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EZ）向意大利 VADO 集装箱码头提供 4

台岸桥 (STS) 和 14 台自动化轨道吊 (ARMG)，

随后，中交二航院成功中标意大利威尼斯离

岸深水港一期设计项目。中国港航企业能够

挺进长期“铁板一块”的欧洲市场，充分彰

显了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也包括中

国疏浚的快速进步。

令人欣喜的是，这次意大利威尼斯离岸

深水港一期设计项目投标过程中，中交二航

院的技术团队摒弃国内投标常用的厚重的印

制标书的模式，而是运用 BIM 设计手段，仅

仅几页薄纸，在来自美、法、荷、意等国的

7 家国际知名工程咨询公司竞争者中脱颖而

出，成为唯一一个技术标和商务标均获得满

分的投标人，最终赢得欧洲业主对中国港航

企业的信任。

细析上述案例的致胜之道，重要一环是

把握了符合国际发展大趋势和新兴市场需求

规则的创新要素，以及由此而掌控的核心技

术优势。

同时，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虽然，

中国疏浚已跃升到年疏浚能力逾 9 亿立方米

的疏浚大国的位置上，也成长起中交疏浚这

样世界最大疏浚公司，但面对全球市场及其

高水准、多样化需求，我们的差距也是多方

面的。对于志在高远的中国疏浚而言，横亘

在我们面前的仍是一道由国际标准、技术积

累和创新能力砌筑而成的“高门槛”。

如今，大数据、互联网 + 为标志的技

术创新的浪潮汇合着全球配置市场资源的涌

流，愈加迅猛地挑战着中国疏浚企业的观念、

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创新是进步的动力，是时代发展的主

题，是企业核心能力的内核和活力之源。

中国疏浚转型升级的着力点就在于：必须

紧紧把握技术进步和管理进步“双轴驱动”

的基本战略，通过更大力度地挖掘、激发、

培育创新能力进而持续提升核心能力，发

挥出中国人的智慧和全产业链协同的优势，

创造出更多的类似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

长江口航道整治工程、海南工程和新近研

制的自航绞吸挖泥船——“天鲲”号等由

高科技支撑的重大项目或重要成果，借助

“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更高水平、更富

有成效地“走出去”，造福世界，也使中

国疏浚成为承载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巨轮。

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始终要坚持摆正身位、

力戒浮躁、正视差距、发奋赶超的态度；

始终要坚持深度学习、勇于探索、自主创

新，艰苦创业的方法；始终要坚持技术立

企、人才为本、倾力投入、系统攻关的方

针。用先进技术和诚信合作态度赢得市场、

效益、信誉和可持续发展的主动权。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相信不

久的未来，中国疏浚行业中会有一大批创新

能力突出的国际品牌企业闪耀国内外市场，

那时，中国疏浚对国家、对世界的贡献就更

大了。

卷首语

创新，是中国疏浚“走出去”的主动力

发展起来的中国，不仅得以实现复兴中

华民族和造福华夏人民的伟大使命，也能更

好贡献于世界文明的兴盛。“一带一路”战

略即是中国提供给世界解决可持续发展重大

课题的良方。近年来，中国疏浚在世界诸多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施展身手，行业内的骨干

企业也开始进军长期以来壁垒高筑的欧洲市

场。可以说，中国疏浚正在全球建立越发深

远的影响力，正在逐渐成为继中国高铁、中

国核电及中国桥梁之后，“中国制造”的新

标志。

近期，多则捷报接踵而至：先是中交天

航局承建的俄罗斯布朗克港港池与航道疏浚

工程交竣，之后，中国疏浚行业的重要装备

研发企业—振华重工，所创制的全自动化码

头也首开欧洲市场，使用自主研制的电控系

王海怀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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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国家顶层战略
打造“中国疏浚”精品

栏目策划人  子文

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

同年 10 月 3 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

伴关系，共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此，“一带一路”国家级顶层战略成为国内外最为关注

的经济话题之一。

时至今日，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引领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引进来”，在实现生产要素

和各类资源的全球流动和全球配置上，有了更多的选择性和更大的自由度。与此同时，扩大了国内市场

规模，推动了企业转型升级。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是提升中国影响力的战略举措、新一轮

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本期，我们特别邀请了部分会员单位的高层管理者和具有典型意义的海外项目部谈观点与思路。大

家在分享践行“一带一路”“走出去”国家战略成果的同时 , 更加坚定在新的市场育树“中国疏浚”精

品的意志与信心。在实现新目标和新愿景的征途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十年奋进排云直上  
“一带一路”勇当先锋

王家印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  副董事长

1 立足海外，抢抓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

——经营业绩连创新高。从 2006 年到 2016 年的十年间，中国港湾

的海外发展连创历史新高，新签合同额从 2006 年的 10.1 亿美元增长到

2016年的112亿美元，增长了11倍，累计合同额600亿美元；营业额从6.2

亿美元增长到 45.2 亿美元，增长了 7.3 倍，累计完成营业额 292 亿美元；

利润总额从 675 万美元增长到 3 亿多美元，增长了 40 余倍，资产总额由

62 亿元人民币增长到 457 亿元人民币，增长了 7.4 倍。中国港湾的全球

资源整合能力大幅提高，净资产收益率、

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居行业领先水平，

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战略引领与时俱进。2007 年中国港

湾审时度势，从自身资源禀赋出发，积极践

行国家“走出去”战略，提出了走海外平台

的发展道路。2009 年完成了公司管理模式与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CHEC）是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CCCC）

的全资子公司，代表中国交建开拓海外市场。自 2005 年底新设成立以来，中国港湾在中国交建党委

的正确领导下，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的难得机遇，立足于成为国际海事

工程及相关建筑领域一体化服务价值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搭建海外大平台，谋求海外大发展，实现

海外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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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构的适配性研究，梳理了强化竞争优势和保持快速发

展的方式路径。2011年围绕中交“大海外”战略和“一体两翼”

海外管理架构，做强做优做大海外平台，着力提升全球资源

整合能力。2013 年，贯彻中国交建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起

涛提出的“打造五商中交”战略，抓住国家大力实施“一带

一路”战略的机遇，开启了海外发展的新征程，积极推动“转

商、转产、转场”，向业务链上游延伸，始终确保企业发展

符合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引方向。

——业务布局优化升级。十年来，依托中国交建的雄

厚实力，中国港湾积极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开拓海外市场，

优化业务布局，创新商业模式，推动了经营业绩节节攀升。

持续深耕亚非拉等传统市场，并在新兴国家市场、欧美发

达国家市场和国内市场实现了多点开花。在确保水工主业

优势的基础上，在机场、铁路、能源、环保、房建、机电

装备等新业务领域不断延伸，“大土木”格局逐步成形和

深化，并进入了海外投资、基建运营、城市开发、产业园

区等领域。截至目前，中国港湾在世界各地设有 80 多个

分（子）公司和办事处，在建项目合同额超过 200 亿美元，

全球从业人员超过 15000 人。

——平台拉动日益强化。十年来，中国港湾秉承“感

知责任、优质回报、合作共赢”的理念，为利益相关方创

造更多价值，推动与合作伙伴形成利益共同体和生命共同

体。积极推动中外产能合作，引领带动了 30 余家国内公

私营企业走向海外，与中国石油、马士基船运、和记黄埔、

新加坡港务局、沙特阿美石油等国际知名企业加强了全方

位合作，与 AECOM、Arup、Worley Parsons 等国际知名工

程咨询公司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加入了中国对外工程承

包商会标准委员会等专业机构，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开展

中外标准对比研究，为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贡献了力量。

——优质项目遍布全球。十年来，中国港湾先后建成

了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荣获中国建设工程首个境外“鲁班

奖”。建成了东南亚地区最长的跨海大桥——马来西亚槟

城第二跨海大桥。投资、建设和运营的牙买加南北高速公

路，是中国企业在拉美首个交通基建投建营一体化项目。

卡塔尔多哈新港码头岸线长达 8 公里，是世界建港史上一

次性建成码头岸线最长的项目。完工项目还包括斯里兰卡

汉班托塔港、汉班托塔国际机场、沙特扎瓦尔港、安哥拉

洛比托港、喀麦隆克里比港、牙买加国家道路网改造工程

等一批国际知名的大型工程。在建项目包括港珠澳大桥岛

隧工程（香港段）、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科特迪瓦阿

比让港、以色列阿什杜德港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项目。

——党建文化凝心聚力。十年来，公司党委深入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明确了“把握方向、服务中心、管理党员、

引领文化、促进和谐”的工作思路。落实“三同时”、“四

同步”原则，在所有符合条件的境内外机构设立了党组织，

培养了一批既懂党务又精业务的“双料”干部。强化党风

廉政建设，形成了公正、透明、阳光的工作氛围。党员在

经营、生产和管理中攻坚克难，在应对突发事件和保护公

司财产的危急关头经历了生死考验，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

2012 年公司党委被中央组织部评为“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

层党组织”。重视文化建设，形成了“魂在中华、根在中交、

特在港湾、合在属地”的企业文化，2012 年被中国企业文

化研究会评为“全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2014 年荣

获首批“中国交建文明单位”和“首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以人为本共同成长。十年来，中国港湾始终坚持

人本管理，促使企业与员工共成长、共发展。建立了境外“员

工之家”，高度重视海外员工的身心健康。强化员工培训，

提升了包括属地员工在内的素质和能力。设立境外高危补

贴，向艰苦地区和市场一线倾斜。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发

挥中华文化守望相助的精神，积极参与捐资助学、赈灾募

捐、环境保护、抢险救灾、医疗援助等社会公益，受到了

当地政府、业主和媒体的赞扬，被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授予“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社会责任金奖”、“社会责任绩

效评价领先型企业”、“企业信用评价 AAA 级企业”，被

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评为“全国交通企（事）业信用建

设工作先进单位”，在第八届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上被

授予“金蜜蜂奖·领袖型企业”荣誉称号。

2 十年奋进，沉淀积累，收获沉甸甸的启示

十年的发展历程极不平凡。面对各种风险和考验，中

国港湾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归根结底，就是

坚定不移地走符合时代特征、适应中交战略、发挥自身优

势的科学发展之路。十年的实践留下了宝贵经验。

一是要勇于“趁势”。只有积极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

发展的大趋势，紧紧抓住国家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的

历史机遇，面向国际工程市场，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不

断加快海外开拓步伐，才能找准时代发展的脉搏，发现公

司业务增长的“蓝海”，做到趁势而起，走向成功。

二是要善于“明道”。只有将中国交建的发展规划与

公司实际相结合，紧密围绕中交“大海外”战略和“一体

两翼”海外管理架构，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主动战

略定位，不断开拓创新，才能找到公司发展的正确方向和

科学路径，实现快速健康持续发展。

三是要巧于“借力”。只有不断拓宽视野和开阔胸怀，

坚持“为利益相关方创造更多价值”的使命，践行“感知

责任、优质回报、合作共赢”的价值观和“包容、诚信、

创新、奉献”的精神，才能有效借助各方面力量，吸引更

多的合作伙伴，强化全球资源整合力。

四是要诚于“凝心”。只有充分发挥公司党委的政治

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全体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才能发挥优势，凝心聚力，团结和带领广大员

工攻坚克难，奋力拼搏，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将公司的战

略规划蓝图变为骄人的业绩。

五是要勤于“育人”。只有深刻认识到人是发展的第

一要素，坚持以人为本，育人才、强素质、提能力、激活

力、深关爱、严要求，才能充分激发广大员工的主人翁意

识和主观能动性，促使员工全面发展，将个人命运与企业

命运有机融合，真正实现人才强企的目标。

六是要严于“正风”。只有不断加强和完善党风廉政

和反腐倡廉工作，持续改进作风，坚持依法依规治企，才

能牢固树立道德意识、纪律意识和规则意识，真正保护广

大员工，增强工作的自觉性和执行力，营造风清气正、干

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面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大

潮波澜壮阔，奔涌向前。作为参与这个伟大征程中的一员，

中国港湾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前途光明。当

前，中国港湾规划了“十三五”乃至未来十年的发展蓝图，

正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开拓创新，拼搏奋进，

乘中国发展蒸蒸日上之势，借中交建设国际一流企业之力，

集公司上下全体员工之智，谋海外持续健康发展之策，我

们有信心、有能力推动公司再创辉煌，在践行“一带一路”

战略的历史大潮中勇当排头兵！

图为：中国港湾承建的马来西亚沙巴州哥打基那巴鲁苏特拉港度假村吹填与护岸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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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疏浚市场发展机遇

近年来，受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全

球疏浚船舶市场与全球船市发展状况不容

乐观。但是从国内疏浚市场和国外疏浚市

场的大形势来看，疏浚船舶市场在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也拥有很多机遇。

从国内疏浚市场来看，首先，国家近十年战略规划明确要求，大力

发展内河疏浚航道，提高航道等级。加快主要港口和重要港口的规模化、

现代化、专业化建设。其次，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近年降水量日益增多

浅谈“中国疏浚装备走出去”

随着港口、航道及沿海城市的快速发展，疏浚作业领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延伸，从传统的港口航

道疏浚及维护、江河湖泊治理及水利设施兴建，延伸至水库建设及维护、国防工程建设、环境保护疏

浚、吹填造陆等领域，疏浚行业已成为世界沿海各国和海上运输大国不可或缺的基础产业之一。

中国疏浚业始于近代，发展速度较快，已成为世界疏浚大国之一。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战

略构想，东联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跨越高山深海，正在逐步构建世界上最壮美的经济走廊。

随着蓝图的一步步展开，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规划势必将对中国疏浚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是否能够抓住机遇，提高中国疏浚装备水平，让中国疏浚装备走出去，是中国疏浚业目前面临的重

要问题。

黄庆丰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党委副书记

水库淤积、防洪设施落后等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河道湖

泊疏浚以及水库清淤等工作量会大幅度提高，以满足水利

建设的需求。

国际疏浚市场方面，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能源

需求日益紧张，航运公司为追求规模经济的最大化，集装

箱船不断趋于大型化，港口企业甚至地方政府迫于竞争压

力，不惜一切代价扩大营运场地，增加进港航道及港池水

深，希望在世界贸易和海运市场中占领一席之地。欧美许

多港口码头正加快扩建改造步伐，以满足未来发展需求；

非洲主要能源出口国大型港口建设工程也正在规划中；新

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不断开展大型疏浚工程，总疏浚量

呈上升趋势。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疏浚市场的需

求量还将进一步扩大。

据相关公司统计，截止到 2016 年，全球挖泥船数量

约为 1978 艘，平均船龄为 29.7 年。其中，20 年以上高船

龄挖泥船达 1362 艘。船龄 35 年以上的老龄船舶达到 766

艘。一般情况下，挖泥船的拆解年限为 35 年。因此，从

目前全球疏浚船船队的船龄组成来看，疏浚船舶市场依然

存在较大的更新需求。

2 中国疏浚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疏浚船队，但是在疏浚人才和

技术、疏浚装备等方面的整体实力远不及欧洲四大疏浚承

包商。国际市场竞争力薄弱，即使以牺牲效益为代价，也

难以立足国际疏浚市场。

国内现有疏浚船船型设计不合理，施工效率差：国

内大型耙吸船的舱容、绞吸船的装机功率与国际疏浚公

司相比有着明显差距，在高端疏浚市场的竞争力薄弱；

同时，船舶使用效率较低，国内疏浚船实际产能一般仅

能维持在设计产能的 70%-80%，而国外则基本能达到

90% 水平。

关键疏浚技术和设备存在较大差距：国外一流疏浚公

司、设计公司注重船舶运用与总结，持续推进船舶研发和

技术创新，不断提升设计水平和使用效率。而国内疏浚船

舶大多以借鉴国外设计为主，并且船舶关键设备仍严重依

赖进口，自身没有系统规划和投入技术研发。大部分疏浚

企业未能有效积累使用经验、总结问题从而反馈到之后的

船型设计和设备选型中，而是停留于被动使用的阶段。

国内疏浚企业经营模式相对单一：国外疏浚公司在

传统业务的基础上，注重市场开发，积极发展相关多元

化业务，提高市场占有率，如海上风电、矿产冶金等行

业。而国内疏浚企业相对以传统的港口航道和吹填为主，

业务单一。

这些困难和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疏浚企业国际市场的

开拓，在当前严峻的世界经济和船舶市场萧条的环境下，

竞争环境更为恶劣，中国疏浚企业和疏浚装备都面临着转

型升级和发展的巨大挑战。

3 中国疏浚装备的发展战略

（一）依托“一带一路”和国际化网络优势开辟全球

市场

随着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推进，

拉动了中国与世界的实质性沟通，通过帮助东南亚等边

缘地区和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中国交建为代表的中

国企业将依托其海外优势，进一步扩大市场。从市场

划分来看，亚太市场一直是中国交建的优势，非洲市

场已经全面覆盖，而中东、拉美和环加勒比市场也是相

对成熟的市场，通过并购已进入澳大利亚的战略市场，

下一步是布局美加、西欧高端市场。目前中国交建在全

球 100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近 200 个驻外常设机构，在

130 个国家和地区有实质性的工程业务，可以说基本在

全球建立了国际化营销网络。

而作为产品已成功进入全球 97 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

知名装备制造企业，中国交建下属的振华重工也将紧紧抓

住这一机遇，活跃资金链，拓宽公司上下游产业链，补齐

短板。利用振华重工的全球品牌效应和融资优势，进一步

以钢结构桥梁、风电设施、船舶装备为载体，改变当地的

工业状态，改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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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12 月 27 日，航绞 1001 轮驶出国门，上航局成为中国疏浚

行业首个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先后承接亚洲、美洲、非洲二十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港口航道疏浚、吹填等工程 100 多项，为中国疏浚业赢得了

良好的国际声誉。

如今国家发展已步入“十三五”期第二个年头，全球经济或将持续温

和复苏 , 全球范围内的疏浚工程总额保持稳定，预计未来三年复合增长率

6.1%，上航局与欧洲四大疏浚公司相比，海外业务占比明显偏低。麦肯锡

研究报告指出：2016-2030 年，全球基建投资将达 67 万亿美元，其中“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将吸引 2/3 的投资，未来五年，南美市场基建投资将达

1.6 万亿美元 , 东南亚市场 1558 亿美元 , 南亚市场 4096 亿美元 , 非洲市场

1237 亿美元。中交集团大力实施“五商中交”战略、不断完善“一体两翼”

体系，都说明未来海外基建市场潜力巨大，上航局开展海外业务大有可为。

下面主要从明确做大海外需求、坚定做大海外信心、突破做大海外

瓶颈三个方面阐述上航局目前开展海外业

务面临的形势、存在的问题和应对的思路

举措。

1 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明确做大海外需求

2015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给

基建行业带来了发展机遇，同时也给“走出去”

带来新的挑战。2016年初，上航局顺应发展

形势，提出“大海外”战略，全局上下统一了

思想，并形成了共识。做大海外业务 ,实质上

就是“大海外”战略目标的需要：从短期讲，

这个战略目标是上航局“十三五”的发展目标；

继“百年上航”之传承  开“卓越领航”之壮举
坚定不移实施“大海外”战略

近几年，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航局）深入贯彻落实中国交建“五商中交”和中交

疏浚“一三六九”战略，积极践行“大海外”战略，坚持“独立自主、多方合作”经营方针，搭建海外

组织架构，不断完善市场经营布局。在加强与“一体两翼”平台有效对接的基础上，主动进行新兴业务

的市场开发工作，努力充当“一带一路”建设主力军。

作为中国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单位，中国交建正在

开拓全新发展格局，出台了“一台六柱”的改革总体框架，

不断增强国家重大战略能力，其中要求以振华重工为核心，

发挥品牌优势和创新优势，重组打造世界领先的装备制造

及海洋重工投资制造服务产业集团。2015 年，全球最大

规模的疏浚公司中交疏浚集团正式成立。这也是中国交建

打造“五商中交”、实现转型升级，在率先建成世界一流

企业进程中，进一步加强中国疏浚板块建设，向国际一流

疏浚公司迈进的重要战略决策。

（二）以技术引领为核心、着力科技创新

以往疏浚船舶的设计主要以荷兰皇家 IHC 为主。随

着整个行业的发展以及 IHC 自身的问题，其垄断地位在

慢慢被打破。国外的几大疏浚公司早已开始寻找新的合

作伙伴。

振华重工自成立以来，始终注重设计研发，通过

多年积累与创新，已经在标准的制定上有了一定的话

语权，获得国家“中国质量奖”，“科技进步奖”等

多项重量级奖项。目前，振华重工在强化自身的专业

设计团队的同时，联合中国交建下属的中交海洋工程

船舶技术研究中心，组成了强大的设计队伍，通过联

合国内主要疏浚企业，积极对标世界先进设计标准，

学习先进设计概念。力争通过引领推动“中国技术”、

“中国标准”、“中国管理”走出去，不断提升市场

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

疏浚船舶设计过程中，对于工况的了解和关键疏

浚设备的选择匹配至关重要。中国交建拥有世界最大

疏浚船队，各类船舶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实际问题是

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通过联合兄弟单位对这些实际

问题的钻研，将能够真正提高疏浚船舶的设计质量与

使用性能。

作为装备制造的知名企业，振华重工拥有自身专家

团队、对疏浚机具的制造和研发具有独特优势，拥有熟

悉和掌握变频控制、功率管理系统和调试的专业化技术

团队，对疏浚设备的联动、高性价配比（如管路输送系

统设计、绞刀功率匹配、泥门排放效率等等）、新型绿

色环保、节能高效型等要求和发展趋势有着高度的关注

和研究。并且，通过加强与欧洲一流疏浚企业、一流设

计公司的合作与交流，为疏浚船舶自主设计、关键疏浚

设备开发打开了新局面。

（三）持续优化全球市场布局和资源配置能力

近些年全球挖泥船市场有几个趋势值得关注：一是欧

洲建造挖泥船的船厂数量锐减，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

欧洲船厂建造大型耙吸式、绞吸式挖泥船；二是挖泥船整

船建造越来越多的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欧洲船厂只提供设

计和关键设备；三是中国船厂迅速崛起，目前已在挖泥船

建造市场占有显著份额。

随着近年来欧洲经济的衰退及公司自身的管理原因，

IHC 对疏浚行业的统治力在渐渐地衰退，出现了如荷兰

C-JOB 等具备极强竞争力，并且更为开放的设计公司，一

家独大的格局已经被打破。

通过几个项目，振华重工已经开始尝试这种新的合作

模式，依托自身的国际化网络优势和强大的总承包能力，

针对船东的要求，整合国外的设计单位和各供货商，得到

船东的认可。为了更好、更快的发展，也在考虑整合收购

有实力的设计公司、设备商供应商。

同时，振华重工也在和国际几大疏浚公司进行洽谈，

依托中国交建的强大实力，希望能在相关业务上进行合作，

实现双赢，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

霍胜勇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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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轮驱动，打造海外市场开发新引擎

健全体系夯基础。目前，天航局海外优先发展战略实施已驶入快车

道。但与之匹配的顶层设计、制度规范、保障措施等还有待细化。为此，

2017 年将着力完善五大体系。一是责任体系。天航局将建立总部统筹、

海外部引领、主业单位共担的海外市场开发责任体系，并制定责任与考

核“双轮驱动”机制，构建完整的共同责任链条，发挥联动合力，激发

各层面创造力和主动性。二是制度体系。制定海外优先发展战略配套制度，

着力完善选人用人、工程管理、成本管控、属地化等保障机制，为海外

业务发展提供支撑。推行海外监管机制，对项目运行情况全面监控，统

筹协调资源，提升项目履约能力和管控水准。三是评价体系。实行海外

差异化管理，激励政策向海外成绩优异的单位和办事处倾斜，扶强扶优，

对优秀办事处允许其扩大管理区域、成立实体公司。四是培训体系。以

满足业务需求为导向，构筑系统化、多层次的培训体系，充分开发现有

人力资源潜力，从国际化专业人才和国际

化技能人才两个层面，进行有侧重性的培

养，重点提升海外商务人员在英语、HSE、

QA、QC 等方面的能力，切实提升商务合同

管理水平。同时，优化海外薪酬结构，为

海外人才拓宽晋升通道，激发员工斗志和

进取精神。五是防控体系。建立海外全面

风险管控体系，促进商务、法律、经营三

者深度融合。强化与国际化程度高、经营

领域广的国内律所进行战略合作，对处于

新兴领域、陌生法域的经营项目以及境外

重大项目，尝试聘请国际知名法律服务机

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2017 年，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航局）将继续以海

外优先发展战略为导引，紧扣“转产能、做增量、补短板”工作主线，依靠“夯基础、拓业务、强联动、

铸实力”四轮驱动，甩开膀子做大做强海外市场，努力实现海外业务开发模式多元、层次升级和质量

提升。

从长远讲，是为了建设国际一流疏浚公司。这两个目标决定了

上航局必须把海外业务做大。同时，中交集团要求中交疏浚到

“十三五”末海外业务占比达到35%，所以做大海外业务既是

上航局自身需要，也是上级集团的要求，更是形势所需。要打

造国际一流疏浚公司，海外业务规模必须达到一定占比，上航

局未来发展的路径,必须是在国际化的基础上再追求国际一流，

不单海外业务份额要提升，海外效益也要有提升，海外竞争力

更要提升，因此，做大海外业务是“弓在弦上不得不发”。

2 认清形势、把握机遇，坚定做大海外信心

针对内部有些同志考虑到海外风险、国际形势、国外

业务开展难度等因素，对海外业务能否做大尚存疑虑的情况，

我们着重从国际市场形势、集团发展现状两个方面释疑解惑。

一是国际市场形势，从 2016 年初到现在，通过对上航局所

涉足的各海外业务区域调研，我的直观感受是海外市场机会

很大，特别是在非洲地区，生活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基础几

乎没有，与中国 80 年代所面临的形势非常相像。非洲地区

要发展，势必要经历中国的发展历程，所以说上航局在海外

的机会很多，完全具备进一步扩大海外份额的先天条件；二

是中交集团海外业务飞速发展的现实，中交集团 2015 年海

外业务份额占比达到 40%，2016 年集团新签合同额预计超过

万亿，其中海外合同占比预计达到 50%。近几年集团发展之

所以如此迅猛，与海外业务大发展是离不开的。集团内很多

兄弟单位规模做大也是依靠海外业务来支撑，集团能做到，

兄弟单位能做到，上航局也能做到。

3 对症下药、精准施策，突破做大海外瓶颈

如何做大海外，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首先要找准拓展

海外业务的“难”点，有针对性地制订应对措施，才能突破

做大海外瓶颈。通过认真分析，我认为具体“难”在两个方

面：一是自身能力不足。2016 年上航局虽然进行了海外布

局，但在开拓海外业务经验、能力、人才储备等方面都存在

不足，海外经营人员的能力水平成为制约海外业务发展的首

要瓶颈；二是难在目前的处境和地位，难以开展高层对接。

当前海外的一些大型框架项目、大型综合项目，以上航局海

外区域中心的层次很难与高层进行有效接洽，在此中交集团

具备一定优势，特别是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

交集团首先受益，上航局想参与海外大型项目的施工，高层

难对接已成为制约海外大发展的又一瓶颈。

针对这两“难”，我们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针对自身能力不足的问题，重点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

一是加强海外人才队伍建设，这是首要解决的问题。2016

年上航局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仍不能满足“大海外”

战略需求。在海外人才队伍建设问题上，上航局要长远谋划、

加大投入，特别是各海外区域经营中心，要尽快充实人员

力量，根据国内经营经验，海外项目同样需要海外经营人

员去培育，切忌担心人员派出去会闲置，绝不能因为现在

没有项目就不派人或少派人，等项目信息出来后再去跟踪

肯定来不及；二是局属各主业公司要大力支持海外工作，

积极向海外输送人才。海外人才基本来自主业公司，主业

公司要服从大局，有舍得精神，输送人才到海外，短期是

贡献，长期必定获益，同时各公司要做好后备人才储备工作，

形成海外人才良性培养机制，通过几年的滚动锻炼培养，

相信公司会尽快摆脱海外人才短缺的局面。

针对上航局目前的处境和地位难以开展高层对接的困

难，要明确自身定位。最重要是妥善处理好与“一体两翼”

