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疏浚因为世界的发展而进步，世界也因疏浚的作为而改变。

Dredging advances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world, the world 
also changes with the effect of dredging.

疏浚行业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量。这也要求疏浚业自身必须始终保持自适应能力和创

新能力。当今疏浚业的发展面临三大趋势，一是市场需求正在显

著转变，与自然及其规律的高度适应与协调成为疏浚业成长的突

出主题；二是增长动能正在深刻转换，传统业务模式不断受到新

供需关系的挑战，全面创新成为疏浚业执著前行的核心动力；三

是发展模式正在加快转型，跨界细分、优势集聚、深度融合、同

为共享，亦将呈现为疏浚业可持续的时代特征。在知识、信息、

数据、智能正在根本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今天，无

论在中国还是世界，疏浚行业需要深化学习，充分交流，不断变革。

从而集聚并施展出足以克服困难、战胜挑战的巨大力量。

Dredging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the 
worl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This also requires the dredging industry itself 
must always be self-adaptive and innovative. At present, the 
dredging industry is facing three major trends: first, the market 
demand is significantly changing, high degree of adaptation 
and coordination with the nature and its laws has become the 
prominent topic of the growth of the dredging industry; second, 
the source of growth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and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models are constantly challenged by new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tot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cor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redging industry to progress; third, 
the development model is undergoing rapid transformation, 
in which the dredging industry will feature characteristics like 
cross-boundary subdivision, aggregation of strength, deep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Today, while knowledge, information, 
data, and intelligence continue to fundamentally change our 
way of production and life, the dredging industry in both China 
and the world needs to deepen the research,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nstantly evolve. Thus gathering and 
displaying an enormous force capable of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确立了中国

要致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家。在这一生命共同体

的构成中，疏浚业起着基础性、枢纽点的重要作用。我们要从 “ 人
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 的高度，加深认识疏浚业的本质属性、社会

功能和生态价值，走出一条自然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协

调的绿色发展的道路来。

The repor t  of  the 19th Nat 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ut forth the idea that “human being and nature are 

a community of l i fe,” establ ishing the national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n nation in which human beings coexist 
harmoniously  wi th nature.  In  the composi t ion of  th is 
community of life, the dredging industry plays a fundamental 
and pivotal role. We should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es, social functions and ecological 
values of the dredging industry from the height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re a community of life,” and work out a 
way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which the na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coordinate harmoniously.

进入新时代的疏浚业，肩负着建设美丽中国和美丽世界的伟

大使命。疏浚业的振兴和可持续，既要充分遵循自然规律，顺势

而为；更要充分发掘自身潜藏的价值，乘势而上。我们要积极把

握推动疏浚业可持续发展的五种力量，这就是：生态文明的力量，

科技革命的力量，励志竟优的力量，承接挑战的力量和合作发展

的力量。将这五种力量集聚起来，充分调动出来，转化成创新、

开拓和建设的动力，我们就能不断践行连通世界、构建生态、造

福人类的伟大使命，并在同时，展现出中国疏浚的新境界、新活力、

新面貌。

The dredging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shoulders the great 
mission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and a beautiful world. 
The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dredging 
industry should fully comply with the laws of nature and seize 
the momentum; also we need to fully develop our potential 
value to ride on the momentum. We should actively grasp the 
five strengths that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dredging industry, which are: the strength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strength of technology evolution, the strength of 
self-improvement and competition, the strength of undertaking 
challenges, and the strength of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By integrating, fully utiliz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five strengths 
into the energy of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we 
can continue to pursue the great mission of connecting the world, 
building ecosystems and benefiting mankind, while exhibiting 
the new realm, new vitality and new look of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疏浚业是用绿色的业态、蓝色的情怀和红色的追求展示作为

和力量的行业。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韧不拔，携手共进，

去谋求更生态、更久远的发展。

The dredging industry is an industry whose  achievement 
and strength of which is best shown in its “green” ecology, “blue” 
ideology and “red” pursuit. Let us not forget the beginning and 
keep in mind our mission; persevere with tenacity and work 
together in pursuit of more ecological, long-term development.

卷首语

2017 年，对于中国疏浚行业而言，是一个应予铭记的年份。

中国乃至世界疏浚大家庭中的一个值得尊敬的企业 —— 中交天津

航道局有限公司，已经走过 120 年不凡历程。世纪传承，经典永

驻。在此，我谨以全行业的名义，向代表着中国疏浚坚韧与勤奋、

智慧与创造精神的 “ 百年天航 ” 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The year 2017 should be a year to be remembered by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CCCC Tianjin Dredging Company, 
which is renowned by both the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dredging communities, has gone through an extraordinary 
course of 120 years. TDC’s centennial heritage and classical 
achievements will persevere for the eternity. Hereby, on behalf of 
the entire industr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ighest respect and 
warm congratulations to the centennial CCCC Tianjin Dredging 
Company which represents the spirit of tenacity, diligence, 
wisdom, and creativity of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疏浚与水土结缘，与自然联姻，与生态依伴，是人类文明基

础建设的先行者、主力军。疏浚对世界经济、社会、环境、技术

的贡献，自古不乏记载，而今更多见证。五千年璀璨历史的中国，

疏浚最先在华夏文明进程中留下许多传世典章。1897 年海河工程

局的成立，不仅是世界现代疏浚业的重要发端之一，更为中国民

族工业的发展嵌入重要支点。120 年来，中国疏浚的创新能力不断

提升，中国疏浚的独特文化一脉传承，中国疏浚的历史贡献远播

四海。进入新世纪，国运昌盛，疏浚业兴。中国疏浚历经 “ 黄金周

期 ” 更是迅速发展，已经成为提升世界疏浚业贡献度和影响力的重

要力量。

Dredging is deeply connected to water and land, to nature 
and to the ecosystem, it is the pioneer and principal force in the 
fundamental construction of the human civiliza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dredging to the world economy, society,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has been recorded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and is now 
being witnessed even more than before. In China’s history of five 
thousand years, dredging left many historical mileston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aiho 
Engineering Bureau in 1897 was not only one of the important 
origins of the modern dredging industry in the world but also served 
as an important fulcrum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industry. Over the past 120 years,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ing its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ability with 
its unique cultural inheritance.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has spread far and wide in the world. In the new 
century, the country’s economy is prosperous, and the dredging 
industry is booming.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rapid development through its “golden era”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enhancing the contribu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world's dredg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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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 Haihuai 
President of CHIDA

Vice President of WODA\E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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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疏浚业创新的力量  为建设美丽世界而努力
Exerting the dredging industry's power of innovation
striving to build a beautiful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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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两甲子   跨越三世纪
120 Years of Striving    Three Centuries of Glory

栏目策划人  云帆

从 1897 到 2017，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走过 120 载不凡历程，中国疏浚也历经了 120 载春华秋实。适值

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召开之际，世界疏浚业聚焦中国，行业精英齐聚北京，《中国疏浚》期刊编辑部

邀请全球规模最大疏浚公司——中交疏浚集团董事长周静波、清华大学教授龙登高、中交天航局技术中心常务副主

任丁树友等嘉宾撰写专题文章，以中交疏浚为例，阐述新时代中国疏浚新的使命；以中交天航为例，解析中国疏浚

120 年的辉煌；以天津港为例，推介中国疏浚的解决方案。

 From 1897 to 2017, CCCC Tianjin Dredging Company has gone through an extraordinary course of 120 
years,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also went through 120 fruitful years. During the 5th International Dredg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nference of China when the world dredging community's focus is on China and 
the industry elites gather together in Beijing, the journal editorial committee of “China Dredging” invited industry 
experts includ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world's largest dredging company, Mr. Zhou Jinbo from CCCC China 
Dredging Company, Professor Long Denggao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Mr.Ding Shuyou from CCCC TDC 
and many more to write articles to elaborate on the new mission of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exemplified by the CCCC China Dredging Company; to analyze the 120 glorious and splendid years of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illustrated by the example of CCCC Tianjin Dredging Company; and to promote the solution 
proposed by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found in the example of the Port of Tianjin.

共创绿色疏浚新时代   同启生态文明新征程

周静波

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Zhou Jingbo
Chairman of Board of CCCC Dredging (Group) Co., Ltd.

摘要：从 1897 年中国最早疏浚机构海河工程局成立至今，中国民族疏浚业已走过 120 年奋斗历程。120 年来，

中国疏浚主动肩负起振兴民族经济伟大使命，建设了一批世纪工程，建造了“天鲲号”等一批大国重器，在打通中

外经贸窗口、繁荣港口事业、促进国家民生与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对当前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全球人类的新选择，以水环境综合治理为主的环保疏浚产

业将成为疏浚业转型升级的新方向。中交疏浚将通过促成中国疏浚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加大疏浚装备研发投入、提

升环保疏浚技术水平、加快“走出去”步伐、加大人才建设力度，推动中国疏浚业为世界生态文明伟大事业贡献力量。

关键词：中国疏浚；环保疏浚；转型升级

Abstract: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has gone through 120 years of endeavors since the year 1897 when 
China's first dredging agency—HaiHo Conservancy Commission established. Over the past 120 years,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shoulder the great mission of rejuvenat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has 
constructed a number of century projects and built a group of pillar heavy equipment such as Tian Kun Hao.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opening up the window of foreign trades, accelerating 
prosperity of port business and promot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fronted with the current grim situat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he mode of ecological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new choice of mankind worldwide, and environmental dredging that focuses on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water environment will become the new direction of transi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dredging industry. 
CCCC Dredging will increase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s contribution to the great cause of worl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rough promoting strategic alliances of China’s dredging enterprises,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dredging equipment, upgrading the technical level of environmental dredging,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Going Out China Strategy and strengthening human resources building.

Key words: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Environmental dredging; Transition and upgrading

Collaboratively Create the Era of Ecological Dredging

Begin the New Journe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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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交疏浚不懈奋斗的发展历程

回顾人类文明历史，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源

头就是工程科技。疏浚，则是水利工程中的一项重要技术，

与人类文明发展息息相关。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人工疏浚

河道、开挖运河、沟通水系以开展排洪灌溉、发展航运

的文明古国。4100 多年前，大禹治水开创了中国最早的

水利疏浚工程；古代中国，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等工程

是华夏民族鼎兴强盛的重要标志。十八世纪末，随着欧

洲工业革命的兴起，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械式挖泥船问

世，疏浚技术迈入机械时代。1897 年，中国最早疏浚机

构、中交疏浚下属天津航道局前身 —— 海河工程局应运

而生，正式开启了中国民族疏浚业的发展之路。这家诞

生于甲午战争炮火之后的民族企业已历经两甲子、跨越

三世纪，经历过清末、民国时期的积贫积弱、内忧外患；

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火洗礼、时代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中交疏浚作为民族企业的代表，抒写了

我国港口航道建设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奋斗历程。

120 年来，中交疏浚人始终不忘产业报国之初心，与国

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同频共振，先后参与了全国沿海几乎

所有港口的开发建设，摆脱了我国港口规划建设对国外

大型装备技术的严重依赖，实现了沿海各大港口航道等

级的不断提升，30 万吨巨轮进出我国港口畅通无阻，极

大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繁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交疏浚人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化改革，开拓创新，参与

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世纪工程，企业发展迈上

了新台阶。在中国南海岛礁建设中，中交疏浚坚决执行

国家军民融合战略，天津航道局率先挺进南海，怀着 “ 每

一粒沙都是国土、每一段堤都是长城 ” 的爱国之心，不

畏牺牲、挑战极限，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目前

正在全力推进岛礁生态环境工程，经过一线建设者的匠

心打造，昔日荒芜的南海岛礁正在变成美丽的海上花园。

中交疏浚人还在世界最长跨海大桥 —— 港珠澳大桥工程

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积极践行 “ 一带一路 ”

战略，成为建设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

俄罗斯圣彼得堡布朗克港和巴拿马科隆集装箱港等项目

的重要力量。

十八大以来短短五年间，中交疏浚集团已成长为全

球疏浚行业的旗舰企业，并彻底改变了过去疏浚船舶和

技术被欧洲强国垄断的被动局面，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

数几个可以自主设计、建造和拥有大型挖泥船舶的国家

之一。目前，中交疏浚已拥有以 “ 天鲲号 ”、“ 天鲸号 ”

为代表的一批大国重器，打造了一支由近 200 艘大型工

程船舶组成的综合性现代化船队，成为执行国家意志和

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其中，11 月 3 日成功下水的

亚洲最大、全球最先进的自航式绞吸挖泥船 ——“ 天鲲

号 ”，是按照 “ 国轮国造 ” 的思路反复探索、自主设计研

发和制造的海工重器，是疏浚装备领域 “ 中国智造 ” 的集

中体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中交疏浚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

贯彻新发展理念，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

丽篇章。身处工程科技进步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决定

因素的全球语境，通过新一代装备及技术创新，促进疏

浚向智能化、绿色化完美转型，成为全球经济、社会、

生态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是世界疏浚

业及中国疏浚企业共同前行的方向。

2 疏浚业务绿色转型的时代要求

作为伴水而生的工程科技，疏浚技术既集聚着人类

改变环境的力量，更考验着人类尊重自然的智慧。面对

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生态文明已成为人类继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之后进行的一次新选择。“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 已被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条基本方略

之一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

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开启生态文明

建设新征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

容，也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憧憬的美好未来。为此，我们

应坚持疏浚工程从开始及在每一个阶段，都将社会、环

境和经济目标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系统考虑，推动疏浚与

生态共生。

实现疏浚行业绿色发展，最重要的是依靠先进技术

支持。对于疏浚吹填工程，一要从提高定位精度和开挖

精度着手，实现高精度疏浚，保证海底自然环境不受影响；

二要从源头上控制伴随疏浚工程进行所产生的污染物沉

积，并用新技术进行清理净化；三要合理制定工程弃土

处置方案，实现有效利用和环保处置；四要提高船舶环

保技术水平，重点研发 LNG 清洁能源船舶和混合动力，

降低船舶的污染物排放。总体来看，就是以环保疏浚技

术为引领，促进技术、工艺和装备提升，从疏浚工程的

各工艺环节入手，主动提升生态范畴的复合能力，对接

国际标准。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持续加大水污染治理投入，以

水环境综合治理为主的环保疏浚产业也成为了疏浚业转

型升级的新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要加快水污染防治，实施流

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实施重要生态保护和修复

重大工程。据国家水利部统计，“ 十二五 ” 期间，全国用

于大江大河流域综合治理的中央水利投资达 2800 多亿

元。按照《水利改革发展 “ 十三五 ” 规划》，“ 十三五 ”

期间，我国还将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江河流域

系统整治和生态保护，加强重点河湖水生态修复与治理，

加强河道治理、清淤疏浚等相关水利工程建设和投入。

环保疏浚是一项集环境工程、水利工程、疏浚工

程的技术特点为一体，采用机械疏浚的方法对河湖污

染底泥进行清除，且要求对附近水体影响较小的施工

技术。环保疏浚和生态修复相结合，不但能清除河流

湖泊中的污染物，而且还能为水下生态系统的恢复创

造条件，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改善河流湖泊水

环境的目标。因此，树立 “ 大疏浚 ” 理念，全方位提升

绿色疏浚能力，是我们应变求新的最佳途径。近年来，

中交疏浚大力拓展以污水处理、土壤修复、废弃物处理、

海水淡化、区域环境综合整治、流域生态治理等为主

要内容的新兴环保业务，形成了集设计、测量、施工

和养护于一体的环保产业链。先后完成了西湖、太湖、

洱海、星云湖、长江深水航道整治等数十项生态环保

工程，实施了重污染水体底泥环保疏浚技术与示范工

程之污染底泥精确疏浚技术研究、湖滨带生态修复与

缓冲带建设技术及工程示范、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等

项目，并正在作为中坚力量推进雄安新区白洋淀生态

环境治理、永定河流域治理、成都锦江和沱江流域治

理等大型生态治理项目。中交疏浚下属中交生态环保

投资有限公司，则致力于以整合资源、投资驱动、技

术引领、运营支撑为发展思路，发展环保疏浚业务，

为建设美丽中国、厚植绿水青山贡献中交力量，为保

护生态环境做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

3 中交疏浚推动行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使命

改革是勇敢者的事业。作为在中交天航局、上航局、

广航局基础上整合而成的世界最大疏浚公司，中交疏浚

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诞生，以助推中国疏浚产

业改革升级、持续健康发展为己任，并致力于引领行业

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面对未来国内外的发展机遇和严

峻挑战，中交疏浚将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发展理念，全面发力、多点突破、压茬拓展改革广度

和深度，积极进行以下努力：

第一，支持中国疏浚协会，促成中国疏浚企业建立

战略联盟。合作方能共赢。为应对日益变化的市场环境，

推动疏浚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中交疏浚将在中国疏浚

协会的行业核心引领下，秉承开放包容、互尊互助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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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精神，与兄弟企业及上下游企业、各利益相关方一起，

促成中国疏浚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

利益，在合作中发展技术与装备，全面提升专业整合能力、

产业链整合能力、融资能力和集成化管理能力，构建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疏浚体系。 

第二，加大创新研发投入，推动中国疏浚行业构建

绿色技术体系。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已成为当代社会进

步的重要标志。我们应积极拥抱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将构建疏浚行业绿色技术体系作为义不

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担当，让绿色成为中国疏浚行业发展

最靓底色。中交疏浚将充分发挥好中交疏浚技术装备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作为我国疏浚行业唯一的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的平台优势，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带动国内疏浚行

业绿色发展水平；同时，计划自主研发一套覆盖上下游

企业、各利益相关方，涉及船舶投资建造、日常动态监控、

科技研发、租赁修理、备配件管理等各环节的船舶全生

命管理系统，打造中国疏浚行业的科技连通网络。

第三，提升环保疏浚水平，推动中国疏浚行业转型

升级。疏浚业务与河湖流域水环境治理行业关联度极高，

中国疏浚行业既应主动担当水环境生态治理与保护重任，

又可以此为契机促成行业发展的又一个 “ 黄金时代 ”。中

交疏浚将以环保疏浚新兴业务为主攻转型方向，一方面

发展新一代环保疏浚装备，提升环保疏浚技术水平，从

而不断提升环保疏浚全产业链综合实力；另一方面，加

快推进环保疏浚标准体系建立，对接国际标准，规范环

保疏浚市场，提高全行业的生产和管理效率，通过高标

准环保疏浚示范工程的实施，为我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

域综合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借鉴经验。

第四，加快 “ 走出去 ” 步伐，推动民族疏浚力量与国

际交流提升。走向蓝色海洋是疏浚行业的使命和责任，

集聚各方资源、促进深度合作，是疏浚行业的发展趋势。

中交疏浚愿与国际疏浚界广泛交流，密切协同，以 “ 共

商共建共享 ” 为原则，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

发展新动力。同时，中交疏浚将继续积极投身 “ 一带一路 ”

建设，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高沿线国家贸

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和平丝绸

之路，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第五，加大人才建设力度，推动中国疏浚业获得持

续动力。高技能人才是疏浚企业推动技术创新和转型发

展的重要资源保障和内在动力。中交疏浚将不断加大专

业人才培训力度，通过与高等院校联合培养、增加行业

专项培训频率等方式，提升疏浚人才技能。同时，倡导

国内行业人才流动，促进行业人才发展良性循环；吸收

国际优秀疏浚人才加盟，使中国疏浚业成为世界疏浚精

英的集聚中心。

“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工程科技的

灵魂在于开放，感谢本次会议为中交疏浚提供了向国内

外疏浚同行学习借鉴的宝贵机会，也希望大家在相互尊

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实现信息共享，

形成多项疏浚技术成果。中交疏浚集团作为中国疏浚行

业的先锋队，必将与国内外兄弟企业一道，牢记创新使

命、共促绿色疏浚，让疏浚业为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注

入新能量，让中国疏浚企业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新

力量。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CCCC TDC

120 载匠心筑梦   百尺竿头续写辉煌

摘 要：育之于海河，立之于九州，兴之于中华，扬之于世界，作为中国疏浚行业的开拓者、先行者和引领者，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度过了 120 个春秋。

近年来天航局在保持传统疏浚市场份额的同时，还不断开拓海外业务、投资业务、环保业务等新兴业务，发力

疏浚装备的国产化，取得了一些成绩。天航局上下 3000 余名员工，誓要继承天航局 120 年的光荣与梦想，开创“强

盛天航”的新局面。

关键词：天津航道局；中国疏浚行业；强盛天航

Abstract:Born and raised in the Haihe River, standing in Jiuzhou (ancient name of China), prosper in China, 

and thrive in the world. As the pioneer, forerunner, and leader of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CCCC TDC has gone 

through an extraordinary course of 120 years.

In recent years, while maintaining its market share in the traditional dredging market, TDC also continuously 

explored emerging businesses such as overseas business, investment busines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siness. TDC pushed for the domestication of dredging equipment production and was awarded certain 

achievements. TDC’s 3,000 employees have made up their minds to continue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of the 

company’s 120-year history to create the new era of “strong and prosperous TDC.”

Key words:TDC；China’s dredging industry；strong and prosperous TDC

A 120-year dream built with ingenuity

A further stride to keep the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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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载峥嵘岁月，匠心筑梦；120 载砥砺奋进，春

华秋实！ ”

借助 “ 一带一路 ” 与 “ 走出去 ” 的时代东风，中交疏

浚人在中国交建大海外战略的引领下，正写着中国疏浚

行业的时代新篇。                                                         

逐梦海外

5 月 20 日，“ 一带一路 ”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

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全面阐述了 “ 一带一路 ” 倡议以及建设

“ 一带一路 ” 中国将会如何出力。

就在论坛召开之际，中交天航局传来喜讯，代表中

交疏浚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敖德萨，与中国港湾联合中

标乌克兰南方港粮食码头疏浚项目。这是近年来中国企

业首次承揽乌克兰基建工程项目，大大增强了中国疏浚

品牌在欧洲市场的影响力。项目还受到了乌克兰政府的

高度重视，被上升为国家战略，列入中乌两国 “ 深化务

实合作关系 ” 的范畴。

不仅仅在乌克兰。2015 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布

朗克港，恶劣的水下条件让专业的欧洲疏浚公司遇阻停

工，天航局迎难而上接手了项目，组织人员紧急开展 20

余项技术攻关，将布朗克港的疏浚难题一一破解，按时

按质完成了疏浚任务，在彰显中国力量的同时，为俄方

港口挽回了财产损失。 事后天航局的大局观让布朗克港

港池与航道疏浚总工程师康斯坦丁赞不绝口。

实际上，中国的疏浚业在 “ 走出去 ” 的过程中，也

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过程。1981 年 1 月，上航

局 “ 航绞 1001 轮 ” 船组远航至波斯湾西岸岛国巴林，承

担阿拉伯钢铁公司巴林球铁厂工程，踏出了中国疏浚海

外发展第一步。此后，天航局也迈开腿 “ 走出去 ” 参与国

际化经营，1987 年 “ 津航浚 106” 船在孟加拉吉大港的

施工。由此，天航局开始积极拓展海外疏浚市场，日益

成为了国际疏浚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

放眼世界版图，稳步进行营销网络布局，着眼 “ 登

陆 ”“ 进城 ”“ 走出去 ” 战略，天航局迅速延伸经营触角，

迄今在海外成立了非洲区域中心、俄罗斯区域总部及

18 个国别办事处，基本完成了 “ 十三五 ” 期间的营销战

略布局。据统计，自 2013 年以来，天航局累计在海外

实施项目 24 个，并首次打入大洋洲、欧洲、美洲等新

兴市场，总合同额达 13.48 亿美元。乘着 “ 一带一路 ”

东风，天航局在海外市场创造出多项第一：马来西亚槟

城项目，天航局击败国际四大疏浚公司，单体合同额 5.6

亿美元，创下了天航局海外中标额历史之最；俄罗斯布

朗克港项目，天航局代表中国交建首次进入欧洲市场，

以中国速度和中国品质，成功敲开了进军欧洲市场的大

门 ……

响应习主席将 “ 一带一路 ” 建成 “ 和平之路、繁荣之

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 的号召，以天航局、

上航局、广航局为代表的疏浚 “ 国家队 ” ，在 “ 走出去 ”

事业中不断获得新发展和新突破。在东南亚、南亚、中东、

南美、非洲、欧洲等地均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承接的

疏浚项目已经覆盖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扎根国内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天航

局也作出了央企应有的担当与贡献。

盘锦港项目、黄骅港项目、潍坊港项目、福州项目、

东营项目、三亚项目 ……2017 新年伊始，天航局频传

中标捷报。

与此同时，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 2017 年 4 月，

公司开始部署对接参与雄安新区的建设工作，11 月，天

航局代表中国交建正式中标雄安新区 9 号地块一区造林

项目，这是雄安 “ 第一标 ”。

在当前大热的 PPP 领域，也少不了天航人奋斗的身

影。继 2016 年中标汾河流域交城磁窑河与瓦窑河生态

修复治理 PPP 项目之后，今年天航局又中标了云南玉溪

星云湖污染底泥疏挖及处置工程 PPP 项目、江苏启东吕

四港区环抱式港池 PPP 项目、内蒙古林西河道治理与环

境改善 PPP 项目等。2017 年 3 月，公司首单 PPP 项目

出表融资顺利落地。

在另一个热门的环保领域，天航局也建树颇丰。

2016 年的 G20 杭州峰会，西湖景观受到各方点赞。为改

善西湖水质环境，杭州西湖底泥疏浚工程就曾有天航局的

参与。2000 年以来，天航局的环保业务开始逐渐扩大，

先后实施了杭州西湖与湖南洞庭湖、无锡贡湖、武钢北湖、

中新天津生态城、武汉外沙湖等数十项湖泊环保生态工程。

为实现全环保产业链，天航局成立了中国交建第一个专业

化环保公司，还成立了海南生态岛建设与维护总项目部，

营建生态型、宜居型、低碳型人工岛，以海南环保工程项

目为依托，全力拓展区域环保工程项目。

天津港，作为 “ 家门口 ” 的港口，更是天航局几十

年来的代表作之一。从 1951 年至今，天航局参与了天津

港历次航道等级提升工程，累计疏浚工程量超 11 亿立方

米 —— 如果用这些泥土修筑一条断面为 1 平方米的土堤，

可以绕地球赤道 27 圈，累计吹填造地超 100 平方公里，

如今天津港的主要港区及开发区、保税区等均是由天航

局利用疏浚土吹填而成，为滨海新区及天津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开发开放提供了宝贵的空间，也铸就了天津港作

为世界等级最高人工深水港的地位。短短几十年间，天

津市一跃成为中国北方的航运和经济中心。2016 年，天

津港货物吞吐量突破 5.5 亿吨，居世界第四；集装箱吞

吐量超过 1411 万标准箱，位于世界第十。

疏浚装备的国产化

2017 年 4 月，在第十四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颁

奖大会上，天航局再次荣获了 “ 詹天佑土木工程大奖 ” 。

120 年峥嵘岁月，天航局凭借专业的疏浚技术和自

主创新的一流疏浚设备，完成了国内外各种复杂的疏浚

吹填、港口水工、环保水利等工程项目，荣获了诸多重

大奖项。梳理天航局的 “ 军功章 ”，所获荣誉不胜枚举，

这将天航人的工匠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近处看，天航局唐山港京唐港区 20 万吨级航道

工程、营口港鲅鱼圈港区 30 万吨级矿石码头工程获评

2016—2017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 天鲸号 ” 党支部获

评 2016 年度全国基层先进党组织称号；天航局《耙吸

挖泥船动力定位与动态跟踪系统》项目荣获了 2015 年

度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008 年天航局参与研发的

《先进疏浚技术与关键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荣获了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 多年来，天航局与业主、

造船商、供应商及同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得到了

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与尊重。

120 年沧海桑田，潮起潮落。天航局始终站在疏浚

技术的最前沿，创造了我国疏浚史上的数百项 “ 首次 ” 和

“ 第一 ” 。

作为主编单位，天航局编写了行业的主要规范和标

准，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科技专项、国家水

专项、工信部等国家级重大课题。天航局 “ 耙吸挖泥船

精确与高效自主疏浚集成控制关键技术 ” 研究与应用，

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形成了《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

国家标准。天航局设计研究院研制的耙吸挖泥船第三代

耙头，技术性能达到目前国内领先水平。天航局组织科

研院所和生产厂家共同研发和设计建造的超大型自航耙

吸挖泥船核心配套设备 TK 1200 泥泵，其性能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完全可以取代进口，获得了 15 项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 ……

时至今日，天航局拥有种类齐全的现代化挖泥船队，

共有挖泥船及辅助船 80 余艘，总装机功率近 60 万千瓦，

年疏浚能力逾 3.5 亿立方米。其中，绞吸挖泥船队现有

绞吸挖泥船 36 艘，总装机功率超过 35 万千瓦，可进行

中风化硬质岩、软质岩、珊瑚礁以及砾砂、卵石、密实

砂等土质的疏浚和吹填造地施工，其实力稳居中国第一、

世界前列。天航局 2010 年投产的 “ 天鲸号 ”，则是中国

首艘超大型自航绞吸式挖泥船，4000 千瓦绞刀功率的技

术性能指标及挖掘能力居亚洲现役第一。

然而，在疏浚装备国产化的道路上，天航人并未停

下脚步。2017 年 11 月 3 日，由天航局投资并联合设计，

上海振华重工建造的 6600 千瓦绞刀功率重型自航绞吸

挖泥船 “ 天鲲号 ” 在江苏启东成功下水。投入使用后，它

将超越 “ 天鲸号 ”，成为亚洲最大、最先进的绞吸挖泥船。

“ 天鲲号 ” 船长 140 米，宽 27.8 米，最大挖深 35 米，

总装机功率 25843 千瓦，设计每小时挖泥 6000 立方米，

绞刀功率 6600 千瓦。根据地质条件，配置通用、粘土、

挖岩及重型挖岩 4 种不同类型的绞刀，可以开挖单侧抗

压强度 50 兆帕以内的岩石。中国的疏浚船舶在经过了整

船进口、国外设计国内建造等阶段后，终于拥有了可以

在国内自主设计建造的能力。“ 天鲲号 ” 的成功下水，标

志着中国疏浚装备研发制造能力进一步升级，中国疏浚

产业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现在，天航局现已建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1 个，

省部级企业技术中心 4 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7 家，建

成了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疏浚工程技术实验室并获批省

部级企业重点实验室。获省部级以上技术创新成果 100

余项，获国家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280 余项，自主创新能

力仍在稳步提升。

强盛天航，是 3000 多天航员工共同的追求，也是

党和政府交付天航人的重托。天航人正于百尺竿头续写

中国疏浚业新的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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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以后，随着经济日益全球化，水运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凸显。虽然古代中国有疏浚工程，

直至 1897 年，天津航道局的前身海河工程局成立始揭开了中国现代疏浚业的发展篇章。新中国成立后，以至改革

开放以来，天津航道局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要，不仅使自身发展时刻焕发勃勃生机，也奠定了中国疏浚业在世界疏

浚行业的地位与优势。天津航道局 120 年发展历史，浓缩了中国现代疏浚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曲折历程，折射

出中华民族不畏艰辛、不断探索和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

关键词：天津航道局；中国疏浚业；发展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as the economy becomes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water transportation's 
effect in promo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lthough there were 
dredging projects in ancient China, it w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DC‘s predecessor, the Haiho Engineering Bureau 
in 1897 that marked the very beginning of China’s modern dredging industry. From the founding of P.R.China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until now, TDC closely adjusted itself to the demands of national strategy, which 
revitalized its own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ed the position and advantages of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in the 
world dredging community. The 120-year history of TDC portrayed the difficult and twisted progress of dredging 
industry in China which was built from scratch and then went from weak to strong. This effort reflects the history in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fearless of hardship, worked hard and continuously explored in the effort to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Key words: TDC；China’s dredging industry；development

龙登高

清华大学

教授

大时代与大变革
——中交天航局 120 年发展启示录

国之润，自疏浚始。水，滋润着古老的华夏文明，

也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与力量。中国是一个水利大国，水

与人民的生产生活、社会发展、国家兴衰息息相关。疏

浚活动源远流长，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人工疏浚河道、开

挖运河、沟通水系以开展排洪灌溉、发展航运的文明古

国。溯其源，公元前 21 世纪的大禹治水，就已开创了中

国最早的水利疏浚工程；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等工程也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至今依然发挥着防洪灌溉、

通航运输的重要作用。黄河、长江、珠江、海河、淮河，

无一不烙下先民疏浚与治理的伟大功绩。

中国现代疏浚业始于 1897 年成立的海河工程局，

至今已经走过 120 年的历史。作为民族产业的疏浚业，

以天航局为代表，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联，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一路风风雨雨，历经春华秋实。纵观

