桥上下端

浅滩，小部分在堤坝间抛掉。  宣统

元年三月十六日（5 月 5 日），吃水

6.7 米的英国巡洋舰“阿司脱雷”号

（Astrea），首先通过新航道，曾定

名新航道为“公平女神”航道（Astrea 

Channel）。同年八月初三（9月15日），

新航道设标就绪，宣布昼夜正式通航，

通航水深近 4 米，老航道（即原轮船

道）于十月（12 月）起被堵塞。至宣

统二年二月，新航道已增深到5.18米，

最狭处近 91 米，高桥沙的整治和新

航道的开辟即告完成。

开辟高桥新航道优点明显，但同

时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过渡直段

太长（曲率半径大于 10 公里的直段长

达 1400 米，其中有 600 米的“完全”

直段）、太宽（大部分在600米以上），

以致造成河道断面成为平底的盆形，

有突出的深泓。  解放后，有关方面

一直在努力设法改善高桥新航道的水

深，如 1954 年一年就挖泥 128.5 万立

方米。但单纯靠疏浚方法难以改善，

航道水深仍得不到保证。1955 年，朱

国贤等工程师着手从根本上改善高桥

新航道的研究。通过对 19 世纪二三十

年代汇山、江南两航道段调整岸线改

善过渡段浅滩航道水深的经验借鉴，

在求得黄浦江过渡河段“宽～深”关

系的基础上，计算出要求高桥新航道

在不利的自然条件下，仍能维持－ 8

米的航道水深所需狭束的宽度，并对

河床变形和流速变化进行估算，对旧

浚浦线、北港嘴边滩、陈家嘴河段等

情况分析后，于 1962 年 11 月提出了

高桥新航道整治方案。1965 年 2 月，

按照北方区海运管理局的指示，以该

整治方案为基础，修订导治线。1969年，

上海港务监督开始执行新岸线。1975

年 4 月，长江航运局航修站首先将其

700 多米岸线推出至新岸线。1977 年

5 月，上海航道局、上海海运局和长江

航运局三单位的航修站岸线全部推出

到新岸线。此后，经过十几年的观察，

高桥新航道达到滩顶水深保持在 8.0

米左右的治理目标。从近 30 年来的黄

浦江全测图上可以看到，高桥新航道

的水深情况确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自此，高桥新航道不再需要经常疏浚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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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

●  振华重工承建的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

正式投产，标志着世界最先进、亚洲首个真

正意义上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投入运营。

5 月 12 日

●  中交天航局与中国港湾联合中标乌克

兰南方港粮食码头项目和南方港进港航道及

调头圆疏浚项目，中标金额共计约 6167.9 万

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4.27 亿元）。

5 月 15 日

●  中国水电港航公司联合中电建水环境

治理技术有限公司、中电建成都勘测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成功中标光明港清淤项目工程

总承包项目。

5 月 18 日

●  中国疏浚协会秘书长钱献国一行走访

调研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宝

来特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征询促进行业发展

的意见建议，研讨协会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

工作。

5 月 19—20 日 

●  由中国疏浚协会主办、广州文冲船厂

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中国疏浚协会疏浚设备

专业委员会 2017 年专委工作会暨疏浚设备技

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5 月 23 日

●  长江航道局旗下长江中游航道维护

2000m3/h 自航吸盘挖泥船“吸盘 4”经过一

年的建造 , 首次试航成功。

5 月 24 日

●  中国水电港航公司与北京东方园林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签约仪式在津举行，

5 月 25 日

●  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最终接头焊接合

龙完成，标志着港珠澳大桥 6.7 公里的沉管

隧道永久结构胜利贯通。

5 月 26 日

●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作为总承

包商联合荷兰 IHC 公司，专门针对滨洲港特

殊土质定制的 7200 方耙吸式挖泥船设计、建

造合同签订。

5 月 29 日

●  中交天航局烟台公司参建的斐济 Mba

铁矿砂项目举行开工仪式。

6 月 5 日

●  深中跨江通道（以下简称深中通道）

沉管隧道试挖槽拓宽、加深工程开挖动工。

6 月 6 日

●  长江南京工程局承建的长江下游江心

洲河段航道整治工程顺利通过交工验收。

6 月 7 日

●  由山东岚桥集团投资、中交疏浚 EPC

总承包的巴拿马 PCCP 工程在巴拿马科隆市正

式开工。

6 月 8 日——9 日

●  中国疏浚协会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钱献国到辽宁大连相关单位进行调研指导。

6 月 9 日

●  振华重工完成 200 立方米超大型自航

抓斗式挖泥船设计，标志着打破了国外对大

型抓斗式疏浚工程船设计的垄断，我国形成

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抓斗式疏浚船舶

的设计能力。

6 月 14 日

●  中交上航局生态环境分公司正式成立。

6 月 19 日 14 时

●  中国疏浚协会技术专家委员会 2017

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市远洋宾馆召开。本

次会议是落实技术专家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成果，推动以服务为宗旨、以推动行业创新进

步为主线、以强化自身建设为基础的协会重点

工作更进一步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6 月 19 日下午 16 时

●  在上海远洋宾馆聚贤厅召开中国疏浚

协会第四届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暨理事长办公

会扩大会议 , 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海怀

主持了会议 , 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第四

届理事会拟任负责人，以及部分拟任理事代

表、会员代表共 49 位同志出席了会议。

6 月 20 日上午 8 时

●  中国疏浚协会第四届会员大会在上海

隆重开幕，中国疏浚行业 300 余名行业精英

齐聚一堂，共商中国疏浚行业中长期发展大

计。大会审议批准一系列重要文件，选举产

生新一届协会理事会成员，顺利完成脱钩换

届任务。

6 月 20 日上午 10 时

●  中国疏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

议在上海召开。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常务副理事长周静波主持了会议 , 中国疏浚

协会第四届理事会 66 位理事出席了会议。

6 月 24 日

●  中交天航局签定古雷港海水淡化与海

水淡化综合利用项目合资合作意向书。

6 月 25 日

●  上海滩涂造地史上最大的工程——横

沙东滩（圈围）八期工程度汛断面结构施工

顺利完工，并于 6 月 27 日通过工程阶段性验

收。这标志着横沙八期工程顺利完成“6·30”

关键度汛节点目标任务。

6 月 26 日

●  中交广航局下属中交广州水运工程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标汕头市南澳岛蓝色海

湾整治行动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6 月 30 日

●  中交天航局成功中标广西贵港市郁江

两岸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总投资额 20 亿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