的关系，上航局目前开展海外业务必须要依赖、依靠、依托

“一体两翼”来做。上航局要充分借助中交疏浚搭建的平台，

通过“两个布局”，做到“三个最优”：一是海外经营布局，

二是船舶基地布局，进而提供最优的施工方案、最优的资源

统筹、最优的施工报价。随着中交疏浚不断走向海外，可以

更好地为中交集团“一体两翼”提供前沿服务、提供技术支

撑，给出的施工方案代表疏浚集团最高水平，通过疏浚集团

还可以有效地调配三家航道局船舶资源，做到资源的最佳组

合，从而降低来回调遣等各项成本，实现最优施工报价，给

中交集团争取海外项目预留报价空间，从而提高整体竞争力。

正确处理好与“一体两翼”关系后，下一步关键就是上航局

自身如何进行实质性转变，我认为第一是海外经营理念的转

变，要明确开展海外业务不是短期行为，不是以往的“机会

主义”，而是要树立长期经营海外的理念，海外的人员、设

备都要有长期扎根海外的思想准备；第二是海外商业模式的

转变；第三是海外业务领域的拓展。这三方面转变已经在中

交集团，尤其是港湾和路桥身上得到验证，上航局一定要认

真学习借鉴，奋起直追。

风云际会，沧海横流，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

“走出去”的路总是有的，关键是要下定决心、坚定信心，

以问题为导向，迎难而上。百年上航，卓越领航，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航人继往开来、逐梦前行，相信到“十三五”

期末，上航局一定能实现“大海外”战略目标，真正成为

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实施的主力军！

秦斌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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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或派驻专职法律顾问。

灵活招法拓业务。2017 年，“一带一路”战略的政

策红利和参与热度还在继续释放，中交集团全产业链和

“一体两翼”平台优势也愈加凸显，中交疏浚成立五大区

域中心并有天航局具体负责非洲市场开发更是带来了广阔

市场空间。在难得机遇面前，天航局将坚持立足主业，多

元发展理念，转变观念，调整思路，深度开发海外业务。

一是扩大自主经营，向国际化经营机构转变。充分利用中

交集团产业链优势，紧跟中交疏浚海外布局，积极打造、

完善天航局自有平台。充分利用国内成熟的经营网络，加

强与各港务局、国内“走出去”企业对接，实现强强联合，

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同时，利用天航局专业的疏浚技术和

设备力量，加大与国外企业合作力度，实现优势互补，互

利共赢。二是利用投资开发，向资源类项目转变。运用

BOT、PPP、特许经营、建营一体化等商业模式开发海外市场，

推广以小比例参股模式带动政府框架项目和 EPC 工程承包

项目。抓住国际市场经济低迷、资源价格回落的有利时期，

利用一些国家对资源管理的开放政策，采用参股、合作等

方式参与资源类项目开发，重点跟进东南亚地区的自主砂

源和石场，为推进重特大项目争得主动权。三是调整产业

结构，向新兴业务转变。积极开发疏浚上下游延伸业务、

环保业务、海工业务等领域项目，发挥环保公司、海淡事

业部专业优势，在绿化、水土保持、河湖整治、海水淡化

等新业务领域进行大力拓展，拓宽海外业务领域。2017年，

天航局将制定新兴业务考核评价办法，充分发挥政策导向

作用。四是强化与金融机构合作，向产融结合转变。积极

建立与进出口银行、国开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

以及东盟、非洲等区域常设机构的常态化联系，开展政策、

准入机制的对接与研究工作。根据不同类型项目特点，加

强与金融机构、基金、信托和专业股权投资公司合作，合

理确定杠杆率水平，并尝试开展资产证券化、资产打包上

市、资本市场运作、融资租赁、众筹融资等工作，为项目

提供融资解决方案，以融助产，以产兴融，促进产融结合。

多措并举强联动。海外市场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离

不开多方联动，协同发力。2017 年，天航局将继续采取

多种措施，借力发力，扩大品牌效应，提升海外经营质量。

一是顶层联动。以“一带一路”为主线，强化与国家商务

部、外交部下设机构的对接力度和深度，做好中国对外政

策研究，切实谋划好海外发展战略。围绕“五商中交”和

中交疏浚“一三六九”战略，进一步细化完善天航局海外

“十三五”规划，推进海外业务更高、更远发展。加强高

端品牌营销，策划海外专题宣传方案，加大品牌推广力度，

扩大天航境外知名度。二是内外联动。加强国内外业务沟

通联动，依托境外窗口，积极为国内项目寻找后续产业导

入机会和境外投资机会，成为国内市场招商引资的服务窗

口，促进国内市场开拓发展。通过成立合资疏浚公司等模

式，将过剩产能输送至疏浚市场潜力巨大的国家，使其再

度焕发活力。三是产学研用联动。积极与国内外外技术中

心、实验室开展产学研用合作，为海外重大工程项目投标

提供技术支撑。继续推动印尼船舶修储基地建设，进一步

提升在东南亚甚至是中东、非洲地区的核心竞争力，为天

航局海外整体业务发展提供保障。继续依托政府框架项目、

投融资项目，加强与国际技术咨询公司沟通合作，力推中

国技术标准“走出去”，为海外市场开拓赢得话语权。四

是生产与经营联动。将项目管理与市场经营工作进行有机

融合，通过强化项目精细化管理，在不提升工程成本的前

提下努力打造海外品质工程，为开展经营工作提供信誉保

障和基础支撑。

分类施策铸实力。2017年，天航局将坚持市场开发“三

条线”，稳扎稳打提升海外经营实力。一是深耕主力线，

对较为成熟的市场力求把握机会，精耕细作，努力调动各

方资源进行市场开拓，实现率先突破。2017 年将全力培

育马来西亚、孟加拉以及非洲东海岸等3个国别地区市场，

形成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二是培育增长线，对存在潜力

的市场进行深入开发，融入当地环境，积极寻找经营目标，

与相关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并实现重点发力。三是挖

掘延长线，对弱势市场果断调整经营思路，广泛挖掘周边

地区的经营机会，找准目标，进行战略转移；对优势市场

要逐渐向外进行延伸，为实现覆盖全球的国际化经营战略

筑牢成长根基。同时，通过拓展经营，不断挖掘后续项目，

使现有项目得到延续，实现良性循环，真正打造第二传统

市场。

乘风破浪潮立头，扬帆起航正当时。2017 年进军海

外市场的号角已经吹响，天航局将继续抢抓机遇，趁势而

为，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努力打造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上的中国疏浚企业靓丽名片。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成立十周年记

2017 年 4 月 28 日，是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港航建设有

限公司（简称“中国水电港航公司”）挂牌成立十周年的日子。

十年风雨兼程，十年岁月如歌；一幅幅经典画面将成为永

久纪念留存珍藏……

（一）

回顾中国水电港航公司的发展历程，其创建契机要追

溯到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现为中国电力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2006 年工作会现场，时任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

团公司总经理的范集湘在工作报告中郑重地宣布：水电集

团将要成立专业疏浚公司。

基于对港航产业市场前景的判断，国资委及水电集团

对中国水电港航公司的发展趋势寄予厚望。为了满足国家

港口深河航道的建设需要，为了整合集团港工疏浚的优势

资源，作为新经济时代背景下央企应对市场风险、调整产

业结构、拓展经营范围、优化资源配置而创建的新公司，

中国水电港航公司的运营主旨就是集中资源做专、做精、

做强港航产业，要充分利用时代赋予的市场商机及往昔积

淀的业务基础，以专业公司形式整体投入航务航道建设领

域，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港航产业量级分支，借助滨海

新区开发开放的时代机遇形成天津区域经济板块，助力推

进水电集团应对“后水电时代”的多元化发展。

肩负着时代的使命与集团的重托，中国水电港航公司

志存高远、蓄势待发：2006 年 9 月 14 日，港航公司筹备领

导小组正式成立，筹备组建工作拉开序幕；2006年12月7日，

水电集团为港航公司投资建造的首艘绞吸式挖泥船合同签字

仪式在天津举行；2007 年 4 月 2 日，中国水电港航公司注

册成立；2007年4月28日，中国水电港航公司正式揭牌…… 

时光回溯到 2007 年 4 月 28 日、天津港保税区通达广

场 1 号国际贸易服务中心，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总

经理范集湘、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刘起涛、

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周绍熹、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张

今威等共同为中国水电港航公司揭牌，中国水电港航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  郑颖

图为：中水电港航公司帕德玛大桥河道整治项目部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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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总经理赵景涛在揭牌仪式上慷慨致辞：“（中国水电

港航公司）将以‘市场化、企业化、现代化’的标准规范运作，

打造一流的管理团队；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打造一

支精、专、强、优的全球化‘舰队’，创造出优异的业绩，

回报股东，回报社会，为水电集团的发展、为滨海新区的

发展、为天津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国家疏浚产业的蓬

勃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至此，中国水电港航公司正式

加入中国港建队伍、进入世界港航领域，公司全体员工齐

心戮力，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打造出港航品牌舰队。

（二）

中国水电港航公司成立以来，按照聚强造优的战略规划，

一面改革思路建章立制，一面创新观念运营发展，重点从市场

开拓、人才吸纳、设备扩充、企业建设等方面积聚力量积极运作。

时至今日，中国水电港航公司在港口航道、疏浚吹填、

水利水电、市政、房建、水环境治理、公路、基础处理等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投资运营业务等领域均有建树；

具备对外承包工程资格和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壹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 10 余项总承包或专

业承包资质；拥有一支年富力强、结构合理、素质过硬的

人才队伍，本科及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占员工总数的 50%，

注册建造师、造价师、安全师百余名，取得专利 23 项，软

著 20 项，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公司下设 17 个部

门及多个分公司，拥有绞吸、打桩、抓斗、起重等各类大

型工程船舶近百艘和港工、水利、公路等配套施工设备上

千台（套），人才、技术、装备实力雄厚。

中国水电港航公司“紧跟”时代潮流最前沿、“紧咬”

产业技术最前端。2016 年 2 月，公司积极参与深圳茅洲河

流域（宝安片区）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施工，成功踏入水

环境治理工程的新领域。深圳茅洲河流域（宝安片区）水

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不仅为国内首次对城市水环境进行系统

综合治理的新型项目，更因其工程宗旨与习总书记提出的

“五大发展理念”高度吻合，实为引领行业发展、开风气

之先的朝阳产业。中国水电港航公司特成立水资源与环境

工程公司，选派骨干人员组建专业队伍全心投入相关项目

建设。项目部 1# 底泥处理厂的成功投产及底泥处理处置

技术、余土资源化利用技术、挖泥船长距离接力在污染底

泥疏浚中的应用技术等施工创新技术，成功地将技术创新、

技术改造的优势转化为生产力，其提质增效、节能降耗、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做法与成效，获得中央部委领导、地

方政府领导和社会各界同仁的一致认可与好评，为深圳经

济社会发展创造和释放新的空间、为深圳人民安居乐业营

造更好环境做出积极贡献。

（三）

中国水电港航公司在国内疏浚领域开疆拓土，在国外

港工市场亦然砥砺前行。2014 年 11 月，经过与欧洲四大

疏浚公司等众多知名疏浚企业的激烈角力，中国水电港航

公司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以及良好的履约信誉一举中标，

顺利承接孟加拉帕德玛大桥河道整治项目。水电港航人承

载着治理帕德玛大河的重任，肩负着改善孟加拉民生的重

托，传承丝路精神，践行丝路使命，谱写“一带一路”经

济建设的新篇章。 

作为世界最大的河道整治项目之一，帕德玛大桥河道

整治工程几乎汇聚和吸引了全球所有一流疏浚公司的目光。

中国水电港航公司的成功中标，创造了中资企业在国际市场

承接疏浚项目单个合同额的最高纪录，展示了中国电建在港

工疏浚专业领域的综合实力和品牌影响力。工程奠基仪式上，

孟加拉国总理谢赫 •哈西娜亲切会见中国电建的项目管理团

队，表达了对工程进展的满意和对水电港航人的高度评价。

孟加拉帕德玛大桥河道整治工程所属的孟加拉帕德玛

大桥项目是孟加拉国建国迄今最大的基建项目，大桥建成

后不仅将彻底结束孟加拉南部 21 个区与首都达卡之间居民

摆渡往来的历史，还将打通贯穿中国和印度“泛亚铁路”

的南部通道，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重要交通支点工程，对

深化中国与南亚及周边国家合作具有重要作用。据当地测

算，该项目完成后可提升该国 GDP1.2 个百分点。此外，孟

加拉国也是全球水患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作为孟加拉境内

最大河流，帕德玛河河道整治工作亦牵动着亿万孟加拉人

民的心，从政府高官到商户百姓，无以计数的孟加拉人民

告诉我们：帕德玛大桥是孟加拉人民的“Dream Bridge”（梦

想之桥），在建的河道整治工程则将成为托起这座梦想之

桥的 “Eternal Cornerstone”（永恒的基石）。

2016 年 8 月，中央电视台 4 套《远方的家》栏目组一

行专程来到中国水电港航公司孟加拉河道整治项目现场进

行实地采访，对“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重大工程项目进

展情况进行专题报道。栏目组先后拍摄了项目部自主研发

的 800kg 船用抛填吨包机、绞 08 挖泥船、上游料场、J06

船排泥场、多波速测量系统等科技项目；随机采访了数名

图为：中水电港航公司在帕德玛大桥河道中施工的中水电 J08 挖泥船

管理聚焦中国疏浚

项目部孟加拉雇员，就他们在中国电建工作、生活、职业

规划等情况进行了访问；栏目组还来到项目营地，拍摄了

项目员工的办公生活环境，特别采访了砂袋抛填副队长李

吉科的日常生活，全面了解了水电港航人扎根海外生活的

点点滴滴，期间还拍摄了项目部与当地军方共同参与的篮

球友谊赛。

采访过程中，项目经理表示 , 项目部始终秉承诚信守

诺、精益求精的理念，履行好国家交付我们的艰巨使命，

力争把河道整治项目建设成孟加拉国标杆工程，为进一步

促进中孟传统友谊贡献力量；业主单位表示：项目建设成

果有目共睹，“梦想之桥”的建成离不开这群可爱的电建人，

帕德玛河道项目正是两国友谊最好的见证；当地村民表示，

项目部帮助村里新修公路、修缮学校、解决村民就业，会

永远记住这些帮过我们的中国朋友……

孟加拉帕德玛大桥河道整治项目作为孟加拉国家的战

略项目，关乎孟加拉国民生和民心，也是孟加拉国总理颇

为关心的头号政治工程，中国水电港航公司及项目部肩负

使命，任重道远。相信在中国政府和孟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水电港航人用拼搏的精神、团结的智慧、辛勤的汗水，

为孟中友谊源远流长谱写新时代的篇章。

（四）

中国水电港航公司从无到有，从筹备到组建，从运营

到发展，其间太多人太多事太多的付出太多的过程无法用

文字一一描述，除去上述简要提到的几个方面，从投标到

承建，从管理到施工，从机关到工地，从行政到党群，公

司每位领导和员工都做了大量繁复而细致的工作，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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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布朗克港港池
与航道疏浚工程管理实践探索

1 前言

俄罗斯布朗克港港池与航道疏浚工程是以中交品牌承揽的第一个欧

洲疏浚项目，中交天航局在两级集团领导的支持下，在项目部全体职工

的艰苦努力下，集合了中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罗斯五个国家的

疏浚设备，天航局远途调遣两条耙吸船投入项目施工，与比利时 JDN、荷

兰 Boskalis、德国 Strabag 公司签署租船合同，与俄罗斯 Balttekhnika 公

司签署分包合同，项目在施工高峰期总人数达到 308 人，投入各类船舶

25 条，面对复杂的工况条件和陌生的市场

环境，项目部强化管理，优化工艺，经过

不懈努力，工程提前竣工，在冰期来临之

前项目顺利履约，避免了冰期不能施工的

二次调遣再施工而造成的工期延误、成本

增加和信誉损失。

现场管理人员以“敢于担当、坚韧不

摘要：俄罗斯布朗克港港池与航道疏浚工程是中交承揽的第一个欧洲疏浚项目，在领导大力支持下，

现场人员克服了三大疏浚技术难题，整合了五国的疏浚船舶资源，运筹帷幄、未雨绸缪，化解了横跨航

道的高压电缆及天然气管线等风险提前两天完工，创造了四项中交第一，为企业争得了荣誉，得到了业

主及业界的好评。本文简要介绍了项目概况、施工风险及难点，并从施工技术和项目管理两个方面对本

项目进行总结和剖析，为今后类似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借鉴。

关键词：布朗克 ; 港池 ; 航道 ; 疏浚工程；挖泥船；疏浚难题；项目管理

高伟 1，李金峰 2

高伟  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海外）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总工艺师

中交天津港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教授级高工

了克己奉公、恪尽职守的团队意识和奋发图强、拼搏进取

的职业理念，都在为中国水电港航公司创造日新月异的发

展业绩而不停努力着奋斗着……

2017 年 2 月 14 日，中国水电港航公司 2017 年工作

会胜利召开，会议动员全体员工凝心聚力谋发展，攻坚克

难谱新篇，为公司十周年生日献礼。在公司执行董事、总

经理随守信的工作报告中，在公司党委书记张平的总结讲

话中，在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发言中，在各岗位各

职责员工代表的交流讨论中，港航公司的发展愿景一次次

地被重复、一次次地被强调、一次次地被寄予厚望，它不

仅蕴涵了港航每一位员工的期盼与希冀，更将凝聚着每一

位员工的心血与力量，它是那样清晰那样厚重，响彻在各

自耳畔，回荡在彼此心中：“（港航公司）坚定不移拓市场，

持之以恒强管理，聚精会神促发展，实现了公司领导班子

换届的平稳过渡，保持了事业发展的向好势头”；“有志者，

事竟成；实干者，天不负。我们已经踏上新的历史征程，

肩负着更加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让我们团结起来，努力走

好专业化、特色化发展之路，不盲目自信，不妄自菲薄，

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公司各项事业稳

步前进，为全面完成企业发展目标努力奋斗，为港航公司

十周年生日献礼”。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统筹国内

发展和对外开放已经成为时代趋势。中国水电港航公司

将围绕国内外港口扩建、围海造地等港航主题，紧跟全

球化经济的发展步伐，充分利用区域优惠政策，借助集

团优势品牌，转变思想观念，树立创新意识，抢抓机遇，

争取市场，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扩大市场份额促

进公司发展为宗旨，以创新运营思路转换运营机制为动

力，采取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拓展经营市场，全面建立

适应市场竞争以及和公司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经营管理机

制。 

回顾中国水电港航公司十年的发展历程，从 2007 年 4

月 28 日正式揭牌运营，到 2008 年 4 月 11 日第一艘新建

挖泥船下水，从 2008 年 9 月 17 日成功中标项目，到 2015

年 12 月 12 日里程碑工程隆重奠基，从 2016 年 1 月 4 日

公司办公楼正式启用，到 2017 年 2 月 14 日最新一届工作

会胜利召开……三千六百五十个有关水电港航的日子，其

间有太多瞬间值得我们去回味去铭记。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水电港航

公司将乘着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之东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国电建集团的各项战略部署，坚

持“优先国际、统筹国内，聚焦主业、相关多元”的发展

战略不动摇，坚持依法治企不动摇，坚持体制机制改革创

新不动摇，坚持管理提升不动摇，坚持质量效益型发展不

动摇，团结奋进，锐意进取，积极作为，拼搏实干，坚持

以高昂的斗志、满腔的热情努力推进公司又好又快发展，

努力开创公司各项工作的新局面，为早日建成港工疏浚一

流企业不懈奋斗！

图为：中水电港航公司承建的毛里塔尼亚努瓦迪布炼油厂石油码头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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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一般不超过 2.0 米，进入 10 月份以后风况及防波堤

以外海况条件恶化，抗风浪能力较小的船舶在海况恶劣时

无法驶出防波堤。施工区内土质构造为冰碛沉积层，土质

主要为密实砂土和软塑性亚粘土，施工区内存在大量由历

年冰川携带沉积而成的直径不一的块石，大部分直径在

30 至 40cm，部分直径接近或超过 100cm。

 2.2 验收标准

俄罗斯疏浚设计及施工依照俄标《海上疏浚工程施工

技术规程》（РД31.74.08-94）和《疏浚施工规范》（РД 

31.74.09-96），规范中对疏浚船队分类、挖泥船的等级

与规格种类的选择、疏浚工程施工条件、工程量计算、施

工准备，以及耙吸挖泥船、绞吸挖泥船、链斗挖泥船、反

铲挖泥船、抓斗挖泥船的技术参数、生产指标、操作方法

等进行介绍。

总包方设计了疏浚边界线称为 Fenix 线，在平面布置

图中，Fenix线位于航道底边线以外，基本处于航道底边线、

航道边坡与原泥面交界线的中间位置。按照合同规定，挖

泥船在 Fenix 开挖线以内疏浚作业，对开挖边坡不作严格

要求，要保证设计底边线内区域满足设计水深要求。如图

4 所示。

图 4 航道断面图

疏浚计费工程量由三部分组成。工程量一为设计底边

线与 Fenix 线围成部分，工程量二为超深量和超宽量，工

程量三为开挖后边坡塌落部分。如图 5 所示。

图 5 工程量计算示意图

总包方的边坡开挖设计带有明显的目的导向性，即保

障设计底边线以内满足设计水深要求。按照我国疏浚设计

和施工规范要求，边坡需要分层开挖。总包方的边坡设计

方案不做分层开挖要求，由施工单位自行掌握，但要求底

边线不能出现浅点。

3 工程难点及风险分析

3.1 工程难点

（1）组织管理 

本项目参与方多，25 条疏浚设备分别属于天航局、

比利时 JDN、荷兰 Boskalis、德国 Strabag 以及俄罗斯

Balttehnika，各国疏浚公司的企业文化、船舶管理模式各

不相同，需逐步磨合、适应，组织协调难度大。

同时，因为工期短、施工强度大，项目部与多个欧洲

疏浚公司签订租船合同，租船方和船东方关注点不一致，

租船方更关心其挖泥船、人员的安全，而对施工效率、进

度、质量、施工风险等问题关注度不高。

（2）施工条件

本项目整体工况复杂，主要施工难点如下：

一是气象条件恶劣。十月至次年四月大风天气频繁，

海域风浪条件差，抗风浪条件较差的泥驳受风浪影响无法

出海抛泥。

二是疏浚土质复杂。土质主要为密实粉土、细粉砂

和亚粘土，土质平面和断面分布复杂，密实粉土、细粉

砂颗粒细，耙吸船疏挖装舱效果极差，局部存在密实度

极高的粘土、粘土夹砂，标贯超过 30 击，耙吸船开挖

困难。

三是施工区内存在的大量块石，造成耙吸船频繁堵耙、

堵泵，挖泥设备损坏严重。

图 6 施工区块石

拔、迎难而上、有所作为”的工作作风，克服了种种困难，

实现了一个突破、采取了两项措施、克服了世界疏浚三大

难题、取得了中国交建的四项第一。

实现了一个突破：是中国交建第一次开拓俄罗斯市

场，成功克服冰期限制等诸多困难，可谓是破冰之旅。

采取了两项措施：及时抽调优秀的技术、管理团队参

与施工，在关键时刻整合国内外 8 艘疏浚主力船舶；采取

超常规项目管理思路，以保信誉、创品牌的高度来确保履

约。

克服耙吸船施工的三大世界疏浚难题：克服了块石堵

泵堵耙、细粉砂装舱效果不佳、无溢流效果三大世界疏浚

施工难题。

取得了中国交建四项第一：第一次进入欧洲疏浚市场，

用实力践行了“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具有开创性意义。

第一次在国外整合五个国家的疏浚资源。管理多国部

队，克服多种困难，胜利履约，体现了世界先进的技术水

平和较强的管控能力。

第一次远洋调遣 12500 海里，穿过两条运河、横渡

三大洋、航行一个半月，安全抵达圣彼得堡港。

第一次创新管理，建立了项目部实时动态船舶指挥系

统，保证了狭短航道、多船施工的安全，为后续施工管理

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充分展示了中国交建、中交疏浚

集团、天航局优秀管理团队的风采，树立了中国交建、中

交疏浚集团在俄罗斯的品牌形象。该项目的成功是中交疏

浚践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大举措，对于进入欧洲疏浚

市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图 1 船舶调遣线路图

2 工况介绍

2.1 工程简介

本项目施工地点位于芬兰湾南部沿海，项目业主为俄

罗斯海港公司，总包方为 FENIX 集团下的波罗的海建设公

司，以中交品牌签订分包合同，由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

司承建。

图 2 施工区位置图

主要施工内容详见图 3：包括航道、港池、泊位、码

头前沿疏浚，施工区位于防波堤以内，泥土全部外抛至

防波堤以外的指定抛泥区内。其中航道长度 6.6km, 底宽

185m，航道港池设计挖深 -14.4m，允许超深 0.5m，超宽

3m。合同总工程量 1382 万方，合同工期 245 天。

图 3 施工区示意图

依据历年气象资料分析，布朗克港每年冰期在11月、

12 月出现，一般持续 3~5 个月。施工海域潮流微弱，平

均速度为 0.2 至 0.5 节，该地区夏季风况较好，施工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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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铲船边抛、松土作业

反铲船配套泥驳经常因风浪大而无法出海抛泥，此时

对于耙吸船不适宜开挖的区域安排反铲船无装驳施工，如

码头前沿、港池边角、土质粘硬区、陡峭的边坡区域等，

反铲船采用边抛、松土相结合的方法，划分施工分条宽度，

在耙吸船无法上线区域进行开挖、边抛作业，边抛或松土

后疏松的土质由耙吸船二次浚挖，或由耙平器耙平扫浅。

通过此方法，保证了反铲船连续施工，解决了块石集中区

域、土质粘硬区域、陡峭边坡区域耙吸船施工困难的难题。

图 12 反铲船边抛作业示意图

图 13 反铲船边抛

（3）耙吸船格栅改进

耙吸船耙头格栅形式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耙头

防石、清石效果。根据查找以往施工资料，分析了内置钢

板格栅、外置钢板格栅、组合式分体格栅、链条格栅几种

传统格栅形式，以及新型的钢丝绳格栅对于多石底质的适

用性，并进行现场试验。试验结果显示，使用钢丝绳格栅

时耙头上架清理时间短，有效挖泥时间增加，人员劳动量

降低，格栅对耙头吸入效果的影响小，更换方便，维修时

间较短。仅通旭船双耙格栅由内置钢板格栅改造为钢丝绳

格栅后，同期平均小时过泵量提升近 60%。

  

图 14 部分格栅形式

（4）耙吸船耙齿革新

由于现场存在大量石块，耙吸船需要在传统耙齿基

础上增加能够有效防石的破土结构，现场应用重型尖齿

和防石组合齿。重型尖齿整体长度超过 40cm，其齿座焊

接在耐磨块上，尖齿使用齿销固定在齿座上，整体强度

高；防石组合齿由犁齿和立板组成，在犁齿的前端加装长

50cm、厚 3cm、高 20cm 的防石立板，利用该立板撞击、

活络石头，利用立板后面的犁齿对土质进行疏松破土，焊

接组合好的防石破土组合齿整体焊接在耙头本体底部，整

体强度大大增加。

图 15 重型尖齿

图 16 防石破土组合齿

（5）耙吸船叶轮内径调整

泥泵流道宽度在本工程中是限制耙吸船产量的关键因

素之一。经研究决定对现场部分耙吸船的叶轮叶片内径实

施切割。

根据泥泵理论扬程公式经公式推导得到泥泵叶轮内径

切割对泥泵扬程影响的计算公式：

 图 7 耙吸船溢流取样沉淀 4、10、18、48h 效果

3.2 工程风险

一是合同履约风险。项目地处波罗的海最北端，冰冻

封港的准确时间的预测比较困难。项目必须在冰期来临之

前完工，一旦结冰停工，不但会造成工期延误、增加二次

进场调遣费用等经济损失，更将导致合同违约。

二是船舶安全风险。在长度仅 6km、宽度 185m 的狭

长航道共投入自航船舶 25 艘，施工船舶来自五个不同国

家，语言沟通困难，同时施工区外端与运营的主航道交叉，

主航道上有运营的商船、客轮和其他疏浚作业船舶的影响，

施工安全风险极高。

三是工程施工风险。施工区内穿越港池、航道的电缆、

天然气管道、水管等地下管网较多，且埋深、位置总包方

不能提供准确的信息，施工风险大。

四是验收测量风险。一方面由于本工程施工区被防

波堤包围，海流微弱，航道两侧水深浅，耙吸船均为下溢

流施工，可能存在较大的施工期回淤及浮泥层影响验收，

另一方面，设计航道底面与航道外原始泥面高差平均达到

10m，按照总包方大分层单层开挖的施工方式，疏浚工程

量大、边坡稳定性难以保障，为验收带来较大风险。 

图 8 布朗克港一期疏浚工程冰冻封港

图 9 施工区管网图

图 10 耙吸船溢流施工示意图

4 技术工艺措施

（1）改进边坡开挖方案

按照总包方边坡设计方案，为保证边坡稳定性，疏浚

工程量需求大，按照我国疏浚设计和施工规范 [1][2]，边

坡分多层开挖时，在满足边坡稳定的前提下，可减少疏浚

工程量，可缓解工期紧张的紧迫局面。为此，项目部按照

浚前图的边坡坡比断面形式，对边坡分多层分台阶开挖，

按照台阶式边坡开挖可缩减边坡工程量约 100 万方。

图 11 典型航道边坡开挖设计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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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与总包方的有效沟通