天航局 120 年的历史，既有其鲜明的特殊性，也反映企业、

产业的某些共性，并能从中发现成长规律与经验启示。

1 坎坷前行 自强不息
海河工程局是洋务运动末的制度创新，是中央政府

批准、地方政府创建的非营利性现代疏浚专业机构，授

权洋总工程师全面负责，并得到外国官商的通力合作。

自 1897 年建立以来，其组织形态迭经变迁：

公益法人，1945 年以前的机构形态 —— 中外官商

各利益相关方合作组成的公共事业机构，非营利性与非

政府性的独立法人。

事业单位，1945-1949。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

海河工程局，归属水利委员会，转变为政府管理的事业

机构。

国营企业，1949-1959。新中国成立后，海河工程

处和随后的疏浚公司成为政府直接经营的国营企业。

事业单位，1959-1985。天津航道局先后归属天津

市和交通部。计划经济时期，天津航道局实行差额预算

管理体制。1980 年实行企业化管理。

国有企业，1986-2006。改革开放后不久，天津航

道局转型为独立经营的国有企业，并开始长达 20 年的改

革与转型。

现代公司，2006 年正式改制成为中交集团下属的全

资子公司，现代公司治理为跨越式发展开启了崭新的一

页。

一个经济组织经历如此多样化的形态，极为罕见。

不同的组织形态，其治理结构与经营模式也各具特色。

这是天航局适应不同时代的选择，其制度遗产与现实探

索也是学术界有待开发的一座宝库，富有研究价值与现

实意义。以公益法人从事公共工程与基础设施建设，是

中国传统模式的现代创新，但其拓展空间受到非营利性

质的限制。事业单位与传统国营企业都由上级政府主导，

可能有集中资源带来一段时间的高成长，但与市场隔绝，

缺乏自主性与独立性，不具备可持续性，长期来说几乎

不可能摆脱低效率。现代公司制下的国企，市场化独立

经营，则具有无限生机与发展空间。

从天津到全国进而走向世界；从技术引进，到本土

适应性改造，进而自主创新；从曲折艰难探索到具备国

际竞争力；从海河裁弯取直的壮举，到担负保障北方港

口航道安全的重任，再到生态环保治理建设美丽家园，

再到海岛吹填的惊世之举。天航局是如何一步步实现华

丽转型的，这 120 年历经了哪些磨炼、变化与升华？

（一）海河工程局成立后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

公益法人治理模式，造就其独特的演进轨迹与发展特征

（1）中外官商各利益关联方合作博弈之下形成非政

府性的独立公益机构，使之能够避免近代中国政权鼎革

频仍、政局与社会动荡所带来的冲击，保持相对平稳的

发展。（2）中外不同利益主体在天津港航道治理上形成

命运共同体，能够整合和集成各种生产要素与资源，特

别是引进先进设备、吸引海外技术与管理人才、中外融

资等方面，从而形成活力与效率。海河工程局留下制度

基因的同时，公益法人模式也造成某些局限，一是其非

营利性限制了自身利润积累下的扩大再生产；二是地域

性的资金来源与机构性质使之业务范围局限于天津，从

而难以形成规模化经营，缺乏进一步拓展的能力与空间。

（二）久经战乱与经济动荡之后，1949 年天航局迎

来了新生

（1）它成为国营企业，1959 年之后转为事业单位

但仍具有企业化的特征，这使它有望通过提升各种生产

要素的配置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2）其机构特征与资

金来源不再囿于天津一域，其业务与经营能够走出津沽，

走向全国，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3）作为中央政府下

的企业与机构，获得了全国性的资金、人力与物力的配置，

如 1964 年国家不惜约 4 吨黄金的外汇储备购置当时世

界上最先进的挖泥船 “ 浚通 ” 号，又如 20 世纪 70 年代

中期大建港时期获得资金、设备与业务等方面得到迅猛

的扩张。（4）党的领导和组织保障强化了企业的组织力、

凝聚力与战斗力。

然而，计划经济的弊端与政策失误也给天航局带来

困难与挫折。一是左倾思潮的干扰，特别是大跃进、文

In the great age of revolution

---- Revelation of the 120-year development of CCCC-TDC

Long Deng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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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革命等造成冲击。二是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作为事

业单位缺乏经营主体性，完全受政府支配，其发展陷入

起落不定的波动状态，如大跃进时期员工人数盲目扩张，

三年困难时期连职工生活都难以保障，被迫 “ 劳逸结合 ”，

正常的生产也受阻。三是受条块分割的影响，资源不能

有效整合；四是意识形态反对物质激励，员工积极性受挫，

缺乏活力。

（三）计划经济在大破大立中曲折成长，天航局度

过峥嵘岁月，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

（1）渐进式的国企改革，虽然曲折，却也从基本上

保障了社会经济在稳定中实现转型，并从根本上促进了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伟大转变。1980 年交通部明确天

航局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1986 年事改企。1998
年天航局与交通部脱钩，实现政企分离。2006 年最终实

现现代公司治理。（2）从政府包办到自主独立，企业外

部制度经常遭遇政策不配套与市场不完善，国企改革在

试错与纠错中前行。如 “ 事改企 ” 之后试行承包制，几年

的探索表明，国企很难形成与承包制之下相应的激励机

制与约束机制。经营管理模式亦屡经变化，国企负担重，

九十年代不得不实行多样化经营，想方设法通过创收解

决富余员工的生存问题。但实践发现，多元化经营损害

了主营业务与核心竞争力的成长。（3）国企改革度过转

型困难与深水区，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天航局

几代领导集体的探索，也离不开全体员工顾全大局的努

力。世纪之交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过程中，下岗与再

就业的员工以小我牺牲换来天航局的生机焕发。在这些

探索与转型过程中，天航局全体员工经历了非同寻常的

困难，改革成果来之不易，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并能丰

富企业经营与经济转型的学术探索。 
（四）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经过艰辛的探索，2006 年中交天航局终于确立了

现代公司制度，并得益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

善，中交天航局从公司化、市场化、国际化中进一步

释放了生机，焕发活力。各项经济指标都有不俗的表现，

中交天航局与国际四大疏浚公司相比，20 世纪不敢望

其项背，进入 21 世纪差距逐渐缩小，2009 年各项指

标仍然落后，2015 年则多数指标跻身其列，一些指标

甚至有所超越，成为国际行业巨头的有力挑战者和竞

争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天航

局的成长壮大以至脱胎换骨的变化，既没有任何现成

的理论模式可以完美解释，更不是任何现成的理论模

式指导下的产物。它是一座宝库，需要我们去挖掘，

去总结，去提炼。

2 从引进学习、模仿改造到自主创新
无论是技术上还组织管理上，天航从最初学西洋，

解放初学苏联，到计划经济时期的自立更生，历经改革

终于从引进模仿发展到自主创新。

海河工程局整体上引进西洋和日本的技术设备与西

方先进经营管理方式，使中国现代疏浚业初始就建立在

较高起点上，不仅自身日趋成熟，而且产生溢出效用。

其一线船员都是中国员工，华人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得

到培养和成长。因此，当新政权接管、洋高管回国时，

海河工程局能够整体顺利运行；而且很快可以重组，扩

大规模化经营。

解放初转为学习苏联经验，比如疏浚公司采用苏联

“ 郭瓦寥夫工作法 ”，取长补短，总结出了司炉操作的十

大特点，即统一司炉法，不仅节约了煤炭，保证气压正常，

而且降低了劳动强度。在计划管理上，疏浚公司推行了

组织措施计划与作业计划，还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天航局无力购买新船舶，工

人对原有船舶设备精心维护和改造，甚至每一颗镙丝钉

都了如指掌，使有限的设备效用极大化，船舶使用寿命

延长。在没有增加船舶的条件下，工效与工程量仍不断

增加，在此过程中技术水平得到考验与提高。

多方面的引进学习，长期的模仿改造，沉淀为多元

化的基因与特色，无形中内化为天航局的优势，成为自

主创新的基础。厚积薄发，现代公司治理建立之后，技

术创新喷涌而出。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天航局激励技术

创新的制度安排，在国内市场需求与资源整合的推动之

下，自主创新终结硕果。

天航局不仅拥有了种类齐全、配置合理的现代化挖

泥船队，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技术。天航局自主开发

设计的超大型耙吸挖泥船 “ 通途 ” 轮，标志着中国初步

具备了超大型现代化挖泥船的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能力；

“ 天鲸号 ” 在建时是世界上排名第三大的自航绞吸挖泥

船之一，新近下水的 “ 天鲲号 ” 又将继长增高。自主创

新缩小了与国际领先的疏浚公司的差距，进而形成国际

竞争力。

从技术引进，到模仿改造，再到自主创新，天航局

走过了民族产业孜孜以求、最终脱胎换骨的探索之路。

从引进荷兰的北河号、英国的快利号、日本的浚利号，

再到国内建造的天鲸号与自主设计建造的天鲲号横空出

世，天航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实现 “ 中国梦 ”。

3 不同阶段的特点与成功之道
天航局的 120 年，经历了六七种机构形态，从官督

洋办、公益法人，到事业单位、国营企业，又经事改企

到国有企业改革，形成现代公司治理。这种可能是绝无

仅有的历程，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财富，留下了丰厚的

制度遗产与经验教训。新世纪天航局的成功，与其历史

形态相比，具有如下特点，亦是其经验与优势：

（一）与解放前的公益法人相比 —— 企业化

公益法人模式作为海河工程局在制度上的一个创新，

在其出现的当时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推动了海河工程

局的成长。但是，其内在局限也很明显。

一是业务范围的地域性。海河工程局是特定地域内，

各方利益群体合作博弈的产物，因此其业务必然限定在

各方所商定的地理范围内，专门服务于天津港口建设；

海河工程局的工程很少离开天津至大沽沙航道，几乎从

未考虑向外拓展市场。

二是经费来源的地域性。海河工程局的经费主要来

自津海关附加税，捐纳方主要是往来天津的轮船公司与

在津洋行，他们作为咨询委员会或参事会的成员，对资

金的使用拥有话语权，从而影响董事会决策。这些利益

集团唯一的目的，就是使海河工程局为其在津沽的航运

服务，因此，海河工程局很难涉及此区域以外的业务。

三是缺乏利润积累途径，难以实现自我扩张。这是

由公益法人的性质所决定的。税收作为其资金的主要构

成决定了海河工程局的主营业务不能另外收取费用。只

有疏浚与破冰主业之外的，诸如委托吹填、土地和船舶

设备租赁等非主营业务，才可以收费，然而毕竟为数不多。

公益机构并非不能盈利，但利润积累有限，缺乏扩大再

生产和拓展市场的内生动力。

企业化则不然。其资金来自于自身利润积累或资本

市场，利润积累可以实现不断的自我扩张和可持续发展。

如果说公益法人是为了完成各利益相关方委托的目标，

事业单位是为了完成政府的任务，那么，现代企业则承

担了服务社会的使命。不受特定利益群体和地域的限制，

也就是摆脱了诺斯所谓的人格化交易的限制，从而具有

非人格化交易的拓展性，能够面向市场寻求无限发展的

空间。

（二）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 —— 市场化

计划经济时期，作为政府配置资源下的一分子，天

航局完全受政府控制和安排，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经营的

企业，不能面向市场形成发展战略。所谓市场化，至少

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市场竞争。天航局与其他同行业企业、或客户、

或上下游企业，都是一个个独立运营、自负盈亏的经

济实体。同行业各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以低价格与优

质服务相竞争，以获得客户和业务，形成品牌和实力。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亦然。竞争之下，优胜劣汰，

驱使企业强身健体，优质企业寻求永续发展，落后企

业退出市场。

二是市场配置资源。市场经济中，技术、人才、资本、

信息等生产要素和各种资源，通过市场以价格信号配

置到具有效率的企业中，配置到受欢迎的产品与服务

中，配置到具有生命力的产业中，推动它们不断更新

换代，转型升级。计划经济下则不然，生产要素与资

源都由政府控制和配置，一是按身份与等级分配，二

是按复杂的行政边界分配，条块分割，地区之间、部

门之间壁垒森严，企业与生产要素囿于其间不能整合，

三是价格信号失灵，生产要素不能配置到最需要或最

有效率的企业、行业和区域。只有市场才能突破这些

障碍与局限。单一化的政府指令有可能在特殊的时段

或局部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不可能实现整体的多元化

的可持续发展。天航局有过大建港的辉煌，也有过十

余年未增加船舶的沉闷。

三是市场需求导向。计划经济时期天航局是为了完

成政府的任务，一切以政府指令马首是瞻；市场经济时期，

则以需求为导向。这种需求没有地域和业主属性的限制，

可以是国内的，也可以是国外的；可以是企业的、社会

的或私人的，也可以是地方政府或军方的。而且市场需

求是与时俱进的，只有作为市场行为主体的企业，才能

敏锐把握消费需求的变化，调整发展战略，寻求自身发

展空间。

首先必须满足客户的需求，才能获得利润，尽量降

低成本、提升效益；进而依靠盈利实力增加资本，扩充

装备和提升技术工艺，形成品牌与核心竞争力。其次必

须发现需求，特别是不断满足市场与时俱进的新需求；

并根据这些需求，调整企业的经营，促进技术、产品与

服务更新换代。譬如近年来环保需求日趋旺盛，天航局

适时推出环保疏浚，形成新的增长点。再次是更高层面

的引导需求。企业通过研究与开发，推出符合消费需求

发展规律的创新性的技术、产品与服务，引领需求理念

与趋势，由此获得垄断利润，并通过规则与标准制定，

甩开竞争对手。这将是天航局未来的挑战。

总之，竞争驱动之下，需求引导之下，企业必须重

视研究与开发，推进自主创新，才能具有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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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化则使企业具备和释放这种能力。

（三）与转型期相比 —— 公司化、国际化

天航局与转型期的其他国企一样，历经不断摸索改

革甚至试错的过程，虽然曲折艰辛，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在中央、

国资委、中交集团和天航局自身的不断努力下，天航局

基本形成了富有生机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了富有成效

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形成了市场化的经营管理模式，

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公司。

与国际四大疏浚公司相比，天航局在资产总额、净

资产、营业收入，与总合同额等方面已接近或没有差距，

但在利润和利润率、资产收益率、设备利用率和生产效率、

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仍有差距，技术发展也不平衡；

同时快速扩张也带来不少问题。然而，天航局已经具备

迎接挑战，进一步实现跨越性发展的制度基础、技术准

备与信念信心。

从海河裁弯取直的壮举，到昆明湖、滇池、太湖的

环保治污，到 “ 立足北方，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伴随

着业务层次和系统的不断丰富，天航人的足迹遍及五湖

四海。从吹填租界造就天津城市核心的五大道，到破天

荒的冬季破冰通航，从塘沽新港到国家战略层面的滨海

新区，天航局百余年的努力，将一个先天不足的内河港，

打造成世界最高等级人工港。进而从津沽到青岛、大连、

秦皇岛等祖国南北的各大港口，到南海岛礁的惊世之举，

并走向 “ 一带一路 ” 沿线的港口与城市，天航局甘当幕后

英雄，刻下海底丰碑，默默地造就国内外港口与城市的

辉煌。

在各个发展时期，天航积极承担对社会的环保、安

全责任，在扶贫、救灾、助学等方面不断回馈社会，树

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为公司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软环境，

实现了社会与企业的双赢发展，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和企业价值观的有效融合。

4 国有企业的特性与天航局的优势
天航局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回首 1986 年事业

单位改制为企业，1998 年开始转型为现代企业制度，

2005 年以后突飞猛进的进步，每一步都在摸索中变革，

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或理论可以依循，其间难免试错成

本和付出学费。经历了这一切，才可能真正理解企业，

理解国有企业的特性。

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通常靠契约维系；国企作

为一种特别的经济组织，在契约纽带之外，还加上政府

和党的系统来强化，这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挑战。也

就是说，在一般公司治理下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之外，还

加以党纪来约束，以行政来控制，以信仰来激励。除了

通常的薪酬、福利激励之外，还加上晋升、荣誉等激励

手段。因此，其组织力在党与政府体系的双重锲入下得

到强化，这也是天航局具有凝聚力、执行力和战斗力的

制度基础。譬如船舶在大海上作业，动辄数月，远离家庭，

远离陆地，缺乏新鲜食品补给，生活异常艰苦，突发状

况随时发生。此时，党组织和政委就成为坚强团队的核心，

在战风斗浪、同舟共济中释放出高效率，船舶管理与文

化成为天航局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国企在许多领域不具备适应性，但在一些约束条件

下或能发挥其优势，特别是：（1）综合性、复杂性的

大型工程；（2）目标明确的领域；（3）政府特殊的任

务或事关国家安全的项目；（4）国际竞争领域和市场。

天航局就具有这种约束条件下的适应性与优势。除了制

度严密、经营规范及组织力强之外，其优势来自于政

府 —— 资源获取与整合，特别是优质人才集聚；政策

倾斜、战略性订单的获取；政府背书的高度信用，低成

本融资等。作为大型国企，又承担着国家任务与民族产

业振兴的使命，其战略超越短期经济目标，能够不以短

期的变化与困难所左右，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与国

家战略相配合。

这些特点与优势的每一个方面几乎都存在与之相对

的不足或劣势。与一般国企一样，天航局也有其 “ 先天性 ”
缺陷。制度规范、组织严密的同时，可能经营不够灵活，

对市场变化反应不够敏捷，决策可能受制于科层体系反

应迟缓：制度完备的同时，其激励机制可能受到制度的

限制和政策的掣肘；获得政府的资源和信用的同时，自

然受制于政府，可能损害其对市场反应的灵敏性；来自

政府的倾斜与扶植，从长远和全局观之，有可能损害公

平的市场秩序与投资环境，而这也是天航局与国企赖以

发展的基础与根本。凡此种种正是天航局与其他国企都

在探索和改革的难点。

对国企而言，另一个需要进一步释放的潜能，是企

业家创新精神，特别是对企业的最高领导层 —— 董事

长、总经理等领导集体 —— 的激励与约束，这不但是

母公司中交集团甚至监管部门国资委的责任所在，而且

也是企业自身的职责所系，必须积极探索与完善。国企

的股东同时也是其行政上级，这种特殊的委托 - 代理制

下的公司治理模式，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唯有不断改

革和探索。

丁树友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

王力威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副主任

吴永彬

中交天航港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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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港口航道建设跨越式发展的里程碑
——世界最大人工深水港天津港建设

摘 要：天津港地处京津冀城市带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交汇点，是我国主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北方国际航运中心。

对于这个昔日的盐碱荒滩，建国初期仅 3000 吨通航能力的小港口，通过全面科学研究实施防波堤建设、深水航道

的开挖、采用复式航道、疏浚土资源化利用等有力措施，使其一跃成为年吞吐量近 6 亿吨，满足 30 万吨级船舶通

航条件的世界最大人工深水港。体现了中国疏浚企业解决重大工程难题的智慧和能力，见证了其装备实力、工程技

术的腾飞，是中国港口航道建设跨越式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关键词：天津港；疏浚技术；装备；复式航道；资源化

Abstract: The Port of Tianjin is loc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belt and the 

Bohai Economic Rim, and is China’s major foreign trade por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hipping center in northern 

China. The port is built on formerly saline-alkali wasteland and was a small port of 3,000 tons of navigable 

capacit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R.China. With effective measures including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breakwater, excavation of deep-water navigation channel, application of compound channel, 

reclamation of dredging materials and so on, the port became the world’s largest artificial deep-water port with 

an annual throughput of nearly 600 million tons and can accommodate the navigation of 300,000-ton ship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rt of Tianjin reflects the wisdom and ability of the Chinese dredging companies’ to solve 

major engineering challenges. It also witnessed the take-off of equipment strength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t 

is a milestone in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rt channel construction.

Key words:Port of Tianjin；dredging technology, equipment；compound channel；reclamation

Milestone in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rt Channel Construction

----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s Largest Artificial Deep-water Port, the Port of Tianjin

Ding Shuyou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CCC TDC Technolog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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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uty Director of the CCCC TDC Technology Center

Wu Yongbin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Technology Center in CCCC TDC 
Harbo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 Ltd



特别策划 特别策划

19    2017 第 5 期 2017 第 5 期     20

中国疏浚 中国疏浚

1 前言
天津港作为沿河近海、水陆交通枢纽，初期始于晋代

后期，地处三岔河口附近的 “ 直沽寨 ”，是最早的水旱码

头和最早的商品集散地，截至 1945 年天津港仅建有四个

3000 吨级泊位和一个 5000 吨级煤码头。抗战结束后，

天津港已有的航道、泊位濒临淤废，建国初期天津港的吞

吐量只有 3.1 万吨，远不能适应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

需要，港池航道的疏浚迫在眉睫。1973 年我国开始大力

开展天津港港口建设，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发

展的需求，天津港疏浚建港、填海造陆，工程量之大，任

务艰巨，所面临的施工难度是我国港口建设历史上罕见的。

以天航局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疏浚业先驱、主力军与引

领者，不断攻克施工技术难题、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升级

装备力量，自 1950 年始，相继完成了天津港一期至三期

扩建工程，10 万吨级航道工程，25 万吨级航道工程，主

航道拓宽二期、三期、四期工程，30 万吨级航道工程，

双向复式航道工程等，疏浚工程量超 11 亿方，吹填造地

120 平方公里，使天津港升级为拥有 30 万吨级 “ 双进双出 ”
航道、陆域面积达 137 平方公里的世界一流大港，极大地

提升了天津港的通航能力，使得天津港年吞吐量近 6 亿吨，

GDP 贡献超过 600 亿，构建了天津港在中国乃至世界港

口运输中的重要枢纽地位。

图 1 天津港全貌

2 天津港建设面临的技术难题
2.1 严峻的回淤难题

天津港是建筑在渤海湾湾顶浅滩上的 “ 人工港 ”，港

口南侧紧邻海河出口，北侧有蓟运河等河流入海，大量泥

沙流入、扩散、沉积于天津港周边海域或直接入港，每年

大约 600 万方泥沙回淤至航道 , 回淤问题一度成为天津港

建设发展的重大难题。

2.2 疏浚装备与技术能力难以满足港口建设发展需求

建国后，天津港大规模开展疏浚施工升级港口通航

能力，年均疏浚工程量近 2000 万方，高峰期年疏浚量达

4000 万方，而我国装备处于严重落后的阶段，难以满足港

口快速扩建的需求。以天航局为例，仅拥有国外建造的舱

容小于 3500m3 耙吸船 3 艘，公称产量率小于 450m3/h 绞

吸船 7 艘。2000 年以前，我国的挖泥船和关键疏浚设备仍

主要依赖进口，耙吸船舱容均小于 6000m3，绞吸船公称

生产率小于 2500 m3/h。[1] 疏浚产业整体施工能力成为制

约港口建设的主要矛盾。

随着天津港航道不断加深，土质变得更为复杂、底层

硬质土开挖难度大，平均标贯击数超 30 击、粉质土装舱

量与过泵量的比例不足 30%、部分施工区域要求吹距达

10000m 以上，需要挖掘和输送能力强的大型现代化疏浚

船舶进行施工。在 2006 年天津港航道疏浚施工期间，为

保证航道疏浚施工进度，不得不高价租用欧洲疏浚公司的

奋威、亚细亚、王子号等大型耙吸挖泥船。

因此，中国疏浚企业急需发展与市场需求、产业能力

相匹配的疏浚技术与装备，破除对国际技术依赖，提升船

舶装备能力和施工效率，实现我国港口建设和疏浚行业能

力建设的快速发展。

2.3 航道通航模式制约港口吞吐量发展

随着天津港吞吐量飞速增加，年进港船舶达到 2.7 万

艘次，日进出港船舶最高达 210 艘次，据统计，进出天津

港的船舶 70-80% 为万吨级以下船舶，天津港航道两侧水

深较浅，小型船舶进出港占用主航道航行，大型船舶不能

超越，造成到港船舶待泊时间增加，船舶不能按时离港，

严重制约了港口吞吐能力的发展，单一的深水航道不能适

应港口发展的需要。[3]

2.4 疏浚土外抛导致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港口扩建

急需扩大陆域面积

为满足天津港港口扩建需求，自 1950 年以来累计疏

浚工程量达 11 亿方，按建国初期的挖抛的施工方法，疏

浚土外抛至港外深水海域，不仅导致抛泥区的海域污染，

同时产生大量的疏浚土资源浪费。

而建国初期天津港港区面积仅 17 平方公里，随天津

港的扩建、功能性升级和结构优化调整，扩充港区陆域面

积是港口建设的基础和迫切需求，围海造陆作为最经济可

行的成陆途径，但需巨大的填料资源以满足造地条件。

3 天津港建设跨越式发展的综合解决方案
3.1 系统科学的防波堤建设，形成拦阻回淤的屏障

针对天津港严峻的回淤问题，采用挖泥船常年清淤维

护耗资巨大且航道通航造成一定影响，却不能彻底解决回

淤根本问题；开挖备淤槽将泥沙淤积于航道以外，同样需

要实施备淤槽的维护性施工。通过多种方案研究论证，建

造防波堤将泥沙拦截在港外，斩断回淤的源头，是解决天

津港回淤问题的有效途径和长久之计。

通过对天津港水文、波浪、泥沙资料综合研究分析，

建立数学模型对不同延堤方案的港内及外航道淤积进行科

学计算、研究分析，采取延伸南北防波堤至 16+0 的措施，

拦截挟沙水流，改变泥沙淤积部位的作用，达到防沙的要

求。两防波堤掩护了近岸航道的重淤积段，使外航道的淤

积减少了约 80%，这使天津港具备了成为环境优良深水

大港的基础条件。

天津港北大防波堤延伸工程采用新型 “ 插入式箱筒型

基础防波堤结构 ”，累计建成的防波堤长 10955m，节约

工程投资 3.84 亿元。该成果获得中国港口协会科技进步

一等奖，技术国际领先，在我国珠江口、长江口、渤海湾

等港口密集的淤泥质海岸区域推广应用。

图 2 天津港插入式箱筒型基础防波堤结构

3.2 疏浚装备、技术研发全面保障港口航道建设

3.2.1 自主研发国产化大型疏浚装备

如前所述天津港建设高峰期年疏浚量达 4000 万方，

为解决港口扩建的紧迫需求不得不大量租用国际疏浚公司

大型疏浚船舶，价格高昂且受制于人。通过自有力量解决

天津港乃至我国港口快速发展的建设需求矛盾，中国疏浚

企业必须着力提升技术能力，开启大型挖泥船国产化创新

之路。以天航局为代表的疏浚企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

和再创新，掌握先进挖泥船的核心技术，实现了国产化、

大型化、智能化，新世纪以来，大型主力挖泥船 90％以

上自主研制建造，疏浚主力船型已从中小型，发展到了大

型、超大型，支撑了企业乃至疏浚行业装备体系的升级换

代，满足了港口建设的需求，也推动我国挖泥船设计建造

水平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以发展超大型耙吸挖泥船为例，天航局和中船 708 所、

广州文冲船厂、上海振华重工等单位协同，整合国际先进

技术与资源，自主创新研制了适应于天津港作业环境的超

大型耙吸挖泥船，采用大舱容小功率主机组合配置 “ 一拖

二 ” 动力模式、疏浚设备全电力驱动方式和能效管理系统，

实现了低能耗疏浚作业；建立了大比尺泥泵及管路输送实

验平台，成功研制国内首台超大型耙吸挖泥船高效泥泵，

为长吹距吹填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采用无级调速舱内泥

泵、低流速、高浓度装舱技术解决细颗粒土质装舱的技术

难题。超大型耙吸船的国产化建造总体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造价与国外同等级耙吸船降低达 50% 以上。该成果

获得 2016 年度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科技进步特等奖。

实践证明，天航局的大型疏浚装备建造强有力保障

了天津港建设的跨越式发展。自主设计建造的耙吸船、绞

吸船投入到天津港航道疏浚、港池泊位开挖、吹填造地

等建设工程中，完成疏浚工程量超过 3 亿方，有效保证

了天津港的工程建设进度，其中包括 11000 m3 通远轮，

13000m3 通旭轮、18000 m3 通程轮，20000m3 通途轮等，

以及公称产量 4500m3/h、吹距可达 15000m 的天麒号、

天麟号、天鲸号等绞吸船，国产现代化疏浚船队成为了天

津港港口航道建设的主力军，彻底摆脱了对国际疏浚公司

的依赖。

图 3 通途轮

3.2.2 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的耙吸船挖掘关键机具

天津港土质复杂，下层硬质土开挖困难，耙头作为耙

吸船的核心挖泥机具对生产效率发挥起着决定性作用，而

进口耙头造价昂贵，且常规耙头结构设计对于天津港土质

没有针对性优势。天航局因地制宜开展耙头自主研发，突

破重重技术壁垒，结合船舶动力配置，融合液压自动控制

系统等技术，自主研发了针对天津港土质适应性极强的耙

吸船粘土型、密实砂土型等系列化耙头，发明了天津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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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单面犁齿、双面犁齿等耙齿，打破了国外对疏浚关键

机具技术的垄断。

通途轮在天津港 30 万吨航道施工，采用密实砂土型

耙头，开挖土质平均贯入击数达到 30 击，平均泥浆进舱

密度达到 1.25t/m3。通远轮在不同区段先后使用通用型耙

头和密实砂型耙头，其进舱泥浆密度也达到 1.21 t/m3 至

1.31 t/m3 之间。有效解决了天津港土质复杂、开挖困难

的问题，耙吸船施工效率达到突破性提升，达到国外同类

型船舶的生产率。

图 4 通远轮密实砂土型耙头

3.2.3 疏浚技术研究创新保障船舶施工效率发挥

（1）研发了挖泥船高效疏浚管理系统

智能化疏浚能有效解决人为操作导致的效率损失，提

升综合施工效率。天津港投入疏浚船舶规模大、施工周期

长，通过实现智能化疏浚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 “ 大型挖泥船智能化集成控制系统 ”、“ 挖

泥船辅助决策系统 ” 的研发使中国疏浚企业智能化疏浚迈

上了新台阶，其中包括全船网络平台系统、疏浚设备监测

与控制系统、疏浚轨迹与三维土质剖面显示系统、基于疏

浚效率的功率自动分配管理系统、自动挖掘控制系统，具

有现代挖泥船的疏浚信息集成监测采集和综合控制与管理

功能，对全船影响疏浚产量的参数进行分析和智能化处理，

提供与土质条件相匹配的优化疏浚参数来指导操作人员的

施工，确保挖泥船的工程质量和产量最大化。

通过计算机施工数据采集、分析、辅助进行施工工艺

优化的功能，基于天津港土质分布复杂的工况，实现了施

工过程中土质分布诊断、模块化施工分析、动态优化，疏

浚效率提高 10％ ~15％。

（2）研究形成了系列化疏浚施工工法

天津港疏浚工程里程长、面积大，地形、土质等工

况复杂，需要根据不同施工阶段采用针对性的施工工艺

保障施工高效性与经济性。其中针对天津港细颗粒土沉

降困难、装舱效率低的问题，基于水力冲刷、颗粒沉降

理论、泥泵水力特性，结合 matlab、vb 等计算机技术，

优化设备操作工艺，研制无级调速泥泵系统，采用低流

速高浓度装舱施工技术，并形成了耙吸船开挖密实粉砂

施工工法；针对耙吸船质量层扫浅效率低问题研究形成

了大型耙吸船 S 型施工工法、耙吸船双耙挂链施工工法、

耙吸船自带耙平器施工工法；针对码头前沿水域狭小开

挖困难问题研究形成了绞吸船码头前沿施工工法等，均

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奖项。

图 5 耙吸船施工优化软件

3.2.4 精确定位技术

（1）挖泥船施工平面定位技术

挖泥船平面定位技术直接决定其施工质量，天津港航

道历经多次加深拓宽，航道两侧边线超宽控制超出 1m 将

会导致百万方以上的废方，不仅影响施工进度也是巨大经

济损失。20 世纪 80 年代采用人工视准导标交会法、导标

一角法、方向交会法等定位技术其精度为几十米，随疏浚

技术发展，利用现代全球卫星定位、计算机、网络信息和

传感器技术，对挖泥船及挖掘耙头（绞刀）三维位置进行

精确监测与控制，使挖泥船施工定位控制精度提高到分米

级，保证了天津港在基建、维护疏浚施工的超宽精度控制。

（2）潮位实时推算技术

天津港大型超长航道延伸长度近 50km，港池与航道

外段两地瞬时水位差可达 ±1m。天航局基于潮汐调和分

析及余水位差分的潮位推算技术利用天文潮位的可预报

性，使用岸基已知水位站的水位以差分的形式推算外航道

水位，实现了疏浚船舶实时水位推算，最远适用距离可达

100km。有效解决了施工船在远离验潮站区域施工时遥报

水位误差过大的行业难题，保证了天津港疏浚工程的顺利

展开和疏浚深度精确控制。

图 6 潮位推算系统示意图

3.3 复式航道建设综合提升港口通航能力

针对天津港港口通航密度大，小型船舶占用主航道，

大型船舶航务不能发挥，通航能力制约港口吞吐量的问题。

通过论证开挖新航道、航道拓宽等方案，创新性采用了复

式航道的方案，在主航道两侧各建 1 条万吨级单向航道，

占总数 70% 的小船航行该航道，北进南出；万吨级以上

大船航行主航道，25 万吨级可以双向通航，主航道航行

的船数只有 30%，保障大船有序航行，有效解决了小型

船舶占用主航道的问题，达到了降低通航密度、提高通航

速度的目的。[2]2014 年 1 月 1 日，中国第一条人工开挖

的复试航道由天航局开挖完成正式通航，使天津港正式升

级为 30 万吨级 “ 双进双出 ” 航道，航道的通航能力得到

极大提升。

图 7 天津港复式航道示意图

3.4 疏浚土资源化利用，生态环保促港口发展

传统疏浚工程通常采用挖抛的作业模式，疏浚土作为

废弃土抛至港外水域，导致抛泥区海域污染的同时也是严

重的资源浪费，天津港疏浚土除少数重金属超标外，尚不

属于污染底泥 [4]，可有效用于形成陆域的原料。采用挖泥

船实施吹填造陆对疏浚土进行综合利用，在解决资源浪费

问题的同时满足天津港的围海造陆的填料需求，是天津海

岸带生态环保的需要，也是天津港谋求扩大发展的最为经

济的途径。

在东疆港区、南疆港区、临港经济区、大港港区等新

港区吹填造地工程中，天航局大规模投入耙吸船、绞吸船

船队施工，并针对天津港疏浚土质特点发明了浅层抽水固

结与深层直排式真空预压联合处理等软基处理技术，加快

了造地进度，累计造地面积达 120 平方公里。为天津港的

扩建与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土地，降低了港口建设成本，为

国家节省大量投资，经济价值不可估量。

图 8 天麟船

4 结语
面对天津港建设中遇到的重大的技术难题，中国疏浚

企业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创新能力，形成并系统运用中国特

色的综合解决方案，在超软土地基的条件下，将天津港建

设成为 30 万吨级世界最大人工深水大港，大幅提升了港

口的货物吞吐能力和承载能力，有效激活了港口的产业聚

集效应、腹地经济引擎效应，推进了天津港向综合性交通

运输枢纽、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升级。

天津港的建设需求带动了中国疏浚行业的腾飞，其工

况复杂、施工难度大的特点促使我国疏浚企业不断攻克技

术、装备瓶颈，一举掌握了超级疏浚工程的成套施工技术

和现代挖泥船研制的核心技术，包括整船设计与建造、关

键设备及挖泥机具、挖泥船疏浚集成自动化控制系统在内

的关键技术均跻身国际先进水平阵列，有力推进了我国疏

浚行业和中国先进装备制造的国际化进程，进一步提升中

国疏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田俊峰、吴兴元、侯晓明等 . 我国疏浚技术与装备

“ 十五 ”、“ 十一五 ” 十年发展回顾 . 水运工程，2013（S1）：

173-177

[2] 胡宁，马春斌等，无泥舱自航挖泥船艕带装驳疏浚工

艺应用实践 . 水运工程，2013（8）：181-183 

[3]赵智帮 .天津港复式航道的探讨 .施工技术，2008（05）：

4-7

[4] 邳志、马金柱 . 天津港环保疏浚的探索与研究 . 水运工

程，2008（8）：59-61



图数天航  百年印迹 图数天航  百年印迹

23    2017 第 5 期 2017 第 5 期     24

中国疏浚 中国疏浚

1951
1951 年 8 月，海河工程局承担天津解放后的第 1项大工程——

塘沽新港疏浚，15 个月疏浚施工，共挖泥 1695 万立方米。

1952 年 10 月 17 日天津港重新开港。

In August 1951, Haiho Conservancy Board conducted the 
first major project in Tianjin since 1949——Tanggu Newport 
dredging project. The dredging project features a construction 
period of 15 month and a total dredging volume of 1695m3. 
On October 17, 1952, Tianjin Port opened again. 