项目部始终坚持以合同作为管理基础，在施工过程中，

注重管理留痕，流程闭合，每项活动都有理可依，有据可

查。对总包方提供的技术信息，经两次以上校核确认，对

总包方提供的施工要求，充分进行风险分析，不盲目执行。

对于存在风险的施工任务，与总包方讲清利弊，制定专项

方案，施工中留存证据，并报法律部门备案，与总包方的

信息确认均以文字形式，避免空口无凭，且翻译的文件需

经复核才能发出，确保信息准确无误。

（3）船舶安全指挥管理系统的建立及应用

本项目施工船舶密度大，为保证船舶水上交通安全，

在项目部办公区建立基于 AIS 系统的船舶安全指挥管理系

统，实现了每 6s 船舶静态、动态信息的更新。设立现场

指挥调度中心，甲类船长现场值班统一协调施工，聘用俄

籍调度联合值班，全面负责与港调、引水及进出船队沟通。

通过本系统，各施工船舶可实时观察周围其他船舶的施工

动向，并首次实现了项目部对疏浚施工船舶的实时、动态

可视化监控、统一指挥和协调避让，对加强项目的施工安

全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图 21 船舶安全指挥管理系统

图 22 船舶可视化监控

本工程高峰期有 25 条自航船舶在长度 6000m，宽度

185m的狭窄水域施工，为确保安全，项目部按照挖泥船长、

宽、吃水及操控性能，制定航行、施工优先等级表，与租船方、

分包商多次研讨各种突发状况，确定解决方案，并进行沙

盘推演，制定详细的避碰规则和《多船联合施工安全措施》，

明确每条挖泥船的责任区段，并根据测图及时调整。

（4）未雨绸缪确保顺利验收

本项目土质中含有大量粉质粘土及细粉砂，土质颗粒

细，经挖泥船扰动后细颗粒泥沙呈现悬浮状态，该土质沉

淀后的密度较小，测量声波可能会反射，测图存在泥面高

程上升的可能，存在验收风险。为摸清该风险，项目部采

用专用取样设备进行海底泥样取样分析，摸清施工区疏浚

施工后是否存在影响验收的浮泥层、浮泥层的厚度和密度

分布以及浮泥层沉淀时间与泥面高差变化的关系，排出了

浮泥层可能导致的验收风险。

经观察施工区存在不同程度的回淤，项目部组织对整

个施工区不同的区段进行了回淤观测及计算，绘制出了各

施工段的回淤强度曲线，根据开挖质量层到最后验收之间

的时间，推测出各处的备淤深度，保证了一次成槽验收。

图 23  项目竣工仪式

6 项目成果

本项目技术成果丰硕，项目部编写技术和管理总结材

料《俄罗斯布朗克项目技术成果》、《俄罗斯项目部总结

手册》共计超过 22.6 万字。

图 24 技术及管理总结材料

式中：R——原叶轮直径

r_0——叶片切割前叶轮中心距叶片根部距离

r_1——叶片切割 ΔL1 后叶轮中心距叶片根部距离

β——叶轮叶片出口角角度

H_1——叶片切割 ΔL1 后泥泵扬程

H_0——原泥泵扬程

图 17 泥泵理论扬程计算示意图

以叶轮切割对泥泵性能参数的影响控制在 5% 以内为

原则，根据以上公式计算切割长度最大值，以此建立数学

模型验证必须汽蚀余量的变化值满足要求。泥泵叶轮材料

为高硬度耐磨性高铬铸铁，含有较多的碳、铬和硅元素，

不能用普通的方法气割，而采用碳弧气刨的方法，避免采

用气割时产生的不利影响。泥泵叶轮切割完成后，需要对

耙头格栅、装舱口进行相应调整。现场某耙吸船叶轮切割

后，泥泵流量、扬程下降均在 5% 之内，同期单船过泵量

平均提高 44%。

A  流量 16000m3/h 泥泵中截面压力云图

B  流量 26000m3/h 泥泵中截面压力云图

图 18  切割前后泥泵中截面压力分布云图

图 19 叶轮切割后效果

5 项目管理措施

（1）外租船舶及分包管理

项目部在外方船舶进场施工前与租船方、分包商多次

研究确定施工方案，按合同条款和实际情况制定安全保障、

后勤补给、沟通机制管理细则，做到对外租船及分包的管

理有据可依。在研究每条挖泥船性能表的基础上，与外籍

船舶船长、轮机长落实泥泵流道直径、耙齿格栅形式、高

压冲水、船舶操纵性等参数，根据施工区土质分布、结合

其他船舶施工布置等情况，制定详细的船舶施工计划，认

真听取船长等操作人员的施工建议，及时优化施工安排。

项目部保持与外租船及分包船船员及陆地管理人员的

充分沟通。项目部要求外租船及分包方派驻现场代表在项

目部办公，以便随时沟通，共同讨论施工安排、工艺改进

等事宜。项目部坚持疏浚工程师驻船制度，做好现场监督、

指导工作，确保项目部施工计划执行到位，保证施工质量，

提高生产效率，并做好施工数据、土质、影像等基础数据

的搜集工作，按施工区段做好施工总结，为自有船舶技术

改进提供数据支持。

图 20 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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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俊

中交上海疏浚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副总经理

加强海外人才培养和属地化建设的
意义及对策

摘要：在国际化大背景下，随着我国“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中交上海航道局

有限公司适时提出坚定不移实施“大海外”战略，积极与世界一流疏浚公司对标，不断扩大海外市场份额。

中交上海疏浚有限公司作为落实局公司“大海外”战略的排头兵，落实好海外人才培养和属地化建设工

作成为首要任务之一，为践行局公司“大海外”发展战略提供人才保障。 

关键词：国际化；海外人才培养；属地化建设

1 引言

1.1 研究概况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全球经贸往来越来越频繁，

已经从各个角度影响着经济运行结构发生变化，跨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抢占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投资经营活动。随着我

国“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企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海外市场日

益扩大，许多企业都在海外设立了分子公司，海外用工成为制约企业开拓

海外市场的突出因素。

据目前研究，关于“属地化”的界定，尚未形成定论，大致可总结为

广义和狭义的“属地化”：广义的“属地化”

一般指中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东道国采取

的当地经营策略，包括研发属地化、生产属

地化、管理属地化、营销属地化、人事属地

化等; 狭义的“属地化”专指人力资源属地化，

也称“人才属地化”、“员工属地化”等。

本文讨论的“属地化建设”属于狭义，特指“人

才属地化建设”。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中交上

海疏浚公司目前海外人才培养和属地化建设

《耙吸船反铲船联合互补施工工法》、《反铲船耙平

器联合扫浅施工工法》、《耙吸船高铬铸铁叶轮叶片切割

增大球面通道施工工法》共三项工法获天航局一级工法；

《耙吸船挖掘夹杂块石土质施工工法》获水运工程一级工

法。

天航局立项的《耙吸挖泥船挖掘夹杂块石土质施工工

艺研究》、《狭窄航道硬土混块石耙吸船联合反铲船施工

技术研究》科研项目经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鉴定均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在《中国交建 2016 年技术交流论文集》、《中国水

运协会2016年会论文集》、《中国港湾建设》发表论文5篇，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耙吸船耙头软格栅》一项，受理

发明专利《一种水力式挖泥船高铬铸铁叶轮叶片内径切割

增大球面通道的方法》一项，受理软件著作权《疏浚工程

测图分析软件》一项。

图 25  专利授权（受理）书

7 项目实施的经验及启示

项目部精心组织施工，贯彻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理

念，克服三大疏浚难题，第一次在国外统领欧洲的挖泥船

施工，展示了先进的疏浚技术水平和较强的管控能力。通

过实施俄罗斯疏浚项目，总结三点经验、启示：

（1）进一步加强前期经营策划工作

经营类似俄罗斯这样全新的、陌生的市场时，要投入

优秀的人才、调动足够的资源、留有充裕的时间进行项目

前期调研工作，避免因项目施工条件、土质和清关手续、

法律约束等信息缺失、失真，造成合同违约、经济损失和

法律纠纷的风险。

（2）施工计划编制有冗余、备案

即便对于施工工况、土质等资料进行了详细分析，但

因为进入新的区域疏浚施工，工程组织条件难免会与计划

存在差异，面临诸多未知风险，因此制定项目施工方案时，

要充分考虑船舶设备产能的限制因素、技术管理人员的局

限性，施工计划指标有冗余，资源配置相对于国内项目要

更为充沛，留有冗余量以应对不可预见的风险。并且精心

编制备用方案，以便进度滞后时集中优势力量打歼灭战，

为项目成功实施奠定基础。

（3） 欧洲等发达地区施工的三要素

在欧洲等法律健全、施工组织程序繁琐、安全管控严

格的区域组织施工，必须贯彻属地化管理，牢记三要素：

配置当地高水平的施工技术人员、懂得当地财税政策的财

务总监和强大的法律、保险律师团队。在项目前期调研阶

段就开始介入，参与项目的全程管理，进行施工组织、财

税策划和风险分析及防控，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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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法律、翻译等方面专才，并注意选拨适当比例的优

秀海外本土人才进入核心管理团队。

3.3 协调、安排好相关人员轮岗

明确境外机构相关岗位的轮换责任单位，通过优秀员工

的海内外轮换和轮岗交流，逐步积累、培养一专多能的国际化

复合型人才，对表现优秀的员工，回国后应优先安排相关岗位。

3.4 建立海外人才储备库

与国内高校联合开办涵盖不同相关专业的境外人才储

备班，培养定向人才；海外公司也要根据实际需求，做好

人才储备工作。建立境外人才储备库，并持续补充、完善，

确保人员可以及时调配。

3.5 合理提供薪酬奖励

要依照因才施用的原则，根据应聘人员的综合才能派

至适宜的岗位上去。考虑到各国间发展不平衡，对于属地

化人员的定薪及考核很难沿用国内的薪酬体系标准，所以

要根据各国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实行一国一策标准，根据

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薪酬考核标准。薪酬标准可以

参照当地合理市场水平，标准和构成要符合当地劳动法等

法律法规，并考虑到工种和工作岗位的性质。对于部分特

别优秀的外籍员工，为了吸引他们加入公司“大海外”战略，

其薪酬标准可以适当从优。对于表现好的当地员工，可以

通过发放奖励等形式进行激励。

3.6 促进文化交流和融合

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中方人员与当地社会

的交流和融合相对比较困难，在当地开展工作阻碍较大。

而聘用当地员工，通过与他们的沟通、合作，不断学习他

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文化，进而增进公司员工与当地人

的关系，逐渐化解与当地人的隔阂，规避和减小在当地施

工的安全风险，从而更加有利于在当地开展各项工作。

另外，我们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平等

相处，尤其在一些欠发达国家，要消除优越感，在工作中

互相尊重，有不同意见时，要及时沟通。

3.7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在当地聘用员工，不仅能解决当地居民的就业问题，为

当地政府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能让中国企业更

好、更快地被当地社会所接纳。同时，海外公司要积极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关注当地民生事业、扶贫事业等，在当地树立起

良好的国际企业形象，贯彻落实“现场保市场、现场拓市场”

的理念，为项目生产经营活动及进一步开拓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3.8 注重“以人为本”

关心海外员工思想动态，及时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心

理压力。依托工团，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各种活动，丰富

员工文化生活，增强公司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外籍员工的

管理上，在工作方面既要严要求、抓落实、勤检查、重质

量，也要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反馈，多问一个“为什么”，

把中国儒家文化理念与外籍员工注重个性发挥的特点结合

起来，博采众长，推动工作开展。要加强外籍员工的凝聚

力建设，适时为他们举办一场生日派对，在圣诞前夕举行

公司聚会，业余时间举办一场体育活动等，都能收到很好

的效果。要尊重外籍员工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隐私权，

不谈论容易引起政治冲突、民族矛盾的话题，不过度询问

涉及对方隐私的话题，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使外籍员工

心情舒畅、充满活力地为企业发展作出贡献。

3.9 加强风险管控

加强风险管控力度，增强风险意识和保密意识，关键

岗位，仍用我方人才，坚持以我为主，逐步安排可靠的外

籍员工到重要岗位，选聘当地有一定知识水平和管理工作

经验的人员充实到公司各部门担任管理人员。

结语

与国际一流跨国公司相比，我们仍需加强海外人才培

养和属地化建设工作。加强海外人才培养和属地化建设工

作是降低成本的有效方法；是相关国家法律的硬性要求；

是拓展海外市场的必然选择；是确保海外公司高效运转的

重要保障；是抓住“一带一路”机遇；是积极践行“大海外”

战略的必由之路。在国际化大背景下，我们要加强海外人

才培养力度；属地化招聘优秀人才；协调、安排好相关人

员轮岗；建立海外人才储备库；合理提供薪酬奖励；促进

文化交流和融合；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注重以人为本；

加强风险管控等，扩大海外市场，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

助推上航局转型升级和“大海外”战略实施。

工作的现状，提出可行性建议。

1.2 中交上海疏浚公司海外人才培养和属地化

建设工作的现状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的不断推进，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航局）

抓住机遇，不断地调适公司国际市场的战略，“十三五”规

划中明确了“大海外”的发展战略，提出了至“十三五”末

期海外营收在全局的贡献超过30%的奋斗目标。在此过程中，

国际化人才的数量、质量和人才属地化建设决定了国际化战

略的实现。员工队伍是助力抑或制肘，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

人才的培养是关键。世界一流企业的海外属地化雇员指数应

该达到 10%，我们目前还有相当差距，如还存在属地化用工

比例不高、人才属地化管理方式不够精细、属地化管理人才

较少等实际问题，因此在“十三五”期间，我们亟待加强海

外人才培养和属地化建设。

2 加强海外人才培养和属地化建设的必要性

2.1 加强海外人才培养和属地化建设是降低成本的有效方法

加强海外人才培养和属地化建设有利于降低海外市场

人工成本。在项目实施中，对于项目的非关键岗位及大多

数可替代工种可以采取属地化的方式录用当地员工，这样

可以降低驻外人员住宿、交通等产生的直接成本，也可以

减少休假、轮换等产生的间接成本。

2.2 加强海外人才培养和属地化建设是遵守相关国家法律的

必然选择

很多国家对雇佣非本土员工在法律上有较详细的规

定，在申请批准中方员工的工作签证方面有中外员工雇佣

比例的强制性要求等，为了开拓国际市场，我们必须遵守

所在国的法律和政府、工会等相关规定，为此必须加强员

工属地化建设。

2.3 加强海外人才培养和属地化建设是海外公司高效运行的

重要保障

面对陌生的外围环境，海外公司加强属地化建设，有

助于深入了解所在国的商贸环境、扩大经营渠道，从而更

有效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有针对性地进行战略部署以抢

占当地市场；同时加强海外人才培养力度，尤其是加大外

籍管理人员的培养力度，有助于其提升个人综合能力，从

而提高管理和组织效率。

2.4 加强海外人才培养和属地化建设是抓住“一带一路”机

遇，积极践行“大海外”战略的重要部署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

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 , 提出共建 " 一带一路 " 的倡议 , 首先

提出建设 " 丝绸之路经济带 ", 并随后提出了建设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 ", 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

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得到国际社会

广泛高度关注。加快 " 一带一路 " 建设 , 有利于促进沿线各

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 ,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 " 一带

一路 " 建设过程中 , 优先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业务 , 加强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所涉及的规划与技术标

准的全面对接 , 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工作 , 逐步建立

基础设施网络,通过这些网络连接亚洲、欧洲与非洲等区域。

因此，要紧紧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依托集团“一体

两翼”平台，积极践行“大海外”战略，加强海外人才梯

队建设，加强海外人才培养力度和人才属地化建设。

3 加强海外人才培养力度和人才属地化

建设工作的对策

3.1 多措并举，加强海外人才培养力度

为保障公司海外业务的转型升级，公司必须拥有与转

型升级相配套的海外人才队伍，即人才要适应国际化、高

端化的战略，因此，需要逐渐加强海外人才培养力度，坚

持“内培外引”，内部培养优秀人才，外部引进成熟人才；

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培养复合型人才，

综合型人才。充实外籍员工数量，逐步过渡、按需引进，

按照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 , 采取动态跟踪引进、团队引进、

核心人才带动引进、高新技术项目开发引进等方式 , 引进

急需的、紧缺的海外高端人才。

继续开办海外人才商务培训班，根据境外布点及境外

项目推进情况，会同局公司人力资源部及各主业公司，每

年选拔一批不同专业的优秀管理人员，进行本土化语言、

文化、境外实际案例分析等强化培训。境外单位通过组织

境外骨干向外籍员工传授操作技能，引领他们尽快熟悉工

作环境，不断提高岗位技能水平。境外单位可选拔优秀的

外籍员工到公司总部参观、实习和培训等，提高他们对中

国和公司的认识，理解上航局企业文化，激发他们的工作

热情，增强他们的企业荣誉感、归属感和自豪感。

3.2 属地化招聘优秀人才

境外机构通过当地政府、大学、职业中介、使领馆、

中资机构、孔子学院等渠道进行属地化招聘或外聘方式，

引进在当地学习、工作的中国或外籍人才，包括商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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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注度高等特点。公司为项目实施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工程实施主要采取总包管理方式，充分发挥中交集团内、

外其他企业的优势，力求优势互补 , 通过合作共赢使项目

效益最大化。

1 工程管理

1.1 计划管理

项目主合同规定了六个里程碑，并以此监控项目整体

进度计划，达到预期工期要求。项目部将进度计划管理作

为项目管理的主线，抓住现场生产的“关键路径”，有侧

重点、有针对性的把控进度，在与安全、环保、质量、成

本目标协调的基础上，实现各节点工期目标。

实施过程中，遵循全员参与、全过程管理的原则。管

理人员要准确统计现场完成情况，并时时以 P6 计划管理软

件做为计划监控的有力工具，定位各施工阶段关键路线。

利用 P6 对施工现场所收集信息的集成和归类、分析、预警

功能，及时、高效的反映出现场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间存

在的差异，进而提醒项目决策层适时调整资源投入及匹配，

优化施工工艺，及时纠正进度偏差，确保施工进度符合项

目整体计划要求。

1.2 HSE 管理

多哈新港项目部深入探索及实践现代化大型国际工程

中“以人为本”及“安全先行”的 HSE 管理理念，展现优

良的公司核心价值观，将企业精神与项目 HSE 管理实务相

融合的中心指导思想。在安全防护措施、环境保护监测、

环境控制措施等方面投入了较多的人力、物力，体现出项

目对于 HSE 管理的高度重视。

（1）健全国际标准 HSE 体系建设

编制上报 HSE 管理体系文件，借鉴欧美先进的 HSE

管理理念，吸取管理精髓，结合公司自身的 HSE 管理体

系，形成具有新港自身特点的一整套 HSE 管理办法。通过

不断的实践和完善，项目编制完成了健康安全计划（H&S 

Plan）、施工环境计划（CEMP）、18 个安全管理程序文件、

55 个操作规程文件、72 个专项施工方案（MS）、61 个风

险分析文件（RA）、26个工序作业危险分析（JHA），以及《HSE

手册》、《现场 HSE 管理规定》、《HSE 奖惩办法》、《进

场须知》和《人员安全控制程序》等安全管理制度，形成

整个项目的 HSE 管理体系。

组织建立以项目总经理为组长、以项目副总经理为副

组长、以HSE部门负责人为组员的项目安全管理责任小组，

加强 HSE 管理体系建设，加强源头安全环保工作，加强事

故隐患治理，统筹规划，实现目标管理，保证无重大污染

事故和安全事故。

（2）HSE 实施措施

为了提升多哈新港项目安全管理水平及HSE管理业绩，

项目自开工以来，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方针，全面履行“无禁区、零容忍、全覆盖”的安全标

准，严格执行卡塔尔工业标准（QCS2010）、咨工 HSE 管理

要求、项目部 HSE 管理体系要求及公司安全生产要求，强

化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实施风险全面安全管控，通过严格

执行风险评估（RA）、落实工作危险分析（JHA）、开展专

项安全活动及安全培训、增强安全监管力量等方式，重点

开展道路交通运输、码头结构施工高处作业、长短腿门吊

安装、高边坡防护、夜间作业等风险较大作业的安全控制，

督促做好起重作业、基坑开挖作业、爆破作业、强夯作业

等安全控制措施的落实，突出重点，加强管控。此外，项

目通过科学化运用“隐患信息交换系统（Info-Exchange）”

软件，实现了安全风险“全员发现、全员共享、全员整改”

的目标，提高了HSE管理工作效率，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成效。

（3）HSE 管理成果

项目 HSE 工作一直秉持高标准、严要求的总体管理方

式，坚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原则，积极做好日常各

项安全管理工作。2014 年 1 月 27 日，项目取得连续 1400

万安全工时，截至项目完工之时，累计达到 2600 万的安全

工时，在多哈新港建设的各承包商中遥遥领先，业主和咨

工对中国港湾的安全成果表示高度认可和赞赏。

现场始终把安全、健康、环保工作制定更高的管理要

卡塔尔多哈新港码头和内防波堤工程项目是中国和卡塔尔两国政府开辟经济合作领域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特级项目，也是中国港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卡塔尔地区合同金额最大的工程。该工

程的顺利实施，对公司立足和进一步开拓中东市场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合同开工日期为 2011 年 1 月

24 日，竣工日期为 2015 年 6 月 28 日，合同工期 1616 天（约合 54 个月）。项目设计方为澳大利亚

Worley Parsons，咨工方为美国 AECOM。

多哈新港项目为内挖式港口项目，包括集装箱码头、

件杂货码头、离岸供应码头、车辆码头、面粉厂码头、牲

畜码头、海岸警卫队码头和游轮码头等。项目采用降水干

地开挖方法施工，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土石方开挖、后方

回填及地基处理、码头及护岸防波堤等。码头结构型式为

重力式方块码头，集装箱码头的方块层数为 11 层（最大

单块重量约 100 吨），最大深挖为 -19.7m，港池底标高

为 -17m。码头岸线长 7845 米，防波堤 2.76 公里，土石方

开挖约 7070 万方，预制 / 现浇混凝土方块 4 万块（混凝土

量约 150 万方）

该项目施工具有工期紧、工程量大、分包施工接口多、

夏新瑞 1，苏睿 2

夏新瑞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中东区域管理中心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引入先进管理元素的
中港卡塔尔多哈新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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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商务管理

（1）合同订立与管理

商务部会同项目部各部门对相关分包、采购合同进行

草拟、谈判、评审会签、签署、交底、传递、合同文本的

保存等订立工作，并根据现场生产实际情况，紧密监控主

要分包合同、采购合同条款的执行情况，充分配合项目部

计划管理和 HSEQ 管理需要，确保各主要分包、采购合同落

实到位。

通过对各主要分包合同和采购合同的认真梳理和分

析，确定管理重心和方向，做到目标明确、有的放矢，合

同管理合理有序，达成了各项合同管理工作目标。

（2）成本监控及管理

项目部一直严格按照项目的预算目标开展各项成本管

理工作。依据预算目标制定了项目成本编码手册，定性项

目所有可能发生的成本支出，通过成本编码使得成本统计

标准化，系统化，形成项目成本数据库。按时编制盈亏季

度、年度分析报表、项目全周期资金计划和月度资金计划，

通过不同的数据口径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的成本情况进行管

控。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通过上述体系定期统计整理项目

发生成本，与预算目标进行比对，动态监控成本支出水平，

有效形成对项目成本超支或可能超支的预警。如发现某项

成本存在超支可能，会立即对该项成本进行细化分析，找

出原因，提出管控方案，制定合理措施控制后续成本。

（3）风险管理

多哈新港项目采用动态的风险管理模式，包括风险识

别、风险评价、风险应对以及风险监控四部分内容。根据

多哈新港项目管理手册及多哈新港项目管理报告，项目部

每三个月对上季度的风险控制情况进行总结并对下季度的

重大风险进行再识别。

多哈新港项目风险管理方法系统地、科学地开创了项

目部风险管理模式，在项目风险识别和管控发挥巨大作用，

主要体现为：

风险识别系统全面：以公司重点项目风险清单为基础，

项目部各部门及主要分包单位参与识别项目风险，做到细

致全面；

风险评价科学客观：以风险发生频率和风险影响程度

为两个维度，科学评价风险重要程度，确定重大风险；

风险应对及时有效：全员参与，结合项目特点和以往

经验，有针对性的制定风险事前、事中、事后应对措施，

做到知己知彼；

风险监控动态可控：随着项目开展，动态评估风险清

单，识别新的风险，形成中期、季度风险报告，确保风险

得到实时监控。

通过系统地、科学地风险管控，项目部对各类风险基

本可以做到“发生前，心中有数；发生时，及时应对；发生后，

处理得当”，确保项目风险管控目标的实现。

2 项目意义

卡塔尔多哈新港项目做为卡塔尔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总体规划的重点工程以及举办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关

键性项目之一，对推动两国经贸领域发展、促进卡塔尔

国内 GDP 增长、提升当地交通运输及进出口贸易有着举

足轻重的意义。同时，在当前国际油价持续低迷的影响下，

多哈新港码头的后续正式投入运营，对卡塔尔国家的经

济多元化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是卡塔尔国经济转型的

重要依托。

多哈新港项目的顺利实施展现了中国公司在当地基础

工程项目投标价格方面的比较优势、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成

熟工艺和创新思维，以及在国际管理标准下的大型项目中

安全环保、进度质量等管理方面的综合实力和中国国企风

采，这将有利于当地政府提升对中国公司在项目合同履约

方面的认可度，为中国公司在卡塔尔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匮

乏但却雄心勃勃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未来市场机会。同时，

也为中交集团在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下进一步开拓

卡塔尔市场、扩大地区市场份额、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影响

力和品牌美誉度起到积极作用。

求和执行标准、落实各项监控措施，不断实现更高的管理

层次、管理策略和管理步伐。项目部对于环境部苛刻的环

保要求采用了专业技术手段积极予以应对，在排放水质、

粉尘、噪音、震动等对环境影响的敏感问题上措施得力，

保持一贯的从严态度，按照指定要求落实到位，在环保方

面赢得了政府、业主、咨询公司以及周边相关方的广泛认同。

无论对中方还是外籍员工，本着中国港湾的企业文化，

关爱其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方针，项目在每个工作面，确保

人性化和卫生化管理，配备了厕所等卫生设施，建有休息

棚和饮水点，并安排班车接送上下班。营地建有篮球场、

板球场、足球场、台球室、上网点、超市、餐厅、洗衣房、

理发室、穆斯林祈祷室等设施，进行社区化管理，保证了

员工基本的生活需求和娱乐需求。

1.3 质量管理

多哈新港项目各施工项目分项工程较多，如港池开

挖及收底、地基处理顶层碾压、防波堤施工、码头方块预

制、码头结构施工、附属设施安装、降排水等工作，陆续

在 2015 年全部顺利完工。项目部克服各种困难，严格依照

ISO-9001:2008 的要求，结合现场实际情况，从完善人员配

置、文件编制及执行、规范工作流程、恪守制度、内部审计、

施工人员培训、文档管理、现场检查及整改以及信息沟通、

反馈等各方面深入开展工作，同时积极与施工部门配合，

强化施工部门为第一责任载体，强化所有人员质量意识，

以质量保进度。不断加强与业主及咨工联系、沟通，促使

项目 QA/QC 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在项目的生产过程中，通过开展专业质量体系培训、

严格执行施工技术交底、程序化验收流程、制度化生产管

理等工作，不断提高项目施工人员的质量管控意识。同时，

通过开展多样化的质量管理活动及质量竞赛，持续完善现

场生产质量检查及监督体系。

新港项目具有码头施工岸线长、工程量大等特点，总

计混凝土方量约 150 万立方，开展好码头主体施工中的质

量控制尤其重要。项目部的质量管理重心也是围绕码头结

构施工所展开的。

1）中东地区高温、干燥、昼夜温差大，对于混凝土

的温度控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项目部通过采取在现场设

置砼搅拌站，进一步优化砼配合比，配置制冰机，并通过

采取夜间浇筑作业等方式来降低砼温度，确保了混凝土成

品达到技术规格书和相关图纸、规范要求。经统计，项目

码头方块累计预制量约 3.5 万余块，方块预制合格率超过

99.9％。确保了项目码头结构工程的顺利完成。

2）新港项目码头方块安装岸线长达 8.7 Km , 其中 4

个大码头的岸线总长为 4.8km, 对安装的精度要求非常高，

因此，项目部结合现场安装工艺，制定了“码头方块安装

质量控制手册”，细化安装步骤，严把安装过程质量，其

中相邻两块方块间错牙控制在 3mm 以内，远低于技术规格

书要求的 15mm, 促使方块安装一次成型，验收通过率为

100％。

3）新港项目累计胸墙混凝土浇筑量约 25 万方，按照

设计要求，共分三层进行浇筑。为了确保整体浇筑质量，

在施工过程中的钢筋绑扎、模版安装、砼浇筑、养护各步

骤中均严格执行现场“三检制度”，层层把关，效果凸显，

取得了较好的胸墙表观质量，验收工作进展顺利，均一次

性通过。

4）为了有效避免码头预制构件及附属设施在安装过

程中及验收后受到污染和损坏，现场制定了“码头施工成

品保护办法”，采取了防护、覆盖等措施，并安排专人专

组进行例行检查和日常维护，确保了施工成果的有效保护，

实现了项目成品保护“零破损”的既定目标。

项目在码头方块预制及安装、胸墙现浇、港池开挖、

土石方回填、地基处理、护岸防波堤等主体施工的验收工

作中，均全部达到了技术标准要求并顺利实现了 100％单

次验收通过率。同时，质量管理工作在众多 NPP 项目承包

商中，成绩显赫，并连续多次获得业主颁发的新港项目“最

佳质量管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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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
东南亚国家海事工程经营与管理要点

余德松 1，管先祥 2，向程 3

余德松  长江宜昌航道工程局全资子公司新加坡港航建设私人有限公司

总经理

1 概述

1.1“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是国家顶层战略设计，

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

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

作平台，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

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解，我认为是

中国国内工程服务企业在国际工程市场进行

资源再配置，解决国内工程服务市场产能过

剩，服务产品同质化问题，是在全球工程市

场范围内，进行供给侧改革，推动中国资本、

技术及劳务输出，同时服务沿线国家经济发展。

1.2 “一带一路”与东盟十国

东 南 亚 国 家 联 盟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东盟（ASEAN）。成员国有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

从古到今，东南亚国家均处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关键节点位置。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

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

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如今，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

建立了“10+1”合作机制、亚投行等多种经贸合作平台，加之“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协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谈

判进程的提速，东盟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往来会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2 东南亚国家海事工程市场现状

2.1 新加坡与文莱

2.1.1、新加坡海事工程现状

新加坡就东南亚国家来说，新加坡与文莱算是比较发达与富裕的国家，

特别是新加坡，国家政治稳定，法律体系健全，经济比较发达，拥有比较雄

厚的资金和技术资源，而且是个海岛国家，国家陆域面积非常狭小，但是

海运业发达，因此新加坡海事工程较多，包括围海造地、港

口设施等大型海事工程，特别是 TANJONG PAGAR 港口外迁及

TUAS 港口开发，涉及一大批海事工程。

2.1.2、新加坡海事工程运营模式

新加坡海事工程的业主主要有JTC（新加坡裕廊集团）,MPA

（新加坡海事局）,HDB（新加坡住屋与发展局）等政府机构或

国有企业，由于新加坡资金比较充裕，因此工程运营模式采

用大多数是EPC，即设计、采购、施工一体化模式。市场参与

方多为国际工程公司，比如荷兰、比利时、日本、韩国等，近期，

中国及本土海事工程公司开始进入新加坡海事工程市场。

2.2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2.2.1 两国海事工程现状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均为东南亚大国，政治体制较

为类似，语言文化接近，均是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经济

基础和工程技术实力，且海岸线较长，特别是印度尼西亚，

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海岸线和最

多的岛屿。目前，两个国家都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大力

发展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两国的海事工程市场前景巨大。

2.2.2 两国海事工程运营模式

上面提到，两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语言与

文化等方面均较为相似，因此，两国的海事工程市场也较为

类似。目前来说，由于两国在海事工程准入政策对外国公司

有一定限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造成外国公司很难直接进

入当地市场。比如印度尼西亚，海事工程业主基本是四个国

家港口管理机构，实施方一般是本国国有企业承包。但其技

术、设备与管理能力不足，最后的实际施工方一般是国外工

程企业，采用分包的模式进入当地海事工程市场，包括中国

企业。海事工程的运营模式为 EPC 或者 EPC+F。

2.3 其他国家

东南亚其他国家相较上述提到的新加坡、文莱、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政治体制差别较大，经济水平参差不齐，

资金与工程技术都比较欠缺，因此海事工程市场尚不成熟，

这里不在细述。

3 东南亚海事工程市场经营的几点思考

在前文中提到，“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工程服务

企业要在国际工程市场进行资源再配置，参与全球工程服务

市场竞争，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优势即中国

的资本与技术，劣势在于国际工程管理经验以及国际工程设

计及施工标准与工程管理体系。因此，我们必须扬长避短，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同时，也要对自己的不足有清醒的认，

重点进行国别风险分析，有效的进行风险识别与风险防范。 

3.1 东南亚国家海事工程风险防范

3.1.1 新加坡、文莱

上文中提到，新加坡和文莱是比较发达与富裕的国家，

国家政治稳定，法律体系健全，经济比较发达，海事工程

市场比较成熟。因此，在工程经营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风

险主要法律体系差异、语言以及工程管理体系与流程，比

如合同的签署、计量与支付、质量管理、进度管理、安全

与环保、人事管理等各方面。

3.1.2 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政治尽管相对比较稳定，但

政策的延续性与稳定性不够，受执政党的更迭或领导人的

变更影响较大。两国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人治因素影响

较大。同时，还必须考虑这两个国家在社会环境、基础设施、

种族、宗教及文化方面给中国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此外，

对海事工程，有些国家在外国准入上设置了诸多限制。比

如印度尼西亚，如果要进入当地海事工程市场，在公司设立、

大型设备、工程船舶均有特殊限制与要求。因此，必须在

充分防范上述风险之后，最后进行海事工程本身方面的风

险。个人认为，在这两个国家，外部因素造成的不稳定因

素或风险远远大于海事工程实施本身的风险。

3.1.3 其他国家

其实，其他东南亚国家，同样存在政局不稳、执政党

执政能力与地方的控制力不足，社会动荡、政策延续与稳

定性较差，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更为

严重，因此，在进入这些国家之前，更要建立完整的风险

识别与风险防范体系，而且重点要防范政治风险方面。

3.2 中国工程企业开拓东南亚国家海事工程之市场优势

中国工程企业，特别是国有工程企业，开拓东南亚海

事工程市场，最大的优势是资金、技术与成本优势，在“一

带一路”背景下，最大的优势则是资金优势。而如何最大

化的利用资金优势，个人认为应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相

关政策，充分学习国家“一带一路”相关政策，积极参与

国内国际相关峰会、论坛以及研讨会，实时了解国家最新

的政策。比如，要深入了解“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国际

工程运营与管理的全流程，熟悉参与各方扮演的角色。其中，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国际工

程运营中的角色值得重点关注。此外，在东南亚海事工程

运营与管理中，中国工程企业也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成本与

技术优势。个人认为加强国际化工程运营与管理人才的培

养是发挥成本与技术优势的最有效途径。

2013 年 9 月 7 日和 10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提出了“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英文：The Belt and Road，缩写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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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东南亚国家海事工程合作模式

作为中国工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施工企业，已经

在国际工程市场耕耘多时，积累了大量的国际工程管理经

验，可以充分参与国际竞争，独立进行工程运营与管理。

但对于刚走出国门的中国工程企业，或者国际工程经营与

管理经验不够丰富的工程企业，在开拓东南亚工程市场时，

如果有合适的合作伙伴，会让风险大大降低。

3.3.1 国内大型国企之间联合

国内大型国有工程企业，一般在管理与运作模式、企

业文化、资金来源等方面都基本类似。如果其中一家有丰

富的国际工程管理经验，双方可以组成联合体，充分利用

国家“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最大限度的分担与降低风险。

3.3.2 与当地大型企业进行合作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东南亚各国政府及企业均非

常乐意与中国企业进行合作，而且这种模式也比较适合中

国工程企业，特别是国际工程运营与管理经验欠缺的企业。

当地企业为了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有效对接，他需要

具有中国背景，特别是国有公司背景的工程企业，搭中国“一

带一路”政策红利的便车，以获得中国资本的支持。中国

企业可以在合作中进一步了解当地市场，学习国际化管理

经验，培养一批国际化工程经营与管理人才。

3.3.3 与国际跨国公司合作

近年来，中国工程企业在东南亚海事工程市场逐步站

稳脚跟，并且发展越来越快，诸如中交集团（中国港湾）、

中国电建集团等企业均顺利进入东南亚海事工程市场，并

逐渐发展壮大。但与国际跨国公司合作，必须自身具有丰

富的国际化工程管理经验，而且充分了解当地市场。而且

工程所在地具有成熟的海事工程市场，比如新加坡。

4 东南亚海事工程管理要点

东南亚海事工程管理过程中，要以利润为导向，以风险

防范为核心，以国际化工程管理为手段，要跳出国内工程管理

的思路，具有国际化视野。在此本文主要以新加坡合同管理方

面的异同来说明东南亚海事工程管理中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4.1 合同管理方面

在合同文本选择方面，新加坡公用建筑工程项目中，

政府推荐使用公用建筑施工标准合同条件 PSSCOC(PUBLIC 

SECTOR STANDARD 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 WORKS 2014 , 公用建筑标准合同 ) 以及新

加坡建筑师协会施工合同条件 SIA(SINGAPORE INSTITUTE 

OF ARCHITECTS，ARTICLES AND CONDITIONS OF BUILDING 

CONTRACT，新加坡建筑师协会施工合同 )，该合同条件主要

使用领域为新加坡非公用建筑施工。

在工程进度款支付纠纷方面，新加坡建筑施工合同工

程款支付安全法令（SOP ，SECURITY OF PAYMENT ACT IN 

THE BUILDING & CONSTRUCTION INDUSTRY 2004），以减少

合同纠纷。SOP 类似国内最高人民法院或检察院出台的一

些针对典型案例或者特殊领域的批示或者司法解释，比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解释》。SOP 在新加坡建筑领域的影响最为深刻，

在建筑工程纠纷实践中应用的也最为广泛。

4.2 人事管理方面

人事管理是国外工程管理中的一大难点。在一个工程

项目中，往往同时有中国管理人员、当地管理人员以及不

同国家的劳工，而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对外国劳工的政策

不一样，人员组成十分复杂。比如新加坡，根据新加坡劳

工法令，如果想聘请国内工程管理人员，必须聘请一定数

量的当地管理人员。在工资福利方面，例如薪水、假期、

加班等许多方面与国内均有较大差异。同时，在保险、医

疗等方面也需要特别留意。此外，东南亚国家，在政策与

法律上都规定了本地工人最低配比，对中国国内劳务输出

有较大的警惕性，因此，在风险分析时要予以注意。

4.3 安全管理方面

与国内一样，在东南亚国家海事工程中，安全管理同

样是工程管理中必须优先考虑的事项。且国际海事工程往

往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因此，安全管理工作更是重中之重。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安全管理法规各不相同，因此，

安全管理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当地安全管理法规进行。例如，

在安全人员培训、安全证书管理、设备船舶安全管理、各项

施工作业许可、安全风险评估与安全风险流程以及安全管理

系统的建立等等，都必须严格按照当地的安全法律法规进行。

此外，在工程管理其他流程中，比如进度管理、质量

管理、成本管理等环节，要深入学习当地的规则与流程，

跳出国内工程管理思路与习惯的限制。

5 结语

总之，中国工程企业在开拓东南亚海事工程市场时，

要充分进行风险国别分析，充分了解当地政治、政策持续性、

法律体系是否健全、宗教与文化差异、种族或民族纠纷等

外围风险。同时，充分利用国家“一带一路”政策，有效

发挥中国工程企业资金、成本、技术优势，才能在东南亚

海事工程市场有所作为。

国际工程法律政策风险应对及索赔

摘要：目前许多国际工程项目尤其是现汇项目依据工程所在国法律及相关政策编写适合所在国项目

的合同版本，考虑到该种类型合同版本的特殊性及风险管理的必要性，该类合同的法律政策风险也应

当重点应对。

关键词：法律政策；应对；索赔

陈豫川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商务法律部  助理工程师

1 事件背景

某工程所在国原关税规定，进口钢筋

免关税，某项目工期为 3 年，项目开工 15

个月后，经了解，海关计划将在未来 3 个

月内上浮钢筋关税税率，新的关税表也将

重新颁发执行。项目主合同为 EPC 总承包

合同，没有采用 FIDIC 标准合同版本。结合

采购计划，假定关税税率调整为 10%，因关

税调整导致的项目成本增加预计为 580 万美元。按照合同规定：无论法律

政策更改前后，承包商均应当无条件遵守工程所在国法律及相关政策的规

定。合同条款中没有明确说明因关税调整导致的变更索赔内容。

2 事件分析

（1）法理分析

法理即法的基本精神与渊源，法理讲究公平、公正、公信、公行。经

过法理分析，该事件是非承包商原因而带来的承包商损失，如果承包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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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承担该损失也将有违公平、公正的原则，是对该国法

理的违背。因此我们认为虽然合同条款中没有明确说明因

关税调整导致的变更索赔内容，但是该事件从概念认知的

角度可能构成索赔事件。

（2）合同与法律

构成索赔事件的另一个前提是对合同条款与法律冲突

的理解。合同中规定“无论法律政策更改前后，承包商均

应当无条件遵守工程所在国法律及相关政策的规定”。该

条款中关于“无条件”一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理解：a. 承

包商不仅应当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同时因法律法规的调整，

承包商不得提出变更索赔；b. 承包商应当严格遵守当地法

律，但因法律法规的调整而给承包商带来损失，承包商可

以提出变更索赔。如果上述理解 a 成立，则承包商将无条

件接收关税调整带来的成本增加，这对承包商而言相当不

利。

为了针对该法律风险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我们从该

国法律与合同条款关系的角度进行了下一步分析以发现是

否有可能防范上述合同条款可能给承包商造成的损失。国

际上合同条款有效的条件有两种：a. 合同自治，当合同的

某些条款与法律有冲突时，合同条款依然生效。b. 当合同

的某些条款与法律有冲突时，该合同条款无效。

通过咨询律师得知，当该国的某些合同条款与法律有

冲突时，该合同条款无效。与此同时，律师指出：因法律

政策的变化导致的商业纠纷，受到损失一方可以要求赔偿，

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如果合同条款规定商业纠纷受损一

方不得提出赔偿，则该合同条款是无效条款。

通过分析得知，合同条款“无论法律政策更改前后，

承包商均应当无条件遵守工程所在国法律及相关政策的规

定”应当被理解为：承包商应当严格遵守当地法律，与此

同时，因法律法规的调整承包商可以提出变更索赔从而得

到相应补偿。因此从合同与法律关系的角度分析得知该索

赔事件成立。

3 风险应对

（1）及时报送进度计划

确定索赔事件成立后，下一步则是提前准备索赔证据，

为此我们每期向业主报送工程进度计划及材料采购计划以

如实反应该项目将来的施工进度及需要使用的材料，尤其

是与该风险相关的将要投入到工程使用当中的钢筋的数量。

与此同时我们按照合同条款中对业主批复时间限制的规定

跟踪业主对上述文件的批复进度，业主的最终批复文件将

作为将来索赔金额的计算基础。

（2）咨询当地律师，借助法律保护自身权益

合同文件作为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界定的重要依据，在

工程期间是合同双方主要参考及应当遵守的文件，但对于

合同中没有界定或没有明确指出的问题则须要考虑借助法

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来维护自身权益，尤其是在国际

工程项目执行过程中，承包商往往只重视合同条款而忽略

了对所在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咨询研究。产生的结果

是承包商往往想要提出索赔时发现索赔已经不具有时效性，

索赔也因此无效。

通过对税务咨询服务机构、海关及清关公司调查了解

与该项目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我们及时注意到关税

可能发生的变化并提前识别出该法律政策风险，为了合理

应对该风险，在充分研究合同条款后我们及时咨询了当地

律师，对维护自身权益起关键作用。

（3）及时提交索赔文件

在海关发布最新关税表后，我们一一对照了关税税率

变化，尤其是进口主材的关税变化。针对关税变化对承包

商造成的损失，承包商及时准备索赔通知并按照合同要求

准备索赔报告。

索赔报告第一点首先阐明事件经过及承包商遭受损

失的事实情况，与此同时承包商声明在投标报价文件中不

可能做到将该法律风险包含在内；第二点附上律师撰写的

律师函，律师函包含了承包商对律师的委托书，索赔的法

律依据及参照的相关法律条文，以作为该索赔报告的索赔

理由；第三点结合关税税率上涨及进口材料采购计划详细

计算已经发生的具体损失金额及在未来将要发生的损失金

额；第四另附详细计算证明文件，如已经批复的进度计划

及材料采购计划、详细施工图纸、工程量单等。

（4）谈判与最终结果

业主收到相关索赔报告后，承包商及聘请律师与业主

方律师展开谈判，最终鉴于该索赔报告的合法性及公平公

正性，业主予以批复该索赔事项。

4 经验总结

（1）对法律风险的认知

对法律风险分为投标标价前与投标报价后，在国际

工程实践中，由于很多项目工程周期较长，在项目执行

过程中可能会有新的法律、法规、政策等生效实行，也

有可能发生调整，而这些法律及政策风险往往是承包商

无法预见，在投标报价中也无法精确计算的，因此该类

法律风险除了合同高度自治且合同中有特殊说明的情况

下，一般来说承包商在遭受法律风险时应当及时做好应

对措施并在合适情况下提出索赔，而承包商遭受的工期

延误及费用损失也应当得到业主的补偿。但如果法律、

法规、政策生效实行或发生调整在投标报价前或因承包

商原因导致的工期延误期间发生的，承包商能否获得补

偿就另当别论了。

（2）注重法律咨询，关注法律变化

承包商在合同签订前就应当做好当地法律的了解与咨

询工作，必要时应当聘用当地律师，尤其是国际工程项目

在工程期间需要交哪些税费，以及如何缴纳，并在投标报

价中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尽量在将来合同执行过程中避免

承担额外费用。合同执行过程中，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同时

及时关注新法律生效及法律调整对工程项目的影响，在充

分研究合同的基础上做好与项目相关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

策的研究咨询工作，及时识别法律风险并及时采取风险应

对措施。

（3）索赔证据的重要性

在国际工程项目管理中应当树立的一个观念是业主批

复的很多文件都是索赔的依据，是对承包商有利的过程文

件。如某些项目明知会延期但承包商报送的进度计划依然

刻板的按照合同要求的完工日期编制，从而因进度计划偏

离事实而使得进度计划丧失了指导意义，同时也丧失了工

期索赔的可能性。承包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应充分考虑项

目延期的原因，及时上报项目延期的更新版进度计划及设

备材料采购计划，不要“羞于”因项目延期而报送延期版

的进度计划，因为按照事实编制的延期版进度计划将更好

的帮助承包商发现因业主原因导致的项目延期，同时也使

承包商保留了索赔的证据。

5 结论

通过对法律、法规、政策风险的实例分析，得出以下

结论：

1. 正确理解法律政策风险的概念及适用性，提前做好

风险识别及应对措施。

2. 风险应对过程中应在充分研究合同条款的基础上延

伸至法律领域，在做好法律咨询工作的同时展开变更索赔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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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双方的关系，中交集团又先

后与委内瑞拉国家航道局签署了奥里诺科河 2015-2016

年度维护疏浚工程、奥里诺科航道 2016-2017 年维护

疏浚工程两份施工合同。中交集团所签奥里诺科航道工

程项目均由上航局实施，这是委内瑞拉国家航道局对上

航局的高度信任和肯定。目前，上航局正在实施中的奥

里诺科航道 2016-2017 年维护疏浚工程已于近期取得

阶段性完工，至此，中交集团在奥里诺科河所签署的工

程项目将全面完工。工程的实施，得到了业主及当地政

府的一致好评，为双方今后开展更长远的合作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2 狠抓工程项目管理，有力助推项目实施。

奥里诺科河航道分为外航道和内航道，航道全长 196

海里。其中外航道长 77.8 公里，范围 0.0~42.0 海里，设计

底宽 122 米，土质主要以上层淤泥、淤泥质粘土为主，来

往船舶易在此失速，对船舶通航造成阻碍。内航道长 285.2

公里，范围 42.0~196.0 海里，由 13 个区段组成，设计底

宽从 91 米到 200 米不等。 

因奥里诺科河航道自然条件苛刻，工况复杂多变，其

航道蜿蜒狭长，浅滩、弯道密布，施工难度较大，对施工

船舶操控要求也较高，每年都为工程施工带来新的困难和

挑战。面对考验，项目部与船舶统一思想，上下齐心，协

同作战，聚焦工程重点、难点，结合往年施工经验，根据

每年航道实际情况，创新优化管理模式，加强内部管理和

外部沟通协调，采用“内、外两手抓”管理方式，以科学、

动态、精细化的管理手段，确保双方利益最大化。对内，

项目部开展“提质增效”活动，施工船舶积极弘扬“工匠精神”

精益求精，共同发力增效益；对外，与外籍友人进行良好

沟通，关键问题据理力争，维护好应有权益。下面简要回

顾六年来奥里诺科河三项工程的实施情况：

2.1 奥里诺科河航道恢复至设计深度疏浚工程。该工程施

工时间从 2011 年到 2015 年，时间跨度长，工程除主合

同外，又先后签署了 5 份补充协议，对原合同条款进行

了补充和修改，使工程项目的工程量更大、工期更紧。

由于项目初期对奥里诺科河航道的各项资料掌握不全，

项目部在施工过程中不断动态调整方案，成功地与业主

协商将 25-30 海里的抛泥区，由原合同规定的 0 海里处

变更为更近的 40 海里处，以空间换时间，从而大幅提高

了整体施工效率。

2.2 奥里诺科河 2015-2016 年度维护疏浚工程。项目部认

真总结前序工程施工经验教训，在实施此工程时，在细节

处理上更加精益求精，尤其在外航道计量方式变更的问题

上表现突出。在工程施工中积极遵循“内”、“外”结合

的管理手段，一方面加强对外协调，积极配合局环加勒比

区域中心与业主谈判，另一方面加强精细化管理，研究和

制定一整套提高外航道量舱方量的可行方案。项目部经过

对影响量舱效果原因的分析和施工工艺的改进后，外航道

单船方量和施工效率大幅提升，对工程进度的控制也起到

了积极有效的作用，特别是在执行 2# 补充协议以后，外航

道装舱系数已基本高达 97%。

2.3 奥里诺科航道 2016-2017 年维护疏浚工程。施工过程

中，项目部针对内航道疏浚比较熟悉的特点，继续坚持“内

外两手并行”的管理手段，积极优化施工工艺，统筹规划

施工区段，对前期施工效率较高的区段，在兼顾水深和产

量的同时，将工程的整体进度提前，而部分难度较大的区

段以扫除浅点为首要目标，内部强化质量控制，速战速决。

针对船舶施工，项目部主要采取了抽舱上浅旁通、顺倒车

切削浅滩、低速吸沙结合装舱溢流等施工工艺，整体由浅

入深，使浅滩泥沙逐步坍塌并挖除，同时确保航道平整度，

使质量始终处于受控状态。

工程的顺利实施，为委内瑞拉主要大宗货物、矿石等

进出口货物提供了良好的通道，为当地航运事业的健康发

展保驾护航。项目部在完成施工任务的同时，还积极配合

总部开展后期工程款的收款工作。

3 找准工程实施难点，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上航局从 2011 年承建奥里诺科项目以来，注重工程

施工经验的积累，并为后续工程的实施提供借鉴。同时，

项目部发现传统项目也会遇到新问题，墨守成规、过度依

赖以往的经验，反而阻碍工程施工。通过六年的摸爬滚打，

项目部总结出工程普遍性的难点，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

开疆拓土战海外  矢志不渝“走出去”
——确保委内瑞拉奥里诺科河航道通航水深纪实

奥里诺科河是南美洲第三大河，作为委内瑞拉境内主要的两条水上生命线之一，对该国矿产、石油

等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奥里诺科航道维护疏浚工程的目的，是通过项目的实施来提高奥里诺科河航道

的通航水深，使大吃水矿砂船安全航行，增加矿砂运量，提高航道使用效率。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航局）从 2011 年至 2017 年一直担负着该航道的疏浚施工任务，维护着委内瑞拉国这条水上

生命线。

1 借助中交集团平台，顺利进入委国市场。

近年来国际疏浚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委内瑞拉奥里

诺科航道疏浚工程亦是如此，近 10 年来一直由欧洲疏

浚公司把持。2011 年，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有效地利用中委基

金的设立机会，凭借优

秀的管理水平、先进的

设备、大型耙吸船队的

实力，顺利进入该市场，

签约承揽了奥里诺科航

道恢复至设计深度疏浚

工程。该项目的顺利开

展，标志着中交集团正

式进驻委内瑞拉，拉开了双方长达四年的友好合作关系

的序幕。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委内瑞拉奥里诺科航道维护疏浚工程项目经理部   尹云峰
1
，张刚

2

图为 :在委内瑞拉奥里诺科航道进行疏浚作业的“新海虎 4”挖泥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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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疏浚协会联合会知名学者
Cees van Rhee

Since 1985 Cees van Rhee has been engaged with research for the dredging industry. The first five years at 

WL|Delft Hydraulics (presently Deltares) and from 1990 to 2007 at Van Oord, a dredging contractor. At Van Oord he was 

employed at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Estimating Department and worked for two years in Hong Kong where 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Production and Planning of one of the large land reclamation projects that were executed at that time. 

From 1997 - 2001 he was posted for two days per week at the TU Delft where a PhD-research program, financed by the 

large Dutch dredging contractors, was executed. End of 2002 the author obtained his PhD degree (Cum Laude). From 

2004 - end 2007 he was head of the Dredging Research dept. of Van Oord Dredging and Marine Contractors. Since 

October 2007 he is full professor Dredging Engineering at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t TU Delft h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field of Dredging engineering. The research group under his guidance is focusing 

on modelling of dredging processes in and around dredging equipment. This includes the hydraulic and mechanical 

excavation of soft and hard sediments, hydraulic transportation and deposition of sediments. These processes are 

modelled using analytical models, using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and Discrete Element Modelling. His main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are modelling of highly concentrated sediment water flows and high velocity erosion of granular 

sediments.