1973
1973 年 -1975 年，三年大建港期间，全国建成的 40 个万吨深

水泊位中，天航局承建了其中的26个，累计挖泥4584万立方米。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73 to 1975--Large Scale 
Construction of Ports in Three Years—there were 40 
10,000-tons-level deep-water berths built in China, 26 of 
which were created by TDC, with the accumulative dredged 
material of 45.84 million cubic meters.

1951
1951 年至今，天航局参与了天津港每一项等级提升工程，疏浚

工程量超 11 亿立方米，吹填造地超 100 平方公里，使天津港

成为世界上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港。

Since 1951, TDC has participated in every upgrade project of Tianjin 
Port. The volume of dredging projects exceeded 1.1 billion cubic 
meters and the reclamation area exceeded 100 square kilometers, 
which made Tianjin Port the world's highest-level artificial deep-
water port.

1972
1972 至今，天航局先后成功实施了秦皇岛煤码头 1-5 期全部和

原油码头疏浚工程，总疏浚量 1150 万立方米，使秦皇岛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输出港。秦皇岛煤五期工程荣获中国土木工

程詹天佑奖。

Since 1972, TDC has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all of dredging 
works of the coal wharf projects (Phase 1-5) in Qinhuangdao and 
the crude oil terminals, with a total dredging volume of 11.5 million 
cubic meters, making Qinhuangdao the largest energy export port in 
the world. The Phase 5 of coal wharf of Qinhuangdao won the Zhan 
Tianyou Award, the highest level civil engineering award in China.

1956
1956 年，海河工程局建造了中国第 1艘中型组合式绞吸挖泥船

“北京号”，对颐和园的昆明湖进行清淤。船长30米，宽 10米，

挖深 8米，总扬程可达 32 米。

In 1956, Haiho Conservancy Board built China's first medium-sized 
combined cutter suction dredger Beijing Hao, which was used to 
perform de-silting in Kunming Lake of the Summer Palace. The 

dredger is featured with a length of 30m, breadth of 10m, dredging 
depth of 8m and a total discharge distance of 32m. 

1980
1980 年，天航局建立了自己的设计研究所，2008 年，建立技

术中心，截止目前，获得 353 项国家专利，创造了中国疏浚史

上近百项第一。

In 1980, TDC established its own design institute. In 2008, it set 
up a technology center. By now, TDC has obtained 353 national 

patents and has created nearly one hundred “firsts” in China’s 
dredging history.

1966
1966 年 6 月 30 日，中国第 1艘双边耙自航耙吸式挖泥船浚通

轮（津航浚 102 轮）接船成功，该船是我国从国外引进的施工

能力最强、设备最先进的第 1艘现代化挖泥船。船舶造价造价

170 万英镑（折合约 4吨黄金）

On June 30, 1966, TDC successfully accepted China's first self-
propelled trailing suction hopper dredger with twin side dragheads 

(now Jinhangjun 102). The dredger is the first modern dredger 
China imported with the most powerful construction capacity 

and the most advanced equipment. The dredger cost 1.7 million 
pounds, which was equivalent to the value of about 4 tons of gold. 

1980
1980年，天航局在天津港主航道一期拓宽工程中敷设了中国第1

条海上水下输泥管线。

In 1980, China's first offshore underwater pipeline was laid in the 
main waterway expansion project of Tianjin Port (Phase I).

上接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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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1987 年 12 月 27 日，“津航浚 106”轮按期在孟加拉吉大港投

入施工，工程中标价 1.78 亿塔卡，标志着天津航道局历史上

第 1次迈出国门。

On December 27, 1987, the Jinhangjun 106 was put into 
operation on schedule in Chittagong, Bangladesh. The project 
cost 178 million Taka, marking the first time that TDC made its 
first move abroad.

2001
2001年，天航局在杭州西湖底泥疏浚工程中，采用长距离连续多级泵站（七

级接力泵）输泥技术，将220万立方米污染淤泥封闭输送达22.6公里，

未出现丝毫滴漏，创造了中国疏浚史上管道封闭输泥最长距离记录。

In 2001, TDC implemented the long-distance continuous multistage 
pumping station (seven-stage relay pump) mud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in the bed-silt dredging project of Xihu Lake, Hangzhou, 
to transport 2.2 million m3 of contaminated bed-silt for 22.6 km 
without any leakage, creating the record for the longest distance for 
mud transportation in closed pipelines in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1990
自 1990 年开港以来，天航局承建了京唐港所有疏浚吹填工程，

累计工程量超亿立方米，吹填造地十余平方公里。

Since the port opening in 1990, TDC undertook all the dredging and 
reclamation projects of the Jingtang Port, with a cumulative work 
amount of more than 100 million m3 and land reclamation of over 10 
square kilometers.

1997
历经企业制度转型的艰难探索，1997 年底，天航局完成总产值

60894.9 万元，疏浚工程量 3670 万立方米，全员劳动生产率

126691.5 元每人每年，分别是 1978 年的 12.2 倍、1.49 倍和

13 倍。

After the difficult exploration of the enterprise system transformation, 
by the end of 1997, TDC ended up with a total value of output of 
608.949 million yuan, dredging works amount of 3,670 m3, and the 
average productivity of all employees of 126,691.5/yuan/person, 
which is respectively 12.2, 1.49 and 13 times of that of 1978.

1994
1994 年，天航局从荷兰引进了舱容 5400 立方米自航耙吸式挖

泥船通力轮。该船是我国第 1次引进具有船首吹泥装置并兼挖

抛和挖吹两种功能的自航耙吸式挖泥船。

In 1994, TDC imported the self-propelled TSHD Tongli with a capacity 
of 5,400 m3 from the Netherlands. The dredger was the first self-

propelled TSHD equipped with the bow discharging equipment with the 
digging-throwing and digging-blowing functions introduced to China.

2006
“三改一加强”推进了天航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2006 年，

员工精简至 2900 人，总产值却比 1998 年增长了 424%，全员劳

动生产率提高了 794%。

The “three reforms and one strengthening" promoted the building 
of TDC’s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In 2006, with a reduction of 

employees to 2,900, the total output value increased by 424% 
compared to the 1998 result, and the total employee productivity 

increased by 794%.

1997
1997 年，天航局完成我国第 1例环保疏浚工程设计——滇池草

海污染底泥疏挖及处置一期工程 ,（399 万方），为滇池区域

生态环境的改善及 1999 年昆明世博会的举办做出了贡献。

In 1997, TDC completed the design of the firs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redging project in China - first phase of the Dianchi Lake 
Contaminated Bed-Silt Dredging and Disposal Project (3.99 million 

m3). The project contribu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1999 Kunming World Horticulture Expo.

2004
2004年至今，天航局在曹妃甸修筑围堰超过140公里，吹填量

近3亿立方米，造地面积超60平方公里。图为天航局实施的曹

妃甸矿石码头工程。

Since 2014, TDC has built more than 140 kilometers of cofferdams 
in Caofeidian, with the reclamation amount up to 300 million m3 

and land reclamation of over 60 kilometers. The picture shows the 
Caofeidian Ore Port Project carried out by T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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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2007 年 8 月 4 日，天航局设研院自主设计的“滨海型”系列非

自航绞吸式挖泥船工作正式启动，2009 年 3 月 4 日，“滨海”

系列首艘挖泥船“天禹”船建成投产，其后天吉、天凤、天铭、

天凯等船舶陆续建成投产。

On August 4, 2007, the project of non-self-propelled cutter 
suction dredger “Binhai” designed by CCCC Tianjin Port & 
Waterway Prospection &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TPWPD) 
officially launched. On March 4, 2009, the first dredger of the 
“Binhai” series “Tianyu” was launched, followed by “Tianji,” 
“Tianfeng,” “Tianming,” and “Tiankai”successively.

2009
2009年—2011年，天航局实施了国内第1例重金属污染底泥深度处理工程——
中新天津生态城污水库治理工程，（治理污染底泥384.9万 m3，存量污水
215.2万m3，合同额2.05亿元）。工程实现了重金属污染底泥的无害化、减量化、
稳定化及资源化利用，为国内污染河湖水生态系统的修复治理起到了示范作用。
From 2009 to 2011, TDC conducted Wastewater Reservoir Treatment 
Project in Sino-Singapore Tianjin Eco-City, which was China’s first 
advanced treatment project for heavily contaminated sediment by heavy 
metal (treated 3.849 million m3 of contaminated sediment, 2.152 million m3 
of stocked waste water, and the contract amount of 205 million RMB). The 
project achieved utilization of heavy metal polluted sediment in a harmless, 
minimizing, stabilizing and recycling way, which played an exemplary role 
for ecological system regulation of domestic polluted rivers and lakes.

2008
2008 年，天航局《先进疏浚技术与关键装备研发及产业化》第

1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证书。十一五期间，天航局共获得

国家专利 22 项，集团级及以上科技进步奖 23 项次。

In 2008, TDC's “Research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Advanced 
Dredging Technology and Key Equipment” was awarded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for the first time. 
During the 11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DC achieved 22 national 
patents and 23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wards at the 
group level and above.

2009
2009年，天航局完成合同额(120亿元 )和营业额（101.5亿元）

双超百亿，提前两年实现了“百年天航，百亿天航”的阶段性

战略目标。

In 2009, TDC achieved over 10 billion yuan in both contract (12 
billion yuan) and turnover (10.15 billion yuan), reaching the staged 
strategic objective of “Centennial TDC, a TDC of 10 billion yuan” two 
years ahead of schedule.

2008
2008 年，天航局承建了太湖区域第 1个工程——太湖竺山湖清淤工程，

此后又承建了无锡贡湖、五里湖和梅梁湖等生态清淤工程数十项，有效改
善了当地的人居环境，创造了中国环保清淤工程战线最长（10年）、清

淤面积最大（约 460平方公里）两项纪录。
In 2008, TDC carried out the first project in the Taihu Lake area - the Taihu 
Zhushan Lake Dredging Project, and later contracted dozens of ecological 

dredging projects of Gonghu Lake, Wuxi, Wuli Lake, Meiliang Lake, etc. The 
dredging projects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local living environment and created 
records of the longest construction duration (10 years) and the largest dredged 

area (about 460 square kilometers) in China’s ecological dredging projects.

2010
2010年，亚洲最大的超大型自航绞吸式挖泥船天鲸号建成投产，

该船总装机功率 20020KW, 绞刀功率 4200KW, 最大挖深 20 米，

最大排泥距离 6000 米，能开挖抗压强度超过 40 兆帕的岩石。

In 2010，with total installed power of 20020kW, cutter power 
of 4200kW, maximum dredging depth of 20m, and maximum 

discharging distance of 6000m, TIANJINGHAO ---Asia’s largest 
self-propelled cutter suction dredging was put into service, capable 

of dredging rocks with a compressive strength up to 40MPa.

2009
2009 年 3 月，天航局承建的黄骅港综合港区全面开工建设。历经 17 个
月的日夜奋战，2010 年 8 月 1 日黄骅港通航。天航局克胜 30 年未见的
坚冰，完成港区近三分之二的施工任务，其中 11 个月内的疏浚工程总

量达 1.2 亿立方米，如果按 1立方米连续堆放，可绕地球 3圈
In March 2009, the Huanghua Port Comprehensive Port Area carried out by TDC 

commenced. After 17 months of hard work day and night, the Huanghua Port 
opened up navigation on August 1, 2010. TDC overcame the difficulty caused 
by solid ice that hasn’t been seen for 30 years and completed two thirds of the 
construction tasks of the port area, in which the total of dredging works carried 

out in 11 months was 120 million m3 - if split into blocks of 1 m3 each, continuous 
stacking of the blocks is enough to span the earth three times over.

2009
2009至 2013年，天航局承建了港珠澳大桥珠澳口岸

人工岛吹填工程。

From 2009 to 2013, TDC conducted Artificial Island Reclamation 
Project of Zhuhai and Macao Border Crossing Facilities of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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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十一五”期间，天航局累计完成新签合同额 424 亿元，实现

营业收入370亿元，实现利润38亿元，分别是“十五”期间的5.4

倍、5.8 倍和 16.9 倍。

During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DC cumulatively 
completed newly signed contract amount of 42.4 billion 
RMB, achieved operating income of 37 billion RMB and 
profit of 3.8 billion RMB, 5.4 times, 5.8 times and 16.9 times 
compared with the numbers of the t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respectively.

2015
天航局“耙吸挖泥船动力定位与动态跟踪系统”荣获2015年度国家
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十二五期间，天航局完成重点科研项目190项，
成功获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完成省部级科研成果鉴定55项，
获得国家专利及软件著作权216项，获评省部级工法34项。
TDC’s TSHD dynamic positioning and dynamic tracing system won 
Second Prize of National Award for Technological Invention. During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DC finished 190 key research 
projects, successfully won the title of National Enterprise Technical 
Center, completed assessment of 55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the 
ministerial level, and achieved 216 national patents and software 
copyrights and 34 ministerial level construction method.

2012
2012 年，天航局建成中国最新一代耙吸式挖泥船通程轮、通途

轮、通恒轮和通远轮。其中通途轮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 1

艘舱容超 20000 方的超大型耙吸式挖泥船，挖深可达 90 米。

In 2015, TDC completed the building of Tongcheng, Tongtu, 
Tongheng and Tongyuan TSHD---China’s latest generation of 
Trailing Suction Hopper Dredger, of which Tongtu is the first jumbo 
TSHD with hopper capacity exceeding 20000 m3 designed and built 
in China, and her maximum dredging depth is 90m.

2015
2015 年 12 月 11 日，国内自主设计建造的最先进的重型自航绞吸式挖

泥船天鲲号”正式开工建造。该船装备了亚洲最强大的挖掘系统和最

大功率的高效泥泵，可开挖抗压强度 50 兆帕以内的中弱风化岩石。

On December 11, 2015, the building of Tiankunhao--- the most advanced 
self-propelled cutter suction dredger designed and built at home---was 
started. The dredger equipped with the most powerful dredging system 
and high-efficiency dredging pump in Asia, and could dredge medium-
moderately weathered rocks with compressive strength below 50MPa.

2015
俄罗斯圣彼得堡布朗克港工程，合同工程量为 1382 万立方米，
总造价 1.1亿美元，是天航局代表中国疏浚业承揽的第 1个欧

洲疏浚项目。
With contract quantity of 13.82 million m3 and total 

construction cost of 110 million dollars, St. Petersburg 
Bronka Port Basin and Channel Dredging Project is the first 
dredging project in Europe conducted by TDC representing 

of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

2015
十二五末期，天航局已成立 4大区域中心 18 个国别办事处，

经营网络布局覆盖 50 余个国家和地区。

At the end of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DC has 
established 4 regional centers and 18 national offices with business 

network covering more than 50 countries and regions.

2015
马来西亚槟城吹填造地工程，合同额5.6亿美元，是天航局承揽

的海外单项合同额最大项目。
With contract value of 560 million dollars, Malaysia Penang 

Reclamation Project is the largest overseas project of single 
contract amount conducted by TDC.

2015
2015年，天航局海外业务产值已达100亿元人民币。

In 2015, the outcome of TDC’s overseas business reached 
10 billion RMB.

下接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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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o  Capt  David  Padman
世界疏浚协会联合会

东部疏浚协会

主席

Chairman of WODA\EADA
President of CEDA

Polite Laboyrie
中部疏浚协会

主席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as the chairman of the Eastern Dredging Association (EADA)/World Organisation of Dredging 
Associations (WODA) to congratulate CCCC Tianjin Dredging Co. Ltd (CCCC-TDC) on their 120th anniversary.

The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in 1897 as the haihe conservancy board and is the first specialised dredging organsation in China.  
Throughout its history CCCC-TDC has been very innovative and has its main core business in that of port and waterway dredging, land 
reclamation, survey, desig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shipping.

Having a modern fleet of more than 70 dredgers and a capacity of cutter suction dredgers exceeding 350 million cubic metres, 
CCCC-TDC ranks among the top dredging companies both internationally as well as in China.Over the years CCCC-TDC has had 
contracts and projects in over more than 1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ing a cutting edge in the area of dredging technique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technical centre in China.CCCC-TDC has in recent years also won a series of awards and has been 
given repeated prominence by China's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re are more than 110,000km of navigable rivers around the coast in China. China also boasts of having some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ep sea container ports such as Shanghai, Shenzen, Qingdao, Tianjin, Guangzhou, Xiamen, Ningbo and Dalian just to name 
a few. Hence there is a vast potential for the dredging industry to take its lead in China. Port entrances, access channels and rivers 
will need to be further upgraded to cater for the growth in cargo volume as well as for the increasing size of ships entering these ports. 
There will also be a need for an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inland waterways for the purpose of transportation of goods and its 
rol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this end I see the pivotal role being played by CCCC-Tianjin Dredging Co. Ltd. In achieving these goals. I wish to hereby 
congratulate CCCC-Tianjin Dredging Co. Ltd on your 120 years anniversary and wish you all the very best in the coming future.

Thank you and best wishes.

Dato Capt David Padman

“As President of the Central Dredging Association I sincerely congratulate CCCC Tianjin Dredging Company with their 120 
years anniversary. We all can be very proud that they always have been pioneers in dredging and are on the front row of international 
dredging with their modern Dredging fleet and high quality employees. I hope that CCCC Tianjin Dredging Company will fulfil their 
ambitions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enthusiastic part of the Dredging community for a long time!”

Mr Polite Laboyrie from the Netherlands is President of the Central Dredging Association (CEDA) and former Chairman of 
the Environment Commission of CEDA. Mr Polite Laboyrie is also Director Europe Africa and the Americas at Witteveen+Bos 
Consulting Engineers. He graduated as a coastal engineer from the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lft in 1986. His first job was in the 
Dredging and Maintenance Department of the Port of Rotterdam. 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redging Research Program and 
for dealing with Contaminated Sediments Projects in Rotterdam. After that he has been Head of the Hydraulic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at the Dutch Ministry of Infra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During his career he has been involved in 
many Infrastructural works around the world related to Water management, Flood protection and Dredging. This includ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2e  Maasvlakte, the Port expansion of the Port of Rotterdam, 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 Scale Disposal 
sites for Contaminated Sedimen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 Lock Projects in Netherlands and Belgium. Within CEDA mr 
Polite Laboyrie is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chairman of the Dredging Management Commission and member of the 
Strategic and Financial commissions. Also Mr Polite Laboyrie chairs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CEDA-IADC book on Dredging for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which will be published in 2018.

作为东部疏浚协会及世界疏浚协会联合会主席，我非常荣幸能够庆祝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成立 120 周年。

中交天航局的前身——成立于 1897 年的海河工程局，是中国第一家专业疏浚机构。纵观其历史，中交天航局持续创新，其主业延

伸至港口及航道疏浚、填海造陆、测量、设计、房地产开发、国际航运等领域。

中交天航局拥有超过 70 艘挖泥船的现代船队，其绞吸挖泥船队疏浚能力超过 3.5 亿立方米，是享誉国际的顶尖疏浚企业。多年来，

中交天航局承揽的工程项目遍布世界多个国家，拥有前沿疏浚技术，建立了国家级技术中心。近年来，中交天航局斩获了一系列奖项，

在中国工程建设领域屡获殊荣。

中国的海岸周边有着超过 110,000 公里的可航行河道。中国也拥有一些世界级深水港口，如上海港，深圳港，青岛港，天津港，广

州港，厦门港，宁波港和大连港等。由此可见，中国疏浚行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进港航道，航运通道以及河道都需要进一步升级以

满足货运规模、船舶规模的不断增长。我们同样要意识到内河航道对货物运输的重要性及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有鉴于此，可以看到中交天航局在达成这些目标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我在此祝贺中交天航局成立120周年并祝你们在未来一切顺利。

谢谢，顺祝商祺。

DATO  CAPT  DAVID  PADMAN

“ 作为中部疏浚协会主席，我衷心祝贺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成立 120 年周年。令我们感到自豪的是，中交天航局作为疏浚业的

先驱，一直走在国际疏浚前列，他们拥有现代化的挖泥船队和高素质的员工。我愿中交天航局满怀壮志与激情，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成为疏浚大家庭的中流砥柱！ ”

来自荷兰的 Polite Laboyrie 先生是中部疏浚协会（CEDA）的主席，曾担任 CEDA 环境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 Witteveen Bos 咨询

工程公司欧洲、非洲和美洲地区的负责人。他于 1986 年作为海岸工程工程师毕业于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毕业后在鹿特丹港的疏浚和维护

部门工作，负责疏浚研究项目和处理鹿特丹的污染沉积物。之后，曾任荷兰基础设施与环境部水利与环境工程部门主任。在漫长的职业

生涯中，参与了许多与水资源管理，防洪和疏浚相关的全球基础设施工程，其中包括建设 Maasvlakte 二期工程，扩建鹿特丹港，在荷兰

和比利时建造大型污染沉积物处置场以及大型船闸。在 CEDA 任职期间，Polite Laboyrie 先生是理事会主席，疏浚管理委员会主席，战

略与财务委员会成员。此外，Polite Laboyrie 先生主持了 CEDA-IADC 关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疏浚的书籍编辑委员会，该书将于 2018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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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e A. Kolman
国际疏浚企业联合会

秘书长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on the 120 years anniversary of the Tianjin Dredging Company. On behalf of all the IADC members, we 
send you our best wishes!”

René Kolman is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redging Companies, the umbrella organisation for the 
world-wide privately-owned dredging industry. IADC members represent the largest dredging and marine infrastructure companies in 
Asia,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Studied at the Nautical School in Rotterdam and holding a degree in Econom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The 
Netherlands, Mr. Kolman was Deputy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Dutch Landscaping Contractors Association before starting with IADC. 
In 2008 he joined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redging Companies and as of 1 January 2010 assumed full responsibilities as 
Secretary General. 

Mr. Kolman is in charge of developing and manag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dredging and its positive role 
in society. Through seminars, publications, presentations at conferences, as well as participation in working groups with sister 
organisations, IADC offers support to port authorities, developers and stakeholders on a diversity of subjects such as technology,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As a member of several IAPH and PIANC committees as well as PIANC’s Permanent Task Group Climate Change, Mr. Kolman is 
involved with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ets of the dredging industry. An advocate of Ecosystem Services, he recognises 
the varied interests and perspectives of diverse stakeholders and is interested in the inclusion of all relevant stakeholders from the 
beginning of a marine infrastructure project to ensure a holistic and facts-based approach. All these activities combined reflect Mr. 
Kolman’s long-standing commitment to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 

“ 真诚祝贺中交天航局成立 120 周年。我们代表所有 IADC 成员，向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

René Kolman 先生是国际疏浚企业联合会（IADC）秘书长，是全球私营疏浚企业的总部组织。IADC 的成员是来自亚洲、欧洲和
中东的疏浚和海洋基础设施公司。

René Kolman 先生曾在鹿特丹航海学院学习，并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曾任荷兰园林绿化承包商协会的执行
副主任。 2008 年，他加入 IADC，2010 年 1 月 1 日开始担任秘书长。

René Kolman 先生负责发展和管理疏浚信息在社会中的传播使其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举办研讨会，发行出版物，出席会议以及相
关合作组织的工作会议，IADC 向港口当局，开发商和利益相关方提供技术、环境和气候变化等多种主题的支持。

作为 IAPH 和 PIANC 委员会成员以及 PIANC 常设气候变化工作组的成员，René Kolman 先生涉足到了疏浚行业的环境、经济和文
化领域。他是生态系统服务的倡导者，承认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各种兴趣和观点，并有兴趣从海洋基础设施项目一开始就听取所有相关利
益相关方意见，以确保采取全面、正确的方法。所有这些活动结合起来反映了 René Kolman 先生对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承诺。

Secretary General of IADC

钱献国
中国疏浚协会

秘书长

Qian Xianguo
Secretary General of CHIDA

“120 Years of Striving, Three Centuries of Glory.”
The best wishes from China Dredging Association for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CCCC Tianjin Dredging Co. Ltd(CCCC-TDC). 
Originating in Haihe River, now becoming famous worldwide, as the first professional dredging organization in China, CCCC-TDC 

going through 120 years, representing modern Chinese dredging industry has gone through the glorious course from scratch, from 
weak to strong. 

From Haihe River to the South Sea, from the Bay of Bengal to the Baltic Sea, CCCC-TDC have its steps all around China and 
world. It has established hundreds of “the first” in China dredging history, constructed a great number of infrastructure benefiting the 
societ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promot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dredging technology and service ability,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sperity of national port waterway,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addition, it has formed good reputation of “Centennial TDC”, inherited Chinese dredging industry’s excellent spirit of continuous 
endeavor and unremitting self-improvement. 

The persistent and constant innovation, is the powerful driving force and successful experience for CCCC-TDC to experience 
trials and hardships, to unsurpassed strive and to be everlasting, is valuable wealth for Chinese dredging industry’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continuing improvement.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the whole industry is accelerating to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CCCC-TDC established the target of “Flourishing TDC”, making positive efforts for it. Without any doubt, it will continue play as pioneer 
and leading force in Chinese dredging industry. 

 “Idle boast the strong pass is a wall of iron; with firm strides we are crossing its summit.” China Dredging Association will depend 
on, assist and support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CCC-TDC, make joint efforts together with TDC to achieve the great target of 
“One Highland and One Center” of Chinese dredging industry, develop a beautiful China with green hills and clear water,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achieve “Two Centenaries” goal and to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风云两甲子，跨越三世纪”。

中国疏浚协会诚挚祝贺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120 周年华诞。

兴起于海河，扬名于世界，作为中国第一家专业疏浚机构，中交天航局历经 120 个春秋寒暑，代表中国现代疏浚业 , 跨越从无到有、

由弱至强的辉煌历程。

从海河汤汤到南海茫茫，从孟加拉湾到波罗的海，中交天航的足迹纵横华夏，遍及全球 , 创造了中国疏浚史上近百项第一 , 建树了

诸多利及社会、福祉民生的基础建设工程，促进了疏浚行业技术与服务能力的显著提升，为繁荣国家港口航道、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

态文明建设做出卓越贡献，打造了“百年天航”的优良信誉，传承了中国疏浚砥砺奋进、自强不息的优秀精神品质。

执著而始终不渝的创新，是中交天航风雨百年、卓绝奋斗而历久弥新的强大动力和成功经验，是赋予中国疏浚行业创新发展、做优

做强的宝贵财富。在全行业正在加快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中交天航确立“强盛天航”的目标并为之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必将继续在中

国疏浚前行的行列中发挥先行者和主力军的作用。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疏浚协会将依托、支持和助力中交天航局的创新发展，携手“百年天航”为中国疏浚实现“一

个高地、一个中心”的伟大目标，为建设绿水青山的美丽中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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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前言

1.1 Sustainable port development: needs and challenges

可持续的港口发展：需求和挑战

在世界人口不断增长和全球世界贸易以及气候变化挑

战的背景下，对航运的持续需求是疏浚部门的主要动力。

因此，由于经济增长，就长期需要海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

这对居住在低洼三角洲地区的人们尤其如此。然而，如今

各大公司正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中经营 —— 不仅从技术

角度来看，项目越来越复杂，而且在项目倡导者、立法者

和承包商中也必须融入越来越多的环保意识。工业界正在

通过促进设计和实施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来承担其责任

（在新情况下的环境意识）。但是，目前的开发和设计解

决方案还不够好。为了广泛实施并确保有效实现，这些解

决方案应得到客户、项目融资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广

泛接受。为此，在正在利用的评估方法中应考虑到这些解

决方案或方法的益处。这就是生态系统服务（ES）的概念。

为了设计更可持续的疏浚和海洋基础设施工程，以及实施

和实现环境敏感领域的安全，作为对项目效应（无论是效

益还是负面影响）的综合评估工具，以及实现广泛的公众

支持的概念，ES 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为了说明 ES 的概念如何有助于向可持续港口开发过

渡，本文利用澳大利亚邦特尼湾集装箱码头扩建项目来分

析展示 ES。关于该项目的大部分信息都取自环境影响报告

[1]，邦特尼扩建概况手册 [2] 和 2009 年度环境管理报告 [3]。

悉尼港（澳大利亚悉尼 ; 图 1A）扩建邦特尼港口，确保

足够的港口容量（泊位和码头土地的可用性），以满足新南威

尔士州（NSW）集装箱贸易的预测增长。该项目于 2005 年获

得批准，2011 年完工。项目扩建现有的 Patrick Stevedores 集

装箱码头，额外增加 1,850 米的码头面积（西面约 550 米，北

面约 1,300 米）（图 1），方便与现有泊位相邻的五个额外泊

位的建设。此外，还建立了 63公顷的集装箱码头区域。此外，

与拖船泊位相邻处吹填出 2 公顷面积，以建造一条直达前滨道

路 [1]（图 1C）的新公共游艇舷梯和停车场。 

增加的码头区域和泊位每年的容量约为 160 万 TEU。

这使得邦特尼港的总产能在未来 25 年及以后每年达到 300

万 TEU 以上。港池深度（达 16.5 米）可以容纳 8.000 

TEU 大型集装箱船。浚挖约 780 万立方米物料，这是必须

挖掘的，目的是加深航运渠道和泊位（图 1B）。邦特尼港

口扩展的总成本为 10 亿澳元。经济效益与提高货物处理效

率有关，使出口更具竞争力，避免拥堵成本。此外，项目

建设和扩建集装箱码头产生了许多直接和间接的工作。 

邦特尼湾港口区域的发展受制于与以前的人类活动，

包括创造和迁移居住地，工业活动污染水和沉积物，物

种引进，捕捞活动和运输业务等等。围绕现场的土地使

用主要涉及开放空间、工业、住宅和运输相关用途以及相

关的支持服务。现场附近的住宅区位于北部和东北部。 

Banksmeadow 的工业 / 住宅郊区位于该地区北部。邦特尼

住宅区距离现场东北约 0.5-1 公里。Hillsdale，Matraville

和 Maroubra 等相对较大的住宅区位于现场的东边。

B B

A

实现可持续的港口发展
Towards sustainable port development 

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加强港口活动（经济活动的繁荣）和惠及更广泛的社会（周边居民）和生态系统（地球的自然体系），

来实现港口开发项目的积极的可持续发展。现在世界上许多海洋基础设施工程正在环境敏感地区进行。 客观评估港口发展对我们

的利益和潜在负面影响，将有助于评估港口发展项目的可持续性。

作为对项目效应（无论是经济利益或整体影响）进行整体评估并获得广泛公众支持的工具，生态系统服务（ES）的概念已经

变得越来越重要。 采用生态系统服务的理念并不总是给出结论性的答案，比如项目是否具有全局的有益性（或者存在积极和消极

的影响），但是，通过确定所有的影响，并将它们放在一起评定，会对工程项目产生重要的附加价值。

国际疏浚企业联合会（IADC），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生物系生态系统管理研究组（ECOBE）共同探讨可持续疏浚和海洋基

础设施工程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主题。 本文显示，通过使用 ES，可以实现综合评估港口发展带来经济 / 人类 / 自然的成果。为了

说明这一方法，本文展示了澳大利亚邦特尼湾港口扩建项目的 ES 评估。 识别和评估港口发展对社会的广泛影响的能力，是实现

可持续港口开发项目的第一步。

本文的目标读者包括咨询业和雇主，特别是那些能够在自己的组织内进一步推广 ES 概念的人。 本文旨在帮助他们熟悉概念，

并确定港口开发项目不同阶段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本文还可用于启发和简化涉及港口开发项目决策的与第三方的讨论。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contribute to the positive sustainability outcomes of port development projects  

by means of enhancing port activities (Prosperity) and benefiting the broader society (People)  and the ecosystem 
(Planet). Many marine infrastructure works are taking place in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reas. A more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benefits and potential negative effects of port development for our Prosperity, People and Planet 
would assist with assess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a port development project.

The concept of Ecosystem Services (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s a tool for integral evaluation 
of project effects (whether benefits or impacts) and achieving broad public support. Taking an ecosystem services 
perspective will not always give a conclusive answer whether a project is overall beneficial or not (in case there 
ar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but has an important added value by identifying all effects and by putting 
them together in a single assessment.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redging Companies (IADC) and the Ecosystem Management Research 
Group (ECOBE), Department of Biology, University of Antwerp, Belgium have joined forces to explore the 
subject of ecosystem services assessments in regards to sustainable dredging and marine infrastructure work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a more integrated evaluation of the  Prosperity, People and Planet outcomes of port 
development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use of ES. To illustrate this approach, the ES assessment for the port 
expansion project in Botany Bay in Australia is shown.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and evaluate the broad range of 
effects of port development for society is the first step towards sustainable port development projects.