Cees van Rhee 教授提供给中国的简历：

自 1985 年以来，Cees van Rhee 教授一直致力于疏浚行业的研究。开始的 5 年，在代尔夫特水力学所（目前为

Deltares）工作，1990 年至 2007 年在疏浚承包商范奥德（Van Oord）公司工作。在范奥德公司时，他曾就职于研发部门

和估算部门，并且在香港工作了两年，负责当时一个大型吹填造陆工程的规划和实施。自 1997 年到 2001 年，他在代尔

夫特理工大学（TU　Delft）攻读在职博士课程项目，该项目由荷兰大型疏浚承包商资助。2002 年底，获得博士学位（Cum 

Laude）。自 2004 年至 2007 年底，他担任范奥德公司疏浚研究部门的负责人。自 2007 年 10 月起，他担任代尔夫特理工大

学（TU Delft）疏浚工程系的全职教授。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TU Delft），他负责疏浚工程领域的教育和科研工作。他指

导的科研小组着重于疏浚设备及疏浚工艺的模拟研究，这包括软、硬沉积物的水力和机械开挖、疏浚物的水力输送和沉积。

这些过程研究使用分析模型、计算流体力学和离散元模型来进行模拟研究。他的主要科研成果是含高浓度沉积物的水流模

拟和颗粒沉积物的高速侵蚀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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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确保工程顺利实施。

3.1 对外沟通协调任务重。委内瑞拉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

而沟通单位众多，包括业主、海事、海关、船代等，其主

要管理人员调动频繁、办事程序复杂、工作效率低下，还

要面对当地部分人员的排华趋向，合同执行过程中人为地

不断制造麻烦，阻碍工程进展。

对此，项目部始终与业主单位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

讲究策略，据理力争，同时与政府部门保持友好关系，争

取减小外部阻力与干扰，为船舶施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保障工程的顺利进展。

3.2 内、外航道限制因素多。工程内航道自然条件复杂多变，

区段分布分散，船舶吃水受限，特别是外航道远离项目部

驻地 150 多海里，战线较长，无论是对船舶的施工还是对

项目部的现场管理都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对此，项目部在内航道施工过程中，积极统筹安排施

工任务，提前与业主协调，做好各区段间的施工衔接，保

持紧凑的施工节奏，避免船舶停滞；在外航道施工时，项

目部通过 F 站、卫星电话等，多渠道与作业船舶之间建立

起有效的船岸沟通机制，确保船岸沟通顺畅。

3.3 燃油补给困难。奥林诺科河工程的燃油由甲方供应，

但燃油补给不可控因素过多，包括沟通协调困难、审批手

续繁杂、码头申请困难等等，造成燃油补给费时费力，船

舶经常因燃油补给问题停滞而影响工程正常施工。

对此，项目部与业主积极沟通，提前编制补给计

划，尽早提交申请资料，以保证燃油申请的及时批复，

留足充分的时间申请码头，积极跟踪各方信息，敦促

业主加快协助办理相关手续，尽量多留富余时间。同

时确保船舶在工前携带足量库存燃油进点，能在第一

时间投入施工。

3.4 委内瑞拉政治局势不稳，经济形势不佳。众所周知，近

年来委内瑞拉经济衰退，物资紧缺，物价飞涨，汇率波动

剧烈，政治、经济环境极其不稳定。2016 年底工程开工期

间恰逢汇率暴跌，造成当地货币大幅贬值，经济形势雪上

加霜。当地市民一度陷入恐慌，导致治安环境越发恶劣，

严重影响到项目部的日常运作。项目部人员的人身、财产

安全也面临着严重的危胁。

对此，项目部加强员工安全教育，根据委内瑞拉办事

处应急预案，强化员工管理，要求员工外出活动尽可能避开

高危地区，不得单独外出，同时积极收集相关信息，备妥应

急物资，以降低遭受暴力的风险，确保人身安全。

4 认真践行“走出去”战略，打响中交集团品牌。

六年来，上航局在委内瑞拉奥里诺科航道工程施工

过程中，认真贯彻落实中国交建“五商中交”和中交疏

浚“一三六九”战略，积极践行“走出去”战略，把南

美列为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区域。

计利当计天下利，上航局初到南美，就本着“相

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理念开展工作，对待南美民众，

讲一个“真”字，开展南美建设，讲一个“实”字，

解决项目问题，讲一个“诚”字，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上航局最终获得了当地政府与业主的信赖，打响了中

交品牌，赢得了企业信誉，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

在今年内航道施工期间，委内瑞拉国家航道局总裁

胡安·卡洛斯先生莅临新海马轮视察工作，听取了船舶

及项目部领导的工作汇报，并代表委内瑞拉国家航道局

对施工一线的工人们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对中方人员专

业的职业素养和疏浚技术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赞扬了中

国政府及参建单位对委内瑞拉航道疏浚工程建设的大力

支持。与此同时，总裁先生表达了期盼双方日后能够有

更深层次合作的愿望，从而推动委内瑞拉航道疏浚事业

蓬勃发展。

为期六年的奥里诺科河疏浚工程即将完工，是落

幕，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奥里诺科项目部虽然更换了

一批又一批的管理人员，但每一位上航人的初心都不曾

改变。今后，上航局将继续积极对接中交集团“一体两

翼”海外发展平台、中交疏浚海外区域中心，借助中交

南部美洲区域公司平台，在南美市场做到传统业务有发

展、转型业务有突破，继续精心铸造品质工程，为上航

局“十三五”期末成为国内领先、国际化经营指数较高

的综合性疏浚公司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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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随着时代的发展，只是单一地考虑功能性而不考虑对

周围的环境影响的水利工程方案是不能够被接受的。取而

代之的是对可持续性发展，多功能性以及对利益相关群体

考量的综合解决方案的工程设计。这个趋势，应该被广泛

运用于水利工程建设和水资源管理当中。对水利工程的设

计将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只属于水利工程人员的问题，跨学

科间的合作（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和行政科学）将成

为最重要的设计指标。专家们必须学会如何把自然规律和

物理机制带入复杂的决策过程。如果自然事实被忽略，利

益相关群体利用各种法律延误项目发展的事件将时有发生

[De Vriend et al.. 2015]。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 Building 

with Nature (BwN) 的项目设计理念，以及以它在沙滩环境

工程设计中的成功应用来说明它的价值。

2 理念

BwN 的主要理念是在进行工程设计之初，在达到工程

目标的同时，可以兼顾到自然和社会需求。最终目的并不

只是协调这些系统，而是在各个系统的合作和理解的基础

上发现新的机遇和最优化的解决方案。 实现这样的目标

需要有不同的思维，执行准则和协作 [De Vriend and Van 

Koningsveld. 2012;De Vriend et al.. 2014]。

2.1 新的思维

新的思维指的是，在系统设计之初，不要局限于对功

能性的开发，而应该多从自然的角度出发去思考。自然的

多变性，自然原有的功能性，自然的服务性，以及各个利

益相关群体的利益所在。 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更加全面

的进行系统设计，以获得优化的设计方案。 

2.2 执行准则

在新的思维的引领之下，不同的项目执行准则可以被

实施。新的思维要求的是各个领域的合作而不仅仅只是对

工程目标的实现。自然这个元素被考虑进来，设计者们必

须了解自然是工程项目的一部分，而且自然将会在很长的

一段时间内慢慢去发展，这个发展也许是对工程项目有利

的，也许是相悖的。对项目的长期检测和对未来的预测都

将成为现有项目的一部分。以这样的执行准则展开的项目

会比传统项目更加有意义。

2.3 协作

BwN 的协作不仅是在各个专家领域之间，也是在不同

的问题领域，不同的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 协作不应该只

停留在广泛意义上的合作，不然到最后的结果就会变成各

行专家还是去做自己拿手的任务，而忽略了彼此之间的联

系。BwN 的协作是深度上的协作，是各个行业之间以彼此

合作互助为前提的，向着共同目标迈进的尝试。

3 设计步骤

BwN 所涉及的项目设计的起始点都是基于环境的。

BwN 设计较之于其他整合类项目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对生

态系统的深刻理解，以及基于这个理解基础之上的不同的

视野。生态环境被自然地揉入到工程解决方案之中去了 [De 

Vriend and Van Koningsveld. 2012;EcoShape. 2012]。项目

设计步骤可以总结为：

步骤 1：理解生态系统

步骤 2：为保障生态环境的基本功能拟定不同的

可行性方案

步骤 3: 评估上述各种方案并预选出一个整合性的方案

步骤 4: 深入细化上述整合性方案

步骤 5: 准备方案实施阶段

以上设计步骤所要表达的基本信息是，要求整个项目

可以准确解读自然环境所发出的信号，理解生态系统的行

为。根据生态系统的行为来决定系统的走向，并且主导项

目以利用这些自然行为来达到最优的设计。对自然环境的

理解不但可以对现有项目的发展提供预警，并且这些知识

可以对全面的系统管理提供帮助。

4 BwN 在沙滩环境中的应用－ Sand Engine 

荷兰是一个拥有 350 公里长海岸线的国家，坐落在

北海的东南部。海岸线被分为三个部分：南部的 Delta 

coast，中部的 Holland coast 和北部的 Wadden coast。中部

的 Holland coast 是典型的以海浪主导的沙滩型海岸线。丰

富的沙滩海岸线为内陆的海水倒灌型洪水防护提供了天然

防线，尤其对于荷兰这样内陆海拔低于海平面的国度尤为

重要。同时绵长的海岸线也对生态系统，饮用水供应，工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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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solutions for sustainability, functionality, and stakeholders. This trend should be widely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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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Sand Engine 三维可视化

5 结论

各个研究项目的成功表明，BwN 的理念是值得推广

的。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理解可以对可持续性水利工程建

设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把项目工程所涉及的环境，社会

以及各个利益相关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将有助于项

目的长期成功。BwN 的理念适合在欧洲，以及全世界进

行应用，但是这个理念需要时间来与主流的水利工程设

计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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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有不可忽略的价值。但是由于北海的洋流作用，每

年海岸线有大量的泥沙被海浪带走，从而使得海岸线愈来

愈向内陆退化。为了解决海岸退化问题，从 1990 年开始，

荷兰政府开始实施对海岸线沙量填补的工作。具体工作流

程为，从远海取沙向海岸线人工补沙。每隔 5 年，百万立

方米的泥沙被填补在上滨区域。这样的做法，虽然可以直

接解决海岸退化问题，但是走长远上来考虑存在以下几点

弊端。首先，这对海岸线周围的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巨大的，

每隔 5 年改变一次海岸线的形态，将会造成生态系统紊乱

[Baptist et al.. 2008]。其次，只在上滨填沙将使得海岸

坡面过陡，以至于需要更大量的沙对它进行填充。同时，

当填充停止后，过于陡峭的海岸坡面也会导致海岸侵蚀变

得易于发生 [Stive et al.. 1991]。

2011 年，南荷兰省和荷兰水利部进行了一项创新型

实验，Sand Engine。实验选取了一个沿海位置，并在这一

个位置上，一次性倾注大量的泥沙。实验的目的在于论证，

是否这种一次性在一个位置填补大量泥沙，之后借助自然

之力，将此沙堆自然分布在海岸线上的方法是一个更加有

效并合理的解决方案。于是，从二月到七月间，大约 2.15

千万立方米的泥沙被填补在海牙与鹿特丹之间。预计十年

后，18 公里的海岸线将受到这块沙堆的影响。在海浪和风

的作用下，沙堆被自然分布在上滨和下滨的区域，因此之

前所述的海岸坡面过陡问题将得以缓解。并且，对自然环

境的影响将减少。两年后的形态学研究表明，有 200 万立

方米的泥沙被移动过，其中 60 万立方米的泥沙留在项目区

域，90 万立方米的泥沙被分布在了临近区域，还有 50 万立

方米的泥沙被迁移出了观察区域，到达了深海或者沙丘地

带 [Stive et al.. 2013]。这个观察结果与模型研究结果一

致。走自然的角度上来看，Sand Engine 有深远的意义，从

对它的研究中，人们可以更好的理解沙丘的形成，种植试

验植被以增加稀有物种。这个人工和自然公同创造的沙滩

还给鸟类和海豹提供了栖息场所，也是鱼苗的生长田。在

经济效益上的研究还在继续，但是初期的研究表明了，这

样以自然方式移动大量沙土的工程已经远比用人工移动同

量的沙土便宜了太多。

图 1：上：Sand Engine 初期倾倒结果；

下：2年后 Sand Engine 的分布形态

由于荷兰海岸线的填补工程设计到各个利益相关群体

之间的协调，笔者也曾参与到了此项目的交互式系统工具

（OpenEarth-Viewer) 的开发工作中。此工具的目标在于可

以让各个利益相关群体方便的加入项目发展的各个时期，

并且以基于网络的，可交互式数据可视化方式便捷的展示

模型结果。二维与三维数据在虚拟地球界面上的叠加可以

让用户更加直观的理解项目进度以及各个利益相关群体之

间的联系。此工具被广法运用到项目会议，讨论，研究阶

段 [Xuan Zhu. 2013]。

图 2：Sand Engine 二维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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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次的文章中，笔者向大家简单介绍了深海采矿行

业的由来和发展的历史。深海采矿并不是什么最近几年才

兴起的新点子，英国皇家海军的挑战者号 (HMS Challenger)

早在 1873 年就已经探测到了海底锰结核和大洋矿藏的丰富

储量。而那个时候，船还在烧蒸汽锅炉。从那时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将近一百五十年。

图 1：英国皇家海军 HMS Challenger 号勘测船，

1873 年发现了深海锰结核矿藏

(图片来自于 commons.wikimedia.org)

那么，大家也许会产生这样的困惑，既然深海采矿的

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甚至上百年，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

个像样的工程得到施工呢？

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

和行政管理需要完善 , 另一方面，深海采矿工程有可能引起

的对海洋环境的危害还没有得到全面的认识。但最主要的是，

在技术上，深海采矿仍有四大难题没有解决。从现在开始，

笔者将和大家探讨这几个课题。今天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技术难点 1) 如何将巨大的驱动能量输送到整个生产体系的

每一个环节

深海采矿系统非常庞大，不管在海面，还是在贯穿整

个水深的水体中，还是在海底，都有着巨大的组件。这种

超大规模的机械系统，需要巨大的驱动能量，并且要把巨

大的驱动能量送到几千米深的海底去，这如何实现？ 

如图 2 所示，在设想的深海采矿操作系统中，海面上

应该有一艘采矿船 (Mining Support Vessel，简称 MSV)，

也有称作生产支援船 (Production Support Vessel，简称

PSV)，通常在海洋油气开发中，后者的叫法更为普遍。然

后海底应该有可远程操控的大型挖掘车 (Seafloor Mining 

Tool，简称 SMT)。在海底挖掘车和海面采矿船中间，是

贯穿数千米水深的垂直管道输送系统 (Riser & Lifting 

System)，这个垂直输送系统是用来把挖掘出的海底土壤和

岩石碎块送到水面的船上去。另外，采矿船与挖掘车之间

还有大量的缆线连接 (Umbilical System)，用来从船上向

海底发送指令，电力，和回收信号。除此以外，海面的采

矿船根据其设计，可以选择设置大型存储仓，或者不设置

大型存储仓。如果不设置大型存储仓，那么采集上来的物

料可以先在采矿船上脱水，然后通过穿梭运输船 (Shuttle 

Tanker) 运送到陆地上的提炼加工厂去。如图 3 所示。

图 2：深海采矿系统简图，由水面船只，

管道系统，缆线系统，海底作业系统组成

(图片来自于 Nautilus Minerals Inc.)

图 3：海上采矿船 (右 )和穿梭运输船 (左 )并行锚泊

(图片来自于 Nautilus Minerals Inc.)

这样庞大的系统，它所需的驱动能量也极其巨大。从

图 2 可以看出，有大部分的组件是在水下的。海底的挖掘

系统需要巨大的驱动能量来切割海底地表的岩石，并且要

将岩石切割成足够小的碎片，否则如果矿物石块太大的话

无法运输到水面上去。而另一方面，竖直上升的输送系统

也需要巨大的驱动能量，否则不足以把预计密度在 1600 千

克 / 立方米左右的混合物输送到海面上去，或者虽然能够

输送，但是容易在管道内发生堵塞。

笔者与同事对海底挖掘部分的能量需求做了粗略的计

算。假设一个规模非常小的采矿工程，设计日产量 700 吨 /

天 ( 脱水重量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规模的产量只是

一个小规模的试验计划。因为目前北美和澳洲的公司的目

深海采矿介绍及其
与疏浚行业的联系 ( 二 )

Introduction to Deep Sea Mining and the Relevance to Dredging Engineering (2)

This is the successive article of Introduction to Deep Sea Mining and the Relevance to Dredging 
Engineering (1). Starting from this article, a series of important problems will be introduced as the 
major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ep sea mining. In this article, firstly the conceptual design 
of the deep sea mining system will be described, and then the contents will focus on the huge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whole system, finally it will be explained that why the support of driving energy will 
become a big technical difficulty of the production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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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洋 1”投产港口城交出亮丽答卷

——成功实施虹喷施工，拿下 4500 万产值

在亚洲最大耙吸式挖泥船“浚洋 1”的船长室，挂着

一幅“浚洋 1”的沙画。每当有客人来到，“浚洋 1”船

长张裕山总要带人过来看一看。并向客人介绍，制作这幅

画所用的砂是分公司取自“浚洋 1”在科伦坡港口城现场

首块吹填成陆区域，具有特殊的意义。在 2016 年 11 月

30 日，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航局）为

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投产一个月的“浚洋 1”举办座

谈会，庆祝“浚洋 1”正式施工 30 天，并向“浚洋 1”

赠送了这幅珍贵的砂画。　　

自 2016 年 10 月 29 日“浚洋 1”投入斯里兰卡科伦

坡港口城项目建设以来，广航局港口城项目部与“浚洋1”

船员密切配合，精心策划，力求发挥出该船的最大产能，

除日常检修外，一直保持高速运转。据统计，截至 2017

年 4 月 10 日，“浚洋 1”累计产量达 1147 万立方米，相

当于日产 78000 立方米，每周形成陆域面积 17000 平方米。

一切用数据说话

作为公司乃至中国交建高度关

注的新一代挖泥船旗舰，“浚洋 1”

抵达科伦坡港口城施工的消息备受

关注。为此，科伦坡港口城项目部

积极做好施工准备，对该船的施工

方案和工艺事先进行精心策划，制

订了多种施工方案。在“浚洋 1”

到达科伦坡后，项目部按照既定的

计划，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清关、施工交底和补给等工作，

确保“浚洋 1”在进场后 24 小时就能正式投入施工。

由于“浚洋 1”是初次投产，项目部和船舶没有任何

施工参考数据，不同土质条件下的单船方量、取沙效率等

数据都要从零积累。对于操控这么一艘“巨无霸”，纵然

挑战不小，但是船舶、项目部积极想办法。

2016 年 10 月 29 日，“浚洋 1”投入港口城项目施

工首日，在吹填区直抛施工数船后，项目部立即组织人员

对直抛区域进行测量。通过项目部对数据比对分析，对“浚

洋 1”直抛施工效果作出了初步判断：持续的直抛施工会

造成浅点增加，影响后续的施工部署，项目部决定调整方

案。于是，项目部立即部署“浚洋 1”开展虹喷施工，并

连夜开会部署落实相关工作。

10 月 30 日上午，项目部大部分员工爬上施工区附

近的防波堤，焦急等待着“浚洋1”进入视野。10时10分，

船舶就位正式开始实施虹喷造陆，项目部员工紧张地关

标产量至少在 7000 吨 / 天，而在这种生产效率下，年产量

不过 200 万吨 / 年。在荷兰，工业届的目标产量更高，荷

兰主流公司 ( 比如 IHC) 的目标产量在脱水重量下高达 800

万吨 / 年。当然，这只是估计，还没有正式投产。以 700

吨一天的产量来计算，假设水深 2000 米，假设开采对象的

土力学性质近似于较为松散强度较低的石灰岩，那么绞刀

头的驱动动力至少要在 172kW 以上，这已经相当于一辆全

速发动的丰田小皮卡的引擎功率。现在我们在这里讨论的

还只是一个试验计划，如果是实际工程生产，日均产量要

求更高，遇到的岩石可能更硬，工作水深可能更深，那么

绞刀头的驱动动能是在此基础上的 20~30 倍甚至更多。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绞刀头上受到的阻力越大，

整个挖掘车承受的后座力也就越大。所以呢，海底挖掘车的

自重也是很大的。如图4所示，是鹦鹉螺矿业公司委托英国

SMD公司设计的海底挖掘车。 一台装了绞刀头的海底挖掘车，

其设计自重在250~310吨之间，设计最大工作水深2500米。

那么，这么大的挖掘车，要在海底开动它，需要非常强大的

动力系统，可是在2500米水深的地方，海水的围压高达250

个大气压。在这种条件下，引擎能够安全无误地工作吗？就

算能够安全无误地工作，但是对一个区域的采矿，可能要耗

时数月甚至一年，那么挖掘车如何不断地补充能量使它能够

长期地工作？这也是一个工业界和学术界正在探讨的问题。

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深海采矿工程真正运作，另一方面宣

称要进行深海采矿工程的鹦鹉螺矿业公司在关键技术细节上

的技术保密态度，所以这两个问题还没有非常明确的答案。

图 4：安装了绞刀头的海底挖掘车，右下方为一个正常成

年男子的体量。(图片来自 Nautilus Minerals Inc.)

还有一个非常消耗能量的组件，就是垂直的水力输送

系统。我们要把海底开采的土壤，岩石碎片，结核块体等

等等等固体全部送到位于海面的采矿船上去。这些固体，

伴着水，大概会形成密度 1600 千克 / 立方米的混合流，荷

兰 IHC 公司的设计方案是用一套垂直管道系统，把这些混

合流全部送到水面上去。管道的设计考虑因素很多，现在

设计管径有 50 厘米的方案，也有一米的方案。不管管道管

径多大，这么重的混合流穿越3000米甚至更大的垂直距离，

到达水面，这中间必须安置很多水下泥泵，每隔几十米到

一百米就要安装一个，叫做加压中继站，以提供给混合流

继续上升的动力。同时，也因为这是串行系统，又是在水

下，我们要避免如果中间某一个泥泵坏了整个系统就完全

不能工作的情况，所以整个泥泵安装的密度和工作能力要

比输运标准本身的要求至少高50%。做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

假设在 2000 米水深的工作系统中，每 100 米设置一个加压

中继站，一个中继站的最大功率在 1500 千瓦，那么泥泵系

统总功率至少将高达 3 万千瓦。作为对比，DEME 公司的达

塔尼昂号大型绞吸船其总装机功率不过 28200 千瓦。

以上是驱动问题最核心的几个考量点。长期以来，代

尔夫特理工大学的疏浚及离岸工程系受到荷兰及比利时的

疏浚工业界和海洋油气工业界的大力支持，在深海采矿技

术的关键点上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与国内在体制上

略有不同的是，为欧洲的公司做科研，科研成果根据技术

保密协议，属于出资方。所以一方面出于篇幅的限制，另

一方面出于知识产权的考虑，笔者在此只能做较为广义的

介绍。我系也欢迎国内的相关领域的研究机构前来洽谈，

一起探讨合作成立科研项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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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  陶明  张群

图为：“浚洋 1”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区域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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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研”撬动港航发展新脉动

近日，中国铁建港航局“大科研”战略再结新成果，

由该集团自主研发的“一种水下无封底混凝土钢混组合吊

箱围堰结构”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为中国铁建港

航局立足水工专业领域，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再垫基石。

领先的技术是在市场竞争中制胜的重要法宝，但在

目前成熟且竞争激烈的基建市场上，常规的科研战略已难

以取得竞争优势，为此中国铁建港航局确立了“大科研”

核心战略，集中优势资源，依托在建工程，围绕前沿性、

现代化和国家级工程技术进行科研攻坚。

从 2011 年成立至今，该集团累计投入各类科研经费

4.1 亿元，发放科技奖励 500 余万元，共获得国家级工法

4 项、科技进步奖 23 项、专利 32 项，其中发明专利 6 项、

实用新型专利 26 项，1 项技术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2016 年，由该集团自主研发的“双阀双布袋袖

阀管注浆方法”获得第十八届中国专利优秀奖。持续的科

研创新，让该集团连续 4 年获评中

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学技术奖科

技创新先进企业，并用较短时间打

造了在重力式码头建设、软件处理、

桥梁深水管桩施工等领域的技术优

势，在水工领域站稳了脚跟。

该集团积极参与制定技术标准，

推广“四新”技术运用，逐步提高

行业话语权。他们先后主编国家技术标准 1 项，参编国

家技术标准 3 项，参编行业标准 2 项，主编地方标准 3 项。

其中，由该集团主编的国家技术标准《软土地基路基监控

规范》已完成全国公开征求意见，计划今年发布实施。得

益于工艺工法的改革创新，该集团所属设计院共获得省部

级勘察设计“四优”3项、省部级优秀工程咨询成果17项，

并于 2015 年顺利通过了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同时，

中国铁建港航局参建的连云港港疏港航道整治、中国海油

珠海 LNG 项目一期接连获得国家优质工程奖。

该集团还将解决在建工程施工难题作为科研立项的

基础，积极推进科研成果与施工创效的转换。仅此次获专

利授权的吊箱围堰技术在正在建设的银鹭大桥、小冈大桥、

七堡大桥以及澧水二桥共 13 座承台施工中成功应用，初

步估算可创造直接经济效益约 900 万元。

注着现场情况，并不断与船舶沟通调整船位及虹喷落点。

同时，“浚洋 1”船员不断调整着泥泵转速进而控制虹

喷距离。在各方的通力配合之下，“浚洋 1”在港口城

的首次虹喷施工宣告成功，项目部在现场的年轻人也纷

纷击掌庆祝。

项目经理刘志表示，“项目部初步理清了‘浚洋 1’

虹喷关注点和单船效率，它的喷距比我们想象中更远，这

样我们吹填的陆域将更加容易达到标高。”毕竟“浚洋 1”

是初次投产的新船，来到项目部后，不管是施工生产还是

后勤保障，任何环节的工作都必须高度重视。“有它在，

就等于随时为自己上了一根弦，一天24小时都不能松懈，

我们还必须持续加强现场监控。”刘志说。

“务必用好每一分钟”

“斯里兰卡与我太有缘了！”作为曾经的“浚海 2”

船长，张裕山自 2011 年参与科伦坡南港项目起就与斯里

兰卡结下了不解之缘，连续 6 年都参与过公司斯里兰卡项

目的施工建设。他对于当地的工况和虹喷工艺都异常熟悉，

曾带领“浚海 2”团队成功配合科伦坡南港项目部组织实

施了国内首次耙吸船虹吹加抛填整体成型工艺，交出了让

业主满意的成绩单。巧的是，当时的项目经理也正是刘志。

此次重返斯里兰卡，看到项目部的很多“老熟人”，张裕

山表示很高兴。

“务必用好每一分钟！”这是“浚洋 1”船长张裕山

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为了让船员尽快掌握虹喷施工要

领，张裕山每天都在驾驶台上“蹲点”指挥施工作业，“不

厌其烦”地观察着船员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机械式”的挖

泥动作，一遍遍地予以指导。“这是我们中国交建的新旗

舰，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用好它！”从取砂、满载航行、虹

吹、再到下一船次取砂，这样的工作“浚洋 1”每天都在

反复进行，并且每一船次他们都会认真对待，每位船员都

在争分夺秒，力争缩短每一船次的运行周期。

从出厂至今，“浚洋 1”仍处在船舶质保期，IHC 的工

程师们每天都要上船对当天船舶出现的异常状况进行分析、

检查、调试。“浚洋 1”轮机长马培良表示，由于船舶出厂

时没有按要求将全部监控系统汉化，船员们只能边学边用，

努力消化船舶各英文版的监控系统。“备件问题也一直困扰

着船舶，我们需要打起 120% 的精神投入设备管理。”

尽管有船舶备件等制约因素，但“浚洋 1”船员顶着

巨大的压力，主动与项目部沟通施工工艺优化方案，对船

舶设备进行不间断的维护保养，以降低因为设备原因造成

船舶停工的风险及可能性，船舶也安全连续施工至今。

压力下的里程碑

11 月 15 日，“浚洋 1”将泥舱内装有一万多立方

的黄砂全部吹向项目部指定的虹喷网格，这是“浚洋 1”

进场后的第 100 船次，具有着较为特殊的纪念意义。“浚

洋 1”全体船员都非常欣慰，感慨万千：“不容易，第一

次操控这艘旗舰挖泥船，压力真的非常大！”。

“浚洋 1”的高效也让项目部现场管理人员始料未及

“我们经常看见‘浚洋 1’在同一网格连续吹完两三船砂

后就形成了一大片陆地！真是太厉害了！”

由于港口城项目的吹填区就在科伦坡市区最繁华的

海滨旅游及商业区 Galle Face 附近，因此这道独特的“彩

虹”，也成为科伦坡人和外地游客争相合影的“风景线”，

经常会有游客驻足观看、拍照，指着“浚洋 1”喷出的黄

沙喊道：“Big Rainbow ！”。民众对于“浚洋 1”的高

度关注，更要求项目部对项目环保施工予以高度重视，虹

喷施工受季风干扰产生的浮尘会对市政、港内交通干线及

新港办公区环境造成影响。项目部严格执行制定的船舶及

陆地环保施工措施，严格按斯当地环评要求组织施工，结

合风向规划吹填区域，各项环保工作得到了业主的认可。

随着“浚洋 1”进场后直抛以及虹吹等各种施工工艺

的尝试，船员与设备的不断磨合，项目部结合虹喷距离、

实测数据等对该船的施工方案进行了调整。通过大家的不

断努力，“浚洋 1”从刚进场时的首次船报 13800 方，提

高到最高船报 15886 方。

广航局“浚洋 1”监造组负责人罗日佳及广航局总船

长董寿山对“浚洋 1”投产首月的表现也表示满意。“这

表明它已经完全达到了设计产能，其施工效率已经是万

方耙的 2 倍，当之无愧是目前亚洲产能最大的耙吸式挖泥

船！”罗日佳说。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杨广

图为 :采用斜拉桥“H”型索塔液压爬模施工工法的金南大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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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科特挖泥船技术公司发布
挖泥船泥泵自洁式碎屑防护装置

中交天津港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廷跃  译  郝鹏飞   审

美国威斯康辛州新新里士满消息——埃利科特挖泥船

技术公司（Ellicott Dredge Technologies，简称“EDT”）

很荣幸地宣布，其一项新型技术能通过大大减少碎屑高发

环境下泥泵和绞刀头的堵塞现象，进而使停工时间实现最

小化。该公司目前通过其 IMS 和 Mud CatTM 产品线，为其

全部水平绞刀头系列产品提供被称为“泥泵防护器（Pump 

Defender）”（专利申请中）的自洁式碎屑防护装置。“泥

泵防护器”的拦污格栅与水平绞刀头的外轮廓匹配。“泥

泵防护器”是螺旋刀头（水平刀头）碎屑格栅的高级版本，

其设计目的是在让浆液不间断地流动到泥浆泵的同时，刀

头在每次旋转后都进行自我清洁。7012 HP Versi 型挖泥船

的绞刀每秒钟旋转1次，因此每秒钟都会对“泥泵防护器”

进行清洁，以确保最大流量和最小化停机时间。“‘泥泵

防护器’是经过验证的成熟技术，已在多个项目上进行过

测试。我们在东南亚、加勒比海和美国的疏浚船上安装了“泥

泵防护器”，停机时间呈指数级减少。埃利科特挖泥船技

术公司副总裁 Ryan Horton 表示：“我们看到，在沙子和

沉积物中有碎屑或夹杂植被生长的地区，安装后挖泥船的

停机时间减少了 90％。”

在加勒比海地区，“泥泵防护器”减少了某项目的

停机时间，施工区域内，茂盛的海草覆盖了整个疏浚区域

的沙质海底。“泥泵防护器” 曾在东南亚污染严重的航

道内施工运行，将停机时间降低高达 90％。此外，“泥

泵防护器”在海草繁茂的环境中工作良好，而同样的环境

下传统的碎屑防护装置和泥泵就会被阻塞。疏浚操作员将

看到“泥泵防护器”的价值。如果他们不必每天关闭机器

8-9 次以清除格栅上的碎屑，那么他们一定可以提高操作

效率，节省柴油燃料，降低人工成本，并能保持施工进度

提前。“泥泵防护器”已经取代了 2013 年至 2016 年建

造的 IMS Versi 型挖泥船的标准岩石防护罩，可以通过埃

利科特挖泥船技术公司零件部订购，网址：ims-parts @ 

imsdredge.com。新建 Mud Cat 型 挖泥船可根据客户要求

安装“泥泵防护器”，但是旧型号无法改造安装。 IMS 和

Mud Cat 制造标准型和定制型液压挖泥船，应用于所有内

陆水道，包括河流、湖泊、港口、码头、运河、排水渠、

隧道、水池和泻湖等。

有关“泥泵防护器”的更多信息，请联系埃利科特

挖泥船技术公司副总裁 Ryan Horton，电子邮件地址：

rhorton@imsdredge.com 或电话：913-642-5100。

译自 http://worlddredging.com/Breaking_News.html

全铠甲橡胶管创新小记

工程船在疏浚施工中，在输

送岩石、珊瑚礁、中粗砂等有锐角

的固体物料时，管线磨损相当严重，

由于橡胶本身不耐锐角割裂，其中

橡胶管磨损更是严重，造成经常因

橡胶管损坏击穿，停工换管，延误

了工程工期，给工程造成极大的浪

费。为解决这一技术问题，目前市

场上采用的是钢环式铠装排泥管，即在橡胶排泥管内部间

隔镶嵌耐磨钢环，增加其耐磨性能的技术方案。但是这种

设计理念本身就不科学，其不足之处是两种不同的材料在

输送同一种有锐角的固体物料时，磨损不可能一致，必然

造成磨损不同步，所以产生凹槽，增加了输送阻力，加大

了动力消耗；其二是耐磨钢环与橡胶的结合强度不足，在

压力的作用下橡胶与耐磨钢环膨胀不相等，易产生剥离，

钢环脱落。

蓬莱市运通橡塑化工有限公司在进行了几年充分市

场调研后，研制出的新产品全铠甲橡胶管采用在橡胶管体

内通体紧固设置耐磨金属铠甲管体的方案，全铠甲管体是

由多个锥形管连接而成，锥形管为倒锥形结构，其入口端

沿铠甲管体中心线向内收缩延伸至入口端接管的内腔管径

时即为出口端，锥形管出口端插装在与之相连的另一锥形

管的入口端内腔，多个锥形管依次循环设置。耐磨金属铠

甲管体使输送的固体物料与橡胶层不接触，使耐磨金属铠

甲管体磨损同步，不产生凹槽，流体阻力小，油耗低。

锥形管之间留有间隙，使全铠甲橡胶排泥管整体可弯曲

≥ 35°。全铠甲管体耐磨材料根据用户需要，可选用普

通钢板、耐磨钢板，高碳高铬堆焊材料等不同材料。使全

铠甲橡胶管更加耐磨耐用，比钢环式铠装管耐磨度达 5 倍

以上。钢环式铠装排泥管由于结构设计，橡胶与钢环两种

材料受压后膨胀系数不相等，工作压力低，而高压时橡胶

与钢环粘合就易分离。全铠甲橡胶管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它的耐磨锥套与橡胶管体，强制紧密结合为一体，工作压

力可达到 4.5Mpa 以上。这一产品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并申请了国际专利合作条约 PCT。

全铠甲橡胶管系列产品，可用于多种应用场合，普

通型全铠甲橡胶管可用于疏浚管线钢管与钢管之间的柔性

连接，也可做成自浮式全铠甲橡胶管用于水上管线。在船

上应用，能作为船舶钢管线间的减震短节使用，也可应用

于桥架下蛇形管，可选用与船上钢管线相同的材质作为全

铠甲橡胶管的耐磨锥套，达到与船上钢管线磨损同步的效

果。

山东蓬莱市运通橡塑化工有限公司  姜考成

图为：全铠甲橡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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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9 绞吸式挖泥船边坡疏浚施工

摘要：孟加拉帕德玛大桥河道整治项目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河道整治工程，疏浚精度直接

影响后期防护质量。边坡疏浚为世界范围内疏浚施工技术难题，疏浚土质以松散粉细沙为主，

疏浚精度超过欧洲规范，本工程投入荷兰 IHC9029 绞吸式挖泥船，通过大量的试验疏浚，边坡

疏浚施工技术已经成熟。本文以该项目具体边坡疏浚施工控制为依托进行探讨。

关键词：IHC9029 绞吸式挖泥船；边坡疏浚；坡比 1:6；粉细砂；技术措施

Abstract: Padma Multi-purpose Bridge Project River Training Works in Bangladesh is one of 
the largest river training works in the world The accuracy of slope dredging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subsequent slope protection. Slope dredging is a technically challenging work worldwide. For this 
Project, the dredged material is mainly loose fine sand and the standards and codes applied requires 
a higher dredging accuracy compared with that of Europe.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trial operation 
by IHC 9029 type cutter suction dredger, a slope dredging technique with good accuracy has been 
achieved. Based on the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adopted for slope dredging works,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application of IHC 9029 type cutter suction dredger. 

Key words：IHC9029 cutter-suction dredger; slope dredging; slope ratio of 1:6; silty sand; 
technical measures

周林 1，万权 2，付光进 3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

1 介绍

本文以孟加拉帕德玛大桥河道整治工程为依托，该项

目疏浚施工 1:6 边坡，高程从 +1.2~-25mPWD，边坡任何方

向不平整度不超过 +/-250mm 或大于 1:20.

投入的疏浚设备为荷兰 IHC9029 绞吸式挖泥船，配备

一套先进的自动开挖系统，船舶其基本参数如下：

型号
最大挖

深（m）

管直径

（mm）

泥泵功率（kw） 铰刀
开挖

方式水下泵 甲板泵
功率

（kw）

直径

（m）
9029

（J08）
29 900 1500 3626 1500 2.78 自动

边坡疏浚施工的难点在于：疏浚设备各项数据精度要

求高；地质较差区域边坡成型困难甚至发生滑坡；施工技

术要求高。目前大多数挖泥船施工采用分台阶开挖，自然

塌坡形成最终的边坡。边坡最终坡比受主要受外界因数影

响，而采用自动开挖边坡坡比则由挖泥船控制。

2 设备校验

在进行疏浚施工之前，首先需要对挖泥船的定位系统

进行精确校准，校准前先将船体调平。9029 绞吸式挖泥船

水平定位系统由天宝双GPS、STD22电子罗经进行数据采集，

然后通过 DTPS 进行分析计算。校准使用手持 GPS 进行相关

参数的计算，校准后 DTPS 显示坐标与铰刀头最前端中心点

坐标在任何方向需保持一致。铰刀深度校准，铰刀大圈上

沿刚没水时，使用 DTPS 的“水线校准法”进行校准。

边坡开挖质量控制需要对挖泥船的泥浆浓度、流速、

横移速度、绞刀负荷等参数重点监测分析，需要各项数据

的绝对精确以及灵敏，所以需要对各项仪表进行检测，是

否存在延时或反应不灵敏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修理。

施工期间中，根据油料消耗情况，对船体及时进行调

平，横向倾斜度控制在 0.5°内，需要定期对挖泥船的水平

和深度定位进行校核，若发现问题查找原因并解决。

3 施工方案

若原始泥面到设计边坡土层较厚，需要先进行大土方

开挖，然后再进行边坡开挖。

大土方开挖原则为在不破坏设计边坡原始土体的情况

下尽量提高疏浚效率，采用矩形开挖，分层厚度约 5ｍ，铰

刀头离设计边坡垂直方向预留１ｍ保护层施工，最终形成离

设计面 1~3ｍ的不规则边坡。

开挖至设计边坡需要进行两次扫坡施工，原因是较

厚土层在施工过程中的回淤量较大，且不均匀土层导致

的回淤量也存在较大差异，边坡质量控制难度大。第一

遍边坡垂直方向预留 0.5ｍ，为边坡粗开挖，目的是将不

平整边坡进行初步整平，且降低到设计面的土层厚度；

第二遍开挖至设计线，施工造成的回淤量在可控范围内，

永久边坡成型。

详细的施工方案首先需要确保边坡的稳定性。开挖之

前，先将边坡上部高土方清除，避免上部荷载过大造成滑坡；

在进行长距离扫坡时，土层厚度不宜超过 3m，防止在开挖

过程中塌方破坏设计边坡。

4 施工技术措施

4.1 不同深度铰刀头误差校定

铰刀深度计算公式为h=sinαL(α:桥架角度；L：桥架长

度），L为定值。由于铰刀头为椭球状，随着挖深不同，铰刀

头最底端切削土体位置随时变化。铰刀深度通过 IHC自动化

系统校准以后，会有一定的线性误差，挖深越大的情况下误

差越大，系统显示深度与实际深度关系为：H显=H*实（1+n）。

获得 n 值的最有效方法为：在不同深度进行薄土层试

验施工。施工时泥浆浓度不超过 1.1t/m3，记录此时系统显

示深度为 H 显，由于薄土层开挖造成的回淤量可以忽略，

则浚后测量深度即为 H 实。上述方法在不同深度重复多次

校验，求加权平均值。

4.2 施工参数

施工参数为控制边坡疏浚质量的关键因素：

（1）横移速：边坡疏浚的原则为“浅挖快跑”，在

进行扫坡施工时，土层厚度 1m 内时，横移速度 20~25m/

min，匀速；局部土层厚度超过 1m 时，适当降低横移速度

15~20m/min, 匀速。

（2）铰刀转速：铰刀转速过快，则会导致铰刀周围

水流速过快扰动土体造成超挖；铰刀转速过慢，则会导致

土体开挖不彻底造成欠挖。合适的铰刀转速为 15~20 转 /

min，铰刀转速模式自动，根据横移速度和土质强度自动

调节。

（3）台车步进：由于铰刀为椭球形，铰刀单趟开挖形

成凹槽，凹槽起伏度约 0.2m。台车步进过大，则整个坡面

的凹槽起伏度为 0.2m 甚至造成漏挖；台车步进过小，会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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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响施工效率，造成工期延误并增加成本；合适的台车

步进，会对凹槽的高点形成二次开挖，最终形成可接受的

小起伏坡面。在开挖设计边坡时，台车步进量 1m，可形成

起伏面小于 0.1m 的平滑坡面。

（4）流速：薄土层边坡开挖期间，泥泵流速不宜过快，

防止局部松散等特殊土质由于吸力过大造成超挖。适当降

低泥泵转速，既能节约成本，又能确保工程质量。

4.3 施工操作

边坡开挖期间，很多常规操作会对开挖成型的边坡造

成破坏，则需要对这些操作进行特殊处理：

（1）抛锚：在任何开挖至设计线的边坡上都禁止抛锚，

避免由于抛锚造成的坑洼。靠岸侧使用陆地设备移锚，靠

河中心侧使用锚艇抛至施工区域外，且移锚过程中停泵并

关闭铰刀。根据具体地形，以及锚所在的位置，铰刀在边

坡任何位置时，有锚绳与永久边坡接触的情况，需要在锚

绳上加装浮桶，确保施工过程中横移绳的摆动不会破坏永

久边坡。

（2）换桩：换桩期间，铰刀持续的转动以及泥泵强大

的吸力，如果长时间贴近边坡，则会对边坡造成一定的破坏，

形成超挖坑，所以换桩之前，先将铰刀头抬升两米，待换

桩完成之后下放铰刀继续施工。

（3）停产开工：边坡开挖时，停工后再次开工，视停

工时间长短重复 1~3m 开挖，确保前方未挖掘土塌方至已

开挖区进行全部清理。

5 施工监测

施工监测分为：施工中监测、多波束测量、自动化系

统历史记录。

在施工过程中，对泥浆浓度进行重点监测，根据竣前

测图，分析各个区域开挖时泥浆浓度是否正常；当泥浆浓

度高于 1.3t/m3 时，边坡回淤量较大，边坡容差大于 +/-

250mm。在其他施工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粉细沙土质开挖泥

浆浓度与土层厚度大概关系如下：

土层厚度（m） 0.3m 0.5 0.8 1 2

泥浆浓度 (t/m3） 1.04 1.08 1.15 1.2 1.3

边坡疏浚容差受土质、施工操作等各方面的影响，为确保

施工质量，先制定一项保守的施工方案，然后进行试验性

开挖。前期，开挖约 30m，然后多波束测量，分析测量结

果并对施工方案进行微调，使边坡开挖质量更接近设计线；

后期，各项施工参数统一后，确保每天一次多波束测量监测，

防止出现意外，做到有问题及时发现并纠正。

9029 绞吸式挖泥船自动开挖系统具有历史记录功

能，对各项施工参数能够准确、实时记录。每天定期查

看历史记录，对每个驾驶员的施工操作记录进行分析，

如果与施工操作规范有较大差异，对操作人员进行操作

纠正；根据测量结果与施工操作历史记录进行对比分析，

获得更适合边坡开挖的施工操作规范及施工方案数据，

并进行相应优化。

6 结束语

边坡疏浚施工控制复杂，影响质量因素多样化，需要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分析总结。边坡开挖属于精细工程施工，

需要特别注意施工过程中细节问题的处理，对前期土质等

各项调查要全面，施工方案要严谨，施工操作要细致，施

工期间要勤监测。孟加拉帕德玛大桥河道整治工程疏浚边

坡，95% 满足技术规范要求的 +/-250mm 容差要求，且边坡

平整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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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环保深水抛石整平船的探索

摘要：随着我国海岸工程的日益发展，各种水工构 ( 建 ) 筑物，水利工程，港口、栈桥、堤防、

码头建设日趋频繁，为实现机械化施工，抛石船是必不可少的专用船舶。但是，基于深水、环

保、抛石、整平，并满足水下多粒径块石抛填、多种坡比的块石护坡、简单方便于一体的抛石

船舶一直没有新的突破，本文着重对此进行简单探索，并已成功申报国家专利。

关键词：深水抛石；抛石整平船；基床整平；环保抛石；块石护坡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coastal engineering in our country, all kinds 

of construction building,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harbor, trestle bridge, embankment and 

pier construction is becoming more frequen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mechanized construction, 

Special riprap ships are needed. However, deep wa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iprap 

and leveling especially different particle size, a variety of slope of the rock slope protection, 

simple and convenient ship in one of the riprap ships has not been a new breakthrough, this 

paper makes a exploration, and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for national patent.

Key words：Deep water riprap; riprap leveling ship; bedding level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iprap; rubble slop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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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在我国海洋经济的飞速发展下，港口码头的海岸工程项

目建设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在我国各个海岛和沿海区域都

有应用，使用抛石基床作为码头的基础，为了确保预制构件

的顺利安装，以及抛石基床的顶面标高和设计的标高相吻合，

需要对基床的顶面进行平整，本文重点对此工程的港口码头

石基床的平整施工船舶工艺技术进行分析研究。

国外已建成不少各类型的抛石船，尤其以荷兰和日本

为最，一种抛石船在原有甲板驳的基础上，采用驳船上的

机械抛石；一种是开体驳，船舱预装石块，然后到达指定

施工区域抛石；一种为中交一航局研制的抛石整平船，采

用整平机在已预抛石料并经夯实处理的基床上进行补充抛

石精细整平作业的机械，整平料粒径≤ 20cm，对于大粒径

的块石往往无法实用，结构复杂；本文着重探讨的一种新

型的环保抛石整平船，结构简单，操作方便，转移快捷，

能够适应浅水水域及深水水域，对水底淤泥扰动小，环保

安全并集抛石与整平于一体，适合多种粒径块石，多种坡

比的块石护坡等抛填。

1 驳船配合甲板挖掘机械

采用阶梯式施工，先粗抛再补抛，最后找平。总体施

工顺序是：施工测量放样→定位船定位→石料船靠档→石

料抛投→船只离档→抛后测量→补抛。抛石施工受水位、

流速、流向、航运等因素的影响，为保证抛投块石进度和

质量，根据水下抛石量、抛填厚度将施工段计划分网络图

进行抛石施工，同时要做到勤观测流速、流向、水深，掌

握块石落距，严格定位，实行自上游而下游，先深后浅的

顺序，分层抛投。图 1 水上驳船配合甲板挖掘机抛填

1.1 测量放线

施工前已进行抛石区内水下地形测量，根据测量结果

绘制水下地形图，并根据设计断面图确定抛石位置。施工

时应准确放样定位，并设置固定检测断面，以供进行施工前、

施工后对比，测量检验抛石厚度。

1.2 抛石落距确定

在抛投块的过程中，因水流影响，块石向下游移动，

每次抛石前先测定抛石区水深和漂距。测定方法为：在施

工前进行试抛，用小钢筋笼装上重量不等的块石，在钢筋

笼上绑上绳子，绳子要有足够的长度以保证钢筋笼自由下

落，把钢筋笼抛入江中，测出抛投点和下落点之间的距离，

每个区域连续测 3~5 次取其平均值，作为各重量级别块石

在该区域的漂距和方向实测值。根据试抛结果测出的漂距

和方向，再调整定位船只。

1.3 抛石施工

定位船定位，测量放样结束后，施工定位船则根据岸

上的断面旗移到需码头抛石区的位置，使施工定位船前沿

和断面旗在同一直线，测量员通过 1 台 GPS 接收机及软件

的支持，测出定位船的平面位置以及离拟建码头边沿的距

离，工作人员根据 GPS 定位数据指挥定位船就位，直到与

图纸中的抛石位置及码头边沿距离相符。石料船靠档，定

位船位置定稳、定准后，则根据码头抛石的方量确定相应

的石料船只，按照施工员所指定的位置靠档。水上抛石按

照抛投网格进行抛投。根据大多数石料船只的长度和宽度

划定抛投施工网格，根据施工网格位置，按设计要求码头

抛石范围和厚度计算出施工网格的抛石量进行抛石。在抛

石结束后进行断面测量，如发现断面不符合设计要求即进

行补抛，每个泊位抛石完成后请业主及时进行水下地行扫

描，以便及时对我方自检资料进行校核确认。

本抛石施工适合精度要求不高，水深较浅，也可配合

补抛的需要。但受流速、流向、水深的影响，尤其是深水区域，

抛填效率及精度不够，安全性也较差。

图 1 水上驳船配合甲板挖掘机抛填

2 开体驳船抛石

开体驳抛石的主要施工流程为：块石备料装船→定位

→分层抛石→验收，在施工现场附近临时出石码头作为水

上抛填石料的装船出运场地，采用方驳定位，运输船只靠

近定位驳的方法进行抛填，利用 GPS 帮助定位方驳在抛填

位置驻位后，运输石料的船只靠近定位方驳进行抛填，当

抛填高程满足要求后，利用 GPS 控制运输船只移动船位。

在抛填过程中现场人员应随时检测抛填断面，使其抛填轮

廓线接近加载线，以保证其稳定。图 2 为开体驳抛石。

2.1 测量定位及要求

定位如图所示，定位船采用四锚定位，下交叉锚，每

个工作单元的尺寸按开体驳的仓门尺寸、方量及抛高而定，

每次移船采用 RTK 精确定位。

 1）定位船采用GPS-RTK精确定位，严格控制抛石边线，

边线位置为每层水抛石的顶宽。

2）施工时应准确定位，以确保堤心石的平面位置和尺

寸的准确。勤点水、勤测水深，避免抛高、漏抛或高差过大。

3）加荷控制采用双控的方式：以沉降和位移控制标准

为主，以加荷曲线控制为辅。

图 2 开体驳抛石

2.2 控制要求

严格控制分层加载厚度，防止加载过快引起的地基剪

切破坏和圆弧滑动破坏。在加荷曲线规定时间内，沉降和

位移均满足监测控制标准时，下一级加荷起始时间可酌情

提前；如果超过加荷曲线规定时间，沉降或位移还不能满

足监测控制标准，应推迟下一级加荷起始时间。

开体驳抛石效率较高，可作为粗抛的需要。但石料在入

水后受实际潮流流速大小、流向的影响产生偏移，石料抛洒

的位置与经验公式有一定偏差，同时受石料大小、重量不一

的影响，造成石料扩散角度不同，造成抛洒位置的偏移。

3“青平 2 号”深水抛石整平船

由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研发改装的“青平 2 号”深水

抛石整平船是对水运工程中重力式水工结构水下抛石基床

整平作业的专用船舶。该船由工作母船、整平机和测控系

统三大部分组成。工作母船是深水整平机与水下抛石基床

整平作业机械化相关设备的载体和工作基站；整平机是在

已预抛石料并经夯实处理的基床上进行补充抛石精细整平

作业的机械；测控系统是利用计算机实现对整平机水下定

位和高程测量及对整平船作业实现遥控的系统。在调遣作

业时工作母船作为整平机的运载工具将整平机收起在船体

内调遣转场。见图 3“青平 2 号”深水抛石整平船

图 3 “青平 2号”深水抛石整平船

3.1 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母船 GPS 定位→深水整平机入水→下料斗

台车台车传送石料（粒径≤ 20）→摊铺整平基床→母船移

位→转场。

3.2 整平机系统

主要由定位框架、上料斗及台车、下料斗及刮刀、牵

引动力机械、支腿及上下料斗连接溜管等组成。见图 3 青

平 2 号整平机系统

1）整平机框架。整平机框架是整平机的主体结构，由

箱型断面的纵梁和端梁组成，整平机框架边梁设置垫梁。

布置在整平机框架上的设备有：刮刀下料斗台车、台车轨道、

下截溜管、牵引刮刀的动力机械、支腿、水下监控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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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料斗台车及刮刀。下料斗位于刮刀的上部，沿宽