The target audience of this paper consists of consultants and employers, particularly those who are  in the 
position to further the ES concept within their own organisations. The paper is meant to help them familiarise 
themselves with the concept and identify opportunities for sustainability in different stages of port development 
projects. The paper can also be used to inspire and streamline discussions with third parties involved with 
decision-making on port development projects.

作者 : René Kolman(1), Annelies Boerema(2), Patrick Meire(3)

Affiliation:(1)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redging Companies; (2)University of Antwerp, Ecosystem 
management research group (ECOBE)
所属机构：（1）国际疏浚企业联合会；（2）安特卫普大学生态系统管理研究组（EC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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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 Location of the new terminal area for the Port 

Botany expansion, Botany Bay, Sydney, Australia [1]. 

B:  Project area before (2001) and after (2015) the port 

expansion (from google earth). C: Project layout: New 

terminal area,

boat ramp, Penrhyn estuary, foreshore, dredging area [3].

图 1. A：澳大利亚悉尼邦特尼港扩建新区域位置 [1]。 B：

项目区域（2001 年）和港口扩建之后（2015 年）（来自

谷歌地图）。 C：项目布局：新建集装箱码头区，船坡道，

Penrhyn 河口，前滨，疏浚区 [3]。

1.2  ES assessment 

ES 评估

生态系统服务（ES）是人类从自然中获得的益处 [4,5]。

生态系统服务框架构成了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社会文化

背景）之间的桥梁。这表明人类如何依靠生态系统和生态

系统服务来解释相互之间的关系。 ES 的概念旨在依据社

会福利（例如安全，维持良好生活、健康、良性社会关系

的基本物质），来对自然资源和 ES 的价值进行分类，描

述和评估。与港口发展相关的 ES 是：提供服务（提供鱼

类食品，木材生产和运输），管理服务（气候监管，水

质管理，空气质量监管，防洪，泥沙和侵蚀调节）和文化

服务（娱乐和文化遗产）[6-10]。此外，虽然不被认为涉及

ES，但由于工业项目对生物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指标有着

重要影响，本文研究将考虑到生物多样性。

虽然这些益处总是得到实现，但项目利益相关者（包

括开发商，融资者，政府）并不总是把它们视为完整的 “ 经

济利益 ”。ES 评估可以提供可归类于传统项目成本效益分

析的可量化信息和数据。因此，ES 的货币估值可用于进行

全面环境成本效益分析，并且来衡量投资成本，不仅要考

虑技术利润，还要考虑环境和社会经济效益。ES 评估还允

许在项目替代方案之间进行更好的比较 —— 不仅是减轻负

面影响的方案，而且是对环境产生积极贡献的方案 —— 提

供生态系统服务。此外，当货币估值不是直接可行时，可

以对 ES 进行定性评估。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评估中增

加其他考虑因素，如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目标。

ES 评估是按照四个步骤进行的。在步骤 1 中，确定

受项目影响的不同栖息地类型。可能与港口开发项目相关

的栖息地类型，类型范围从近海、滨上、河口到陆生生境（表

1）。在步骤 2 中，依据这些栖息地类型确定 ES，选定具

体项目相关 ES（表 1）。描述每个 ES 以及驱动交付的基

本机制（步骤 3）。表 1 给出了所列栖息地类型提供的 ES

主要概述。该概述系基于 5 个疏浚和海洋基础设施项目的

ES 分析得出 [11]。最后，在第 4 步中，所有生态系统服务

都将在质量评估中首先进行评估，并根据现有数据尽可能

多地添加定量和货币评估。

评估总是包括其于其他替代方案的比较：比较有或者

无此项目的情况，或者比较其他方案。对于定量评估，每

项服务都有其与该服务最相关的单位。例如，碳封存以每

公顷每年多少吨碳表示；木材生产以每公顷每年木量增加

立方米表示。对于货币估值，每个定量单位被转换成每公

顷每年多少欧元，以形成方案比较的基础。为了案例研究，

将会详细解释用于量化和评估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的方法。

为了量化，由于与 ES 效应相关的过程差异，离岸系统、

潮间系统和地面系统所用的方法各不同（例如潮间系统中

的沉积过程或地面系统中的地下水）。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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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生物量生产、水质调节、苗圃功能和生物多样性。

商业捕鱼不会直接受到港口扩张的影响，因为这个活

动不再允许在邦特尼园湾内。然而，在海湾入口处和毗邻

的沿海水域却有商业捕鱼。根据水文学和沿海过程的建模，

拟议的港口扩建极不可能影响湾外渔业活动。鉴于许多鱼

类和无脊椎动物物种利用湾水作为成长地，然后迁移到沿

海水域，可能的担忧是，由于该提案，对鱼类种群会有一

些影响。根据提案，核心研究领域的海草数量将全面增加，

因此预计与海草床相关的渔业生产力不会有净亏损，可能

会有小幅增长。

总体而言，港口扩建项目由于苗圃面积的增加，导致

鱼类产量增加。小型疏浚和吹填施工将用较深的软质泥沙

代替大面积的浅层沙质栖息地。疏浚将导致海底生产能力

的暂时丧失，而吹填将使集装箱码头覆盖区的生产能力永

久性丧失。挖泥处的生物群集情况将很快恢复（几个月的

时间），但是 “ 恢复 ” 到可认为代表该类型的深度栖息地的

条件可能需要两年以上 [1]。此外，疏浚处的鱼群组合与浅

层不同 [1]。

海草为鱼类和无脊椎动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为休闲

和商业上重要的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物种，如虾和螃蟹，提

供 “ 苗圃栖息地 ”[1]。因此，海草栖息地的增加有利于吸引

更多的鱼类和海洋生物。鱼可以使用海草泻湖的程度取决

于它们的深度。任何超过约 1 米深的水将被各种大小鱼使

用。海草栖息地的设计考虑到这一点，因为其将在低潮期

间被覆盖，海水将进入进出港航道，以防止任何较大鱼类

搁浅 [1]。

1 公顷红树林的损失导致鱼类，贝类和软体动物（539

公斤 / 年）和虾（146 公斤 / 年）的损失，其渔业经济价值

为 23,613 美元 / 年。

2.2.2  Provisioning service: Wood production 

2.2.2  供应服务：木材生产

鉴于红树林有木材生产的潜力，1 公顷红树林消失可

能导致木材生产（5976 公斤 / 年）和燃料木材（5,140 公

斤 / 年）的损失机会，林业货币价值为 38115 美元 / 年。

数据来自红树林大规模分析 [14]。然而，由于项目区域的红

树林面积非常小，这项服务被认为太小，不利于潜在收获

木材和燃料。

2.1.1  Provisioning service: Water provisioning for 

transportation

供给服务：运输用水供给

港口开发项目不会直接影响系统的非生物状态，以增

加运输用水的供应，但它会增加设施从现有的运输用水供

应服务中获得更多收益。额外的码头区域和泊位每年的处

理量约为 160 万标准集装箱。

2.1.2  Regulating service: Climate regulation (carbon 

burial)

调节服务：气候调控（碳埋藏）

由于栖息地的变化和每个栖息地类型的碳埋置能力，

估计港口扩建项目产生的负面影响很小（表 3）。虽然新建

的栖息地对碳埋藏有积极的贡献，但并不能弥补消失的栖息

地（主要是灌木丛）丧失的碳埋藏能力。气候调节（碳封存）

的货币价值在计算上作为避免的减少成本，即在其他方面可

以避免的以达到环境目标的减排措施的成本（相对于 1780

年工业前水平全球最高升高 2°C 的温度）。数据基于几项气

候模型研究的分析 [15]。使用货币价值 220 欧元 / 吨碳或 60

欧元 / 吨二氧化碳当量来计算碳固存的经济价值 [16]。

Table 3. Calculation of the impact on climate regulation 

(carbon burial)

表 3：对气候调节影响的计算（碳埋藏）

栖息地

植物学项目

区域效应 
( 公顷 )

碳埋藏

(吨碳 /公顷 /年 )
碳埋藏参考数据

影响 ( 吨碳

/ 公顷 / 年 )

海滨

泻湖、海湾 -59 0.068 [11] - 4

海草 +6 1.38 [17] 8-12

红树林 -1 0.83 - 3 [18-21] - 0.83-3

河口内
潮间带 +8.3 0.55-2.46

[17, 20, 22-24]
4-20

沼泽 +2 0.55-2.46 1-5

硬基 断层角砾岩 +1.9

陆地
沙丘 , 种植

灌木林
-11.1 6.8 [25] -75

总效应  吨碳 / 年 ( 平均值 ) -56

货币价值 欧元 / 年 (220 €/ton C) -12,320

2.1.3  Regulating service: Water quality regulation

调节服务：水质量调节

2   E S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B o t a n y  B a y  p o r t 

expansion project

2.1  Step 1: Habitat changes related to the Botany Bay 

project

2 邦特尼港口扩建项目 ES 评估

2.1 步骤 1：与邦特尼湾项目有关的栖息地变化

不同区域和栖息地类型均受项目影响（表 2）。在岸

边区域，相关的栖息地类型是海湾、海草和红树林。北部 /

西北部的新集装箱港区（图 1B，C），Penrhyn 河内河口

位于浅层浅水、潮间带和沼泽地。新码头和泊位的坚硬基

础被认为是一个单独的类别（“ 人造栖息地 ”）。最后一部

分是陆地，种植的灌木丛。 栖息地变化的描述主要是基于

以下参考文献：邦特尼港扩建环境影响报告 [1]，Penrhyn

河口栖息地增强计划 [12]，邦特尼港扩建环境监控：海草

综 合 报 告 Port Botany Post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Seagrass Summary Report，April 2015 [13]。

Table 2. Summary of habitat changes  

表 2. 栖息地变化概要

Habitat 栖息地
Change (projected completed in 
2011) 变化（2011 年完成）

Ha

Shore 
海岸

Beach,  
foreshore Beach 

海滩前滩

Restored and enhanced 修复加强

Lagoon, bay
潟湖海湾

-57 ha reclaimed (ship berths up to 
16.5 m depth) 57 公顷吹填（船舶泊

位深达 16.5 米） -2 ha adjacent to 
the tug berth facility for the new boat 
facility 新船设施与拖船泊位相邻，占

地 2 公顷 Small channel developed in 
the inner estuary 内河口进出通道

-59

Seagrass

海草

2001: 10 ha; 2008: 0.03 ha (=300 
m²); 2015: 40 m² (=0.004 ha) → 
Planned 计划 : 6 ha new 新 = + 6 ha

+6

Mangroves
红树林

Project 计划 : - 1 ha -1

Inner estuary
内河口

Subtidal shallow
潮下浅滩

Loss of a previously dredged hole 
and some areas of shallow subtidal 
sand habitat Will partly develop to 
seagrass and intertidal flat 疏浚凹坑

和一些浅层沙丘的栖息地将部分发展

为海草和潮间带

Intertidal flat 
潮间带

Initial 初始 : 3.4 ha; Project 计划 : -1.7 
ha → Planned 计划 : 10 ha new 新 = 
+ 8.3 ha

+8.3

Marsh 
沼泽

Initial 初始 : 1.4 ha; Project 计划 : -0.4 
ha → Planned 计划 : 2.4 ha new 新 = 
+ 2 ha

+2

Outer 
Estuary
外河口

Hard 
substrata
硬质基底

Ship berths 
泊位

- 57 ha reclaimed (ship berths up to 
16.5 m depth) 57 公顷吹填（船舶泊

位深达 16.5 米）

Rock rubble 
碎岩石

+ 1,850 m of wharf face 码头面 + 500 
m of seawall adjacent to seagrass 
habitat within the access channel 
and Penrhyn estuary 靠近通道和

Penrhyn 河口的海草栖息地的海堤

500 米 + 1,000 m rock wall adjacent 
to intertidal habitat 靠近潮间带栖息地

1000 米石墙 + 500 m of seawall used 
for the tug berths and recreational 
boat ramp 拖船泊位和游船坡道 500
米海墙 -------------------- + subtidal rock 
wall between the tug berth area and 
the downstream end of the estuary 
channel (average height of 5.5 m) +
拖船泊位区域与河口通道下游端（平

均高度 5.5 米）之间潮下石墙 +4.5 m 
subtidal rock wall as an extension of 
the boat ramp rock revetment 船坡护

岸延伸的 4.5 米石墙

+3850m=

19250m²

(average 

5m height)

= 1.9 ha

Terrestrial 
陆生

Dune, planted 
Shrubland沙丘，

种植的灌木带

Project 计划 : - 0.6 ha and - 10.5 ha 
Retained 保留 : 4.5 ha

-11.1

Surrounding 
area (road, 
residential, 

industry) 周围区

域（道路、居住

区、工业区）

Freshwater 

Habitat

淡水栖息地

Drains

排水沟

2.2 Step 2 and 3: Ecosystem services of the Botany Bay 

project 

2.2 步骤 2 和 3：邦特尼湾项目的生态系统服务

研究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使用邦特尼湾（Botany Bay 

Container Terminal）现有航道功能提高港口容量。本文的

目的是，评估项目除主要目标之外是否产生其他 ES 效益。

根据可用数据，还说明了这些影响的计算（在生态和经济

方面），可用于纳入成本效益分析。 然而，对示例项目进

行全面的成本效益分析并不是本文的目的。

2.2.1  Provisioning service: Food production: fish, 

shellfish  

2.2.1  供应服务：食品生产：鱼，贝类

鱼类生产与来自开放水域、海底（螃蟹，虾，鲽鱼等）

或海洋、河口、港湾（牡蛎，贻贝等）中硬质基质的鱼类

数量直接相关。鱼类生产的潜力受到其他一些生态系统功

能和服务的间接控制，例如可用于饲养鱼类的食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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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墙及船用斜坡道岩石护岸，目的是为了消除拖船运行

所产生的能量，从而减少冲刷河口航道的可能，及保护游

艇用户免受拖船的冲刷 [12]。 从长远来看，新码头将会造成

研究区域的某些地方波浪能量小幅减少，而在其他地方也

没有影响。重要的是，海草保留区域的波高不会增加 [1]

2.1.6  Regulating service: Sedimentation and erosion 

regulation

调节服务：沉积和冲蚀调节

不同的栖息地类型对沉积和侵蚀调节有不同的影响，

这取决于当地的条件（水流，沉积物类型等）。项目前后

监测的沉积和侵蚀率对于了解影响很有必要。关于海草斑

块，没有观察到实质干扰。 每个位置的沉积都不同，一般

在 20mm / 年以下 [3]，之后一般低于 25mm / 年 [26]。 由于

缺乏可比较的施工前数据，因此无法将其与施工前条件进

行比较。

关于河口（潮间带和沼泽），存在累积的趋势。 由于

缺乏可比较的预处理数据，因此无法确定迄今所观察到的

沉积速率是否在正常的施工前范围内。

总体而言，随着项目的开展该地区的沉积物堆积将得

到加强，这对营养和碳埋藏有积极作用。然而，这可能导

致 Penrhyn 河口完全淤堵，因为有周边墙壁（道路）该地

区不能进一步扩大。 为了海草的生存，堆积速率不会太高。

2.1.7  Cultural service: Opportunities for recreation

文化服务：娱乐业的机会

与港口扩建项目并行开发的栖息地增强计划和娱乐计

划增强了该地区的娱乐休闲业发展的可能性。Penrhyn 河

口栖息地的部分增强设计一方面是提供受控的公众访问，

另一方面，尽量减少对河口内的干扰 [12]。其中一些设施属

于使当地社区受益的项目的组成部分。行人和环形路径，

大型停车场和便利设施建筑物应以受控的方式改善对该地

区的访问。Mill Stream 口附近的高架观景平台和原生景观

的开发是为了在不影响自然的情况下，享受该地区改进后

的自然特征（滨沙丘地区，潮间带沙滩 / 泥滩，盐沼和海

草栖息地的恢复）。位于 Penrhyn 河口的专门设计的观鸟

平台通过人行道可以进入，其开发是为了观看迁徙水鸟，

Penrhyn 河口是一个重要的生态栖息地 [1]。

红树林地区的消失对于娱乐具有消极影响，但预计通

过新建地区，娱乐钓鱼和鸟类吸引力得到补偿。

海洋哺乳动物的存在可能受到港口扩建的影响。 预计

主要对南露脊鲸有影响，这种动物于对声音敏感 [12]。 港口

扩建可能可以减少该地区的观鲸机会。

虽然 Botany 湾（南部）周围有几个大型国家公园，

但滨海沙滩和 Penrhyn 河口的存在可以为居民增添重要的

娱乐机会（图 2）

Figure 2. National parks in the vicinity of Botany Bay 

(Google maps)

图 2：Botany 湾周边的国家公园

2.1.8  Cultural service: Cultural heritage

文化服务：文化遗产

在这项研究中，遗产包括文化和自然遗产。 千年生态

系统评估将文化遗产定义为过去文化关系中的 “ 回忆 ”。 研

究区有两个特点，但不受项目影响（政府码头和土著人遗

产）。 政府码头的历史遗迹在研究区内，但不会因施工而

受到干扰。码头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政府在 Botany 湾促进贸

易和建设港口基础设施的第一次尝试 [44]。 在项目地点，没

有发现原住民遗迹或文物 [26]。

2.1.9  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本身不被视为一种生态系统服务，但对

于若干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多样性与服务供给之间存在

对 Penrhyn 河口的预测影响包括淤积小幅增加，温

度和溶解氧小幅变化，营养物质和粪便大肠菌群增多。这

种预测的影响可能给 Penrhyn 河口为水鸟提供可行的栖息

地造成压力，尽管由于潮汐冲刷和水质的降低造成的对于

Penrhyn 河口的水鸟及其栖息地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很难预

测。[1]

虽然一些水质指标与建设前平均值有异，但 Penrhyn

河口的总体水质结果适合支持 Penrhyn 河口栖息地增强计

划增强的栖息地，目前尚无迹象表明有可能形成富营养化

状况。总氮量和总磷量没有在建设后改变。[27]

根据栖息地变化，估计对该地区的总体水质监管会产

生小幅负面影响（表 4）。虽然新建的栖息地对从水中去

除营养物质有积极作用，但并不能弥补失去的栖息地（主

要是灌木丛）丧失的营养物质去除能力。对于海湾地区来说，

因为认为沉降速率有限，所以氮磷埋葬的效应没有包括在

内。 关于货币价值，使用氮和磷去除的影子价格（€/ kg N，

€/ kg P），这是使用（其他）技术投资除氮的平均成本。

关于除氮，使用了 40 欧元 / 公斤（N）的货币价值，这是

文献中的平均值（5 - 74 欧元 / 公斤（N））[28]。关于去除

磷，使用了 55 欧元 / 公斤（P）的货币价值，这是文献中（8 

- 103€/ kg（N），[28]）的平均值。

Table 4. Calculation of the impact on water quality 

regulation (denitrification, Nitrogen and Phosphorous 

burial). References are given in the table.

表 4：对水质调节影响的计算（脱氮，氮和磷埋藏）。表

中已给出参照

栖息地 公顷
脱氮

(kgN/ha/y)

氮埋藏

(kgN/ha/y)

磷埋藏

(kgP//hay)

海滨

泻湖、海湾 -59 61-63 [29, 30] 忽略不计 忽略不计

海草 +6 29.45 [31, 32] 134 [33] 20.1 [33]

红树林 -1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河口内

潮间带 +8.3 0-437 [34, 35] 56.9-252 [34-35]
3.64-40 [35, 

37-41]

沼泽 +2 0-437 [34, 35]
14.2-252 (see 参

考潮间带 )

0.91-40 ( 参

考潮间带 )

硬基 断层角砾岩 +1.9 21.9 [42] 0.7-0.8 [42] 0.10 [42]

陆地
沙丘 , 种植

灌木林
-11.1 No data 277 [25, 43] 20 [25, 43]

总效应 kg N or P/y ( 平均值 ) -1,500 -723 +120

货币价值 €/y (40 €/kgN, 55 €/kgP -60,000 -28,920 +6,643

2.1.4  Regulating service: Air quality regulation

调节服务：空气质量调节

预计在 Botany 港口扩建施工期间，空气质量将受到

粉尘排放的影响。施工过程中粉尘排放分散模型表明，粉

尘浓度和沉积速率符合 EPA 标准，因此不会对周边土地

的利用产生重大影响 [44]。 与 PM10 的粉尘目标 50μg/m3

相比，2011 年的 PM10 监测记录没有超标 [26]。栖息地类

型的变化造成地上植被存有量的减少从而降低了该地区细

粉尘捕获的可能性（表 5）。11 公顷种植灌木丛和 1 公顷

红树林的遗失只被 2 公顷的沼泽地替代，这是唯一有捕获

细粉尘可能性的栖息地。空气质量管理（细尘除尘）的货

币价值被计算为对避免使人体健康受到损害（欧元 / 公斤

PM10）。这是基于细粉尘排放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害的研

究，平均为 54 欧元 / 公斤 [28]。

Table 5. Calculation of the impact on air quality regulation 

(fine dust capture by vegetation)

表 5 对空气质量影响的计算（植物的粉尘捕获）

栖息地 公顷
粉尘捕获

(kg/ha/y) [45]

海滨

泻湖、海湾 -59 0

海草 +6 0

红树林 -1 44-88

河口内
潮间带 +8.3 0

沼泽 +2 18-36

硬基 断层角砾岩 +1.9 0

陆地 沙丘 , 种植灌木林 -11.1 18-36

粉尘捕获的总体变化 kg/y ( 平均值 ) -312

货币价值 €/y (54 €/kg) -16,848

2.1.5  Regulating service: Flood protection

调节服务：防洪

拟议开发前后的水文模拟（以确定设计降雨条件下

的地表水流量）和水力模拟（以确定洪水等级）表明，

Botany 港口扩建不会对 Botany 港口周边集水区的当地洪

水行为产生不利影响或造成 Penrhyn 河口内洪水等级的增

加 [44]。建模得出结论，由于扩建造成的海湾进潮量的变化

极小。 Penrhyn 河口的潮汐高度将与 Botany 湾的其余部

分相同。由于这些潮汐高度不变，Springvale 和 Floodvale 

Drains 的潮汐渗透也将保持不变 [1]。

在拖船泊位区域与河口航道下游末端之间形成的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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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Summary of the impact of the port expansion 

project in Botany Bay on ES

表 6：Botany 湾港口扩建项目对于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的总结

生态系统服务 总体影响 主要影响总结

食物生产 : 鱼类 + 增加繁殖区域

木材生产
不相关，因为区域面积太小从红树林获取的潜在的

木材及木柴收益不大

为运输供给的水资源 ++ 项目目标 :  增加使用此服务的可能性 ( 经济收益 )

气候调节 - 新建栖息地的积极影响比丢失栖息地的消极影响小

水质调节 - 新建栖息地的积极影响比丢失栖息地的消极影响小

空气质量调节 - 损失地上植物

防洪 不相关，面积小

淤积及冲刷调节 +/- 淤泥堆积 : 其他功能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娱乐 + 增强娱乐计划

遗产 无影响 ; 遗留物融入到了设计之中

生物多样性 : 水鸟 ,

海洋哺乳动物
+

预计会对水鸟产生积极影响，但需要更多时间观察

全面影响

3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讨论与结论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可以帮助实施可持续的港口开发。

它为评估现有和计划的项目的社会效益和负面影响提供了

一个框架。此外，它可以用于评估和比较项目设计和项目

位置的不同替代方案，以根据项目目标（经济繁荣和民众），

以及广泛的社会效益（植被和居民）进行决策。这样可以

更好地比较项目替代方案，同时考虑到环境的微妙差异。

它也是为环境做出适当贡献的替代方案，而不仅仅是补偿

负面影响。通过从项目的概念化阶段针对各种生态系统服

务，并优化其设计以获得额外的收益，并将努力创新从 “ 避

免损害 ” 转移到 “ 创造机会 ” 之上。从项目的设计阶段考虑

生态系统服务，可以对涵盖繁荣，人与地球的港口发展项

目的潜在利益和影响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它可以增加

一个项目可能会被忽略的价值，并创造来自不同利益相关

者的觉醒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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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左图：Botany 湾南露脊鲸（2006 年 7 月 22 日，由

DEC 提供）；右图：Botany 湾 Molineaux Point 外澳洲海

豹（2006 年 7 月 22 日，由 DEC 提供）[12]

2.2  Step 4: Evaluation

第四步：评估

一部分海湾，灌木林和红树林转换为港口扩建，包括

Penrhyn 河口的栖息地加强，对生态系统服务产生积极和

消极的影响（图 4，表 6）。 栖息地增强计划是为生物多

样性（主要是琵琶鸟）和娱乐而开发的。通过发展更多繁

殖区域，这对鱼类生产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转换

的大面积栖息地会对气候调节，水质调节和空气质量调节

产生负面影响。由于主要收益（娱乐和生物多样性）是生

态系统中最难转换为货币价值的收益之一，因此该项目的

货币评估不会加入到客观的项目评估中。该地区的消极影

响应以更加宽泛的管理计划进行评估（与水质，气候等相

关等）。

Figure 4. Summary of the ES effects of the Botany Bay 

project. The main benefit for the container sector (in 

black: shipping) is the main project benefit considered 

in the initial project evaluation. All additional ecosystem 

services effects are indicated in green (if positive) or red (if 

negative).

图 4：Botany 湾项目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的总结。集装箱的

主要收益（黑色：航运）是最初项目评估中的主要项目收

益。所有额外的生态系统服务影响以绿色（积极）或红色

标识（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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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海采矿介绍

深海采矿的起源是在卡拉海 (the Kara Sea) 底部，

1868 年在这里第一次发现了以多金属结核的形式存在的深

海矿物（ISA，2017）。这些马铃薯形状的矿物含有高浓

度的锰和其他物质，包括较低浓度的镍，铜和钴。在 1872
年至 1876 年间，英国皇家海军舰艇挑战者号进行了为期

四年的科学考察，进而在大多数海洋中发现了多金属结核。 

20 世纪以来，离岸勘测技术蓬勃发展，主要是受到石

油需求增加的驱动。勘测技术的一个主要发展是在 1930
年首次将回声（声纳）测深用于海底地形勘测（ISA，

2017）。现代多波束回声测深仪（侧扫声纳）可以在 4 千

米的水深下覆盖 20 千米的宽度。GPS 的发展使得范围再

次变大，其方式是让多艘船舶以平行的方式同时航行。

海底测量的另一种方法（见图 2.1）使用自行水下载具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缩写为 AUV）来在

海底深达 4500 米的深度进行绘图，拍照或采样。

测绘技术的发展增加了研究人员调查地球海洋的可能

性。此外，大陆漂移理论被 19 世纪 60 年代的板块构造理

论所取代，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地壳的科学认识（Rona，

2008）。这个理论描述的内容为：地壳作为地壳构造板块

彼此独立移动，而不是单一的静态地幔。该理论的直接结

果是人们认识到了的陆地是处在永不止歇在损失和创造过

程中，这是因为构造板块的收聚和分散。这一理论导致在

海底发现了 “ 黑烟囱 ”【译注：海底热泉的一种】（Spiess 

et al., 1980），以及主要板脊的火山活动和海床大块硫化

物（SMS）沉积物的来源。这种矿物源含有丰富的铅，锌，

铜，金和银。图 1 显示了通过海底勘测确定的当今已知的

全球海洋矿物全球矿床地图。

需要澄清的是，目前用于浅水开采的技术，其范围是

从 0 米到 40 米的水深，主要采用钻石，煤，锡，金，钛和

锆（Rona, 2008），这点和深海采矿不同。本文仅讨论深

海采矿，涉及数百到数千米的水深中的矿源。表 1 为深海

开采所关注的矿物和所含金属。

图 1: 已知海洋矿产资源的全球分布 (Rona, 2008)

表 1: 所关注的矿物 (Rona, 2008, ISA, 2017)

水深 矿物 所含矿物质

[m] [-] [-]

350-1,000m
400-4,000m
1,000-3,700m
4,000-6,000m

磷灰石结核

富含钴的地壳

海底硫化物矿床

锰结核

P2O5

Co, Ti, Ce, Ni, Zr
Pb, Zn, Cu, Au, Ag
Mg, Ni, Cu, Co

1.1 全球对原材料需求的进展

深 海 采 矿 作 业 的 可 行 性 主 要 取 决 于 市 场 力 量

（Falconer，1989）。1980 年发现 “ 黑烟囱 ” 后，第一个

预计可行的深海采矿作业不久后就出现了。和其他资源一

样，作为农作物肥料的宝贵资源磷矿曾经预计也将在 2000

年之前耗尽（Meadows et al., 1972）。目前人们已经在海

底发现了大面积的磷矿结核，其中最有希望的是新西兰附

近的 “ 查汉姆海岭 (the Chatham Rise)” 磷矿。多家公司探

讨了将该领域发展成为有利可图的海洋矿山的可行性，在

水深 400 米处，磷酸盐结核的储量估计达到了 2500 万吨。 

然而，预测的短缺似乎并没有发生，于是在矿产价格稳定

之后，深海采矿开发也就在 90 年代初期停止了。因此，大

众对于深海采矿的兴趣消失了近二十年。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内

的几个国家自新千年开始，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期间

伴随着原材料消费和需求的增加。世界约 40％人口财富的

快速增长显著增加了对原材料的需求。随着需求和供应的

差异增加，金属价格在 2002 年至 2008 年间增加了 2 倍。

全球金属价格上涨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深海开采的兴

趣。目前，17 个公司和 / 或组织拥有多金属结核领域的采

矿许可证，多金属硫化物矿场6个，富钴铁锰矿场4个（ISA，

2017 年）。除了公海的项目外，还有几个组织在巴布亚新

几内亚附近的 Solwara 多金属硫化物矿场和新西兰附近的

查塔姆磷酸盐岩地区获得单个国家的水域开采许可证。 这

些项目的共同特征是没有采用开采许可证的发放审批的一

般程序。该许可证的关键部分是环境影响评估，由于开采

可能对深海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因此环境影响评估是在

全球范围内的一个敏感问题 .

1.2 环境影响

预测采矿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仍然很困难，这是因为

人们对深水区环境的知识相对较少。 在国际层面上，存在着

深海采矿介绍及其与疏浚行业的联系 (4)
Introduction to Deep Sea Mining and the Relevance 
to Dredging Engineering (4)

摘 要：一些主要的疏浚和采矿公司显示出了对深水中多金属亚硝酸盐沉积物开采的兴趣。在项目开发的初始阶
段的诸多障碍中，其一是评估环境影响。海上采矿的环境影响很大一部分是由海水混浊度增加引起的。在开挖过程中，
由于沉积物的悬浮 , 或者排放的回水 , 又或者可能存在的尾矿进入海洋等原因，增加了浑浊等级。目前可用的工程
模型和软件难以将”湍流固体沉积物—水”混合物和（深）海底之间的相互作用涵盖在内。这为浑浊源的预测带来
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随着污染源用于长期和远场环境影响计算的输入而增加。

本文提出了旨在改进当前模型的研究计划。该计划将能够模拟湍流浑浊源及其与水下海床的相互作用。通过使
用开源计算流体力学 (CFD) 软件和三维大涡流模拟湍流模型，本文预计在主要运输过程的预测方面将取得显着的进
步。本文提出了数值验证案例，以展示该应用所选模型的可能性。

关键词：深海采矿；环境影响评估；浑浊羽流

Abstract: Several major dredging and mining companies have shown interest in the prospects of mining for 
metal rich sulphite deposits in deeper waters. One of the obstacles during the initial phases of project development 
is the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offshore mining 
is caused by an increase in turbidity of the oceanic waters. Turbidity levels are increased by the suspension of 
sediment during the excavation process and due to the discharge of return water and possibly tailings into the 
ocean. Available engineering models and software have difficulties to includ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urbulent 
sediment-water mixture and the (deep) seafloor. This introduces an uncertainty into the predictions of the turbidity 
source. Uncertainties increase as the source is used as input for long-term and far-field environmental impact 
calculations.