度方向分成 4 个区域，接受上料斗供给的石料。下料斗设

置料位监测装置，料位监测信息传输到母船，控制抓斗投

放石料。刮刀用于准石整平，总宽度约 18 m，刮刀固定在

下料斗台车上。

3）牵引动力机械。在整平机框架的两角各设置 1 台液

压牵引机，采用矿链牵引整平机在框架上行走，进行整平

作业。液压牵引机具有足够的过载能力，以满足刮刀的推

力需要，并具有可靠的超载保护性能，保证水下作业的安全。

4）支腿。在整平机框架上设有垂直液压缸作为支腿。

支腿将水下整平机支撑在高低不平的预抛石基床上，借助

液压缸的动力来调整整平机框架的姿态和刮刀高程。

5） 喂料台车及上料斗。在母船甲板上设有喂料台车

及牵引绞车，在绞车牵引下喂料台车沿作业面长度方向并

与水下整平机台车同步行走，以保持溜管处于相对垂直的

状态。上料斗安装在喂料台车上用来接收抓斗投放的石料。

6）溜管。溜管是石料由上料斗到达下料斗的通道，与

上下料斗间万向铰接，采用两节套管伸缩式，实现高度补

偿和套叠收藏。

7）整平船测量控制系统。包括海上 GPS 定位系统、监

测遥控系统、水下测量定位系统、质量检测系统。

8）整平机升降系统。整平机升降由 4 台 1600 kN 单绳

缠绕液压起重绞车承担，在中控室集控台上借助监控系统

实现遥控，绞车可同步收放缆索也可即时单独调整收放速

度，保证整平机在升降过程中始终保持水平状态。

9）喂料台车及同步牵引系统。喂料台车上有 4 个上料

斗，石料经由上料斗出口及各自的溜管直接注入到整平台车

料仓指定区段内完成喂料工序。喂料台车在 1 台 120 kN 牵

引绞车牵动下沿轨道纵向移动，移动速度和方向与水下整平

台车同步。借助监控数据可随时调整喂料台车行进速度。

3.3 整平系统技术参数

整平系统技术参数见表 1

表 1 整平系统技术参数

项目 参数
整平框架长／ m 36．71
整平框架宽／ m 21．04

整平机最大工作水深／ m ≤ 45

整平厚度 cm ≤ 50

整平料粒径／ cm ≤ 20

整平精度
达到 JTS257—2008 细平标准

（±5cm）

图 3  青平 2号整平机系统

4 一种新型环保抛石整平船

为了探索一种结构简单，适用性更强的抛石船，尤其

针对深水区域受潮流流速大小、流向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较

大的地方，同时满足粒径较大的块石抛填，还要有整平的

功能，笔者查阅了大量的船型设计。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可

以集深水、环保、抛石、整平，并满足水下多粒径块石抛填、

多种坡比的块石护坡、简单方便于一体的抛石船舶，见图

5 深水环保抛石整平船（各标号所代表的部件：1、平板驳

船，2、卷扬机，3、矩形框，4、侧翻板，5、侧拉钢缆，6、

升降钢缆，7、电机，8、侧拉钢缆杆，9、轴承座）。主要

由 GPS 定位系统，开口驳船，抛石整平系统组成。

4.1 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平板驳船 GPS 定位→装填石料→侧翻面放

揽下潜→侧翻板升侧拉钢揽抛石→侧翻面升钢缆上潜→装

填石料→侧翻面放侧拉钢揽下潜→重力整平→平板驳船移

位下一工作面→侧翻板升侧拉钢揽抛石→侧翻面升侧拉钢

缆上潜→装填石料→侧翻面放揽下潜→重力整平→平板驳

船移位

4.2 创新点

1）抛石是在接近水底泥面的位置，受水流，潮流的影

响很小。

2）抛石过程对水底淤泥的扰动较小，比较环保。

3）通过侧翻板的钢揽提升解决抛石的问题，结构简单。

4）整平是靠下一个循环中装载石料的侧翻面重力来一

次性“压”平，效率高。

5）4 根升降钢揽可以调节侧翻面的角度，能适应多种

边坡抛石的护坡，整坡。

6）适宜多种粒径的块石等抛填。

7）抛填深度理论可以通过钢揽升降随意调节，适用性

广。

8）抛填整平一次性完成，效率高，质量高，结构简单，

安全环保。

整个作业过程是将装填在所述侧翻板上的石料随

矩形框通过升降装置沉降至指定水深，并在沉降过程

中通过牵引装置保持所述侧翻板水平，侧翻板抵达指

定水深后通过牵引装置使所述侧翻板向矩形框的短边

侧翻，进而将侧翻板上的石料匀速抛入水底，尽量保

证不扰动水底淤泥，保证环保抛石，再通过升降装置

带动矩形框上升至侧翻板水平随所述矩形框进入所述

开口内，继续装填石料，石料装填完成后再次通过升

降装置将所述侧翻板沉降至压住上一次抛填的石料，

利用本次装填的石料自身重力达到整平上一次抛填的

石料的目的，结构简单，操作方便，能够自适应浅水

水域及深水水域，不必人工执行水下作业，安全可靠、

劳动强度低，当工作结束需要转场调遣时，可将矩形

框和侧翻板收入平板驳船的开口中并进行封固，便于

拖航。

图 5 新型环保抛石整平船

5“青平 2 号”与新型环保抛石整平船的对比研究

以上 4 种抛石整平工艺的研究，前两种使用较广，在

此不再赘述。以下着重对后两种，“青平 2 号”抛石整平

船与新型环保抛石整平船做理论上的对比研究：

1）“繁”和“简”的区别

青平2号：水下整平机结构复杂，需要配合喂料台车、

上料斗、溜管、刮刀等组合完成，引起的故障也较多。

新型抛石船：结构简单，故障率较低。

2）“小”和“大”的区别

青平2号：只能进行粒径≤20cm的碎石垫层进行抛石，

摊平。

新型抛石船：粒径可根据需要，进行不同粒径的抛填。

3）“刮”和“压”的区别

青平 2 号：通过“刮”来整平碎石，首先需要保证水

下大块石基床的平整。

新型抛石船：通过重力“压”的方式，不平整的大块

石会被压平。

4）“平”和“斜”的区别

青平2号：适合碎石的整平，无法做到带有坡比的整平。

新型抛石船：通过调节 4 根钢揽的升降，可以整平，

也可以整坡。

5）“慢”和“快”的区别

青平 2 号：通过移动刮刀来整平，逐行刮平。

新型抛石船：整个抛石平面一次性整平。

6）“浅”和“深”的区别

青平 2 号：整平机受伸缩物料输送管的长度影响，最

大工作水深 ≤ 45 m。

新型抛石船：理论可通过调节升降钢揽达到多种水域

深度的抛石。

6 结束语

本新型环保抛石整平船属理论探索，笔者参阅了大量

的水下抛石工艺研究，希望藉此文对抛石整平船舶的设计

研究能抛砖引玉，本新型船舶已申报国家专利。（专利号

ZL201520819457.5），本新型抛石船的进一步详细设计，

结构也需要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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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刀轴赛龙轴承前端异常磨损原因分析和改造

摘要：通过对 3500m2/h 绞吸船绞刀赛龙轴承前端异常磨损原因的分析，针对使用赛龙套的

绞吸船设计安装的绞刀赛龙轴承前端出现的异常磨损现象——磨粒磨损，分析其磨粒磨损产生

的原因、并设计出封沙装置的改造方案。此方案解决了绞刀赛龙轴承前端异常磨损的设计缺陷。

关键词：机械设计及理论；改造方案；封沙装置；绞刀赛龙轴承

Analysis of Abnormal Wear on the Front End of Thordon Cutter Bearing and Its Modification

Abstract: through analysis of abnormal wear on the front end of Thordon cutter bearing on 
3500m2/h cutter suction dredger, the paper analyzed the reason for the abrasive wear and designed a 
modification plan for sand sealing device. This plan solved the design defect of abnormal wear on the 
front end of Thordon cutter bearing. 

Keywords: mechanical design and theory; modification plan; sand sealing device; Thordon cutter 
bearing

孙合臣 1，刘业国 2

中交烟台环保疏浚有限公司

0 前言

绞刀轴轴承是绞吸式挖泥船绞刀传动系统的主要组成

部件，其设计正常工作寿命三万小时。绞刀轴轴承不但要

保持绞刀轴稳定的轴线并与绞刀轴组成一对摩擦副，而且

要承受绞刀及转动轴的重量，更重的负荷是承载绞刀在泥

层中工作时因横移绞车牵引带来的径向载荷以及船体随海

面涌浪颠簸、绞刀挖掘到异物、泥层塌方等因素所带来的

瞬间径向冲击载荷。

绞刀轴轴承不仅承受多变的径向重载荷，而且它工作

在深水下，前端经常埋入性质复杂的泥沙中，工作条件复杂、

恶劣。为满足绞刀轴轴承摩擦系数低、磨损低、承载能力强、

抗冲击、抗震性、三场稳定性好、耐腐蚀、抗老化、免油

润滑环保等要求，现在广泛采用国际上公认的最耐磨的非

金属材料赛龙（聚醚型聚氨酯）。一般来讲 3500m²/h 绞吸

船绞刀赛龙轴承 [1] 设计正常工作寿命 30000 小时，在某

工地运转至 12240 小时，前端赛龙轴承严重的磨损部分长

度 230mm, 与其对应的轴面不锈钢套一同磨损。挡沙环圆周

磨损间隙在 28-32mm。 

1. 绞刀赛龙轴承前端出现的异常磨损现象的原因

绞刀赛龙轴承前端出现的异常磨损的现象，在同类型

船舶普遍存在。绞刀赛龙轴承前端出现异常磨损的根本原

因是由于泥沙进入摩擦副产生的磨粒磨损所致。磨损特点：

1、由绞刀轴承的前端开始；2、赛龙轴承面呈划伤撕裂状

磨碎缺失；3、随着前端挡泥环和承压环的磨损，配合间隙

增大，挡泥效果变差，其磨损速度激增。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1 结构设计、材料、工作环境等非人为因素

1.1.1 结构设计方面的原因：

绞刀赛龙轴承装配在绞刀轴承座中并支承着绞刀轴（该

轴面镶一层承磨防腐的不锈钢套）。绞刀轴承后端设有一套

由橡胶封及不锈钢盘组成的封水腔，由封水泵提供的 55m³/

h---0.55MPa 的干净封水由封水腔流经轴面与赛龙轴承面构

成的一对摩擦副间隙 [2]，最后经挡沙环和承压环之间的间

隙流出，实现对赛龙轴承摩擦副的冷却、润滑，冲洗作用，

防止泥沙进入挡沙环和承压环之间甚至赛龙轴承摩擦副，引

起非正常磨损。而该设计结构属于直线、窄工作面、开口式，

因此只要发生挡沙环和承压环之间以及赛龙轴承摩擦副间隙

封水出现负压，都会发生颗粒小于开口尺寸的物质进入摩擦

副，引起赛龙轴承摩擦副的异常磨损。

1.1.2 材料的原因：

赛龙轴承虽然具有摩擦系数低、磨损低、承载能力强、

抗冲击、抗震性、三场稳定性好、耐腐蚀、抗老化、免油

润滑环保等优点，其缺点是不耐磨粒磨损。硬质颗粒磨料

进入，在绞刀轴的转动下，带动磨料颗粒在摩擦副中滚动、

碾压，就会使赛龙表面破裂产生划伤撕裂、造成屑状粉碎。

1.1.3 工作环境的原因

由绞刀轴系图可看出，绞刀轴承的前端装配位置是接

近于绞刀头的中心位置，挖泥泵的吸口共同包含在绞刀内。

绞刀正常工作时，大多数时间是埋在泥层中的。绞碎的泥

土被离心式泥泵所建立的负压（泥泵抽吸产生的真空度）

经过吸泥口吸走，整个绞刀区域一直处在负压状态，因此，

绞刀轴承的前端处在充满泥浆的负压区。正常时，轴承腔

内的正压绞刀封水在挡沙环和承压环的间隙处存在一个正

压与负压过渡的临界水封面，问题是该临界面的位置是随

着水出口处的真空度波动而向里或向外来回移动。当绞刀

头处因为工况变化引发真空度改变时，如：改变横移速度、

进退台车、起降桥梁、引起的泥浆浓度改变，尤其是发生

泥层塌方造成瞬间的真空急剧波动时，必将引发绞刀封水

正负压临界面的内移，导致泥沙倒灌入绞刀轴承内引起磨

粒磨损。虽然时间很短，在该真空区压力平稳后，正压的

封水正常工作，又使泥沙排除。但是这种情况的反复发生，

常此以往就会造成绞刀轴承的前端异常磨损，“赛龙轴承

和其对应的轴面同时发生磨料磨损 [3]”。而且随着挡沙环

和承压环之间的间隙逐渐磨损增大，赛龙轴承与轴套因磨

损间隙逐渐增大和向里发展，原来定压定量的封水到此处

后因流道截面积的增大，容积的增加，从而无法建立起满

足压力和流速要求的水封面，造成正压与负压临界面内移，

进一步增加了泥沙进入轴承情况，加剧了轴承前端的磨损

发生，并形成恶性循环。

这种绞刀轴承由定量定压封水配合现在的防泥沙进入

密封装置，在绞刀轴承前端所处的工作环境中，真空的波

动出现，将不可避免的发生泥沙进入的发生，并且随着挡

沙环间隙的逐渐增大，进入的泥沙颗粒的直径越来越大，

量越来越多，随之磨损越来越加剧烈。（下图：磨损后的

轴承前端。A、磨损增大的挡泥环间隙；B、磨损的挡沙环

和承压环；C、13mm厚的黑色赛龙磨损后露出黄色轴承底胶；

D、明显磨损的绞刀轴不锈钢套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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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为因素

1.2.1 装配质量问题

后封水腔装配不合格，使封水泄漏造成封水流量和压

力不足；前端挡沙环和承压环尺寸不合格，装配间隙大，

使泥沙容易进入。

1.2.2 操作和管理维护方面

绞刀转动前，封水泵没有及时开启；封水泵缺少及时

维护，泵效差，排压低、流量不足；绞刀轴承后端橡胶封

及不锈钢盘磨损严重，不及时换新修复造成封水泄漏，水

量不足；前端挡泥环磨损间隙大不及时换新，造成封沙能

力下降，而且截面积增大使封水正负压临界面内移。以上

四条都将增加泥沙进入的量和机会。封水过滤器过滤精度

不合格或者损坏不及时换新修复，使水质含有泥沙，此因

素会引起整个轴承摩擦副整体磨损。

2 解决绞刀赛龙轴承前端异常磨损的方案

同类设计防泥沙结构的绞刀轴承都存在这个问题，解

决的方案除了要保证封压力、流量、质量正常以外，还必

须针对恶劣的工作条件，对现用的挡沙环配承压环的挡泥

装置性能加以补偿或升级改造。

2.1 现场非标改造

对现用的挡沙环配承压环组成的挡泥装置性能不高加

以补偿。以某绞吸船船配用DS38绞刀头在某工地施工为例：

沿绞刀大锥体前端用 δ16 锰钢板卷圆筒加圆锥向前焊接延

伸，形成一个小水封室。要点是：新的水封室要尽可能的

紧凑，内壁贴紧所包括的承压环、燃烧环、绞刀轴毂为宜。

因其工作原理有两个：1、将封水的正负压临界面前移，增

加了泥沙进入赛龙套的缓冲距离。即便绞刀轴前端因真空

波动引起泥沙进入，也很难瞬间到达绞刀赛龙套位置，并

很快就被迅速向外推移的封水正负压临界面带出。2、水封

室内壁贴近所包括的承压环、燃烧环、绞刀轴毂形成了的

迷宫效应，进一步减缓了真空波动引起的封水正负压临界

面内移的速度，更有效阻止了泥沙的倒灌。用料：δ16 锰

钢板卷圆筒加、圆锥如下：

焊接装配前、后照片效果如下：

（焊接装配前的照片效果）  （焊接装配后的照片效果）

2.2 焊装要点

注意要点如下：1、锥体缩口与绞刀轴毂下面靠紧不

留间隙；2、锥体缩口与绞刀轴毂上面间隙大小是通过吊车

上吊一下绞刀轴，在消除轴与轴承的径向间隙后定位焊装

决定的。3、锥体缩口与绞刀轴毂左右面间隙可参照上下间

隙的平均值。以上三点可保障必要的间隙，既使锥体缩口

与轴毂的间隙最小，又不会使锥体缩口与轴毂的间隙过小，

造成绞刀下放到海底被泥层上抬时引起锥体缩口径向接触

相互磨损或受力过大造成缩口撕裂。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不

阻碍封水的顺利流出，保持封水对轴承的润滑和冷却效果。

2.3 优点、缺点

优点：安装工艺简单，不用拆卸绞刀，钢板压制成型

易安装；2、不用改动任何原部件；3、绞刀轴的轴向窜动

和径向跳动不影响工作效果；4、成本低。效果参考运转

1132 小时之后的拆检照片，经检查，不但赛龙套原来被泥

沙过度磨的部分未见发展，而且换新的挡沙环、承压环连

同安装螺栓都未出现磨损。见下图：

缺点：1. 影响绞刀的正常拆卸。每次拆绞刀头，必须

进行割除，否则无法割除燃烧环。2. 装复用时长，按装完

绞刀头后需焊接装复。 

2.4 标准化改造设计

将现用的挡泥环和承压环分别改造为迷宫密封 [4] 的

静动环 [5]，改变原来的通透间隙密封径向厚度，设计为锥

面双环径向迷宫装配，可定型生产备件。为实现迷宫装配

和便于绞刀轴维修时免拆绞刀头，所以将原挡沙环（简称：

静环）设计为对称式安装形式。采用耐磨性能高的不锈钢

材质，使原设计为易损件的动静环，可重复利用。

3 结论

绞刀轴前端被泥沙包围、真空压力变化无常、工作条

件恶劣，受力复杂多变，设计结构和材质需要设有敞开式

封水的特点，所以不能配置密封效果差的密封装置。任何

材质制作的零件在工作时都会被磨损，都有使用寿命和维

护修理周期。如果设备要发挥正常设计寿命的条件是需要

每个环节都正常。因此，为了提高绞刀轴承的工作可靠性，

充分发挥出设计的使用寿命，仍需设备管理人员应尽职尽

责的维护管理使其处于正常状态。严格执行操作规范，认

真落实和检查维护保养，及早发现问题，并正确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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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航局绞刀数据库查询系统设计与实现

摘要：在调研 30 多艘局公司绞吸挖泥船绞刀应用情况的基础上，利用 VB 语言编写网络版

绞刀数据库查询系统，该系统录入了天航局现役的绞吸挖泥船在用绞刀、刀齿、齿座和齿销的

基本参数，同时录入了绞刀及其配件的图纸、照片和相关船舶的技术资料，清晰合理的表达船

舶、绞刀、刀齿和齿座等相互之间的联系，具备各种数据的添加、修改和删除功能。该系统能

设置了多种查询方式，够满足查询每艘船舶、每个绞刀和该刀齿配备的齿座、刀齿和齿销情况

的性能参数，可为工程技术人员提供绞刀技术资料的快速网络查询服务。

关键词：疏浚；绞刀；SQL；数据库查询系统

Abstract: Investigate the cutter application of more than 30 cutter suction dredgers of CCCC 
Tianjin Dredging CO., LTD., use the VB language to write online cutter database query system, the 
system contains the parameters of the cutters, teeth, adapters and tooth pins about the active cutter 
suction dredgers, and the drawings, photographs, and relevant dredger’s technical data of the cutter 
and accessories meanwhile. Expres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dredgers, cutters and accessories clearly 
and reasonably , achieve the function of addition, modification, and deletion. Based on the multiple 
query methods, it is enough to query the parameters of each dredger, cutters and accessories, provides 
the fast network query service for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Key words: dredging; cutter; SQL; database query system

苏召斌 1，林森 2，杨建华 3，刘俸麟 4

中交天津港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津市疏浚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1 引言

绞吸挖泥船通常是一种使用绞刀作为挖掘设备的挖泥

船，使用装有切削齿的旋转绞刀挖掘泥土。中交天津航道

局有限公司是国内疏浚行业的代表性公司，公司拥有绞吸

式挖泥船数量众多，种类各异，绞刀数量和种类各不相同，

与之配套的刀齿、齿座和齿销等种类和数量也千差万别。

船舶有“津航浚”系列船舶、“天牛”系列船舶、“滨

海 3000 方”系列船舶、环保疏浚船舶等等 [1]。这些船舶

既有 1974 年的“津航浚 214”船舶，也有 2012 年的“天

鲸号”船舶等 [2]，年份跨越很大。每艘绞吸挖泥船分配不

同数量和不同性质的绞刀，这些绞刀有挖岩绞刀、粘土绞

刀、硬质土绞刀和通用绞刀等，它们的尺寸大小各不相同，

适用的土质从淤泥土质到硬岩珊瑚礁等。在同一艘绞吸挖

泥船上，绞刀种类也不尽相同。不同种类的绞刀配置的齿

座也不同，挖岩绞刀配置管状齿座，而挖粘土绞刀一般是

翼型齿座，刀齿不仅有挖岩的尖齿、挖沙的凿齿到挖粘土

的铲齿，而且有活络齿和长城齿等，齿销有插销、扁销和

拉钩式等等 [3]。基于上述问题，天航局有必要设计出一款

绞刀数据库查询系统。

2 数据库查询系统设计

数据库开发需要专门的开发工具，基于本数据库的数

据的专业性和数据之间关系复杂的结构特点，选择 VB 脚本

语言编写动态服务器网页（即 Active Server Pages，简称

“ASP”），利用ASP可以实现突破静态网页的一些功能限制，

实现动态网页技术，ASP 文件是包含在 HTML 代码所组成的

文件中的，易于修改和测试，服务器上的 ASP 解释程序会

在服务器端执行 ASP 程序，并将结果以 ASP 提供了一些内

置对象，使用这些对象可以使服务器端脚本功能更强。此外，

ASP 不仅可以方便的连接数据库，而且可以编译产生 HTML

格式的网页传送到客户端浏览器上，这种 HTML 格式网页适

用于各种浏览器（如 IE 或 Netscape）[4]。

2.1 网页编写语言

VB 是一种可视化的、面向对象和采用事件驱动方式的

结构化高级程序设计语言，它可用于开发 Windows 环境下

的各类应用程序，在 Visual Basic 环境下，利用事件驱动

的编程机制、新颖易用的可视化设计工具。在 ASP 网页编

写时，主要用到 VBScript 模块 [5]。

VBScript 语言是一种脚本语言，可以实现某些特殊功

能，它有基本的输入输出的方法，语句的使用方法，过程

的使用方法，能够定义并调用 Sub 过程和 Function 过程，

常用内部函数的使用方法。

任何开发工具皆可发展 ASP，只要使用一般的文书编

辑程序，如 Windows 记事本就可以编辑。HTML 语言是 web

的基础，也是 FrontPage 的基础，它是超文本标记语言的

缩写，用来表示网上信息的符号标记语言。

当用户申请一个“*.asp”网页时，Web 服务器响应

该 HTTP 请求，调用 ASP 引擎，解释被申请文件。当遇

到任何与 ActiveX Scripting 兼容的脚本 ( 如 VBScript 和

JavaScript) 时，ASP引擎会调用相应的脚本引擎进行处理。

若脚本指令中含有访问数据库的请求，就通过 ODBC 与后台

数据库相连，由数据库访问组件执行访问数据库的操作。

ASP 脚本是在服务器端解释执行的，它依据访库的结果集自

动生成符合 HTML 语言的主页，去响应用户的请求。所有相

关的发布工作由 Web 服务器负责。当遇到访库的脚本命令

时，ASP 通过 ODBC 与数据库对话，并将执行结果动态生成

一个 HTML 页面以响应浏览器的请求。在用户端浏览器所见

到的是 HTML 表现的画面。在结构关系上，ASP 是通过 ODBC

与数据库打交道。因此，向上层可兼容各类数据库系统。

而对于下层，ASP 产生的 HTML 对客户端的浏览器又有广泛

的适应性。

2.2 数据库结构设计

如图 1 所示，本数据库将船舶、绞刀、齿座、刀齿和

齿销定义为 5 个对象，这些对象之间存在多对多的关系，

共计 20 种。数据库关系负责，例如多个绞吸挖泥船使用同

样一款绞刀，多款绞刀应用于同一艘绞吸挖泥船。

图 1 绞刀数据库各数据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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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SQL 语句进行多表查询，对数据库结构的优化，

绞刀数据库中的数据表大幅度减少，增加、修改和删除数

据的速度提高，同时方便了数据库查询系统的维护。

2.3 页面结构设计

为了代码的优化和执行速度的提高，数据库中所有

ASP 网页均采用 CSS+DIV 结构。在一个网页页面上，页面内

容均出现在 DIV 中，而控制 DIV 的表现形式的确是 CSS，所

以 DIV+CSS 很好的把表现和内容分开。CSS 的极大优势表现

在简洁的代码，使用 CSS ＋ DIV 的 web 标准制作的网站具

有搜索引擎友好的一定优势，使得网站改版相对简单，降

低了网站改版的成本。 

3 数据库查询系统实现

3.1 运行环境

数据查询系统需要对计算机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分别

见表 1 和表 2 所示。用户的电脑和网页浏览器就被当做客

户端，同时，绞刀数据库查询系统的电脑、数据库和应用

程序被当做服务器端。当用户的网页浏览器向绞刀数据库

查询系统请求一个指定的查询页面时，服务器端从数据库

中找出相关信息并结合成查询结果网页，发送回客户端的

浏览器。

3.2 系统首页

数据库查询系统包括首页、查询页以及后台管理页。

如图 2 所示，当登录成功时，直接导航的页面就是绞

刀数据库查询系统首页。数据库首页包括导航栏、数据显

示栏和页脚信息栏。导航栏分别有首页、船舶、绞刀、刀齿、

齿座、齿销、帮助和退出 8 个功能按钮；数据显示栏天航

局所有绞吸挖泥船的绞刀、齿座、刀齿和齿销的总览信息；

页脚显示栏主要显示单位名称以及数据更新信息等等。在

数据库查询系统的任何一个查询页面，均有“首页”按钮，

点击后即可返回数据库首页。

图 2绞刀数据库查询系统首页

图 3 天牛系列船舶查询

图 2 所示绞刀数据库前 6 条绞吸挖泥船的绞刀配置情

况，例如津航浚218绞吸挖泥船配备了ESCO EC1591绞刀、

ESCO 44D 绞刀和 ESCO 38DS 通用绞刀，齿座分别有 ESCO 

44D 型号和 8816A38DS 型号，刀齿包括 ESCO 44D、ESCO 

38DS15AP、 

ESCO 38DS15AC 以及 ESCO 38DS14AP 型号，齿销有

ESCO 44D 和 ESCO 38DSPN3 型号。

3.3 数据查询

点击任何一个信息按钮，就能打开信息查询页面。例

如按照船舶查询，点击“天牛系列”绞吸挖泥船，如图3所示，

显示了 13 条相关船舶，然后点击任何一条船舶的名字就能

进入该船舶的详细信息页面。

从查询首页或者导航页进入任何一条船舶的详细信

息页面以后，就能查询该船舶所有的绞刀配置情况以及

绞刀配件情况。如图 4 所示，进入“天鲸号”的查询结

果界面后，主体部分的上侧以一个变大、变红并有特殊

边框和符号提示的天鲸号，说明此时查询的是天鲸号船

舶的情况。

如图 5 所示，单击图 4 中“VOSTA T6_ 粘土”按钮，

就能进入 VOSTA T6 粘土绞刀的详细信息界面。该页面显

示了绞刀型号、大圈直径以及所配齿座、刀齿和齿销的

内容。 

图 4天鲸号绞吸挖泥船的查询结果界面

图 5 天鲸号船舶 VOSTA T6_ 粘土绞刀的查询结果界面

3.4 后台管理

数据库后台管理系统需要对数据库进行数据添加、修

改和删除功能。

如图 6 所示，对“天鲸号”绞吸挖泥船船舶的数据资

料进行修改，中间栏显示该船舶的基本资料，右侧显示了

该船舶所有的属性，包括所配绞刀、齿座、刀齿和齿销情况。

在中间栏下部，具有增加、确认修改和删除三个功能按钮，

分别实现资料的增加、修改和删除。

图 6 天航局绞刀数据库查询系统后台管理界面

同理，绞刀数据库管理员也能够对刀齿、齿座和齿销

表 1 绞刀数据库查询系统对硬件环境的配置要求

             硬件                                      服务器端      用户端

            处理器           Inter Pentium41.6GHz 或更高          Inter Pentium166MX 或更高

             内存                                256MB 32MB

          硬盘空间                                80GB          1GB

             光驱                                      CD-ROM48X CD-ROM48X

             显卡                                   SVGA 显示适配器 SVGA

表 2 绞刀数据库查询系统对软件环境的配置要求

             软件                              服务器端 用户端

          操作系统                               Windows 2000 Server Windows98/ME/2000/XP

          网络协议                              TCP/IP          TCP/IP

          服务器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5.0 无

          浏览器                  建议 IE8.0 分辨率 1024×768         建议 IE8.0 分辨率 1024×768

          数据库                     Microsoft SQLServer20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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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进行管理。为了防止数据库管理人员对数据库的错

误操作，数据库的添加、修改和删除功能都增加了纠错功能。

例如，当连续两次点击添加按钮时，第一次添加时，数据

被写入数据库，第二次添加时，则弹出错误提示，则第二

次添加失败，同时也防止了数据库中数据的重复录入。

4 结语

以天航局现役的绞吸挖泥船的绞刀及其配件资料为基

础，编制了绞刀数据库查询系统。该系统录能实现绞刀基

本数据的查询，而且具有各种数据的添加、修改和删除功能。

该数据库用户界面友好，布局合理清晰。

绞刀数据库系统设有多种查询方式，绞刀技术参数及

对应船舶的技术资料步进可通过点击下拉菜单查询，也可

通过关键字输入直接查询。

通过对天航局现役绞刀信息的梳理，能够为工程技术

人员提供绞刀技术资料网上快速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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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工况下非开挖定向钻进技术施工要点分析

摘要：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深化，地下空间的开发与应用逐步成为城市发展与建设

的重点。为了尽可能地减小地下结构施工对地面建筑的影响，黄浦江沿线海事综合信息平台项

目6＃点电缆管线铺设采用了非开挖定向钻进技术，工程实施过程中，为应对特殊的工况条件，

采取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关键词：管线敷设；非开挖拖拉管；钻进技术；回拉扩孔

Abstract：with the deepening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underground spac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the underground 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the ground construction as far as possible, the Trenchless Directional Drilling Technology is 

adopted for the 6 point cable pipeline laying along the Huangpu river.In the process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complex working conditions, we have taken some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achieved sound effects.