Key words：Deep sea mining；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Turbidity pl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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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海床或者是沉积的颗粒的（二次）悬浮作用，从而可能

增加而不是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羽流发展的附近（近场）

计算可以确定相对于海底的最佳排放距离。

可以用现有的模型来预测露天水域（无边界）水下浑

浊羽流的行为（Lee and Chu, 2003, Jirka, 2004）。然而，

考虑到海底附近的排放，浑浊羽流和海底土壤之间的如侵

蚀和沉积这样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将使得现有的模型不再可

靠（Grunsven et al. 2016）。如 Spearman et al.  (2016)

所证实的那样，物理过程的模拟简化可能导致显著的高估

最坏的情况（2016）。 

增加可用模型的适用性将有助于海底邻近排放的研究，

从而促进颗粒物载流的海床侵蚀的复杂物理学的发展。由

此获得的知识可用于开发创新的缓释解决方案，并改进排

放系统的设计优化模型。

为了拓展现有浑浊源发展模型的适用性，本文开发了

一种更为基础的浑浊源与（深）海洋环境相互作用的方法。 

下一段将概述现有的浑浊源模型，随后将概述作者们的最

新的工作。

近期工作

为了研究冲击到海床上浑浊羽流的基本物理过程和

产生的浑浊海浪，本文开发了一系列数值模拟和验证实

验。为了用数值模拟近场羽流分散，需要几个子模型来

有效地捕获复杂的物理学数据。至少需要 3 个模型：

SGS 应力湍流闭合模型，悬浮固体特性的混合模型和海

底相互作用的侵蚀模型。这些模型引入的不确定性需要

通过验证实验进行量化，以对模型的预测值和数值计算

进行评估。

数值模拟在开源软件包中运行。与商业CFD软件相比，

开源系统在求解器和仿真选项中提供了可比选择，而开放

许可证可以自由探索源代码，以确保最大的透明度。

用于解决不稳定（时间依赖）流问题的速度和压力

场的有效数值算法是 PISO 求解器（Issa 1986）。它与

WALE 子网格尺度应力模型结合使用符合 de Wit（2015）

的描述。该模型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即使对于非结构化网

格它也已被证明是稳定的。该模型还包括从层流到湍流的

过渡，并且不依赖于边界区域相互作用的经验阻尼函数。

这被认为是研究海底相互作用的重要优势之一。

通量方程可用于跟踪被动标量（零滑动接触粒子），

可用于流态发展的可视化。通量方程式包括将紊流粘度与

湍流扩散关联起来的经验常数。这个无量纲常数称为施密

特数（Sc）。Sc = 1 的值被用于具有假定质量和大小的被

动标量。

基于 Galeazzo 等人（2011 and 2013）的实验和模

拟，本文研究了横流情况下的射流（Van Grunsven et 

al., 2016）的案例，并研究了一个冲击式射流案例，根据

Maurel 和 Solliec（2001）的实验，测试了 WALE 模型的

稳定性（图 3）。在这两种情况下，将中心线速度和速度

波动与可用文献中发现的实验数据进行比较。

总体而言，结果是一致的。由于启动效应，在排放管

附近发现测量和模拟之间存在着微小差异，而这可以通过

将湍流波动纳入离开管道的初始水流中来改善。对于冲击

式射流，难点在于在射流正下方壁的撞击区域附近难以精

确计算。这表明，为节省计算时间而使用的壁函数不能用

于类似的模拟，因为这些函数将错误地假定在壁处是完全

发育的速度曲线。在这些情况下使用壁函数，预测海底的

最大速度，可能会降低可能的侵蚀。

图 3. 通过被动标量显现的冲击波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Van 

Grunsven et al., 2016）

在采用单相（仅水）排放的方式成功测试了湍流模型后，

基于浑浊羽流理论对其进行模拟。对于这些模拟，使用了

来自漂移流量模型。漂移流量模型整合了密度梯度，沉降

颗粒以及基于混合物中沉积物的体积浓度的粘度校正。

本文使用了 Boot（2000）的实验进一步验证模型（Van 

Grunsven et al., 2017）。Boot 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模拟

了耙吸式挖泥船下方浑浊羽流的初始发展。在代尔夫特理

工大学的流体动力学实验室的水道中使用了比例模型（缩

放比例为 1:60）。在实验过程中固定的船体尺寸，羽流排

放深度和管径。浑浊羽流用水和高岭土的混合物表示。在

实验过程中，船体以下的环境水流，羽流速度和密度都有

对采矿在较深水域和公海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忧虑（e.g. Halfar 

and Fujita 2007, WOR 2014）。这表明需要对环境影响进行

可靠准确的预测，这是目前海上采矿业高度重视的优先事项。

对离岸采矿项目环境影响评估的早期研究和开发可以

追溯到几十年的红海（Thiel et al. 1986）和克拉瑞恩 - 克

利珀顿区（Oztergut 1981）。 Schriever（2009）概述了

直至 2012 年以前海上采矿的主要环境影响研究。在最近

的一项研究中，Ortega 等人 （2014 年）开发了环境影响

研究评估框架，确定了主要难点和知识缺口 .

有些环境影响仅限于采矿活动附近的一个小区域。 然

而，在潮流的影响下，在实现完全沉降或稀释之前，浑浊

羽流可能会在不同方向上扩散数英里（Schriever and Thiel 

2013）。缓解措施应降低浑浊羽流对相邻生态系统中敏感

受体（如冷水珊瑚）造成（永久）损害的风险。

2 浑浊羽流

人们发现浑浊羽流的源头主要在两点 : 挖掘过程中海

底土壤的破坏，以及从垂直运输系统排出回水。其中 , 挖

掘过程中的土壤破坏模型 , 已由（Chen et al. 2013a,b）, 

（Chen et al. 2014）, （Chen et al. 2015）和（Kuiper & 

Chen. 2016）计算说明 . 垂直输运方面 , 生产的矿石通过

提升管作为泥浆运输到采矿平台。一旦泥浆到达平台，它

就通过各种筛子和过滤系统，将有价值的矿石与水分离开。

经济价值上矿石的边界品位界定了有价值固体的尺寸范围，

进而决定了过滤后废水中剩余固体的粒度分布。具有残留

固体（泥浆）的处理水通过排放管回流到船下的海洋中，

导致浑浊羽流（图 2）。

图 2. 海上采矿浑浊源图例

经济上的矿石边界品位取决于矿产类型和具体场地。

尽管海上采矿场地的数据在公开资料中很稀缺，但是还

是发布了三次 70 年代的深水现场测试测量的羽流数据

（Schriever and Thiel 2013, Ozturgut et al 1981）。 这

些数据同来自 Schriever and Thiel（2013）的鹦鹉螺矿物

有限公司的勘探结果一同列在表 2 中。尽管悬浮固体浓度

（SSC）大致在 5-15g / L 的级别，但是该数据显示排放水

中的最大颗粒的范围为 8μm 至 1mm。颗粒的巨大差异主

要是由于组合使用了各种筛网和过滤器。

表 2：回水属性的公开资料

项目名称 粒径 悬浮固体浓度

MESEDA(1977-81)
重金属混合泥浆

<20μm 10-14g/L

DOMES OMI(1978) 
锰结核

<1000μm
12.7±9.56g/L&6.8 
±5.61g/L

DOMES OMA(1978)
锰结核

<64μm 5.8±3.91g/L

Solwara 1(-) 
海底硫化物矿床

<8μm 6g/L

2.1 羽流影响的缓释方法

初始的采矿概念将回水从船舶甲板排放到海面浅水

中视为一种极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也有利于监测作业。然

而，环境影响评估研究建议采用深水排放的来排出悬浮

固体，以避免各种水柱过程的干扰（Thiel et al 1986）。

Schriever and Thiel (2013) 列出了可能被浑浊羽流扰乱的

水柱过程，按照不同的水深区域进行分类：

1. 初级生产区 ; 藻类和浮游生物的最大的水生养分区

（+50 米水深）

2. 表皮区 ; 阳光穿透极限（200 米）

3. 海洋哺乳动物密集垂直迁移区（500 米）

4. 最小含氧区（1000 米）

列出的水深是标志，并随着每个地点和季节而变化。

Schriever and Thiel (2013) 指出，通过靠近海底排放，来

实现尽量减少干扰任何水柱过程的风险。鹦鹉螺矿物有限

公司为Solwara 1号采矿点采取的缓解措施符合这一建议，

其方式是选择距离海底 25 至 50 米的回水排放（Nautilus 

2008）。这种期望是通过靠近海底的排放物将浑浊羽流限

制在较低的水柱上，从而减少冲击面区域并加速悬浮颗粒

的沉降。

剩下的挑战是为各种排放条件确定最佳排放深度。在

靠近海床的地方排放回水可以引发二次羽流 , 这主要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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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之后用计算流体力学模拟了这一系列实验。所用实验

为初始静水，排管速度为 0.2m/s，混合密度为 1049kg/

m3。对于这些模拟，通过首先模拟长度为 25 个管道直径

的管段来确定通过管道的排放。从该模拟中，平均速度分

布，应力张量和湍流长度比例用于构建时变湍流初始流动

条件。这种用于 LES 模拟的入口方法称为合成涡流模型

（DFSEM），而且 de Wit（2015）已经成功使用。

 图 4. 实验羽流的发展（左侧）（源自 Boot，2000）和数

值模拟（Van Grunsven et al., 2017）

为了正确模拟近床羽流，不能使用时间平均的壁函数，

这意味着在靠近床壁的地方需要使用小的有限元，从而计

算模拟中的速度分布。为此，需要至少 220 万个单元，这

意味着需要在 4 个 CPU 内核上进行 120 小时的模拟。通

过在底壁附近进行精细的网格细化，模拟成功地解决了径

向密度水流和高架前端形状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羽流的大小和发展似乎也与 Boot 的

实验相匹配。然而，Boot（2000）的实验并不能完美匹适

来对用于海洋采矿应用的排放羽流数值模型进行完全验证。

通过视觉比较，实验可以很好地对羽状流的变化和行为进

行比较；然而，定量验证对于 Boot 的未定义的槽床粗糙度

和精确的排放体积非常敏感。此外，出入验证的目的，理

想的做法是比较在浑浊云雾内沉降的较粗颗粒的影响和模

拟中斜坡地形的影响。由于 Boot 使用了细质粘土，无法测

试沉降模型，例如沉淀物的沉淀。

为了能够验证深海采矿影响研究的模拟，本文建议进

行专门的实验。目前，出于这个目的，在代尔夫特理工大

学举行了一个实验项目。为此，在疏浚实验室建造了一个

水槽，通过使用小型管道，可以模拟定量的尾矿排放。 在

羽流中，可以测量速度和浓度变化，以确定源的速度和浓

度衰减。 这些实验的结果还没出来。

我们将在实验结果处理完毕后进行公开发表 . 基于现

在进行的研究工作 , 我们有信心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在工程预

报要求上的对环境影响的估测和控制 .

 图 5. 深海采矿尾矿排放物附近海底浑浊羽流的

专门验证实验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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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河流湖泊疏浚底泥处置与综合利用

摘要：底泥污染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环境问题。底泥作为水体中重金属与有机

污染物最大的源和汇，在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在对当前底泥综合治

理的误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底泥脱水减量化、稳定化 / 无害化以及资源化利用各

项技术的实施流程、适用条件、优缺点，最后提出了疏浚污染底泥的治理策略与研究展望。

关键词：疏浚底泥；脱水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利用

Abstract: Sediment pollution has been the preval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 in the world. 
Sediment, capable of adsorbing and releasing metal and organic pollutants in different cas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cess of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pollutants. By analyzing the 
misunderstandings on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dredged sediment, the widely usedtechnologies 
of sediment dehydration, stabiliza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pplication condition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were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Finally, 
treating strategy and research direction on polluted sediment were presented.

Key words：sediment dredging; dehydration and volume reduction; harmlessness; resource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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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伴随着人类活动强度不断增加，近岸海域与内陆河湖

污染问题逐渐频现，在吸附、沉降等作用的长期影响下，

底部沉积物不断积累水体中的多种污染物，从而构成水体

二次污染的内污染源。因此，污染底泥的合理处理直接关

系到水生生态系统的管理与恢复有效性。研究发现，底泥

中的营养盐、毒性化学品以及有毒微生物的含量远高于上

层水体含量 [1]。例如，在外部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后，季节

变动引起的底泥中营养盐释放会导致水体长期处于富营养

化状态 [2]。而在产毒素微生物的作用下，底泥中有机物经

厌氧消化会产生硫化氢、氨等毒性物质，从而破坏底泥中

生物群落的正常生长 [3]。

通过采取合理的底泥处理措施，如源头控制、原位处

理环保疏浚、等，可以有效解决以上问题。源头控制是指

采取措施截断外部污染源，利用水体自净能力使其逐渐恢

复到健康水平 [1]。但是，该策略主要适用于中、低水平的

污染底泥，而对于严重污染水域，如加拿大安大略湖，则

无法仅通过采取源头控制措施实现水生态恢复的目标 [4]。

底泥的原位修复技术是通过固化或者生物降解实现对底泥

污染去除，该修复技术是在污染现场进行修复操作，对底

泥自然环境破坏程度较小 [5]。然而，该技术对某些污染物（如

重金属）无法从根本上去除，同时对修复场地有一定要求 [1]。

相比之下，环保疏浚是利用水利或机械的方法，从根本上

清除污染底泥的一项重要工程技术，因而该技术已被作为

内源污染物去除的主要手段而广泛应用于水环境治理之中。

近年来，随着清洁生产与绿色施工理念的不断推广，

环保疏浚技术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即不仅要求对污染

底泥进行疏挖，更强调对工程实施中可能形成污染的各环

节采取针对性处理措施，尤其对于疏浚泥土需要进行合理

的处理、处置，并探索可行的资源化利用方案。目前，国

内外学者针对污染底泥的处置与综合利用开展了大量研究。

针对疏浚底泥含水率高、后续处置困难的问题，研究人员

已开发出多种泥浆减量化处理技术，如真空预压脱水 [6,7]、

板框压滤脱水 [8,9]等。而对于疏浚底泥中存在的多种污染物，

国内外学者已研发出底泥稳定化 / 无害化处理技术，如固

化稳定化处理 [10,11,12]、植物处理技术 [13,14]。此外，由于疏

浚底泥主要组成成分与土壤相近，且含有不同丰度的有机

物、氮、磷等物质，因此疏浚底泥的资源化利用也已成为

当今水环境综合治理研究的热点。

疏浚底泥的处理、处置以及后续资源化利用是一项涉

及环境保护、园林绿化、建材加工等多个领域的系统工程，

因此需要对各项技术的适用范围及单项技术间接口参数进

行归纳整理。为此，本文在系统分析国内外疏浚底泥处置

与综合利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处于研究前沿、工程

应用普遍的疏浚底泥减量化、无害化 / 稳定化以及资源化

处理技术，结合案例分析各项技术的实施流程、应用条件

与限制条件，最后结合疏浚底泥处置与综合利用现状提出

几点建议，以期为疏浚底泥的合理化处置决策提供依据。

2 疏浚底泥脱水减量化技术

底泥含水率是限制其后续处理效率的关键因素。传统

的填埋、堆肥等底泥处理技术都不宜选用含水率＞ 80% 的

底泥，为满足后续处置工艺需要，底泥含水率通常需降至

60%以下 [15]。排泥场自然堆存是传统的底泥脱水处理方式。

然而，随着城市用地日趋紧张，自然堆存方式已不适用于

疏浚底泥的处理。为此，真空预压、板框压滤脱水、土工

管袋脱水等新兴处理技术应运而生。

2.1 真空预压脱水技术

真空预压法是利用抽真空将淤泥中大量孔隙水抽排出

堆场，进而加固软土地基的一种脱水加固方法，最早由瑞

典皇家地质学院杰尔曼（W. Kjellman）教授于 1952 年提

出 [16]。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该技术采用水平管网与垂直塑

料排水板组成立体排水结构，并利用低位真空系统抽真空，

通过管道传递负压，使得泥封层下长期保持 80-90kPa 的

真空负压，在真空负压引起的巨大吸力和泥封层引起的附

加预压荷载的联合作用下，使底泥中大部分孔隙水迅速地

通过塑料排水板、水平滤管网排出，实现堆场底泥脱水固

结的目的 [17,18]。

该技术能够有效处理含水率超过 87%的疏浚底泥 [19]，

而对于具有一定固结度的底泥（含水率为 55.5%），经过

21 天真空预压处理，可实现含水率降低至 40%-43% 的处

理效果，脱水固结效果明显 [20]。一项针对东钱湖底泥的试

验研究发现，采用低位真空预压法（保持80kPa的真空负压）

脱水 70d 左右，可以实现固结后底泥的承载力达到 60kPa

以上 [21]。因此，该技术具有脱水高效、工期较短的特点。

但是该技术的施工费用比较昂贵，处理单位面积底泥成本

达到 62.6 元 /m2[22]，因而该技术难以施用于大面积堆场泥

浆干化，而只能在有特殊需要的局部小面积场地采用 [23]。

2.2 板框压滤脱水技术

Disposal an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Sediments Dredged 
from Polluted Water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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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底泥机械脱水的一种主要形式，板框压滤脱水是

利用板框压滤机将污泥置于过滤介质上，在一侧对污泥施

加压力，压差达到 4-8MPa[24]，强行使水分通过介质，使

泥水分离，从而实现底泥脱水。在实际操作中，通常在机

械脱水前进行泥浆的调理、调质预处理，即加入一定量的

絮凝剂（如PAM，PAC等）与脱水剂（如生石灰、粉煤灰等），

以提高泥水分离效果，减少泥浆与滤布粘连现象的发生 [9]。

底泥的粒度分布是影响板框压滤工作连续性、脱水效

果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物料颗粒的粒度越小，其比表

面积越大，脱除物料表面的水分需要克服的表面张力就越

大 [25]，而当进料中小于 0.074mm 粒级含量过多时，会引

起泥浆粘度急剧增大，压滤过程中造成滤布堵塞，过滤效

果差，滤饼水分高卸料困难 [26]。为改善底泥脱水效果，

通常采用投加絮凝剂与脱水剂的方式来增加底泥孔隙率，

促进泥水分离 [9,27]。采用板框压滤技术处理调理后泥浆可

以将泥浆含水率由 97% 降低至 50-60%[27,28]，甚至对于特

定类型泥浆可以实现降低泥饼含水率至 20-30%[29]，从而

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混合填埋用泥质》（GB/T 

23485-2009）中填埋处理要求。考虑到板框压滤脱水作业

通常为 30-70min，板框压滤脱水技术是一项高效底泥减量

化处理技术，同时板框压滤设备具有单位过滤面积占地少

的优势 [25]，因此该技术特别适用于用地面积紧张、需要快

速进行减量化的底泥处理项目。

然而，板框压滤工艺运行成本较高，包括药剂费、人

工费以及高额电费用于板框压滤设备及相关加药设施的正

常运行，处理单位质量原泥浆（含水率为 99%）成本达到

13.2-15.7 元 /t[30]，而另一项研究发现其处理成本更是高达

19.1元 /t（仅计算药剂费与电费）[31]，折算为80%原状底泥，

其处理成本则高达 130-190 元 / 方。同时，板框压滤设备

无法连续运行且滤布消耗大，因此，该技术一般适合于中

小型底泥脱水处理工程，而对于处理量大、要求连续化操

作的大型环保疏浚底泥处置项目则不适用于该技术 [24]。此

外，经板框压滤处理后的尾水普遍呈 pH ＞ 10 的强碱性液

体，因而需要对其进行后续调质处理，以减少其对水环境

的负面影响。因此，在采用板框压滤作为疏浚底泥减量化

处理手段时，应将尾水处理费用纳入底泥处理、处置成本

测算之内。

2.3 土工管袋脱水技术

土工管袋是一种由高强土工织物制成的大型管袋及包

裹体，早期主要应用于围堤修筑与路面填筑等工程。由于

袋体材料本身具有良好的滤水作用以及拉伸性能，因此，

近几年土工管袋逐渐被应用于江河湖库疏浚底泥的脱水处

理当中 [32]。该技术是利用螺杆泵输送疏浚泥浆，并在管道

中注入一定量的脱水药剂，经管道混合器充分混合均匀后，

充填进入土工管袋中，底泥在化学絮凝与土工管袋过滤的

双重作用下不断排出自由水与孔隙水，当管袋含泥量达到

极限时停止充填，随后在自然环境下借助泥浆自重及渗水

压力进一步脱水固结，从而实现疏浚底泥的脱水减容目标
[33]。

土工管袋脱水技术是利用土工管袋的拦截作用同时实

现泥浆过滤与截留污泥的后续干化。在这一过程中，泥浆

含水率对土工管袋脱水效率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泥浆含水

率越高淋出液流速越快，淋出液中透过的颗粒物越多，导

致过滤效率降低，相反脱水效率提高 [34]，考虑到泥浆泵

对污泥含水率的要求，在实际工程中应将疏浚底泥稀释为

95% 含水率的泥浆再进行后续絮凝、充填处理。另一项影

响絮凝、脱水效率的关键参数是泥质类型，在絮凝剂最优

投加条件下，泥质底泥的脱水性能提高最为明显，其比阻

最大可下降 86%，泥沙混合质底泥次之，絮凝剂对砂质底

泥脱水性能的提升作用最不明显 [35]。因此，在开展土工管

袋脱水施工前，宜先行开展絮凝脱水试验确定最优投加量。

土工管袋脱水技术具有良好的处理效率。研究发现，

将泥浆充入土工管袋脱水处理 4h 后，底泥含水率由 95%

降低至 84%，脱水效率达到 220%[34]。大量研究与工程实

践证明，在干燥环境下经过 30 天的静置脱水，管袋内底泥

含水率可降至57%左右，而在经过90天的较长时间静置后，

底泥最终含水率可达到 50% 左右 [36,37]。因而，相比自然

凉晒、主动开沟排水等减量化方法，土工管袋处理技术的

脱水减容效率更高。此外，由于土工管袋能够拦截吸附有

多种污染物的底泥颗粒物，使得管袋淋出水比泥浆中有害

元素指标减少 92-96%[37]，同时脱水后污泥的污染物浸出

毒性远低于《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

2008）的指标要求 [38]，因而土工管袋脱水技术兼具底泥减

量化与稳定化的处理特征。

然而，相比板框压滤与真空预压处理技术，土工管袋

脱水效率受外界环境条件影响更为显著，如在空气湿度较

高或长时间降雨条件下，土工管袋脱水效率会显著降低 [39]。

因此，应根据施工工期要求并结合当地环境条件，进行疏

浚底泥脱水工艺设计。随着土工管袋技术优势不断深入人

心，国外首先对土工管袋脱水工艺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

总结，发现处理疏浚污染底泥的成本为 4.00-6.00 美元 / 方

（折合人民币为 36.88-55.32 元 / 方）[40]，处理乳业生产废

水的成本达到了 12.52 美元 / 方（折合人民币为 87.26 元 /

方）[41]，而土工管袋脱水工艺在国内实施成本为 40-50 元

/ 方。因而，较高的施工成本成为了限值土工管袋脱水减容

技术进一步推广应用的主要瓶颈。

2.4 电动力学脱水

电动力学脱水是通过对待处理底泥施加低压直流电，

促使底泥颗粒间隙水在电渗析作用下进行定向移动，从而

降低底泥水分同时富集污染物质的一种电化学方法 [42]。

对于处理量较小、含水率较低的底泥，可以采用自动化程

度较高的专用电渗析脱水机，该设备主要包括电极板、滤

布、转轴和驱动轴等部件组成，要求进料含水率为 80% 左

右，经过一段时间的电渗析处理能够将出料含水率降低至

60%。而对于大规模的堆场脱水工程，首先需要将阳极与

阴极按照一定几何布置形式垂直插入泥浆层中，随后向电

极通直流电，将阳极排出的水分以泵送形式抽出，从而实

现底泥的脱水干化 [43]。在实际操作用中，电压与处理时间

会显著影响最终脱水效果。

研究发现，电动力学脱水技术能够应用于 d50 小于

45μm 的疏浚底泥 [44]，因而该技术特别适用于粉质粘土等

细颗粒、渗透性能较差的疏浚底泥，这与板框压滤技术对

粗颗粒底泥的较高处理效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过 67h

处理，含水率从 87% 下降到 66%[45]，因而该技术具有较

高的脱水减容效率。不仅如此，借助于电场作用下底泥孔

隙水的运移与污染物自身运动，能够同步实现底泥脱水固

化与污染物（重金属、有机物）去除的目的，多环芳烃

（PAHs）去除率达到 90%[46]，Cd 和 Zn 的去除率更是分

别高达 94% 与 91%[47]。甚至对于某些需要进行污染物去

除但不需要疏浚的污染区域，可以开展原位修复 [44]。

然而，电动力学脱水技术在实施中需要施加较高的电

压来进行大规模堆场内的底泥脱水，因而系统运行的电能

负荷很高。对于含水率为 80% 的原状底泥，采用专用电渗

析脱水机的处理成本约为 115 元 / 方 [48]，而另一项研究得

出电动力学脱水技术的处理成本甚至高达 169 元 / 方 [15]。

因此，该技术通常在常规脱水方法无法取得预期效果或者

堆场局部有积水的情况下采用。除此之外，单独采用电动

力学脱水往往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为此常向系统内

加入 EDTA、吐温等调质药剂，从而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

生态环境风险。

3 疏浚底泥稳定化 / 无害化处理技术

环保疏浚产生的泥浆中含有大量污染物，即使在经过

脱水处理后的干化底泥中仍会留存有一定量的污染物，容

易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因此，对于疏浚底泥还需进行无

害化、稳定化处理已便于底泥的后续处置利用，处理技术

包括固化稳定化、植物处理、焚烧处理、填埋处理等。

3.1 固化稳定化技术

固化稳定化技术是指向底泥中加入水泥类或石灰类固

化材料，进行混合搅拌，从而将污染物封装于高强度固化

土内的一种底泥稳定化处理技术 [49]。该技术主要是通过施

加适量的固化剂材料来实现污染物固定与土体强度提高的

目的。在实施过程中，固化材料通常借助多孔管道以液体

或泥浆体的形式注入到适宜深度的疏浚底泥中，随后采用

传统的混拌设备即可实现底泥固化。此外，商业化专用注

入设备可以采用在钻轴底部安装有注入孔的空心钻来完成
[50]。

目前，常用的固化材料包括水泥、石灰单独使用或者

在其中加入粉煤灰、碱渣、膨润土等材料而得到的复合型

固化材料 [49]。而针对特定污染物，专业化研发公司也已开

发出专用固化剂材料，如二硫代氨基甲酸盐（DTCR）。然而，

很难预测传统 / 新型固化剂材料对特定底泥的固化稳定化

效率。为此，针对 Cu、Pb、Zn、Cd 污染底泥，研究发现

向其中掺入 50%（绝干泥）水泥与 2%（绝干泥）二硫代

氨基甲酸盐，经过 7 天固化处理，可以得到抗压强度与浸

出量达标的固化体 [12]。而另一项针对有机质含量较高的软

土固化的研究发现，水泥和石膏的掺入量分别为 15%与 3%

时能够得到强度良好的水泥土 [51]。因而，应在工程实施前

进行固化 - 浸出试验，确定合理的固化剂投加种类、投加量、

固化时间等关键处理参数，从而保证良好的固化处理效果。

固化稳定化技术对初始底泥含水率要求较高。由于土

体含水量每降低 10%，则固化土强度增加 10-30%[52]，因

此为达到良好的固化效果，需要在固化前采取底泥减量化

措施，降低底泥含水率至36-54%，经过7-14天固化养护后，

实现底泥污染物的固化稳定化。因而，天气条件也会影响

固化处理进度。此外，研究发现当底泥无机盐含量较高时（如

沿海污染底泥），固化处理效率与固化产物的稳定程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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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下降 [50]，而当底泥有机质含量超过 3-4% 时泥浆液、

塑限会明显升高 [49]，因而该技术在高盐与高有机质含量底

泥固化领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值。

由于有机物更加不稳定且易于降解，因而该技术通常

无法用于有机物污染底泥的固化处理 [50]。即使对于适用性

较强的重金属污染物，固化稳定化技术只能使得金属离子

不具有移动性，而无法破坏污染物结构、改变其毒性 [11,50]。

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如酸性液体淋溶），固化土存在着污

染物再次溶出的可能 [10,15]，因而该技术是一种无法根除污

染物的治理手段。即便如此，经固化处理后的疏浚底泥在

强度上能够满足一般填土地基的承载力要求，且污染物的

浸出率大幅降低，加之固化土的渗透系数很低，从而有效

降低了淤泥后续处置中的二次污染风险 [53]。

3.2 植物处理技术

植物修复技术是指利用超积累植物吸收、转化、清除

或降解环境污染物，使受污染环境得到恢复。在工程实施中，

首先需要根据植物的固定、降解能力，同时考虑到物种入

侵的潜在风险，筛选适宜植物。针对某些修复工程，需要

对筛选的植物进行耐受性培育驯化，获得污染物去除能力

强、环境适应性良好的植物，进而开展污染底泥的原位 /

异位修复，对于重金属污染修复工程，需要在适宜阶段（如

花期）对植物收割并进行妥善处理。

植物处理技术是一项修复污染底泥的生态环保手段。

目前，常用的污染土修复植物包括玉米、印度芥菜、超积

累油菜、紫花苜蓿、黑麦草、苋和不结球白菜等 [54]，然

而，与其它底泥无害化工程手段不同，植物处理技术所采

用的植物对于待处理底泥的很多物理化学指标更为敏感，

修复效果的不确定性更强。研究发现，底泥中重金属浓度

对植物的生长存在一定影响，同种植物在不同重金属浓度

底泥中的生长情况表现为：低浓度 ≥ 中浓度＞高浓度 [55]。

经过大量总结发现，植物处理技术一般适用于污染程度较

轻（2.5-100 mg/kg）的浅层污染土壤修复 [56]。不仅如此，

植物异位修复技术要求待处理底泥含水率较低，如紫花苜

蓿 [57]。有研究证明，适当提高底泥含水率到饱和持水率的

80%-100% 能够促进某些植物对污染物的富集，提高修复

效率 [58]。为此，宜在前期采用底泥减量化技术，结合修复

植物特性，降低底泥含水率至适宜范围，以防止植物涝死

情况的发生。总体来说，底泥含水率、污染物种类与含量、

设计堆存厚度以及处理时限是决定植物处理技术适用性的

关键技术参数。

植物处理技术已经在底泥重金属（Zn、Fe、Mn、Cd 等）

固定化 [59] 与有机物（PCBs、PAHs）降解去除 [14] 方面发

挥出良好的作用。该技术可以实现污染物降解或只需对富

集有污染物的植物进行集中处理，因而不仅二次污染风险

低，而且可以通过回收植物体内金属元素产生一定的经济

效益。同时，植物修复可以使底泥堆场更加稳定，防止污

染底泥因水土流失而带来的污染扩散 [54]。然而，植物根系

同污染物的充分接触较为困难 [15]，而一项模型仿真结合盆

栽试验研究发现，玉米植株吸收积累底泥中铅元素达动态

平衡状态需要约 90 天左右 [60]。因此植物处理技术对污染

物的降解速率较慢，同时如果污染物降解不完全，有毒物

质将会在植物体内大量积累，进而存在进入食物链或环境

释放的风险 [61]。因此，虽然该技术的处理成本较低（约为

8-32 元 / 方原状底泥）[56]，约为其它工程处理成本的 10-

20%[62]，但是对于无法降解而只能将污染物富集于体内的

植物，需要后期采取措施进行加工处理防止二次污染，这

部分费用甚至会超过初期植物修复成本。因而，在选取该

技术进行无害化处理时应谨慎分析成本与环境效益情况。

3.3 焚烧处理技术

焚烧处理是将底泥作为固体燃料投入焚化炉中，使其

与氧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释放出能量并转化为高温的燃

烧气和少量性质稳定的固定残渣 [63]。在实际操作中，主要

是将经过脱水处理的底泥投入到焚烧炉中，在炉内经过 30-

90min 的高温氧化处理，氧化去除底泥中的有毒有害有机

物，杀灭病菌、病原体，从而实现底泥的无害化处理。目前，

应用比较广泛的焚烧设备是炉排炉与流化床焚烧炉，已成

为集各种高新技术于一身的现代工业化装置。

焚烧技术特别适用于处理多环芳烃、苯系物等有机物

浓度较高的污染底泥，而对重金属污染底泥的无害化处理

效果则不甚理想 [50]。虽然如此，对于重金属污染底泥，可

通过向体系内添加磷酸进行预处理，从而降低焚烧过程中

重金属的挥发作用 [64]。同时，该技术对待处理废物的燃烧

热值有一定要求（大于 5400kJ/kg），而疏浚底泥由于含

水率很高其低位热值远低于该值，因而无法直接采用焚烧

处理技术。为此，需进行脱水干燥处理来降低其含水率 [65]。

当干燥后的底泥热值仍然无法达到 5400kJ/kg 时，可采用

投加汽油等辅助燃料的方式来进行焚烧处理。而对于某些

低位热值远低于稳定燃烧限的底泥，则应考虑采用其他稳

定化、无害化处理技术。此外，该技术特别适用于砂质与

砾石状底泥处理，对淤泥类底泥的处理效果较差 [50]。

由于焚烧处理技术发展较为成熟、商业化程度较高，

因而可以便捷的从市场上获得该技术设备的供应方，迅速

降低底泥的体积与有害性。同时，从底泥焚烧废气中可以

获得剩余能量，用来发电；所产生的固化效果良好的焚烧

炉渣可用于改良土壤、作为砖瓦和陶瓷等的原料 [65]，因此

可资源化利用产品的获得是该技术一项显著优势。此外，

由于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不需要存储设备，因而可以减少

相应的开支。

然而，底泥的焚烧操作很复杂，而且其有机成分含量

直接影响其燃烧热值，焚烧效果很不稳定，有可能需要辅

助燃料以提高焚烧的质量，焚烧时动力消耗也较大 [65]。不

仅如此，底泥焚烧废气可能含有致癌物质二噁英，故需要

配备二噁英去除装置，造价较高 [65]。此外，底泥经过燃烧后，

质量与体积会大大降低，但焚烧残渣为有害物质，仍需进

行运输和后续处理。据测算，处理 1 方原状底泥的综合成

本高达 244-487 元 [15]。因此，大量的基建投资与较高的运

行费用是阻碍该工艺大规模推广应用的重要因素。

3.4 填埋处理技术

定义与操作方法：填埋处理技术是指利用自然界代谢

功能的同时，通过工程手段和环保措施，使底泥得到安全

的消纳，并逐步实现底泥稳定化、无害化的处置效果 [63]。

在这一过程中，可降解有机质最终被分解为稳定的矿化物

或简单的无机物，并释放出包括 CO2 和 CH4 在内的填埋

气体，从而完成污泥的稳定化过程。底泥的填埋处理可充

分借鉴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的工程经验进行建设。在

实施过程中，首先应进行填埋场地选址与设计，在完善的

防渗、排水系统构筑完成后，向填埋场内投加脱水底泥，

经过摊铺、压实作业后，完成填埋场地的覆盖、封场。底

泥填埋处理所用到的大型处理设备包括推土机、压实机、

破碎机、搅拌机等。

疏浚底泥是否适合采用填埋处理首先应考虑底泥本身

的土力学性质与污染物类别。当底泥单独填埋时，一般要

求底泥具有一定的抗剪强度 [24]，而土体的抗剪强度与其含

水率直接相关。因此，疏浚底泥在进入填埋场之前，必须

进行脱水减容处理，提高土体抗剪强度 [66]。此外，该技术

较适用于含有苯系物、含氧烃类等挥发性有机物的底泥处

理，而不适用于重金属、硝基苯类污染底泥 [50]。当然，也

可将疏浚底泥与粉煤灰类固化剂、生活垃圾等进行混拌，

借助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另一方面，是否存在

适合的填埋场地是另一项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底泥中的

污染物会在重力作用下随着降雨等作用不断进入下层土壤，

甚至地下水 [66]。因此，如果疏浚区周边存在渗透性能较差

（κ≤10-7cm/s）的地块，则从节约成本角度考虑，可在该

区域实施底泥填埋处理。

整体上，工程化的填埋处理技术能够大幅度降低污染

物的迁移能力。同时，该技术的工程实施成本不高，对能

源的依赖程度较低，因而是一项绿色环保的污染底泥无害

化处理工艺。然而，虽然污染物降解的主体过程一般发生

在填埋最初的几年中，但是填埋底泥彻底的稳定化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一般需十几年 , 甚至几十年 [63]。在填埋场长

期运行过程中，需要开展日常监测与维护，而由此产生的

费用支出也是不容小觑的 [50]。

4 疏浚底泥资源化利用技术

为了彻底解决众多水体污染的问题，环保疏浚工程开

展的数量不断增多。如何妥善处理不断增加的疏浚底泥，

将经过减量化和无害化处理后的底泥进行资源化利用，使

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结

合疏浚底泥理化性质以及产品应用前景，研究人员已经开

发出多种资源化利用技术并相应得到多种产品，主要包括

直接土地利用、堆肥发酵、陶粒制造等。

4.1 直接土地利用

底泥的主要成分为 SiO2、Al2O3 等无机组分，这与陆

域种植土、粘土等在组成上十分相似，这就为疏浚底泥的

土地利用提供了基础条件。土地利用是指把疏浚底泥应用

于农田、林地、草地、湿地、市政绿化、育苗基质及严重

扰动的土地修复与重建等方面 [67]。

作为一种传统处理方法，底泥的土地利用存在多方面

的限制因子。为保证植物根部的正常呼吸代谢，要求种植

土壤含水率维持在适当水平，并具有较高的孔隙度。研究

发现，当底泥含水率下降至 68% 以下、孔隙度达到 55-

65% 时方可进行土地利用 [68]。因此，对于新鲜的疏浚底泥

需要先期进行脱水减容处理，降低含水率至 60% 左右。而

对于粉质黏土类底泥，应通过添加秸秆、沙壤土等材料进

行底泥调质处理，提高干化底泥的孔隙率。此外，底泥中

有毒有机污染物、重金属含量应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绿化种植土壤》等相关标准。对于重金属含量小幅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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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土地利用标准的底泥，可通过掺拌草炭等吸附材料，

吸附可提取态铜，同时提高底泥的 C/N 比，固持底泥中的

无机氮 [68]。当然，结合疏浚区周边情况，疏浚底泥还可用

于湿地与栖息地建设、严重扰动土壤修复等方面，从而对

泥质与理化性质提出不同的要求 [67]。

国际上，底泥的土地利用已成为很多国家处置疏浚底

泥的主要方法之一。疏浚底泥中含有植物所需的多种营养

成分，具有化学肥料所没有的有机质肥料以及腐殖质胶体，

能使土壤形成团粒结构 [69]，还可以改善土壤性状，增加孔

隙度，进而促进农作物与景观绿化植物生物量增加 [70,71,72]。

因而，将底泥用作种植土可以大幅减少土壤需求量，解决

我国土壤资源紧缺的现实问题。

应当注意的是，对于氮磷含量过高的污染底泥，大量

施用后会在硝化作用下形成易于淋失的 NO3-，从而可能引

起地下水的硝酸盐污染，或随地表径流引起地表水富营养

化污染 [73]。同时，底泥中含有的多种有毒有机物，可大量

富集于生物体内，污染物含量比对照高 10 倍以上 [74]，从

而产生较强的毒害作用，甚至危害人类健康。因此，应谨

慎选择底泥的土地利用方式。

4.2 堆肥发酵处理技术

疏浚底泥体积巨大且底泥成分复杂，常含有大量有害

物质，如：病原菌、病毒、寄生虫、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

对于这类底泥无法简单地采用脱水 -土地利用的处置方式，

而为了充分利用底泥中含有的有机质、氮、磷等营养元素，

可采用好氧堆肥技术生产出性能优良的种植土。堆肥处理

是指利用底泥中含有的有机质、动植物遗体和微生物，加

上泥土和矿物质混合堆积，在高温多湿条件下，底泥经过

发酵腐熟、微生物分解而制成有机肥料，达到对有机污染

物进行处理的目的 [15]。在堆肥处理时，将底泥与辅料混合、

搅拌均匀，采取措施保证堆体的通风条件，堆肥过程中每

隔一定时间翻堆一次，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处理，即可得

到堆制肥料。此外，可根据需要加入筛选的微生物菌剂以

加速发酵进程 [75]。

堆肥处理对底泥的理化性质要求较低，对于含水率较

高的底泥（超过 80%）同样可以进行堆肥处理 [75]。堆肥处

理时，只需保证底泥与秸秆、粪便等组成的堆肥系统的综

合含水率在 50-55%，C/N 为 25-30:1，体系有机质含量不

低于 15% 即可。但是应该注意，由于发酵微生物对重金属

有一定耐受性，同时国家对肥料中重金属（砷、铅、铬、镉、汞）

含量有严格的限制，因此底泥中重金属含量是直接决定堆

肥处理技术适用性的关键要素。此外，堆肥处理需要用到

秸秆、菇渣、稻壳等多种天然辅料，为此应考虑当地可利

用的资源条件，以就近使用为原则，谨慎选择堆肥处理技术。

研究发现，底泥堆肥处理周期一般为 15-30 天 [75,76]。

此外，该技术对底泥含水率要求较低，从而可以节约底泥

减量化处理成本、大幅削减综合处置时间。不仅如此，堆

肥处理技术能够充分利用底泥中的营养元素，因而是一种

综合效益良好的底泥处置方式。但是，由于底泥的理化成

分差异显著，因此不存在统一的堆肥处理工艺参数，这必

然会增加前期工作量。堆肥处理还需要占用大量的空间与

劳动力 [50]。此外，底泥堆肥发酵后的料体中可能存在未检

测到的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在后续使用中可能对人类或周

边环境产生潜在危害。

4.3 加工制砖技术

底泥制砖是将底泥与水泥等添加剂混合均匀，通过调

节各自比例与工艺条件（煅烧温度、成型压力等），制作

出符合抗压等级要求、浸出水质达标的建筑用砖 [77]。目前，

针对不同用途，各类建筑用砖都有其对应的适用标准，虽

然对各项指标的规定限值不尽相同，但是均对砖体强度与

重金属浸出值提出了定量要求。而以底泥为原料加工制成

相应用途的建筑用砖就必须满足这些要求。

通常情况下，底泥的主要成分是石英、粘土类矿物

（如高岭石、伊利石）等无机组分。这决定了该材料经过

适当调理即可用作制砖材料。首先，有机质含量是影响底

泥制砖可行性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底泥中的有机质会在高

温烧结过程中分解，导致砖体中出现不同尺寸的孔道，进

而降低砖体强度。一般情况下应保证干泥中有机质含量小

于 5%，对于有机质含量超过 5% 的底泥，须得加入其他原

料（如粘土）以降低体系有机质含量，再进行制砖处理。

其次，底泥的矿物成分含量与颗粒粒径会影响砖材的可塑

性。研究发现，底泥中矿物成分 ——SO2 含量过高（超过

80%）会导致材料的可塑结合性显著下降。相比之下，蒙

脱石颗粒较细，该组份的大量存在能够提高砖材的整体可

塑性，因而有利于制砖技术的应用 [78]。最后，底泥含水率

也会对砖体成型产生显著影响。工程中，应采用适当的脱

水减容手段将底泥含水率控制在 30-40% 以下，所得干化

底泥方可作为制砖材料。

底泥制砖技术可以将重金属污染物固封在砖体材料内

部，能够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底泥的资源化利用。目前，比

较流行的重金属污染底泥制砖技术为 Novosol 法 [79]。不仅

如此，我国对建筑材料需求量大，采用制砖的处理方法可

消纳大量疏浚污泥，是底泥资源化利用的较好选择 [15]，另

一方面，以底泥为主要原料生产建筑用砖材可以代替逐渐

稀缺的粘土材料，因而该技术在我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然而，含有重金属的砖体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如酸性液体

淋滤，有可能会发生重金属大量溶出而进入周边环境的问

题，从而导重金属污染致水体与土壤，威胁人体健康。

4.4 铺路填方利用技术

底泥铺路填方利用技术是将经过适当处理的疏浚底泥，

用于铺路填方等工程领域的资源化利用技术。经过预处理

后的底泥，通过改良使其满足工程要求，可作为填方材料

进行回填使用 [15]。

一项非线性计算研究发现，降低底泥含水率、提高密

实度、减少有机质含量有利于底泥的铺路填方利用 [80]。为

了实现以上目标，应对疏浚底泥进行脱水减量化 / 焚烧 / 固

定化处理，进而获得比较适用的填方材料，可用于道路路基、

填方工程、筑造江湖堤防和海堤工程、低洼地区回填等工

程中。首先，有机质会通过改变材料的最优含水量（OMC）

与最大干密度（MDD）[81]，还会阻止固化剂的水合进程
[82]，从而影响底泥的铺路应用潜力。一般情况下，底泥有

机质含量以小于 7% 为宜。其次，底泥含水率过高（超过

50%）会提高土体的胀缩率，从而影响路基的稳定性 [81]。

通常含水率小于 17% 是底泥铺路利用的理想条件。当然，

在实际工程中可以通过添加石灰、水泥等固化剂材料来提

高土体稳定性 [81]。此外，含盐量较高、干化后存在盐渍化

问题的底泥不宜进行铺路填方利用。

与常规工程用土相比，经处理后的疏浚底泥具有强度

可调、施工时无需碾压等优点 [67]，是良好的铺路填土材料，

作为底泥资源化利用的重要途径，能够满足大规模城市建

设的需求，具有广泛的工程应用前景。但是，路基稳定对

铺路用底泥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为此需要对疏浚底泥进行

脱水、调理等多项预处理工作，因而会形成较高的处理成本。

此外，以污染底泥为原料修筑路基时，重金属或有机污染

物有可能在雨水冲刷下迁移到周边土壤或地下水中，从而

引起环境污染。

5 结论与展望

疏浚污染底泥的科学化管理始终是备受关注的环境问

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学者提出了很多的解决方法，如物

理 / 化学修复技术，生物修复技术，并且将这些技术进行

了原位、异位修复应用。本文系统总结了近年来出现的重

金属 / 有机污染底泥的脱水减容、无害化 / 无害化、资源化

利用技术，并对各项技术的实施流程、适用条件、优缺点

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讨论。因此，我们认为在进行技术筛

选时，应首先明确底泥理化性质、岩土力学特征，同时掌

握污染物赋存特征。另一方面，在对底泥进行处理处置时

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综合考虑施工区域周边的环境条

件与可利用资源，并结合当地对资源化产品的需求程度，

有针对性的进行技术经济效益分析。应当指出，除某些特

殊利用形式外，底泥资源化利用基本上都是以脱水减容处

理为重要前提。因此，可以设想底泥高效脱水技术与设备

的研发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底泥综合处置的热点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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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kW 绞刀模型试验及数值模拟

摘要：绞刀是绞吸挖泥船的关键部件之一，直接影响整船的挖掘能力，研究绞刀针对不同

土质的挖掘能力是绞刀研究与设计的基础，同时可为绞刀功率选取、泥泵功率匹配等提供依据。

制作 5000kW 原绞刀四分之一大小的模型绞刀，在挖掘实验平台上进行三种不同抗压强度岩石

的挖掘试验，根据相关试验数据建立绞刀挖掘岩石的数学模型，用该模型数值模拟计算原绞刀

的挖岩能力。结果表明：绞刀功率达到 5000kW 时，切削 50MPa 的岩石，挖掘产量约 900 m3/h；

切削 43MPa 的岩石，挖掘产量约 1170 m3/h；模型绞刀磨损情况表明绞刀各参数选取合理。

关键词：绞刀；模型试验；数值模拟；挖掘能力

Abstract: Being one of the key components of cutter suction dredger, the cutterhead gives the 
affection to the dredger. Researching its digging ability on the different kinds of soils is the basic of 
studying and designing a cutterhead. It can also provide the basis for choosing cutterhead power and 
matching the slurry pump power. With a quartern model of a 5000kW object cutterhead, do digging 
experiments about 3 kinds of rocks with different UCS, so as to build a mathematical model about 
digging rocks, then to simulate the real digging ability of the original cutterhead.

Key words： cutterhead, model test, numerical simulation, digg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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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绞吸挖泥船是疏浚业内公认的应用最为广泛的挖泥船

型之一，绞刀是绞吸挖泥船的挖掘工具，对整船的挖掘能

力和施工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绞刀在充分利用绞刀

轴功率的情况下，针对不同的土质的挖掘产量直接影响施

工效率与施工进度，那么准确计算绞刀的挖掘产量，可以

为工程造价提供重要依据，同时可为泥泵功率匹配、吸泥

口大小、吸入管径等提供重要依据。

绞刀挖掘产量的预测非常苦难，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绞刀空间机构复杂，刀臂线形特殊，各刀齿切削角

及空间角不同；其次，被开挖的土质力学特性复杂，且土

体破坏形式多变；最后，绞刀挖掘过程是自身旋转运动加

横移的复合运动，刀齿的运动轨迹为较螺旋摆线。目前，

绞刀的切削受力情况、绞刀功率及挖掘产量预测，大多根

据二维切削理论简单进行估算，挖岩工况条件大多借鉴煤

截齿切削煤炭的经验公式进行受力分析和产量预测。可以

查到的资料表明还没有比较准确的绞刀受力计算模型和产

量预测方法。

随着计算机性能的不断提升，多核工作站的逐渐普及，

为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进行绞刀受力分析及产量预测提供

了一种可能性。本文针对 5000kW 挖岩绞刀进行一种模型

试验结合数值模拟的方法的探讨，从而准确的进行绞刀受

力分析及产量预测。用原绞刀四分之一大小的模型绞刀在

挖掘实验平台上进行三种不同抗压强度岩石的挖掘试验，

根据相关试验数据及三种岩石的性能指标，在有限元分析

软件中建立绞刀挖掘岩石的数学模型，用该模型数值模拟

计算原绞刀的受力情况及挖岩产量预测。

1 绞刀模型试验
1.1 试验用模型绞刀

根据 5000kW 挖岩绞刀的设计方案，按照 1:4 制作缩

比模型绞刀，见图 1-1。该模型绞刀刀圈外径 745mm，总

高约 533mm，六个刀臂，奇数刀臂偶数刀臂均布置 7 个刀

齿，但奇数刀臂刀齿和偶数刀臂刀齿相互交错，刀圈上装

有 6 个保护刀圈的刀齿。

图 1-1 模型绞刀实物

1.2 试验用岩石的制备与检测

试验用岩石最好使用原状岩石，但原装岩石制备难

度大，综合考虑，本试验采用三种不同标号的水泥砂浆试

块取代岩石，这样岩石的参数特性容易保证，同时制作方

便快捷。三试块无侧限抗压强度 (UCS) 分别为 5MPa、
10MPa、15MPa，外形尺寸为长 1500m× 宽 1200mm× 高

1300mm。与此同时，按照岩土检测标准尺寸、数量制作

了一批用于检测岩石参数的试件，并将检测试件送于水利

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进行相关

参数的岩土检测，并获得检测报告一份。 

图 1-2 水泥砂浆试块

1.3 切削过程及试验数据

图 1-3 模型绞刀切削水泥砂浆试块过程

上图为模型绞刀切削水泥砂浆试块过程，该挖掘试验

过程都通过 DV 录像记录下来，三试块共进行了 28 刀的切

削实验，5MPa5刀、10MPa8刀、15MPa15刀，具体见图1-4
至 1-6，由于参数选取不合理，其中有 8 刀出现憋刀的现象，

通过调整挖掘参数最终完成了这 8 刀的试验工作，图 1-7
位三块试验试块挖掘后的状态。

图 1-4  模型绞刀切削 5MPa 岩石断面位置总图

图 1-5  模型绞刀切削 10MPa 岩石断面位置总图

图 1-6  模型绞刀切削 15MPa 岩石断面位置总图

图 1-7  三块水泥砂浆试块挖掘后的状态

该挖掘实验平台可以对试验数据进行详细的记录，包

括绞刀转速、横移速度、绞刀扭矩，横溢拉力等，本试验

认为挖掘下来的水泥砂浆体积就是挖掘产量。这样绞刀各

试验参数、岩石特性参数与绞刀受力情况、挖掘小时产量

率就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但这个关系非常复杂，需要

利用高性能计算机和相关软件进行计算，下一节将进行详

细论述。这里共选取了 5 组试验数据，作为后期计算机数

值模拟的依据。

1.4 模型绞刀及刀齿的磨损

模型绞刀及刀齿采用普通钢材，因为本试验挖掘时间

短，采用普通钢材，绞刀及刀齿的磨损量大，方便判断绞

刀及刀齿磨损是否合理。模型绞刀经过 28 刀的切削，部分

刀齿磨损比较严重，但有些磨损不大，这是因为绞刀下放

角度及挖深，造成绞刀参与挖掘的刀齿主要集中在每个刀

臂的顶部 5 个刀齿，靠近刀圈的刀齿磨损很小。具体可以

见图 1-8。

图 1-8 模型绞刀磨损整体情况 

图 1-9 刀齿磨损成楔形 

图 1-10 刀齿磨损较均匀

图 1-11 磨损严重刀齿与新刀齿对比

通过上述图片可以看出，靠近顶部的刀齿磨损严重，

各个部分的刀齿磨损都比较均匀，基本成左右对称的楔

形，磨损量最大的刀齿尖部磨损调 1 厘米多，两侧边磨

损要更多一些，而磨损少的刀齿还没有磨损成楔形。与

此同时可以观察到，齿座除部分锈迹外，没有磨损痕迹，

油漆依然比较完好。刀臂也是同样没有磨损痕迹，油漆

依然完好。

2 计算机数值模拟
2.1 建立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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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有限元模型是进行有限元分析的首要步骤，对于

本次模拟的绞刀切削岩石的问题，需分别建立绞刀与土体

的有限元模型。

图 2-1. 绞刀的几何模型图    图 2-2. 绞刀的有限元模型

本次模拟采用的绞刀共 6 个刀臂，48 个刀齿。绞刀刀

臂是空间螺旋体，几何形状复杂。为保证计算精度并有较

高的效率，严格保证绞刀刀齿的空间位置和几何形状，并

划分较密的单元。其他部位略作简化并尽可能多的划分出

六面体单元，保证绞刀刀齿处的单元形状较好。整个绞刀

有限元模型共划分 23427 个单元，15779 个节点，划分结

果如图 2-2 所示。

图 2-3  5MPa 岩石有限元模型

土体是本次数值模拟的关键部件，土体网格质量对于

数值模拟结果的计算精度、计算速度等具有至关重要的影

响，若网格质量较差，将导致计算结果误差过大甚至导致

计算终止。经过多次划分，并针对每一次网格划分进行试算，

对计算速度与计算结果进行比对分析，最终确定网格划分

方案，图 2-3 为 5MPa 岩石某一刀的土体有限元模型。总

体上说，是保证了待切削部分的网格划分的比较密且形状

较好，其他区域则适当简化。实践证明，这种网格的计算

效率较高，计算结果较准确。

2.2 材料与边界条件的设定

岩土的本构关系是指岩土在外力作用或外界影响因素

变化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性状的定量关系，例如应力 - 应
变关系、温度 - 应变关系等 , 其数学表达式即为本构模型。

岩土本构模型的选择直接影响计算结果，经过对国内外岩

土切削问题数值模拟方法的广泛调研，并针本次对绞刀切

削硬质粘土数值模拟的实际需求，最终确定，土体的弹性

模型采用各向同性的线弹性模型，塑性模型采用扩展的 DP
模型。

对于本次数值模拟，待切削土体材料参数的选取是根

据岩石检测告的测量结果确定的，具体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土体材料参数

土体编

号

密度

g/cm3

弹性模量

GPa
泊松比

抗压强度

MPa
摩擦角 °

5C 1.82 3.85 0.35 2.41 52

10G 1.81 6.58 0.35 5.34 53

15B 2.03 15.5 0.35 16.2 51

15I 2.03 15.5 0.35 16.2 51

15M 2.03 15.5 0.35 16.2 51

单元失效删除功能的实现过程大致如下：材料变形的

初始阶段是线弹性变形（a-b 段），之后随着应变的加强，

材料进入塑性屈服阶段（b-c 段）。超过 c 点后，材料的承

载能力显著下降直到断裂（c-d 段）。最后阶段的变形仅发

生在样品变窄的区域。c 点表明材料损伤的开始，也被称

为损伤开始的标准。超过这一点之后，应力 -应变曲线（c-d）
由局部变形区域刚度减弱进展决定。根据损伤力学可知，

曲线 c-d 可以看成曲线 c-d’ 的衰减，曲线 c-d’ 是在没有损

伤的情况下，材料应该遵循的应力 - 应变规律曲线。

图 2-4 材料失效过程的应力 - 应变曲线

损伤失效机制实际上包括四个明显的部分：

（1）材料无损伤阶段的定义（曲线 a-b-c-d’） 
（2）损伤开始的标准（c 点）

（3）损伤发展演变的规律（曲线 c-d） 
（4）单元的失效删除（d 点）。 

2.3 模型绞刀试验的数值模拟结果

本次数值模拟严格按照实验室的实验工况确定数值模

拟过程中绞刀的横移速度与转速、转向，通过分别建立绞刀、

待切削土体的有限元模型再进行装配的方法，实现了绞刀

与土体相对位置的准确定位，从而达到与实验工况的一致

性；采用各向同性的线弹性模型、扩展的 DP 非线性塑性

模型作为土体的本构模型兼顾了土体本构模型的精确性与

可靠性。完整地模拟了五种工况下绞刀对土体的切削过程。

下面对得到的结果进行一些汇总分析：

表 2-2. 绞刀切削硬质粘土的五组工况数值模拟结果汇总

土体

编号

切削面积

mm2

转速

r/min

横移速度

m/s

绞刀扭矩

N·m

横移拉力

kN
转向

5C 115422 55 0.1 5641.275 8.312 反

10G 820215 55 0.1 6208.132 11.943 反

15B 78860 76 0.06 4837.245 10.647 反

15I 79930 75 0.04 5707.980 9.189 反

15M 60280 75 0.04 4991.001 7.923 正

表 2-3. 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对照表

土体编号
绞刀扭矩

N·m

实验结果

N·m

横移拉力

kN

实验结果

kN
5C 5641.275 5464 8.312 10.6

10G 6208.132 6824 11.943 16.9
15B 4837.245 4500 10.647 20
15I 5707.980 6300 9.189 23
15M 4991.001 5000    7.923 4

总体上说，数值模拟方法得到的绞刀扭矩与实验方法

得到的绞刀扭矩符合的很好；但是数值模拟方法得到的横

移拉力，对于反刀的情况数值模拟结果普遍小于实验测试

结果，对于正刀的情况数值模拟结果大于实验结果。五种

工况模拟均可获得平稳的、完整的切削过程的模拟，这就

意味着本文中的数值模拟方法可以较好的解决不同土体材

料参数和不同操作参数下绞刀切削硬质粘土的数值模拟问

题。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方法，可以获得土体材料参数、

操作参数对于绞刀切削岩石过程中的扭矩与绞刀挖掘能力

的影响规律。

图 2-5  模型绞刀数值模拟截图

2.4 实物绞刀切削岩石的数值模拟

对于真实尺寸下绞刀切削岩土的情况，建立有限元模

型的过程同上，此处不再赘述。具体的参数情况与仿真结

果如下： 
表 2-4. 不同 UCS 岩石材料参数表

土体 密度 g/cm3 弹性模量
GPa 泊松比

UCS
MPa 摩擦角 °

15MPa 2.03 15.5 0.35 15 51

30MPa 2.40 30.9 0.35 30 51

40MPa 2.40 41.2 0.35 40 51

50MPa 2.40 51.5 0.35 50 51

表 2-5. 待切削土体单元数与节点数统计

土体 单元数 节点数

真实尺寸 30793 34344

图 2-6  实物绞刀切削过程的模拟结果截图

表 2-6. 绞刀转速 30r/min 时数值模拟得到的工况

UCS/MPa 速度 /m/min 功率 /kW 效率 /m3/h
15 15.0 1848 1170
30 15.0 3738 1170
40 15.0 4773 1170
40 10.0 3870 780
50 15.0 5621 1170
50 12.5 5118 975
50 10.0 4422 780

通过试验数据拟合 UCS— 扭矩、UCS— 功率、UCS—
横移拉力曲线，以及 50MPa 岩石时横移速度 — 扭矩、横移

速度 — 功率、横移速度 — 横移拉力曲线，如图 2-7 至 2-12：

图 2-7.UCS 与绞刀扭矩拟合结果

图 2-8.UCS 与绞刀功率拟合结果

图 2-9.UCS 与横移拉力拟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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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横移速度与扭矩拟合结果

图 2-11. 横移速度与功率拟合结果

图 2-12. 横移速度与横移拉力拟合结果

表 2-7. 计算得到的工况

UCS/MPa 速度 /m/min 功率 /kW 效率 /m3/h

42.7 15.0 5000 1170

50.0 12.0 5000 936

3 结论
3.1 磨损情况总结

第一、模型绞刀刀齿的磨损较为均匀，基本没有偏磨

的情况，刀齿布置合理，切削角选取适当。

第二、刀齿磨损位置合理，表明刀齿刃角和后角的选

取适当。

第三、齿座除部分锈迹外，没有明显磨损痕迹，同样

反映出刀齿切削角、刃角、后角选取适当。

第四、试验后刀臂上油漆依然完好，说明绞刀刀臂线

性合理。

3.2 计算机模拟总结

通过计算机模拟试验计算，该绞刀在挖掘 50MPa 岩

石时，功率达到 5000kW 时的挖掘产量约 900m3/h；挖

掘 43MPa 岩石时，功率达到 5000kW 时的挖掘产量约

1170m3/h。该挖掘产量为理想状态，挖泥船实际工作时，

绞刀功率不可能一直运转到 5000kW，绞刀功率是波动的，

实际的挖掘产量会更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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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浚工程泥驳船队中泥驳配置

和装驳顺序方案优化研究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疏浚与吹填工程施工规范中关于泥驳数量的计算公式，引入了

泥驳系统运行网络线路图和横道图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泥驳系统运行模型，提出了泥驳

系统配置及装驳方案优化的方法，通过实例对模型和优化方法进行验证，实现了泥驳最佳匹配

和初始装驳顺序最优化。

关键词：疏浚；泥驳；装载线；运行模型；装驳顺序；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rmula for barge number in current Construction Code for 
Dredging and Reclamation Works,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mud barge system operating network 
diagram and Gantt chart.On the basis of that , this paper establishesmud barge system operatingmodel, 
and put forward the method of mud barge system configuration optimization and loading barge scheme 
optimization. The model and optimization method are verified by examples, the best configuration of the 
mud barge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initial loading sequence are realized.

Key words：Dredging; barge; loading line; operating model; loading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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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泥驳是装载和运输疏浚土的驳船，疏浚工程中常采

用挖泥船装驳、泥驳卸泥的方式进行疏浚作业，如射流

泵船、潜水泵船、气动泵船、斗式挖泥船及部分配备装

驳系统的绞吸船在取土区挖泥后装驳，泥驳重载航行到

卸泥区后卸泥返航继续下一挖泥周期，此时需要根据挖

泥船性能及工况配备适量、适用的泥驳。

针对一艘挖泥船，一般配备多艘泥驳构成一个泥驳船

队，本文中称为一个泥驳系统。在某配备泥驳系统卸泥作

业的挖泥船施工之前，要在工前策划阶段根据土质、运距

等工况条件以及挖泥船性能，在可用的备选泥驳中确定泥

驳系统中驳船的数量、具体组成以及泥驳初始装驳顺序，

同一泥驳系统中驳船的性能参数可相同也可不同，对于驳

船性能参数相同的泥驳系统，仅需要确定泥驳系统中驳船

的数量即可，但对于驳船性能参数不同的泥驳系统，不同

的泥驳数量、组成方式、泥驳初始装驳顺序都会有不同的

施工效果，针对特定的施工工况和挖泥船，用几艘泥驳、

用什么样的泥驳、泥驳初始装驳顺序如何安排，以上三个

问题是疏浚技术管理人员需要回答的问题。

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疏浚与吹填工程施工规范中关

于泥驳数量计算的内容，引入了泥驳系统运行网络线路

图和泥驳系统运行横道图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泥

驳系统运行模型，以挖泥船待驳时间和泥驳累积停滞时

间为指标，对泥驳系统进行分析评价，实现了泥驳系统

中驳船数量、组成方式、泥驳初始装驳顺序的分析和优化。

2 驳船数量
驳船数量的确定十分重要，泥驳数量不足会导致施

工主船待驳时间过长影响时利率和产量，泥驳数量过多

则会造成泥驳因等待靠驳而停滞时间过长。

我国疏浚与吹填工程施工规范（JTS 207-2012）[1]
中规定，泥驳数量按照下式计算：

式中 :N— 泥驳数量；

   — 挖泥区至卸泥区的航程（km）；

   — 重载航速（km/h）；

   — 卸泥区至挖泥区的航程（km）；

   — 轻载航速（km/h）；

   — 装泥、卸泥、转头及靠离挖泥船时间的总和（h）；

   — 土的搅松系数； 
   — 挖泥船生产率（m3/h）；

   — 泥驳装载量（m3）；

   — 备用泥驳数量。

为进一步理解规范中的公式含义，在此引入泥驳运行

线路图的概念。线路图中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航程，

其中将离驳时间与重载航行时间、靠驳时间与轻载航行时

间分别合并处理，则每艘泥驳一个运行周期内经历 t1、t2、
t3、t4四个阶段，如图1所示，其中 t1阶段代表驳船装驳阶段，

本阶段横线称为装载线，t2 阶段代表离驳与重载航行时间，

t3 阶段代表卸泥及调头时间，t4 阶段代表轻载航行及靠驳

时间。 

图 1 泥驳运行线路图

Fig1 Mud barge operation diagram
各艘泥驳的运行线路图共同构成了泥驳系统运行网状

线路图。当装驳阶段各泥驳装载线不间断连接时，施工主

船施工连续、无待驳时间，当装载线之间出现间断，则施

工主船将出现相应的待驳时间，当不同泥驳的装载线之间

出现重合，将会出现因泥驳等待靠驳而产生的泥驳停滞时

间。若泥驳系统中各驳船的运行性能参数均相同，则典型

的泥驳系统运行网络线路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单一泥驳类型泥驳系统运行网络线路图

Fig2 Mud barge system operating network diagram 
withsingle barge type

通过观察上图，若保证各装载线之间不出现间断，则

需有                                     ，此时不会出现挖泥船待

驳现象，其中，                                则得到规

范中的计算公式。但驳船数量的规范计算公式有一定局限

性，仅限于计算单一泥驳船型，而实际施工中，同一泥驳

系统中各泥驳性能往往不同，常用泥驳的舱容在几百方至

2000方不等，部分为自航泥驳、部分为非自航泥驳，载重量、

卸泥方式各不相同，因而装驳时间、航行时间、卸泥时间、

离靠驳时间等会有所区别，面对复杂的泥驳系统，无法通

过公式计算不同泥驳投入的最佳数量，更无法确定不同泥

驳装驳方案的最佳初始装驳顺序。复杂情况的泥驳系统运

行网络线路图如图 3 所示。

 t1 不同

（a）different t1

（b）t1 、t2 、t3 、t4 不同

（b）different t1 、t2 、t3 、t4
图 3 复杂泥驳系统运行网络线路图

Fig3 Complex mud barge system operating network 
diagram

3 泥驳系统运行模型
假定泥驳系统共有泥驳 n 艘，定义 i=1,2…n，且初始

装驳按此顺序进行装驳作业，重载运距 Li1，轻载运距 Li2，

泥驳重载航速 vi1，轻载航速 vi2。

泥驳 i 一个运行周期各阶段的时间如下：装驳时间

ti1、离驳时间 ti2、重载航行时间 ti3=Li1/vi1 、卸泥调头时间

ti4、轻载航行时间 ti5=Li2/vi2 、靠驳时间 ti6。
为方便表达泥驳系统运行情况，在泥驳运行线路图基

础上绘制泥驳运行横道图如图 4 所示。

图 4 泥驳线路图与横道图

Fig4 Mud barge operation diagram andGantt chart
定义矩阵 U：

其中：Ui1=ti1
Ui2=ti2+ti3+ti4+ti5+ti6
各艘泥驳的运行横道图共同组成泥驳系统运行横道图，

横道图中各艘泥驳的装驳时间不能重叠，每艘泥驳一个运

行周期结束后才能开始下一个周期的装驳作业，等待时间

最长的泥驳优先进行装驳。由 3 艘泥驳组成的典型泥驳系

统运行横道图如图 5 所示。

图 5 三艘驳船的泥驳系统运行横道图

Fig5 Mud barge system operation Gantt chart with 3 
barges

定义三维矩阵 Z，第 i 艘泥驳第 j 次装驳开始时间点

表示为 Zij1，结束装驳时间点表示为 Zij2，卸泥结束返航

后做好装驳准备的时间点表示为 Zij3，则有 Zij2=Zij1+Ui1，

Zij3=Zij1+Ui1+Ui2。系统运行的初始条件为：

定义矩阵 Z0、d、m：

定义主船待驳时间为 X 矩阵，泥驳因等待靠驳产生的

停滞时间为 Y 矩阵。分以下两种情况：

（1） 若 d(1)≥m(1)， 则 主 船 待 驳 时 间 表 示 为

X(1)=d(1)-m(1)，泥驳因等待靠驳产生的停滞时间总计表示

为 Y(1)=0。若第 i 艘泥驳 Z_i13=d(1)，则：

（2）若 d(1)<m(1)，定义矩阵 S：

则主船待驳时间表示为 X(1)=0，泥驳因等待靠驳

产生的停滞时间总计表示为：          ，若第 i 艘泥

驳            ，则 :

完成上述判断和计算后，矩阵 Z_0、d、m 更新如下：

按照以上步骤，不断判断 d(j) 与 m(j) 的大小关系，计算

X(j) 与 Y(j) 的数值（j=2，3…k），更新 Z0 矩阵，直到模型运

行时间超过设定的模拟运行时间。则此泥驳系统作业方案在

设定的模型运行时间内，主船待驳时间共计                     ，
泥驳因等待靠驳产生的停滞时间共计                    。
4 泥驳系统分析优化
4.1 泥驳装驳方案

对于既定泥驳船队，泥驳的数量和船舶性能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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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泥驳装驳的初始顺序进行分析优化。假设船队共有 n
艘泥驳，则共有 n! 种不同的初始装驳顺序方案，采用不同

装驳顺序方案往往会得到不同的挖泥船待驳时间和泥驳停

滞时间，因此可在 n! 种方案中进行优选，将待驳时间降至

最低，并取合适的泥驳停滞时间。

令 w=1,2,3…n!，根据泥驳系统运行模型，计算得主船

待驳时间 TX(w)，泥驳停滞时间 TY(w)，据此优选最佳泥

驳装驳方案，一般情况下，在保证挖泥船待驳时间 TX(w)
最低的情况下，适当选取泥驳停滞时间 TY(w)。
4.2 泥驳系统配置及装驳方案

当泥驳系统中泥驳组成未确定时，如某项疏浚工程使

用泥驳卸泥作业，在项目前期策划阶段，假设可用 m 种不

同泥驳，不同泥驳施工周期不同，当从 m 种泥驳中不放回

抽样选取 n 艘泥驳时，可有 m^n 种不同的泥驳系统配置及

初始装驳顺序方案。令 w=1,2,3…m^n，泥驳系统模型经

m^n 次模拟运行后，计算得主船待驳时间 TX(w)，泥驳累

积停滞时间 TY(w)。可根据计算结果和泥驳数量等限制条

件，得出最佳泥驳系统配置及装驳方案。

5 案例分析
5.1 案例一

某疏浚工程投入抓斗船进行疏浚施工，并投入 5 艘泥

驳进行抛泥作业，其中两艘 500 方泥驳、一艘 800 方泥驳、

两艘 1000 方泥驳，通过测算估算抓斗船装舱时间分别为

25、35、45 分钟，初始装驳顺序为泥驳 a、b、c、d、e，
其他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泥驳系统信息表 1
Tab1 Mud barge system information table 1

船名
舱容
(m3)

重载
运距
（nm)

轻载
运距
（nm)

装驳
时间

（min)

离驳
时间

（min)

重载
航速
(kn)

卸泥
时间

（min)

轻载
航速
(kn)

靠驳
时间

（min)
泥驳 a 500 10 10 25 5 8 7 9 5
泥驳 b 500 10 10 25 5 8 7 9 5
泥驳 c 800 10 10 35 5 9 8 10 5
泥驳 d 1000 10 15 45 5 10 10 11 5
泥驳 e 1000 10 15 45 5 10 10 11 5

模拟运行时间设定为 18h。计算结果显示，采用原方

案主船待驳时间共计 2.9h，泥驳累积停滞时间 6.4h。本泥

驳系统运行横道图如图 6 所示。

图 6 原方案泥驳系统模拟运行结果

Fig6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original mud barge 
system

对原方案中投入的 5 艘泥驳装驳的不同初始顺序进行

模型计算，共得到 120 个模拟结果，截取部分计算结果如

表 2 所示。

表 2 模型计算结果 1（截取）

Tab2 Model calculation results 1 (Section)

序号 泥驳1 泥驳 2 泥驳 3 泥驳 4 泥驳 5

待驳

时间

（h）

泥驳

停滞

时间

（h）
1 泥驳 d 泥驳 c 泥驳 e 泥驳 a 泥驳 b 2.7 4.0

2 泥驳 c 泥驳 e 泥驳 a 泥驳 d 泥驳 b 2.7 3.6

3 泥驳 b 泥驳 d 泥驳 c 泥驳 e 泥驳 a 2.7 3.8

4 泥驳 e 泥驳 a 泥驳 d 泥驳 b 泥驳 c 2.7 4.4

5 泥驳 b 泥驳 d 泥驳 c 泥驳 a 泥驳 e 2.7 4.5

6 泥驳 e 泥驳 c 泥驳 b 泥驳 d 泥驳 a 2.7 4.1

7 泥驳 e 泥驳 c 泥驳 a 泥驳 b 泥驳 d 2.8 5.1

8 泥驳 e 泥驳 b 泥驳 c 泥驳 a 泥驳 d 2.8 5.0

9 泥驳 e 泥驳 b 泥驳 c 泥驳 d 泥驳 a 2.8 4.1

10 泥驳 e 泥驳 b 泥驳 a 泥驳 d 泥驳 c 2.8 4.3

11 泥驳 c 泥驳 b 泥驳 e 泥驳 d 泥驳 a 2.8 4.6

12 泥驳 b 泥驳 d 泥驳 a 泥驳 c 泥驳 e 2.8 4.5

13 泥驳 b 泥驳 c 泥驳 d 泥驳 e 泥驳 a 2.8 4.8

14 泥驳 b 泥驳 a 泥驳 d 泥驳 c 泥驳 e 2.8 5.3

15 泥驳 b 泥驳 c 泥驳 a 泥驳 e 泥驳 d 2.9 6.2

16 泥驳 b 泥驳 a 泥驳 c 泥驳 d 泥驳 e 2.9 6.4

17 泥驳 e 泥驳 d 泥驳 c 泥驳 a 泥驳 b 2.9 6.0

18 泥驳 e 泥驳 d 泥驳 b 泥驳 a 泥驳 c 2.9 5.9

19 泥驳 e 泥驳 d 泥驳 b 泥驳 c 泥驳 a 3.7 5.7

20 泥驳 e 泥驳 d 泥驳 a 泥驳 c 泥驳 b 3.7 5.7

计算结果中，5 艘泥驳按照不同先后顺序安排初始装

驳施工时，主船待驳时间和泥驳累积停滞时间各不相同，

其中主船待驳时间最少为 2.7h，最多为 3.7h，泥驳停滞时

间最少为 3.6h，最多为 6.4h。其中最佳方案序号为 2，泥

驳装驳顺序为泥驳 c、e、a、d、b，采用此优化方案主船

待驳时间 2.7h，泥驳停滞 3.6h。而原方案中，主船待驳时

间共计 2.9h，泥驳累积停滞时间 6.4h，可见原方案仍有优

化空间。最佳方案泥驳系统运行横道图如图 7 所示。

图 7 最佳泥驳顺序模拟运行结果

Fig7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optimum mud barge 
system

5.2 案例二

某疏浚工程计划投入抓斗船进行疏浚作业，当前有三

种泥驳（1000 方泥驳 a、1500 方泥驳 b、2000 方泥驳 c）

可以投入使用，其中泥驳 a 最多可投入 3 艘，泥驳 b、c 分

别最多可投入 2 艘，通过测算估算抓斗船装舱时间分别为

45、60、75 分钟，其他信息如表 3 所示。

表 3 泥驳系统信息表 2
Tab3 Mud barge system information table 2

船名
舱容

(m3)

重载

运距

（nm)

轻载

运距

（nm)

装驳

时间

（min)

离驳

时间

（min)

重载

航速

(kn)

卸泥

时间

（min)

轻载

航速

(kn)

靠驳

时间

（min)
泥驳 a 1000 15 10 45 5 8 7 9 5
泥驳 b 1500 15 10 60 5 9 8 10 5
泥驳 c 2000 15 10 75 5 10 10 11 5

计划在 7 艘泥驳中挑选适当数量的泥驳，并安排好泥

驳的初始装驳作业顺序，将抓斗船待驳时间降至最低。

设定模拟运行时间 24h，设定泥驳数量 3 至 5 艘，共

运行不同泥驳系统模型 351 个，其中 3 艘泥驳计算结果 27
个，4 艘泥驳计算结果 81 个，5 艘泥驳计算结果 243 个，

截取部分符合条件的典型计算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模型计算结果 2（截取）

Tab4 Model calculation results 2 (Section)

序
号

泥驳
数量

泥驳 1 泥驳 2 泥驳 3 泥驳 4 泥驳 5
待驳
时间
（h）

泥驳
停滞
时间
（h）

1 3 泥驳 a 泥驳 a 泥驳 a - - 8.8 0.0

2 3 泥驳 a 泥驳 b 泥驳 a - - 7.6 0.2

3 3 泥驳 a 泥驳 b 泥驳 c - - 5.1 0.3

4 4 泥驳 a 泥驳 a 泥驳 b 泥驳 a - 3.8 0.2

5 3 泥驳 c 泥驳 b 泥驳 b - - 3.7 0.2

6 4 泥驳 a 泥驳 b 泥驳 b 泥驳 a - 2.6 0.4

7 4 泥驳 c 泥驳 a 泥驳 a 泥驳 a - 2.6 0.0

8 3 泥驳 c 泥驳 c 泥驳 b - - 2.5 0.1

9 4 泥驳 a 泥驳 a 泥驳 b 泥驳 c - 1.3 0.3

10 4 泥驳 b 泥驳 a 泥驳 c 泥驳 a - 1.3 0.1

11 4 泥驳 a 泥驳 a 泥驳 c 泥驳 c - 0.1 0.2

12 4 泥驳 c 泥驳 c 泥驳 b 泥驳 b - 0.0 10.7

13 4 泥驳 c 泥驳 a 泥驳 c 泥驳 a - 0.1 0.2

14 4 泥驳 a 泥驳 b 泥驳 c 泥驳 c - 0.0 4.3

15 4 泥驳 b 泥驳 a 泥驳 b 泥驳 c - 0.1 0.6

16 5 泥驳 c 泥驳 c 泥驳 a 泥驳 b 泥驳 a 0.0 18.7

17 5 泥驳 c 泥驳 c 泥驳 a 泥驳 b 泥驳 b 0.0 23.4

18 5 泥驳 c 泥驳 b 泥驳 a 泥驳 a 泥驳 a 0.0 9.0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投入 5 艘泥驳时，抓斗船不会

出现待驳现象，但泥驳累积停滞时间较长，造成泥驳资源

浪费；投入 3 艘泥驳时，在 24h 模拟运行时间内，抓斗船

将会出现 2.5 至 8.8h 不等的待驳时间；投入 4 艘泥驳较为

符合当前工况，抓斗船待驳时间从 0 至 3.8h 不等，泥驳

累积停滞时间从 0 至 10.7h 不等，其中最佳方案可基本将

待驳时间和泥驳停滞时间降为 0 左右，如上表中序号 11、
13、15 方案。

序号 13 方案泥驳系统模拟运行结果如图 8 所示。

图 8 最佳泥驳配置及装驳方案模拟运行结果

Fig8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optimum mud barge 
system

6 结语
本文提出了泥驳系统运行模型，通过实例验证了泥驳

系统中不同驳船数量、组成方式、泥驳初始装驳顺序产生

的不同施工效果，这提示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泥驳的选配和

相应装驳方案的制定，本文提出的泥驳系统运行模型和分

析优化方法可在部分疏浚工程的投标方案制定、工程前期

策划等阶段得到应用，同时进行船舶成本分析，可实现泥

驳系统配置和装驳方案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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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国内大型疏浚工程层出不穷。随着近岸资源

的匮乏，海洋工程项目逐渐向深海、岛礁方向发展。对于

习惯近海、依托岸线作业的我们，不得不面对来自技术、

操作层面的各种挑战。如大型超长航道，其延伸长度较以

往大大增加。与之相关的锚地、抛泥区等区域的水深检测，

都要求我们要到远离陆地的海域开展作业。如果再使用传

统的水位控制方法，无论在控制精度还是作业效率方面，

都难以适应当前以离岸、远距离、高频度为特征的施工测

量的要求。

另一方面，传统的水深测量精度主要以测图的精度要

求为准，如《水运工程测量规范》（JTS 131-2012）中规定：

表 1 深度误差限值

水深范围（m） H ≤ 20 H ＞ 20

深度误差限值（m） ±0.2 ±0.01H

注：H—— 水深值（m）

但在大型疏浚工程中，对测深精度极为敏感，仅 cm
级的测量不确定度就会造成数以万 m3 计的工程量偏差。

施工管理部门对测量精度的要求不断提高，达到近乎苛刻

的地步。测量技术人员也不得不对测量过程的各个环节深

入挖掘，试图将测深精度提高到极致。随着多波束测深系

统等先进海洋测量设备的更新换代，其精度已达到 cm 甚

至 mm 级水平。水位作为现代水深测量的主要误差来源，

已成为制约测量精度的重要因素。

2 远距离水位控制技术
现代远距离水位控制技术主要以 GNSS RTK/PPK 水

位测量技术和水位推算技术为代表。前者属于实测水位，

具有较高的精度，比较适合于带状延伸的航道测量。后者

是对预报水位进行差分处理获得的计算水位，在开阔水域

可以进行大范围的水位控制。

2.1 GNSS RTK/PPK 水位测量技术

2.1.1 技术特点及适用性

1）GNSS RTK 三维水深测量

GNSS RTK 是基于载波相位测量的实时差分定位技

术，能够在动态情况下获得 cm 级的平面和高程定位结果。

GNSS RTK三维水深测量是利用GNSS的 cm级测高成果，

精密测定测深仪换能器的瞬时高程，进而测定海底的高程。

GNSS RTK 作业模式下，测量精度的计算公式为：

平面定位精度：    
高程定位精度：                                       （1）

式中：D 为基线长度，km。

根据上式，在基线长 80km 范围内，平面和高程定位

精度均 ≤±10cm，可以满足大部分水深测量的精度要求。

长距离 GNSS RTK 测量技术是我院总结出的一套实用

技术，该技术对传统的作业模式进行优化，打破了 GNSS
实时动态测量在作用距离方面的瓶颈，解决了远离基准站

情况下难以精确定位的难题。实现长距离 GNSS RTK 测量

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建立完备的差分数据传输链路，可

采取如下手段保证稳定的远距离数据通讯：

①采用更高信噪比的数传电台；②选择能够满足远距

离传输要求的参考站站址；③配备高增益的专业电台天线；

④实时监控无线电信号的传输质量。

2）GNSS PPK 水位测量

GNSS PPK 与 RTK 技术基本原理相似，但采用的是

后处理技术，在测量过程中，只需连续记录基准站和流动

站的原始观测数据，而无需在站间进行实时数据通讯。因此，

其作用距离不受数据传输的约束，加之后处理模式数据稳

定、解算灵活，其精度和可靠性要高于 GNSS RTK 测量。

2.1.2 主要关键技术

1）无缝垂直基准的建立

GNSS 高是基于 WGS84 椭球面的大地高，要实现

GNSS 高与海图高之间的转换需要建立一个连续的高程基

准模型，即无缝垂直基准面模型。建立区域高精度垂直基

准面模型是实现 GNSS 水位测量的基础工作，同时也是保

证水位测量精度的关键。无缝垂直基准面模型可采用内插

的方法，首先在潮汐特征点位置设置验潮站，在单点确定

基准面间的转换关系后，采用线性内插的方法获得测区无

缝垂直基准面模型。 
获得无缝垂直基准模型后，可通过下式实现 WGS-84

大地高向海图高的转换：

                                                                    （2）

式中：H 为海图高；HP 为大地高；ζ 为高程异常；

△ h 为理论最低潮面相对似大地水准面的差距。

图 1 GNSS 水位测量时各数值间关系

2）在航水位提取

在进行 GNSS PPK 水位测量时，测得的瞬时海面高程

包含了多种因素的影响，是潮汐和波浪综合作用的结果。

疏浚工程中远距离水位控制关键技术

摘要：提出了用于大型疏浚工程远距离水位控制的 GNSS RTK/PPK 水位测量、差分水位推算

等主流技术，分析了各技术的特点、适用性及主要关键技术。分析了水位控制对疏浚工程质量、

成本控制的重要作用，并以天津港主航道疏浚工程、黄骅港 20 万吨级航道疏浚工程为例对水

深测量、施工实时水位控制技术的综合应用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远距离水位控制；GNSS 水位测量；水位推算

Abstract: This paper put forward mainstream techniques for Long Distance Tide Control of 
Dredging Engineering,such as GNSS RTK/PPK tide,tidal level calculation,etc., the characteristics, 
applicability and key technologies of each technology are analyz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water level 
control in dredging engineering quality and cost control is analyzed,take Tianjin port main channel, 
Huanghua Port 200,000 ton waterway for example,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bathymetry and 
real time water level control technology is described.

Key words：Long distance water level control ; GNSS tide ; Tidal level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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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得真实的水位，需要从水位观测量中消除波浪因素的

影响。在瞬时海面这一综合波动中，潮位为长周期项，周

期一般为几个小时，涌浪影响项为短波项，周期一般为

10~60s。根据这些信号的频谱特征，采用低通滤波的方法

对短周期项进行过滤，所得中长周期项即为在航水位。

2.2 差分水位推算技术

2.2.1 技术特点及适用性

天文潮位具有可预报性，通过调和分析的方法获得潮

位站的分潮常数，即可实现任意时刻的潮高预报。由于调

和分析精度、非调和因素、潮位观测误差的影响，预报潮

位与实际测量的潮位存在一定差异，称为余水位。余水位

的存在使得预报潮位的精度并不能满足工程水位控制的要

求，但余水位具有良好的空间相关性，如果使用已知站的

实测、预报水位计算出余水位，利用该余水位来修正潮位

需求站的预报水位，可获得潮位需求站的准确水位。这种

方法称为差分水位推算技术，对于海洋科学研究、海洋工程、

海上安全救助以及国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已知

站与潮位需求站之间的距离也是受到约束的，通常认为不

大于 100km。

2.2.2 主要关键技术

1）潮汐调和分析

海洋潮汐分析技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分析理论已经

相当完备。国内技术人员一般采用调和分析的方法，利用

此种分析方法可以满足大部分潮汐资料处理的要求。理论

上，利用潮汐调和分析可分离出将近 400 个分潮，实际

潮汐分析过程受观测时段限制、分潮之间相互作用以及分

潮频率混淆等影响，很难将所有分潮分离出来。同时由于

小振幅分潮对天文潮位形成的贡献较小，实际上对天文潮

位的形成贡献最大的主要有 13 个分潮即：8 个天文分潮

O1、Q1、P1、K1、N2、M2、S2、K2，3 个浅水分潮 M4、

MS4、M6 和 2 个气象分潮 Sa、Ssa。

比较常用的潮汐分析形式有：

（1）年潮汐资料分析

取 369 天的潮位资料进行分析，可分离出全部 13 个

主要分潮。

（2）月潮汐资料分析

取 30 天的潮位资料进行分析，可分离出除气象分潮外

的 11 个主要分潮。

2）理论最低潮面的确定

海图上所标明的深度，是近似的最小深度，实际水深

等于海图深度加上潮位。海图深度基准面的选取，主要是

为了保证航海的安全和充分利用航道，因此深度基准面要

订得合理，不宜过高或过低。关于海图深度基准面的确定，

许多国家都不一样，在我国采用理论最低潮面的方式，通

航保证率取 95% ～ 100%。

（1）弗拉基米尔法计算当地理论最低潮面

                                                                   （3）

式中：   为 8 个天文分潮组合的最低值与平均海面的偏

差；    为 3 个浅水分潮贡献修正量（当                      时

才予以实施）；     为 2 个气象分潮贡献修正量。

    （2）潮差比法传递理论最低潮面

如果观测站水域潮汐性质相似，利用长期验潮站、临

时验潮站的 2 ～ 3 天同步期观测数据可以计算临时验潮站

的理论最低潮面。

                                                                                               （4）

式中：LX 为临时水位站深度基准面与同步期平均海平

面的高差 (m)；L 为长期水位站深度基准面与同步期平均海

平面的高差 (m)；P 为长期水位站同步期平均半潮差 (m)；

PX 为临时水位站同步期平均半潮差 (m)。

3）差分水位推算

设长期验潮站 A 在 t 时刻的水位观测值       表达式为：

                                                                  （5）

式中：     为平均海平面；     即天文潮位可通过潮汐

预报方式得到；余水位        即通常定义的潮汐预报误差。

根据余水位的特性，当两站相距较近，地形条件一致时，

可认为两站的余水位是一致的。基于这一理论，可认为已

知潮位站与临时潮位站相同时刻 t 的余水位相等，即：

                                                                  （6）

因此，可通过下式推算临时验潮站处的水位：

                                                                  （7）

对于长周期分潮 Sa、Ssa，具有较大的空间尺度，在

百公里范围内，两站地理特点相近，潮汐性质基本相同，可

认为长周期分潮对余水位的贡献基本一致。在进行余水位差

分推算时，取 13个主要分潮中的 11个即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使得仅进行 30 天级别的验潮就能实现水位推算，这对时间

周期较为敏感的工程水位控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在建立上述水位推算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布设若干个

临时验潮站对测区进行有效控制，即可将水位推算技术在

工程上得以应用：

（1）依照航迹线的后处理推算

航迹线推算可用于水深测量内业处理时的水位反演，

计算出测量船航线每一个节点处的水位。以已知站水位观

测值序列、航迹线历史时刻、坐标为输入项，先以站 - 站

方式推算临时站某时刻的准确水位，再以多站内插方式归

算航迹线该时刻所处位置的水位。

传统的水位观测间隔一般为 10 分钟，但对于潮差较大

的海区，水位涨落在 10 分钟内有时可超过 ±15cm。在进

行航迹线推算时，通过减小航迹的采样间隔，可以降低因

水位不良插值而造成的精度损失。

（2）实时推算

实时推算的基本原理与航迹线推算类似，只不过使用

的已知站水位来自实时遥报，位置坐标来自船载 GNSS 设

备。通讯、坐标转换、水位推算等一系列运算过程，由在

船实时推算系统在线完成。

图 2 实时水位推算示意图

3 应用案例
3.1 天津港主航道疏浚工程

1）工程特点

天津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深水人工港，近年一直没有

停止基础建设的步伐。继 25 万吨级航道竣工后，30 万吨

级航道于 2010 年开工建设，开创了淤泥质海滩建设深水

人工航道的先河。

天津港主航道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每天都有

超过 200 艘船舶进出，在如此复杂的工况下开展生产，所

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为了给生产部门提供及时、准

确的检测数据，我院在该项目采用了多种水位控制技术手

段，作业最远至航道 KP47+500。

2）多种水位控制手段相结合的解决方案

在天津港航道沿线建有 2 处长期验潮站，分别为南疆验

潮站和大沽灯塔验潮站，位于航道 KP2+5 和 KP24+0 附近。

图 3 天津港主航道形势图

25 万吨级航道施工阶段，在航道外段采用长距离

GNSS RTK 测量技术进行三维水深测量，较传统测量方式

省去了后处理水位改正环节，可以实现内、外业同步进行，

在测量船靠港前即可完成数据处理工作。

图 4 使用 GNSS RTK 测量技术与传统工艺比较

30 万吨级航道施工阶段，根据不同水位控制手段的适

用性，形成了多种水位控制方法相结合的技术思想，在航

道沿线不同区段采用了更有针对性的水位控制方式：

图 5 天津港主航道沿线的水位控制方式

航道 KP9+0 以内使用南疆潮位站的实测水位，

KP9+0 ～ KP18+0 采 用 南 疆、 灯 塔 2 站 内 插 水 位，

KP30+0 以外采用 GNSS PPK 测量水位。

3.2 黄骅港 20 万吨级航道疏浚工程

1）工程特点

黄骅港 20 万吨级航道总长超过 60 公里，工程采取一

次规划、分期实施的建设方式，随着全部建成通航，黄骅

港由此跨入 20 万吨级大港的行列。由于延伸距离巨大，航

道外端与港内具有显著的潮时、潮高差，瞬时最大水位差

近 1m。这将对施工过程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如何保证施

工检测的精度和可靠性成为面临的严峻问题。同时，施工

船实时水位问题亟待解决，否则，施工质量控制也将无从

谈起。

图 6 黄骅港航道内外段水位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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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黄骅港航道内外段瞬时水位差

2）多波束水深测量水位

施工高峰期间，天航局几乎全部主力耙吸挖泥船都参

与了该项目的生产，我院最多投入两套多波束测深系统每

日进行施工检测。项目部对检测周期的要求十分紧迫，要

求每日晨前会必须提交前一日的检测数据。

多波束水深测量水位采用后处理推算的方式进行，根

据位于港内的水位站数据和测量船航迹线，使用我院开发

的计算机软件进行水位反演，计算出水深测量期间测量船

所经历位置的水位。

图 8 多波束测量航迹线

3）挖泥船实时水位

现代大型挖泥船的施工过程已实现计算机控制，水位

数据是系统输入的一项重要参数，须臾不可中断。如果使

用了错误的水位信息，会造成挖泥控制系统数据紊乱，向

挖泥机具发送错误指令，造成质量事故的发生。

利用我院开发的水位实时推算系统，有效解决了这一

困扰施工技术人员的行业难题。布设在挖泥船上的实时推

算系统，采用无需人工干预的自动运行方式，根据 GNSS
船位、岸基遥报仪水位，推算出挖泥船所处位置的精确水位，

无缝接入挖泥控制系统，将实时水位精度提高到了一个新

的量级。

图 9 水位实时推算系统

4 结论
远距离水位控制历来是海洋测绘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经过多年耕耘，我院逐步形成了系列化远距离水位控制关

键技术，并在天津港、南港、黄骅港、滨州港等大型疏浚

工程中推广应用，各种技术手段的精度和可靠性得到了充

分验证。今后，成熟的水位控制解决方案将适用于各类型

项目工况，在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成本控制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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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实砂土型耙头研发及应用

摘要：根据企业生产实际需要，研发针对密实性土质的密实砂土型耙头，形成自主研发的

主力施工设备型号；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对密实砂土型耙头的关键技术进行研究与分析，即耙

头内部流场模拟与分析，耙头结构强度计算和分析，耙头高压冲水喷嘴性能研究与分析，根据

每一项关键技术的分析结果对耙头的性能参数进行设定和优化；密实砂土型耙头在不同施工工

地均表现出优良的挖掘性能，具有挖掘浓度高，易于操作等诸多优点；密实砂土型耙头针对特

定的土质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关键词：耙吸挖泥船；密实砂土；耙头；研发；应用

Abstra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dense sand drag head that suitable for dense soil 
textures ar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enterprises’ practical needs of production, forming the main 
construction equipment of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 
is utilized for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dense sand drag hea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drag heads including the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internal flow field, the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overall structural strength, the performance study and analysis on the 
high pressure flush nozzle. The final results act as foundation for performance parameter adjustment to 
optimize drag heads. The drag heads have performed well during excavating in different construction 
sites, with the advantages in terms of high concentration of excavating, easy accessibility, etc. When it 
comes to some specific soil textures, the drag heads have strong applicability.

Key words：Trailing Suction Hopper Dredger; Dense Sand; Drag Head; Research &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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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耙吸挖泥船施工时所面对的密实性土质已愈来

愈多，而该类土质常由绞吸挖泥船进行疏挖，一旦由耙吸

挖泥船进行输挖时，现场的施工效果就不太理想，具体表

现为船舶进舱浓度和产量相对较低。因此，为解决这些困

扰企业的难题，天航局决定在以往自主设计耙头的基础上

研发适用于密实性土质的耙头。

本文详细阐述了密实砂土型耙头的特点及其适用范围，

同时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来辅助设计人员进行该款耙头的

设计工作。我们也在不同的施工地点对该款耙头进行了多

次的试验，获取了大量的施工数据并分析了该款耙头的挖

掘性能，并针对该款耙头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多

次改进和优化，从而形成最终的密实砂土型耙头。

1 密实砂土型耙头特点

我们根据以往耙头的设计经验，仔细分析多年来天航

局耙吸船针对此类土质所碰到的各种问题，制定了密实砂

土型耙头的方案。由于针对密实性土质，因此该款耙头的

结构型式有别于其他型号，如活动罩内部腔体大小、高压

冲水喷嘴布置、耙头总重以及固定体吸口与耙吸管面积的

匹配等，以此让改款耙头适应密实性土质的疏浚要求，最

大程度地发挥改款耙头有针对性的挖掘性能。

密实砂土型耙头的特点：2 排可更换耙齿（后排齿为

活动齿床结构），多排高压冲水喷嘴，预折角固定体结构等。

改款耙头适用于挖掘 N 值 ≥30 以上的密实土质，如密实砂

土、密实粉质粘土、铁板砂等。

2 密实砂土型耙头关键技术研究

2.1 内部流场模拟与分析

耙头内的泥沙流动涉及到固液两相流动，因此针对改

款耙头的设计，项目组进行了大型耙吸船耙头内部固液两

相流动特性分析工作，对耙头内的泥沙流动进行数值试验，

预测内部流动，为提高耙头的耙吸效率及耙头的优化设计

提供依据。

（1）模型的建立和简化

耙头的内腔流体区域模型进行了简化处理：假设流体

仅从耙齿后方的空隙处和引水窗处进入内腔，耙头进口外

流场区域做加大处理，并将边界设定在这块流体区域的外

面，即自由出流边界，同时对耙头流体出口区域做延长处理，

并给定出口处的速度边界。

图 1 密实砂土型耙头固液两相流分析模型

（2）数学模型

考虑到耙头内固液两相流动的特点，选择了双流体模

型及 k-ε 湍流模型进行计算。

（3）计算结果分析

我们分别从相同流量不同浓度耙头内固液两相流动特

性、相同浓度不同流量耙头内固液两相流动特性、导流板

对耙头流态的影响和耙头对地角度、引水窗开启角度对耙

头流态的影响四个方面来分析改款耙头的性能，并作出相

应改进和优化。

分析数值模拟计算结果，我们不难发现在活动罩内部

加弧形导流板前腔体内部漩涡区较大，且漩涡区后面存在

大量的低流速区域，而靠近腔体下底部的区域流速较高；

加弧形导流板后，腔体内部的漩涡区消失，活动罩腔体内

流体流动顺畅，固定体内流体流速均匀，整个流场的高流

速区域集中在耙齿间隙处和引水窗处。研究中发现泥沙和

清水在活动罩内部存在分层现象，且泥沙在下，清水在上，

因此项目组对活动罩内部结构型式做了相应改进，以利于

泥沙和清水的混合。同时，根据分析结果，设计人员在固

定体内部也相应设置了导流板。

2.2 结构强度计算和分析

（1）模型的建立

根据流场分析优化后的耙头设计方案，我们建立了密

实砂土型耙头结构强度计算的有限元模型。该款耙头主结

构由薄钢板焊接而成，因此我们选用软件内的板壳单元对

建立的耙头模型进行网格划分，以保证我们的计算模型能

与实际比较接近。

（2）边界条件设定

在考虑动载系数的情况下，将船舶施加给耙头的拖拽

力与耙头所承受的其他载荷进行载荷组合，并将组合后的

载荷施加在所建立的模型上，通过有限元软件获取计算结

果。由于耙头类似悬臂梁结构，因此在固定体法兰等处施

加位移约束，以保证模型的边界条件与耙头的实际工作情

况一致。

（3）计算结果分析

 图 2  固定体 35°，活动罩 0° 时耙头各部分位移云图

从图 2 中可知，耙头在各种载荷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

一定的变形，这种变形会影响活动罩的转动和油缸的伸缩，

因此必须控制耙头某些部位的变形量不能超过一定的数值。

综合考虑各种技术参数，并对耙头关键部位进行加强处理，

以使耙头各部件可正常使用和运转。耙头各部分的最大应

力值为 260MPa，耙头主结构制造材料为 Q345，在安全系

数取 1.3 的情况下，耙头各部分最大应力值未超过制造材

料的许用应力，则耙头的结构强度满足强度准则要求，耙

头可正常施工。由于采用了有限元软件进行结构强度分析，

因此我们能更有把握地根据计算结果对耙头的结构进行优

化设计，以尽量减轻耙头的重量，节省制造成本。

2.3 高压冲水喷嘴性能研究

在耙头固定体水箱底部的耐磨块和活动罩耙齿等处安

装有一定数量的不同直径的高压冲水喷嘴。由高压冲水泵

供给的一定压力的水流经冲水喷嘴后形成高速射流，该射

流会冲击和破碎泥面以辅助耙破土。为使耙头高压冲水喷

嘴的性能最优，我们通过 CFD 软件对喷嘴性能进行了数值

模拟和计算，选取了适合四种类型耙头的高压冲水喷嘴的

形状和直径。

（1）不同形状的喷嘴

本文模拟了三种类型的喷嘴，分别为直形喷嘴、锥形

喷嘴和锥 - 直形喷嘴。

图 3  直形、锥形和锥 - 直形喷嘴速度矢量分布图

由图 3 可知，锥 - 直形喷嘴射流流速无论在方向上还

是在大小上，分布都极为均匀集中，其喷射效率最高，因

此我们选定锥 - 直形喷嘴作为密实砂土型耙头的高压冲水

喷嘴类型。

（2）不同长度的喷嘴

同样，我们也建立了相同直径的三种长度喷嘴的 CFD

模型，并对其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

通过分析和对比计算结果可知，喷嘴长度越长，高速

的射流会传递更远，到达泥浆表面时的流速将越大，但射

流通过较长喷嘴时的水力损失会增加。综合考虑高速射流

流场分布和总压分布的情况下，我们选定了适合密实砂土

型耙头使用的一定长度的喷嘴，以发挥耙吸船高压冲水系

统的最大潜力，更好地辅助耙头来进行破土。

3 密实砂土型耙头应用情况

（1）通途轮海南八所航道施工

2012 年 1 月至 3 月，安装有密实砂土型耙头的通途轮

在海南八所开展航道施工。八所航道土质构成较复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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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土夹砂、粉土、砾石、鹅卵石、珊瑚礁、花岗岩等。左

耙为密实砂土型耙头。

现场土质情况虽比较复杂，但开挖土质中含有粘土占

且粘性较大，左耙最大进舱密度为 1.52t/m3, 平均进舱密度

为 1.18 t/m3。分析数据可知，改款耙头针对此类土质具有

优良的挖掘性能，可满足船舶的正常施工。另外，通过更

多次的试验，我们发现该款耙头现场施工时存在一些问题，

随后立即针对这些问题对耙头进行了改进设计。而后续的

应用情况也说明这些改进设计不仅改良了耙头的挖掘性能，

而且也提高了船舶的生产率。

（2）通途轮新港 30 万吨航道施工

通途轮 2012 年 5 月开始在天津新港 30 万吨航道开展

航道施工，此时左、右耙均为密实砂土型耙头。查阅天津

新港 30 万吨航道地质勘查资料可知，通途轮施工段的土质

为 5 级粉质粘土夹杂 10 级砂质粉土，平均标贯击数达到

31，最高达到 71，属于 N 值在 30 以上的较硬、不易开挖

土质。2012 年 9 月后，通途轮耙头更换为密实砂土改进型

耙头，更换后的密实砂土型耙头挖泥浓度和效率明显提高，

我们也采集了密实砂土改进型耙头几天内的施工数据。

施工数据表明，左耙最大进舱密度为 1.6t/m3, 平均进

舱密度为 1.26 t/m3；右耙最大进舱密度为 1.6t/m3, 平均进

舱密度为 1.25 t/m3。数据分析说明改进后的密实砂土型耙

头在挖掘这种密实性的粉质粘土和砂土时，其挖掘性能相

当优良，说明我们设计这种有针对性的耙头是有其必要意

义的。通途轮使用该款耙头后，其平均进舱密度和产量相

较以往有较大的提高。与采用国外引进耙头的国内船舶在

此工地施工时的船舶平均进舱密度 1.14 t/m3 相比，该款耙

头挖掘能力提高了一倍。同时，与国外同类型船舶在此施

工时船舶的平均进舱密度 1.21 t/m3 相比，其挖掘能力也较

强。

4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耙头设计方法，即通过理论计算

与现场试验相结合的手段对耙头进行不断的改进和优化。

同时，针对某种特定土质，我们研发了具有针对性的密实

砂土型耙头，实践证明改款耙头的设计宗旨和理念是符合

生产实际需要的，可满足此类土质的开挖需求。在设计过

程中，我们从流场、结构优化设计以及喷嘴性能研究三个

方面对改款耙头进行了大量的数值模拟计算，积累了宝贵

的设计经验。与此同时，大量的实船试验表明，该耙头在

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具有挖掘能力强、进舱浓度高、高压冲

水喷嘴配置合理等优点，能有效的提高大型耙吸挖泥船的

施工效率。其中，我们也将该款耙头在实际工程应用中所

表现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处理和改进，进而让该款耙头优

良的性能得以更好的发挥。通过密实砂土型耙头的研发，

我们也制定了本单位耙头设计规范流程，为挖泥机具设计

人员在今后的设计过程中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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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质粘土切削过程的三维动态数值模拟

摘要：硬质粘土的挖掘存在效率低的问题，需要研究该种土质的切削机理。利用数值模拟

技术，建立了刀齿切削硬质粘土的三维分析模型。土体的本构模型采用非线性弹塑性模型，应

用单元损伤失效准则模拟硬质粘土的切屑，并基于显式积分算法实现了硬质粘土全物理过程的

数值仿真，分析了不同时刻的土体变形状态，得到了刀齿的切削载荷。仿真结果表明，对于所

选定的硬质粘土参数，刀齿从入土到稳定切削，切削过程中刀齿切削载荷波动，仿真结果和试

验结果近似。

关键词：疏浚；粘土；切削；数值模拟；有限元分析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the low efficiency of hard clay excavation is studied,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cutting mechanism of the clay. By using the method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3D model of 
cutting hard clay is established. The soil constitutive model is established by the nonlinear elastoplastic 
model, realizes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hard clay physical process based on the explicit integral 
algorithm and chip simulation unit damage failure criterion of hard clay. It analyzes the status of soil 
deformation and the cutting force of the tooth in different tim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as 
the selected hard clay parameters, and the cutting force is fluctuating in the cutting process, an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re in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Key words：dredging; clay; cutting; numerical simulation;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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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国沿海港口 -20m 至 -25m 深的施工土质中，硬质

粘土普遍存在，在挖掘过程中存在生产效率低的问题。国

外对该土质有关的切削技术资料鲜有公布，国内对硬质粘

土的挖掘机理的研究仍是空白。

在疏浚技术领域，Miedema 等人对水下密实砂土进行

了多年的研究，并提出了二维切削模型 [1-3]，该公式应用于

硬质粘土的切削误差较大。对于较硬的岩石，Nishimatsu 等

人提出了切削模型，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5]。随着数值模拟技

术的发展，应用计算机可以模拟各种土质的切削过程，难点

如何得到准确的土质本构模型，通过静力分析方法能够得到

切削刃附近的土体应力变化 [6]。天津大学等高校在盾构施工

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实现了切削过程的动态模拟 [7-9]。

土体的直剪试验和三轴剪切试验能够很好地得到土体参

数，硬质粘土的室内剪切试验能够反映土体的实际变形情况。

但是，试验需要从制土到试验，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

间，而且研究硬质粘土切削机理需要对多种工况下的剪切试

验结果进行分析和比较，利用数值模拟技术代替部分实际试

验，节省研究的时间和费用，推动研究的进度。利用有限元

技术研究不同参数下的硬质粘土的切削载荷，掌握硬质粘土

的切削机理，有利于提高疏浚挖掘机具（主要是绞刀和耙头）

的研发水平，提高疏浚企业于市场的竞争力。

1 三维动态仿真模型
1.1 模型简介

根据 Miedema 建立的二维切削模型建立硬质粘土切削

模型，如图 1 所示 [1-3]。刀齿与切削平面呈一定的角度，称

为切削角。随着刀齿的不断切削，土体被逐渐破坏。

以 天 津 市 疏 浚 技 术 企 业 重 点 实 验 室 的 试 验 刀

齿和试验土体为研究对象。土体的长宽高尺寸为：

1200mm×1000mm×1500mm，有限元模型如图 2 所示，

网格数为 60000。刀齿的长度为 350mm，厚 30mm，切削

角度为 45°，其有限元模型如图 3 所示，网格数为 103。

图 1 硬质粘土切削模型

Fig.1 the cutting model of hard clay

刀齿的材料为 Q345 钢，弹性模量 210GPa=E ，泊

松比 3.0=ν 。土体取天津港地区的硬质黏土，主要的材

料 参 数 为： 弹 性 模 量 MPa088.11=E ， 密 度

kg/m1800=ρ ，泊松比 kg/m1800=ρ ，液限为 44.4%，塑

限为 23.9%，按照直剪试验测得的内聚力 kPa0.8=c

，内摩擦角 °= 9.2ϕ ，黏附力 kPa1.8=A ，无侧限抗

压强度qu=16.6kPa。

在有限元建模过程中，假定初始时刻刀齿与土体接触。

鉴于研究的是硬质粘土的切削问题，对模型进行了适当的

简化，施加的载荷和边界条件为：1. 整个仿真过程中将刀

齿的速度设为 0.03m/s; 2. 约束土体的边界自由度，硬质粘

土的上表面设置为自由表面 ; 3. 利用接触模拟刀齿和土体

之间的相互作用。

1.2 土体模型

土体材料特性对刀齿的载荷分布产生显著的影响，因

此土体模型的选择尤为重要。需要模拟实际的硬质粘土的

特性，需要采用与之对应的本构关系。在有限元本构模型中，

Drucker-Prager 模型（简称 DP 模型）通常用来模拟土体，

DP 模型具有非线性弹塑性本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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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刀齿有限元模型

Fig.2 the FEM of the tip

图 3 硬质粘土有限元模型

Fig.3 the FEM of the hard clay

图 4 线性 DP 模型的屈服面

Fig.4 the yield surface of linear DP model

其中，t 为偏应力参数， β 为硬质粘土的摩擦角， 

d 为硬质粘土的粘聚力，其值与输入的硬化参数相关，当

硬化参数由剪切因素控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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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τ 为剪切强度。

如图 4 所示，DP 模型不仅在屈服准则中引入了中间

主应力对材料屈服面的影响，同时考虑了静水压力对材料

屈服面的影响。在主应力空间中，屈服面是一个圆锥面。

不同的中主应力对屈服面的影响不同，硬化规律反映了屈

服面大小的变化。

DP 屈服准则克服了 Mohr-Coulomb 模型（简称 MC
模型）应用于数值计算时收敛困难的缺陷，并且通过选择

适当的材料参数可以与 MC 模型相匹配。因此使用 DP 模

型对天津港原状土进行材料分析。

1.3 材料损伤准则

有限元方法中对材料的断裂损伤的模拟是通过单元失

效删除功能来实现的 [8-9]。材料损伤失效过程就是由材料刚

度逐渐减弱而引起的材料承担载荷能力完全丧失的过程。

材料刚度减弱的过程采用损伤力学建模。材料变形的

初始阶段是线弹性变形，之后进入塑性屈服阶段，到达某

塑性点后，材料的承载能力显著下降直到断裂。初始定义

状态变量 和损伤因子 ，当材料处于弹塑性变形阶段，达到

强度极限后，由单元积分点的等效塑性应变建立初始损伤

准则 ( 即损伤开始的标准 )，当 达到 1 时，损伤开始，即

达到初始破坏点。材料达到初始破坏点后刚度开始衰减直

至丧失承载能力，损伤演变规律描述了材料刚度衰减规律。

当 时，材料完全失去承载能力。

          σσ )1( D−=             （4）
在硬质粘土的切削过程中，土体经历了弹性变形、塑

性屈服以及断裂损伤三个阶段。土体从屈服到断裂损伤破

坏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传统的数值模拟研究中对土体损伤

破坏的处理一般认为达到屈服即损伤破坏，而忽略了切屑

形成到分离这一过程。本次模拟采用了包含单元删除功能

的损伤失效模型描述了材料从屈服发展到破坏的响应过程，

从而完整地模拟了切削过程。

1.4 室内切削试验

如图 5 所示，进行了室内切削试验，包括切削刀齿设

计和模型土制作，设备包括数据采集系统和数据分析系统。

共进行了多组次的切削试验，当刀齿切削角度 45°、

切削厚度 100mm 和切削速率 0.03m/s 时，测得水平切削

力有效值为 1180N。

图 5 硬质粘土室内切削试验

Fig.5 the indoor cutting test of hard clay

2 三维动态仿真结果
刀齿的切削厚度为 100mm，切削角为 45°，切削速度

为 0.03m/s，共进行计算 40s，然后确定刀齿与硬质粘土的

边界条件，进行切削计算。

如图 6 和图 7 所示，切削力波动剧烈，能够分辨出切

削过程的各个时期的力学状态。。在切削初期，刀齿切削

力增长迅速，到达切削前期或中期时，切削力维持一个比

较平稳的阶段，切削力为约为1250N，和试验数据比较接近，

到达切削后期时，切削力急剧下降，完成整个切削过程。

图 6 硬质粘土的水平切削力

Fig.6 the horizontal cutting force of hard c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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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硬质粘土的切削力矩

Fig.7 the cutting torque of hard clay
图 8- 图 10 为不同时间段硬质粘土的 Von Mises 应力

变化。

图 8 硬质粘土切削前期

Fig.8 the earlier cutting stage of hard clay

图 9 硬质粘土切削中期

Fig.9 the middle cutting stage of hard clay

图 10 硬质粘土切削后期

Fig.10 the later cutting stage of hard clay
如图 8 所示，在硬质粘土的切削初期，刀齿的齿刃部

分刚刚进入土体内部，逐渐形成粘土切槽，切槽上方的硬

质粘土被逐步抬高，进而形成粘土碎块。在切槽上部的粘

土被切除而离开本体，被切除的土块呈粘连状态，和实验

室试验状态一致。如图 10 所示，在切槽的两侧能够看到明

显的应力过渡区域，这部分土体已经被刀齿的切削过程所

影响，其内部结构也产生细微的裂纹或损伤。最终，切槽

基本呈较为平直的棱槽结构，这种现象和实验室的试验结

果基本一致。

3 结论
对天津港地区的硬质粘土进行了三维有限元仿真，采

用的单元损伤失效方法模拟了硬质粘土的切屑形成和分离，

描述了土体与刀齿开始接触到被完全切削下来的连续的过

程，实现了刀齿切削硬质粘土的数值模拟。刀齿在切削硬

质粘土的过程中，切削力先逐渐加大，然后保持平稳，最

后降低完成整个切削过程。数值模拟结果和室内试验的数

据比较接近，验证了数值模拟方法研究硬质粘土切削的可

行性。

刀齿对硬质粘土的切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数值仿

真方面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采用的损伤失效模型

初步实现了刀齿切削硬质粘土的过程，同时得到了一系列

有效的信息。下一步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对模型细化，考虑

更多的因素对刀齿切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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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城市垃圾填埋筑岛可行性研究

摘要：随着沿海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大量沿海

城市正面临“垃圾围城”困局，亟需创新垃圾处理模式。沿海垃圾填埋筑岛处理模式是在合适

的离岸海域，采用吹填造地和岛屿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及装备，建成垃圾填埋人工岛；再将城市

垃圾运输上岛、焚烧，并将焚烧残渣和不可燃垃圾进行分区填埋。本文结合国内外成功案例，

综合分析了沿海城市垃圾填埋筑岛的技术、市场和政策可行性，指出中国的吹填造岛、岛屿基

础设施建设、垃圾焚烧、填埋、渗滤液和填埋气处理等技术及装备较为成熟，垃圾填埋筑岛契

合沿海城市垃圾处理需求。中国可借鉴日本和新加坡的垃圾填埋筑岛政策，制定符合中国国情

的相关政策、规定和行业标准，推进垃圾填埋筑岛项目，以解决沿海城市的“垃圾围城”问题，

缓解城市发展与资源和环境间的矛盾。

关键词：垃圾；筑岛；可行性；沿海城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astal cit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s day by day intense. A large number of coastal cities are facing 
the difficulty of the garbage siege, which requires new solutions. The coastal landfill disposal model is 
the 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islands in suitable offshore areas with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The municipal solid waste will be carried on the island and incinerate, eventually the 
incinerating residue and the non-combustible garbage will be buried,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was 
based on the success case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nalyzes the technical, market and policy 
feasibility about coastal landfill disposal model. Which is points out that China's land reclamation island, 
waste incineration, island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landfill, leachate and landfill gas treatment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is relatively mature, meet the needs of coastal city waste disposal. China 
can draw on Japan and Singapore's landfill policy, to develop relevant policies, regulations and industry 
standards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Finally, we will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garbage 
surrounding city in coastal cities and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Key words：municipal waste；construction of islands；feasibility；landfilling coastal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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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沿海城市的人口密度高、

资源消耗大，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产生量持续攀升 [1]。据

《2016 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统

计，2015 年上海、深圳、杭州和广州的城市生活垃圾产生

量分别为789.9万吨、574.8万吨、365.5万吨和455.8万吨。

因垃圾焚烧和填埋处理能力不足，沿海城市正遭遇“垃圾

围城”之痛。垃圾堆存区的土壤、地下水和空气污染严重，

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生命健康。“垃圾围城”问题已严重

制约沿海城市可持续发展 [2]。因此，沿海城市亟需创新垃

圾处理模式，以缓解垃圾处理与城市发展间的矛盾。垃圾

填埋筑岛方案是在合适的海域建设垃圾填埋人工岛，用于

生活垃圾焚烧和灰渣及不可燃垃圾填埋。该模式无需占用

沿海城市土地资源，岛上垃圾焚烧项目远离人口密集区，

避免了“邻避效应”。新加坡和日本已有成功案例。本文

将从技术、市场和政策方面，综合分析中国推行垃圾填埋

筑岛模式的可行性。

1 垃圾填埋筑岛模式介绍
沿海垃圾填埋筑岛处理模式是在合适的离岸海域，采

用吹填造地技术及装备，按照垃圾填埋人工岛设计方案，

分区分期吹出人工岛基本陆域，经软基处理和地基加固后

形成复合基建条件的人工岛；然后在人工岛上建设码头、

道路、垃圾分选厂、焚烧厂和填埋场等设施；最后将沿海

城市垃圾运至人工岛进行分选、焚烧和填埋。

沿海城市垃圾填埋筑岛模式无需占用城市土地、远离

人口密集区，彻底避免了垃圾处理项目的“邻避效应”，

社会效益显著。鉴于垃圾填埋筑岛的突出优势，部分国家

已出台相关政策推行该模式，建成垃圾填埋人工岛 [3]。

2 垃圾填埋筑岛成功案例
新加坡和日本是垃圾填埋筑岛模式的先行者，通过政

策引导和资源整合，新加坡建成了实马高垃圾填埋人工岛，

日本建成尼崎、泉大津、神户和大阪海上垃圾填埋场。

2.1 新加坡实马高垃圾填埋人工岛

在本岛以南的海面上，新加坡依据海底地形特征，建

成一条约 7 公里长的人工海堤，将实马高岛和锡金岛连接

起来，并把附近的海域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区域，这个

区域内便是拥有 350 公顷的垃圾填埋区。人工堤岸围墙上

铺有防渗隔膜和海粘土，以避免垃圾渗滤液和有害物质外

泄。埋置场内部海域用分隔堤分隔出不同容量的埋置区。

该岛建有码头、发电机、污水处理系统和维修厂等基础设施，

确保了实马高海上垃圾埋置场能独立运作。据悉，实马高

岛的设计填埋总量为 6300 万 m3，处理垃圾能力约为 2000

吨 / 天，其中焚烧灰填埋能力约为 1500 吨 / 天，建筑垃圾

的处理能力约为 540 吨 / 天。该项目的成功实施，破解了

新加坡的垃圾处理困局，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 [4]。因注

重生态与环境保护，实马高垃圾填埋人工岛变为各种鸟类

的栖息地，吸引了大批游客。

2.2 日本海上垃圾填埋人工岛

日本政府结合考虑大阪湾填海造地与垃圾填埋项目 , 

推出了大阪湾凤凰计划 [5]。该计划在大阪港规划建设尼

崎、泉大津、神户和大阪四个海上垃圾填埋场，面积分别

为 113 公顷、203 公顷、88 公顷和 95 公顷，填埋量分别

为 1600 万 m3、3100 万 m3、1500 万 m3 和 1400 万 m3。为

避免海洋生态环境破坏 , 垃圾填埋场采用先进的防渗技术

及材料和渗滤液回收处理系统，并对周边环境进行跟踪监

测。目前，各垃圾填埋场的周边水质和生态环境良好，生

物聚集密度较高。大阪湾海上垃圾填埋形成的土地已被开

发建设为道路、码头、绿地、港湾物流基地、工业区和危

险废物处置区等 [6]。该计划解决了日本大阪的垃圾处理问

题，并为当地发展提供了土地资源。

3 技术可行性分析
沿海城市垃圾填埋筑岛项目包括吹填造岛、基础设施

建设、垃圾焚烧和填埋等工程单元。先进的技术及装备是

推进垃圾填埋筑岛项目的必要条件。

3.1 吹填造岛技术

吹填造地是采用挖泥船将海底的海砂吹填到设计海域，

经软基处理后，建成人工陆域的一项工程技术。吹填造岛

工程主要包括海沙吹填和软基处理两大工序。

海沙吹填方面，中国已拥有种类齐全的现代化挖泥船队，

绞吸和耙吸挖泥船的技术和装备实力稳居世界前列。天航局

自航式绞吸挖泥船“天鲸号”的技术先进性和结构复杂程度

在世界同类船舶中位居前列，是世界最大的三艘自航式绞吸

挖泥船之一。其总装机功率达 19200Kw，最大挖深达 30m，

最大排泥距离达 6Km，挖掘效率达 4500m3/h。中国自主研发

的耙吸挖泥船“通途轮”的总装机功率达 22320 千瓦，舱容

20467m3，最大挖深达 90 米，均为亚洲之最，堪称亚洲耙吸

挖泥船之旗舰。中国现有的疏浚工程装备可直接开挖中风化

硬质岩、珊瑚礁及卵石、砾砂等坚硬土质，吹填造地实力突

出。采用现有技术和装备，中国先后开展了天津港 30 万吨

航道疏浚、曹妃甸大型陆域吹填、港珠澳大桥珠澳口岸人工

岛建设、苏丹港疏浚吹填、三亚凤凰岛吹填造岛等国内外重

大工程，积累了丰富的吹填造岛技术、装备和工程经验，为

垃圾填埋人工岛建设奠定了基础。

吹填形成的新陆域需进行软基处理，提高其固结度和

稳定性。中国的软基处理技术具有专业化和多样化特点。

A feasibility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slands 
by landfilling coastal city municipal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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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软基处理技术包括换填法、排水固结方法、水泥深层

拌合法、复合地基处理法等 [7]。其中，换填法包括填砂垫

层法、土工织物垫层法和爆炸挤淤法等；排水固结法包括

真空预压法和水上振冲法等。现有软基处理技术确保了中

国的港口、航道、高速公路、桥梁、机场、铁路、地铁、

轻轨、工业民用建筑、市政工程等大中型建设项目的稳步

推进 [8]。目前，中国已制定并推行了成体系的软基处理规

范与标准。垃圾填埋人工岛建设工程，可采用现有软基处

理技术，按国家规范和标准稳步推进。

3.2 基础设施建设技术

垃圾填埋人工岛项目包括港口、码头、办公楼、厂房

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中国的第二产业较为发达，

中国交建、中国铁建、中国港湾、中国路桥等大型央企已

在国内外承建了多项大型港口、摩天楼和高速公路建设工

程，技术、装备和工程实力突出。因此，垃圾填埋人工岛

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单元的可行性较高。

3.3 垃圾焚烧技术

焚烧处理是城市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处理的

有效途径之一 [9, 10]。目前，中国的垃圾焚烧技术及装备已

相对成熟。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2016 年，中国已建成生活

垃圾焚烧厂 231 座，分布于全国 29 个省 / 市 / 自治区。本

文所述的垃圾填埋筑岛模式拟将沿海城市垃圾运至人工岛

进行分类，对可燃垃圾进行焚烧，并将灰渣和不可燃垃圾

进行分区填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焚烧单元包括垃圾接

收与供料系统、焚烧系统、余热利用系统、烟气净化系统

和自动控制系统等工程模块。焚烧炉是垃圾焚烧的核心设

备。机械炉排炉是以机械式的炉排块构成炉床，靠炉排间

的相对运动使垃圾不断翻动、搅拌、前移。正常运行时，

机械炉排炉的炉温维持在 850℃～ 950℃，可极大程度地降

低二噁英生成。目前，机械炉排炉的技术成熟、处理规模大，

已在国内外得到广泛使用。单台机械炉排炉的最大处理量

已超过 2000t/d。沿海城市垃圾填埋筑岛项目可结合现有垃

圾焚烧厂建设和运营经验。

3.4 垃圾填埋技术

根据《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CJJ13-2007）

要求，垃圾填埋场包括防渗层、渗滤液收集与处理系统、

填埋气收集处理系统和顶层覆盖系统等。海上垃圾填埋场

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需采用先进的防渗结构和优质的防

渗材料 [11]。海上垃圾填埋场可使用双层防渗结构。防渗材

料可选用高密度聚乙烯 ( HDPE)、聚氯乙烯 ( PVC)、乙烯 -

丙烯橡胶 ( EPDM) 等 [12]。

垃圾渗滤液是一种成分复杂、高氨氮含量、高含盐量、

高碱度、高纤维素含量的高浓度有机废水 [13]。行业已拥有

先进、成熟的生化处理技术、生化 + 膜处理技术和膜处理

技术等，可实现垃圾渗滤液的达标处置 [14-16]。

垃圾在填埋场长期储存会产生 CH4 和 CO2 等气体，可

设计建造由收集井、集气柜、输气管道和抽气泵站组成的

填埋气收集系统，将填埋气进行收集和处理。

根据《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CJJ17-2004)及《生

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技术规程》(CJJ112-2007)，填埋场

封场覆盖系统由表面至垃圾堆体依次为植被层、排水层、

防渗层、排气层。排气层兼渗沥液排水层，位于垃圾层之上，

多用多孔、高透水的土层或土工合成材料构建。防渗层是

覆盖系统的最重要部分，直接阻碍水分渗透，能提高其它

层的贮水排水能力，还能抑制填埋气扩散及渗沥液侧渗。

填埋场封场后，形成的陆地可开发为农林用地 (E2)、绿地

类 (G)、商业服务设施类 (B)、工业用内地 (M)。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 2015 中国已建成并运营的

规模化垃圾填埋场数量达 640 座，年填埋垃圾 11483.1 万

吨。可见，行业已拥有垃圾填埋场设计、建设、运营和维

护的成套技术，具备海上垃圾填埋项目的建设能力。

4 行业需求分析
沿海城市的经济发达、人口密度高、土地资源紧缺。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沿海城市的垃圾产生量持

续攀升。因处理能力不足、监管体制不完善，沿海城市正

遭遇“垃圾围城”之痛。天津、上海和广州等沿海城市的

垃圾绿色处置需求迫切。

目前，沿海城市垃圾多被填埋和焚烧处理。现有垃圾

处理场占地面积大，土地资源浪费严重，严重阻碍沿海城

市发展。老旧的垃圾处理厂存在二次污染重、资源化利用

率低等问题，正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 [17]。因环保公信力差，

新立的垃圾填埋和焚烧等处理项目，常面临“立项-抗议-

撤销”的尴尬循环。

随环保技术的不断革新，半干法脱硫、选择性催化脱硝、

静电除尘和二噁英分级降解等技术不断升级换代，新型垃

圾填埋和焚烧项目可基本实现城市垃圾绿色达标处置 [18]。

然而，鉴于老旧垃圾填埋和焚烧项目的负面形象，“邻避

效应”短期内难以消除，拟建垃圾处理项目的环评报告已

难取得公众信任，导致新立垃圾填埋和焚烧项目难以推进。

沿海城市垃圾填埋筑岛模式，可创新性解决“垃圾围城”

困局，避免“邻避效应”，同时为沿海城市增加陆域面积，

促进沿海城市发展。

5 政策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的所有条目，均未禁止在海上建设垃圾

填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

提及“依法被批准在岸滩设置废弃物堆放场和处理场的，

应当建造防护堤，防止废弃物流失入海”。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

例》、《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

例》，海上垃圾填埋筑岛项目属于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在可

行性研究阶段，需编报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海洋行政

主管部门核准，并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接受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由此可见，相关法律对海上垃

圾填埋项目的要求较高。

鉴于国外成功案例和国内技术的成熟度，中国推行垃圾

填埋筑岛模式，助力沿海城市解决垃圾处理困局的时机已相

对成熟。为达到国家及行业要求，垃圾填埋筑岛项目在设计

和建设过程中，需提高人工岛结构、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的

设计和建设标准，引进先进的垃圾渗滤液和填埋气收集和处

理技术，注重生态环保建设，以提高垃圾填埋人工岛的安全性。

6 结论
沿海城市垃圾产生量大，“垃圾围城”问题突出，亟

需创新性解决垃圾处理问题。中国具有成熟度较高的垃圾

填埋人工岛建设技术及装备，较为先进的垃圾焚烧厂和填

埋场建设与运营技术及经验。为达到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

行业标准要求，垃圾填埋筑岛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需提高

设计标准、引进先进技术及装备、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综

上所述，沿海城市垃圾填埋筑岛的可行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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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号的建造与昆明湖疏浚 The Building of Peking and the Creation of Kuminghu Lake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王诗华

1956 年，海河工程局建造了中国

第 1 艘中型组合式绞吸挖泥船“北京

号”，对颐和园的昆明湖进行清淤。

船长 30 米，宽 10 米，挖深 8 米，总

扬程可达 32 米。

1955 年，北京市上下水道工程局

向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疏浚公司提出要疏浚中南海。当时，

以天津区疏浚队为主力的疏浚公司，担负着全国沿海及江河

的疏浚任务，虽然实力雄厚，但没有可在内陆湖泊施工的组

合式挖泥船，仅有的十几条接收过来的工程船，大都体态庞

大陆路无法运送，水路又过于窄浅，更不可能直驶中南海内。

经了解，连云港有一条“旭”号挖泥船，是 1927 年由日本

大阪工业所建造的，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日本遗弃在连云港，

至解放后已弃置多年未用。该船外壳已坏，机电设备尚可利

用。交通部提出，将“旭”号挖泥船交由疏浚公司，造一外壳，

重新利用，但船壳必须能够解体和拼装，以便于陆上运输。

为此，疏浚公司立即组织力量，由李毓露、林元通、

钟定艺等工程技术人员，多方查找资料，选比方案，1956

年初，完成了组合绞吸形的船体设计，新河船厂的汪重熙

完成了电气方面的设计。按照这两项设计，使用原“旭”

号的主机、泥泵和辅机，经过疏浚公司和所属新河船厂的

共同努力，当年我国第一艘中型组合式电动绞吸挖泥船制

造成功，因首用于北京，故命名为“北京”号。该船船壳

由 11 个钢质水密浮箱组合而成，全长 30 米，宽 10 米，

挖深 8 米，总扬程可达 32 米。这艘挖泥船可以解体，用

火车或重型拖车运往水路不能到达的地方，到达施工地点

后，有特制螺栓装配起来即可施工。北京号于 1956 年底

用汽车分别送抵北京。由于北京号挖泥时噪音较大，会引

响中央首长的办公和休息，北京市上下水道工程局决定改

挖颐和园的昆明湖（西湖）。1957 年初，现场组装下水，

当年清淤 77 万立米。1958 年北京号调往内地，参加包钢

建设工程。1960 年重返昆明湖，在 3 ～ 9 月的 123 个工

日里，又清淤近 60 万立米。此后北京号调给河南开封。

据了解，北京号于 2002 年报废，至此由老一辈天航人自

行设计制造的中国疏浚史上第一艘中型组合式挖泥船退出

了历史舞台。

In 1956, Haiho Conservancy Board built China's first 

medium-sized combined cutter suction dredger Peking, 

which was used to perform de-silting in Kunminghu Lake of 

the Summer Palace. The dredger is featured with a length 

of 30m, breadth of 10m, dredging depth of 8m and a total 

discharge distance of 32m.

In 1955, Peking Municipal Sewer Engineering Board 

filed application for dredging Zhongnanhai to the dredging 

company of Administration of Navigation Engineering 

of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At that time, the dredging 

company, with dredging team in Tianjin as the main forc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redging of the coastal areas and 

rivers in the whole country. Although the team boasted 

great dredging capacity, there were no combined dredgers 

that can be deployed for the operation in the inland lakes. 

What the team had were only a dozen of construction 

vessels, which were too big for land transportation. And 

the water depth of the channel was too shallow for the 

vessels sailing directly to Zhongnanhai. After research, 

it is known that there is a dredger named "Asahi" in 

Lianyun Port, which was constructed by Osaka Industrial 

Corporation in Japan in 1927. Since being abandoned in 

Lianyun Port in 1945, the dredger had been out of use 

for many years. Although the shell was damaged, th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of the vessel still 

functioned.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proposed that the 

dredger should be handed over to the dredging company 

to make a new shell for reuse, and the hull must be 

dismountable for land transportation.

F o r  t h i s  p u r p o s e ,  t h e  d r e d g i n g  c o m p a n y 

immediately organized engineers and technicians 

such as Li Yulu, Lin Yuantong, Zhong Dingyi, to do 

the l i terature review and select the plan through 

comparison. In early 1956, the design of the hull of 

combined cutter suction was completed, and Wang 

Chongxi from the Xinhe shipyard completed the 

design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According to the two 

designs, the original main engine, dredge pumps and 

auxiliary engines of "Asahi" will be used.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dredging company and its affiliated 

Xinhe Shipyard, China's first medium-sized combined 

electr ic cutter suct ion dredger was successful ly 

manufactured. Because it was first used for the project 

in Peking, it was named Peking. The hull consists of 

11 steel watertight pontoons, with a total length of 30 

meters, width of 10 meters, and dredging depth of 8 

meters, and the total head of up to 32 meters. The 

dismountable dredger can be transported by train 

or heavy-duty trailers to places where the waterway 

cannot be reached. After reaching the site, the dredger 

can be assembled with special bolts for construction. 

Peking was transported to Peking city by vehicle at the 

end of 1956. The dredger generated great noise during 

operation, which had influenced the work and rest of 

the leader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refore, the 

Peking Municipal Sewer Engineering Board decided 

to dredge Kunminghu Lake (Xihu Lake) in Summer 

Palace instead. At the beginning of 1957, the dredger 

was assembled and deployed into water. Within the 

same year, 770,000m³ material were dredged. In 

1958, Peking was deployed to Inner Mongolia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aogang Group. In 1960, the vessel 

returned to Kunminghu Lake and dredged nearly 

600,000m³ materials in 123 working days from March to 

September. After this, Peking was deployed to Kaifeng 

in Henan Province. The dredger was scrapped in 2002. 

At that time the first medium-sized combined dredgers 

in China’s dredging history, which was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by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TDC, withdrew 

from the historical stage.

CCCC TDC   Wang Sh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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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要求：文章条理清晰、简明严谨、资料数据正确可靠；文章字数在3000字左右，超长文章将分期刊登；

来稿以 Word 录入排版，以电子邮箱“附件”形式发送；稿件中需注明作者姓名、职务、单位、邮编、地址、

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并附作者两寸电子版彩色照片；论文必须注明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计量单位和符号，

请一律使用国际通用标准或国家法定计量单位；文中引用参考文献应依照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

在右上角标出，并在文章末尾按标注顺序给出引用参考文献的作者名、引用文题名、出版单位以及出版日期。

论文经作者单位初审后推荐至中国疏浚协会秘书处，中国疏浚协会秘书处指定专家负责审核。论文作

者对文稿内容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学术性等负全责。

联系方式：北京朝阳区西坝河西里 28 号英特公寓 C2-603 室

中国疏浚协会秘书处

邮     编：100027

联 系 人：郭恩泽

联系电话：010-53693612   18612590726

电子邮箱：zgsjxh2013@163.com

传真：010-64475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