Key words： pipeline installation; Trenchless drag tube; Drilling technology; Pull back 

re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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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为消除黄浦江沿线视频监控盲区，上海海事局选定 8

个点作为黄浦江沿线海事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地点，本次施

工范围为其中的 1#、4#、5#、6#、7# 和 8# 六个工程点，

分别位于黄浦江沿线自上游奉贤区西渡码头至下游吴淞口

三港码头。6 个点均为孤立水上建筑物，主要功能为监控

黄浦江上船舶航行状况；其中，6# 点电缆管线施工采用非

开挖定向钻进技术对电缆管线进行敷设。本文 6# 点为例，

对非开挖定向钻进技术施工中的技术要点进行简要分析。

2 6# 点施工特殊工况分析

2.1 周边环境复杂，人员密集

6# 点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勤俭村，滨临黄浦江，

电缆管线需要穿越村落和树林，场地有限。如图一、图二

所示。在施工过程中，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减少对周边环境、

原有地下管线、构筑物及居民的影响。

图一 6#点位置示意图

图二 6#点管线线路走向图

2.2 铺设长度较长

管线铺设长度达 700 米，村落人员密集，场地有限，

无法采用明挖法进行管线铺设，且铺设长度较长，监控设

备对施工质量要求较高，采用非开挖定向钻进技术可以在

保证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克服铺设长度过长的困扰，减少

对于地上建筑物和居民的影响。

2.3 卵砾石土质施工

在施工过程中，遇到了卵砾石，该类型土是施工中的

难点，因此，也要特别关注。

3 施工技术概述

非开挖定向钻进技术简称“拖拉管施工”是非开挖敷

设地下管线技术的一种。在不开挖地面的情况下，采用钻

机根据预先设计的敷管线路，驱动装有楔形钻头的钻杆钻

入地面，全过程通过探测仪导向，待钻头抵达接受坑后卸

下钻头换上规定尺寸的回程扩孔器，使回拉钻杆的同时将

孔径扩大到设计要求，待孔径达到设计要求后将需要敷设

的 PE 管与扩孔器连接，随钻杆返程，拖回钻孔入口，完成

拖拉管敷设。其主要工艺流程可概括为：施工准备、工作

坑施工、钻机就位、泥浆配制、PE 管热熔连接、回拖封头

焊接、导向孔钻进、回拉扩孔、管道回拖、验收撤场；施

工流程图如图三所示。

图三 非开挖定向钻施工工艺流程图

4 针对特殊工况条件下施工技术要点分析

4.1 既有地下管线和构筑物的勘察、迁移及保护

本工程临近黄浦江和村庄生活区，现场地下管线分布

密集（见图四），因此，在施工前需根据相关设计资料和

施工区域地质资料确定合理的线路走向和进出坑口位置，

根据现场勘察情况，采取相应迁移及保护的措施。对于埋

设较浅并且与新建管道重合的燃气管道，应采取迁移措施，

并做好周边居民的安置工作。

表一 地下管线分布情况

位
置管线名称

管径

(mm)
埋设年代

埋深

(m)

与顶管施

工的距离

(m)

友
谊
河
边
道
路

雨水管 300 2005 6.5 2.5

污水管 400 1998 1.8 3.5

燃气管 150 2000 1.2 2.2

自来水管 300 1995 2.5 2.5

黄
浦
江
堤
边
道
路

雨水管 300 2005 6.0 1.8

污水管 400 1998 2.0 3.0

通信光缆 4 孔 2006 0.8 3.2

4.2 分段敷设

工程中一次牵引敷设管线最大长度应按实际地形而定，

且不得超过设计规范要求，当敷设长度过长或受场地等外界

因素影响时牵引机械不足以一次完成拖拉管工作，这时需要

采取分段牵引施工。由于 6# 点管线敷设长度约 700 米，超

过了牵引机械一次托管施工的极限距离，因此，该工程分 4

段敷设施工，地下管线位置及顶管设计线路如图四所示。

图四 顶管线路走向

4.3 工作坑施工

每段牵引需要开挖 2 个工作坑，即入口工作坑和出口

工作坑，均采用机械挖掘，根据踏勘时所确定的工作坑位

置，开挖长 1 米宽 0.5 米的样洞以确定管位。入口工作坑

用于检测钻杆的钻进角度和旋转扭动等工作状态。出口工

作坑是回拖时提供电缆管入洞的工作坑，其尺寸和施工方

法与入口工作坑相同。施工工序为：破除地面 →坑口支护 

→挖土 →清运余泥。

图五 施工工作坑

图六 泥浆配置

4.4 泥浆配置

泥浆是定向钻进中的关键因素，定向钻孔施工要求泥

浆的性能高，泥浆的性能主要有动切力、静切力、失水以

及润滑等性能。按照事先确定好的泥浆配比用一级膨润土

和泥浆添加剂（如保水剂，增粘剂和防塌润滑剂等）配制。

根据地层情况和管径大小确定泥浆粘度并采用马氏漏斗测

量泥浆粘度，每 2h 测一次。为了保证泥浆的性能，使膨润

土有足够的水化时间，现场施工采取两套泥浆储存罐，延

长循环周期的措施。本次工程中泥浆运用较多，按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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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条件和上海市环境保护的相关文件，项目部施工人员

将对回流泥浆进行处理：部分回流泥浆经沉淀循环利用，

另一部分沉渣用泥浆车运至指定地点排放，在施工过程中

使泥浆不外流，不影响环境。 

4.5 导向钻进施工

导向钻机的主要由轮式钻机、操作系统、动力站、液

压系统、钻杆、钻头等组成。导向孔钻进一般采用小口径全

面钻头，进行全面孔底破碎钻进。钻机运到现场后须先锚固

稳定，并根据预先设计的钻机倾斜角进行调整，对于地面始

钻式入土角和出土角应控制在 6°～ 20°之间。将探测仪的

探头装入探头盒内，并测试以确保接收机能够接收到信号，

接着将探头盒与钻头连接，以便后续对钻头位置进行监测。

本工程使用的是可在地表控制方向的钻头和钻具（一

类是斜面钻头，另一类是孔底动力机加弯接头），本工

程使用的钻头钻具是孔底动力机加弯接头。钻杆轨迹的

第一段是造斜段，需控制钻杆的入射角度和钻头斜面的

方向，缓慢顶进而不旋转钻头，这样能保证钻头按设计

的造斜段钻进。钻头到达造斜段完成处后便进行平行段

的钻进：旋转钻头并提供给进力，钻头沿水平方向直线

钻进；导向孔钻进施工如图 3 所示。钻进操作时必须注

意所使用的钻杆不允许有任何弯曲；钻进速度应根据地

层条件合理安排，不宜过快；造斜顶进时，每次顶进长

度不宜大于 0.5m，曲线要缓；按规范开动钻机后不能马

上用全负荷钻进，而应先进行试运转 , 待确定各部分运转

正常后方可开始钻进 。  

图七 导向孔钻进施工

图八 钻头位置监测

4.6 钻头位置监测

钻头上装有带信号发射功能的探测仪器在钻进过程中

连续测量钻孔的位置参数，通过地面接收仪器接收探头发出

的信号，经译码后便可获知钻头深度、顶角、工具面向角、

探头温度等参数，根据所接收的数据调整钻头操作参数，使

钻进按照设计线路标高路线前进，到达出口工作坑后完成钻

孔工序。钻机配有一手持步履跟踪式导向仪，用以确定钻头

位置及各项数据，监测钻头是否偏离设计轨迹，钻头位置监

测如图八所示。在造斜段钻头每钻进 50cm 就测一次钻头的

位置，在平敷段则每隔100cm 监测一次。如果发现偏离轨道，

需通过调整钻头斜面的方向进行纠偏，但纠偏不能太急，应

在几根钻杆长度内完成纠偏 。

4.7 回拉扩孔、敷管 

钻头到达出口工作坑后钻进工作完成，但是孔径还未

达到敷设要求，根据实际需要，可采取一次回扩或多次回

扩，建议最终会扩孔的直径应是铺管外径的1.2倍至1.5倍。

本工程 6# 点采用的是 PE 管 DN110，直径较小因此只需一

次扩孔即可，为了防止管道上层的道路受施工影响，发生

不均匀沉降，本工程采用挤扩式钻头，保证土体密度，不

影响地基承载力。回拉扩孔具体操作为：卸下钻头，在钻

杆尾端连接回扩头，开动钻机旋转回拉扩头进行扩孔，扩

孔过程中需保持适量泥浆以减少摩擦，同时，需对泥浆的

性能参数进行不定期检测，以调整泥浆性能指标。在扩孔

的同时现场施工人员使用热熔法将 PE 管连接成与成孔长度

相当的管道如图九所示，在管端焊接上一个回拖封头、回

拖耳鼻。将焊接好的管道安放在回拖支撑轮架上如图十所

示，在回拖过程中减少回拖阻力，回拖支撑轮架间距 12m

放置一个。将钻杆、扩孔器、回拖管依次连成一体，仔细

检查确保每一环节连接牢固可靠，慢慢转动钻杆，并给泥浆，

回拉过程中须逐步拆卸钻杆，管道回拖完毕经试压检测合

格后在相邻PE管连接位置开挖对接工作坑，割除多于管道，

按规范要求进行对接。

图九 热熔法连接 PE 管

图十 回拖支撑轮架

4.8 特殊地质条件下（卵砾石）施工方法

如何在卵砾石土质中施工是本工程实施过程中的难点

问题，卵砾石也是非开挖施工中的一种复杂地质类型，在

该地层中施工，主要问题出现在钻导向孔的过程中，由于

卵砾石层质地坚硬，故而对钻具的消耗较大，顶进过程艰难，

导向钻头特别容易偏离设计的方向，并且因其结构松散，

导致成孔困难、易坍塌；此外，由于土质中的孔隙率较高，

因而对泥浆的消耗量也较大，也有较强的透水性，阻碍了

施工的进度影响设备的安全。

针对以上问题，一方面在钻孔时充分利用卵砾石之间

的孔隙，巧妙地进行穿越；另一方面要在扩孔的时候配置

适当的泥浆，以保证其能够成孔稳定。在钻孔时，提高监

控的频率，全程用导向仪监控，顶进 0.5m 左右导向监控

一次；适当调整回转钻进与顶进的量，在能直接顶进的部

位就直接顶进；在不能直接顶进的部位辅以回转钻进，利

用钻头将导向孔周围的卵砾石挤向孔壁，使孔壁压实，保

持孔壁尽量完整。在稳定导向孔时，利用地层中原有的黏

土自动造浆，并加入适量的碱，以改善泥浆的性能；在泥

浆的配置上，需要增加孔壁颗粒间的胶结力，并及时在孔

壁形成泥皮，稳定孔壁。为了提高粘度，可以加入有机或

无机增粘剂。

5 非开挖定向钻进施工优缺点

5.1 非开挖定向钻进施工优点

（1）采用非开挖定向钻进技术施工，不影响地面功

能使用，穿过道路、铁路不阻断交通，穿过河流可保证河

流通畅，对河道影响小。

（2）缩短工期，节约成本。采用非开挖钻进技术施工

速度快，地面建筑保护好，减少了地面开挖与恢复造成的

浪费，节约了建设成本。

（3）节约劳动力，保护环境。相比明挖法施工，拖拉

管施工明显减少劳动力；并减少了大量工程土的堆放，有

利于保护环境。

5.2 非开挖定向钻进施工缺点

（1）地质勘察精度不高时，会遇到障碍物出现钻进

困难或塌空。当施工人员地下管网了解不详细，或无管网

资料时可能会对原有管网造成破坏，导致经济损失。

（2）非开挖钻进施工结束后，回拖管与回扩孔之间存

在部分空隙，可能会造成道路微量下沉。同时，敷设的管

道高程近似倒曲线，管道内的於积物清洗不便。

6 施工中突发情况处理

在进行到第二段顶管施工时，探测仪探测到导向头钻

进角度发生较大偏轨，并且出现难以顶进的情况。项目部

现场人员经过与施工人员认真商讨决定暂停钻进，回拉钻

杆，钻杆拉出后发现第一节钻杆发生严重断裂，现场施工

人员判断在顶进过程中钻头突然碰到硬物产生强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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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造成扭矩突然增大，引起钻杆折断或扭断。项目部施

工员当机立断决定更换新的钻杆，并更改第二段顶管顶进

方向，避开硬岩。经过现场研究讨论，第二次顶进方向较

第一次北偏西 35 度，最大钻进深度较第一次加深 2.8m，成

功避开硬岩，顺利完成钻进。

7 结束语

黄浦江沿线海事综合信息平台工程 6# 点采用非开挖

定向钻进技术拖拉管，对工作坑开挖、泥浆配制、导向孔

钻进、钻头位置监测、回拉扩孔、敷管等重要技术指标进

行严格控制，顺利地横穿两条道路、下穿防汛墙以及横跨

一片绿植保护区，对地面道路、园区植被以及防汛墙并未

造成任何破坏，很好地保护了地面设施，达到了预期建设

目标。非开挖钻进施工已经成为当今城市建设中管线敷设

的主流工艺，望文章能够为在公司转型项目中管线敷设工

艺积累经验、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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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限元法对土体切削的数值模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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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疏浚中，切削破土是一个重要的过程，为克服切削破土过程中产生的阻力，在疏浚过程中

需要消耗很大的动力输出。因此研究疏浚破土切削问题的目的是减少阻力以节省能耗，并且既能减少切

削部件比如绞刀的磨损，同时又能保持对土体的良好切削效果。目前国内对于切削破土研究的数值模型

较少，因此，本文用 Abaqus 非线性有限元软件通过控制网格的剪切失效准则和岩土的 Druker-Prager 本

构模型，建立了刀具对土体切削的二维数值模型。数值模型的计算结果较好地预测了土体的应力分布、

变形状况和破坏的位置，也反应了刀具在切削过程中所受到的法向和切向的反作用力，以及刀具齿尖接

触应力的分布，这对刀具部件形状及材料的优化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疏浚；破土切削；Abaqus；数值模拟；应力分析。

Abstract：In dredging, soil cutting is an important process.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resistance 

generated during soil cutting, a lot of energies will be consumed. As a result, soil cutting research aims 

to reduce the energy consuming, reduce the wear of cutting parts such as cutter, and maintain good 

soil cutting effect. At present, there are few numerical models for soil cutting research in China, so the 

Abaqus nonlinear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is used to build the two-dimensional model of soil cutting, 

in which the shear damage and Druker-Prager constitutive model are appli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predict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deformation and damage situation of the soil well, and also reflect the 

normal and tangential reaction forces of the cutting tool as well as the contact stress distribution, which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utting tool shape and material.

Key words：dredging; soil cutting; Abaqus; numerical simulation; stres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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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疏浚行业中常用挖泥船为耙吸式挖泥船和绞吸式挖泥

船，位于水下的耙头和绞刀会受到来自泥沙的阻力、泥泵

的阻力和周围水体的阻力等。这些阻力在一些工况条件下，

可能会产生耙头和绞刀损坏、断裂的情况，严重影响施工

安全，造成经济损失。因此，研究水下刀具切削阻力变得

十分必要。目前国内对于切削破土主要集中在破土过程机

理性的研究，对于破土过程的阻力研究较多是一些抽象的

定性研究成果，因此基于破土过程建立破土切削阻力数值

模型变得十分有必要。徐中华 [1] 一文中指出有限元分析

的结果要比以往的模型预测值更加接近于实际值，因为他

们普遍考虑了刀具部件 - 土壤接触系统的几何、物理及边

界非线性问题。费康 [2] 一文中指出，与其他领域相比，

岩土工程中的数值分析有其本身的特点，而 Abaqus 能够具

备相应的功能，Abaqus 作为一种功能强大的有限元分析软

件，包含了丰富的单元库和材料库，能够模拟各种材料受

力和变形行为。

1 Abaqus 软件建立土体切削仿真模型

考虑到土壤的粘性，将土体看做粘弹塑性体对土体切

削问题进行了模拟。Mouazen A M[3] 指出使用有限元法分

析土壤切削时需要考虑 3 个基本问题：土壤的本构关系、

土体与刀具部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土壤的破坏主要是剪切

破坏或受拉破坏。

1.1 土体材料本构模型：

切削模拟中，土体材料本构模型选择 Druker-Prager

（D-P）模型 [4]。

水压力 和广义剪应力 表示的 Druker-Prager（D-P）

屈服准则为：

                  ( 1 )                                   

式中， 和 分别是土体的力学参数，称为 Druker-

Prager 准则内摩擦角和广义单轴抗压强度。

设塑性势函数与屈服函数具有相似的形式为：

                            ( 2 )  

式中，β 是广义剪胀角。

式（1）和（2）中的参数可以通过 Mohr-Coulomb 准

则的黏聚力、内摩擦角和剪胀角换算得到。Druker-Prager

模型的屈服函数和塑性函数的一阶导数为：

1.2 土体切削失效机制：

根据荷兰代尔夫特科技大学教授 Miedema 的相关研究

结果表明，土体的主要切削失效机制，分别为“剪切型”“流

线型”和“撕裂性”。本模型的土体切削失效机制为剪切失效。

1.3 几何模型的建立

图 1. 数值仿真模型

岩土模型切削深度为 4cm。不考虑刀具的变形，将刀

具设置为刚体，其中刀具的切削运动分为两部分，首先是

刀具向左下方向的切削运动，当切削深度达到 4cm 时，刀

具继续沿水平方向向左切削。土体模型侧面与底面边界条

件施加全约束荷载固定，以便刀具在接触面运动切削。参

考刘修成在耙齿土壤切削仿真模拟一文中的切削速度 [5]，

设置刀具切削速度为 1m/s。

1.4 重要参数设置

土体的弹性参数设置如表1所示。土体选用D-P模型，

该模型是最早提出的适用于岩土类的本构模型，其参数设

置如表 2 所示。

密度（kg/m3） 杨氏模量（MPa） 泊松比

1800 26500 0.45

表 1. 土体弹性参数

摩擦角β 应变率κ  膨胀角φ 

1800 26500 0.45

表 2.D-P 本构模型参数

2 模拟结果与分析

2.1 土体的应力分布

为研究刀具对土体的切削机理，采用刚性刀具对土

体模型的破土切削为研究对象，图 2 到图 4 为切削过程

等效力云图。显示了不同时刻土的应力分布（t=0.2s，

t=0.35s，t=0.5s）、变形状况、破坏的位置。图 2 显示了

当切削时间为 0.2 秒时，土壤的等效应力云图。其中，应

力的大小从红色到蓝色逐渐减小，红色为最大应力值。从

图中可以看出土壤承受的最大应力在与刀齿接触点处，距

离刀具越远的土壤受到的应力越小，变形程度越轻。图 3

显示了当切削时间为 0.35 秒时，土壤的等效应力云图。与

图 2 相比，随着刀具不断向前切削，模型等效应力区域也

不断向前变化。图 4 显示了当切削时间为 0.5 秒时的土壤

等效应力云图。图中可以看出土壤承受的最大应力在与刀

齿接触点处，距离刀具越远的土壤受到的应力越小，变形

程度越轻。从图中可以看出，切削形态有点类似于金属切

削状态，和实际土体切削略有偏差，这是因为有限元方法

无法模拟土体受到破坏以后的相互作用。

图 2. 在 0.2s 时刻土的等效力云图

图 3. 在 0.35s 时刻土的等效力云图

图 4. 在 0.5s 时刻土的等效力云图

2.2 刀具与土体的接触应力

图 5. 刀具与土体的接触应力

图 5 显示了刀具在 0.2 秒时，切削土体时的接触压力

分布和大小。从图5可以看出刀具齿尖的受力大小和分布，

越靠近刀具尖端，受到的压力也就越大。

2.3 刀具的法向和切向的应力分布

图 6. X 方向反作用力

图 7. Y 方向反作用力

刀具的切削力大小反应了切削的难易程度，是切削过

程中重要的参数之一。图 6 为刀具 x 方向单宽反作用力。

图 7 为刀具 y 方向反作用力。图 6 中负值代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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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6 和图 7 可以看出，随着时间增加，刀具对土体

内部进行切削，刀具在法向和切向所受到的反作用力一开

始成锯齿状逐渐增大，当到 0.5 秒时，所受到的反作用力

趋于平稳。这是因为刀具的切削运动分为两部分，首先是

刀具向左下方向的切削运动，在此过程中，刀具受到的反

作用力逐渐增大，当切削深度达到 4cm 时，切削时间在 0.5

秒时，刀具继续沿水平方向向左切削，因而在 0.5 秒之后

的反作用力趋于平稳。目前研究齿间土体的破坏情况，因

而对 x、y 方向作用力会有点误差。

3 结语

（1）通过控制网格的剪切失效准则和岩土的 Druker-

Prager 本构模型，使用 Abaqus 软件建立了刀具对土体切削

的二维数值模型。

（2）切削模型较好地预测了土体的应力分布、变形状

况和破坏的位置，也反应了刀具在切削过程中所受到的法

向和切向的反作用力，以及刀具齿尖接触应力的分布，尤

其是在刀具尖角受力最为集中，这些对刀具部件形状的优

化设计提供了参考，比如在清楚了绞吸挖泥船的刀齿受力

分布后，就可以对刀齿的形状优化提供参考。

（3）由分析得知，刀具的尖角部位受力最为集中，容

易断裂、磨损，因此在加工刀具时，可以考虑对刀尖部位

进行加固、强化，进而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

（4）刀尖作为切削的主要部位，在实际施工过程中

发生磨损之后，刀具就失去了原有的形状，切削效果会大

大降低，因此，在设计刀具时，可以考虑对刀具的材料进

行强度分布设计，保证在磨损时，依然保持原有刀具的形状，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较高的切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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耙吸挖泥船高燃油效率传动机构设计

摘要：降低油耗其中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是为了降低燃油成本。燃油成本是单位底泥（每方）疏浚成

本中的一大组成部分。另外一个驱动因素是较低的油耗将会直接形成较低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使得承包

商在“二氧化碳排放等级”中拥有了优势。承包商可以在荷兰政府疏浚项目公共招标中获得一些折扣。

同时，国际海事组织（IMO）的挖泥船二氧化碳指数船舶能效设计指数（EEDI）计算方法正在研究之中，

完成之后将使得对挖泥船就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对比变为可能。

一艘挖泥船的油耗主要取决于挖泥船的运转情况及传动机构。因此，Royal IHC公司开发了“油耗工具”，

用于预测挖泥船在特定运转情况下的油耗。“油耗工具”集成了流体力学、土壤力学、力学及电气工程

学和造船工程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用于确定一艘耙吸挖泥船在特定工况下的油耗情况。本文利用 “油

耗工具”对比了下列可变螺距螺旋桨（CPP）及固定螺距螺旋桨（FPP）传动机构的油耗情况：

● 直驱可变螺距螺旋桨

● 两速推进器齿轮箱可变螺距螺旋桨

● 带有协调器曲线的可变螺距螺旋桨

● 混动可变螺距螺旋桨

● 两速齿轮箱、协调器曲线及混动可变螺距螺旋桨

● 直驱固定螺距螺旋桨

● 电驱动固定螺距螺旋桨推进器

本文展示了在给定的运转情况下，哪种传动机构最具燃油效率。同时哪种传动机构单位底泥的疏浚

成本最低。最后可以为特定疏浚项目设计最具效率的挖泥船。

将来将界定标准疏浚工况，用于对比不同类型传动机构的油耗情况。

关键词：油耗；效率；耙吸挖泥船；传动机构；运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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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Royal IHC（IHC）公司正在不断提高其疏浚船舶设计

的效率，旨在为客户实现更低的整体用船成本。这可以通

过单位底泥的疏浚成本进行测定。单位底泥的疏浚成本中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则是燃油费用。燃油费用大约占耙

吸挖泥船运营成本的 20% 至 30%。这也是疏浚承包商不断

关注油耗的原因。

作为一个主要的成本驱动因素，由于目前的疏浚行业

内的可持续发展趋势，油耗显得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法

律法规也变得愈发严格：在美国，美国环保局（EPA）4 级

（Tier）排放规定于 2015 年生效，要求大幅减少排放，尤

其是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世界范围内，国际海事组织正

在制定能源效率设计指数（EEDI），设定了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的实施步骤。在荷兰，荷兰基础设施与环境部正在利

用“二氧化碳阶梯式排放标准（prestatieladder）”鼓励

疏浚项目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由于油耗是疏浚设备造成环境影响的主要原因（这是

基于产品使用寿命周期分析得出的结论 [Castro, 2011]），

因此油耗问题应当是疏浚船舶设计的起点。这也是为什么

研究船舶设计对于节油的影响的原因。

因为燃油成本对于施工成本的影响，所以每个疏浚操

作者都希望降低燃油成本。几乎每家公司都在寻找节油的

可能性。因此，我们特别研究了在特定运行情况下，新疏

浚船舶的设计形成节油的可能性。

 图 1：典型港口维护性疏浚周期

2 运行情况

了解一艘疏浚船舶的油耗，首先应先了解疏浚周期的

工况。例如，疏挖 50 米深的砾石同抽取小港口下面的淤

泥然后抛放到突堤码头外的情况完全不同（图 1 和图 2）。

水深、拟疏浚的物料、航行速度限制、要求的机动性，所

有这些都对船舶运行情况产生影响，并影响疏浚单位物料

的油耗。

为了了解挖泥船的运行功率消耗，我们对 11 个不同

疏浚周期中的船舶数据进行了测量，其中测量了可变螺距

螺旋桨的推进功率。这些不同的疏浚工程是一些港口维护

及吹填造地工程，它们可以用中型、大型及巨型挖泥船执行。

图 3 列举了一个疏浚周期中挖泥船的船速情况（空舱自由

航行、疏浚、装载自由航行及卸载）。该图展示了推进器

在特定功率下运转的时间（在这个案例中平均推进功率为

31%）。可变螺距螺旋桨平均推进功率出奇的低。我们测量

了 11 个不同疏浚周期的推进功率，推进功率从 20% 至 59%

不等，平均推进功率为 35%。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挖泥

船是为特定工况而设计（设计时速航行，最大挖深疏挖密

实包沙），但是在现实中大多数时间船舶都以较低的速度

航行（由于当地法规及或当前的海事交通情况），疏挖不

同深度的各种土质。上述测量及观察发现可变螺距螺旋桨

推进功率平均较低，这一结果已在第二十届世界疏浚大会

上发表（Boer, 2013），与此同时进行的很多测量也显示

出了类似的结果。现在的趋势是越新的挖泥船装备着越大

的发动机功率。预计发动机将在很多时候都是以部分功率

运转，这就提供了很多节油的机会。

为了收集数据，我们对现场施工的船舶进行了测量。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挖泥船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以部分载荷运

转，这一时间比想象中的更多。这种部分载荷情况就给节

油提供了极佳的机会。

这些情况再加上利用机械工程学和电气工程学、

流体力学和土壤力学的知识，就能转变成对挖泥船系统

及油耗产生积极影响。一旦确立了所有的参数和关系，

就可以找到在挖泥船整体油耗中发挥重要角色的设计参

数。

 图 2：典型疏浚周期中挖泥船的速度情况

3 油耗工具

对比挖泥船之间的油耗非常复杂，并且将会涉及多种

因素，因此要求测量工具能够对此做出准确的预测。IHC 公

司研发了一种油耗估算工具，该工具集成了不同专业领域

的许多信息。

并不是所有参数对最终结果都同等重要。除此之外，

也不是影响油耗的所有参数都能够被控制。然而，我们可

以控制一艘挖泥船的设计，设计的选择对于船舶的生命周

期具有一定影响。因此，目前最重要的是做出正确的设计

选择，并确定挖泥船设计的各个方面对于油耗的影响。为

此需要一些测量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准确观察挖泥船在施

工中的实际情况，从而可以确定船舶设计的各个方面及系

统对于油耗的整体影响及贡献 [Heggeler, 2014]。

柴油电驱动还是柴油直驱传动机构可以实现整体更低

的能耗？船体形状还是推进器类型对于船舶效率具有更大

的整体影响？

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及了解耙吸船的设计对于油耗的

整体影响，所以要求深入地掌握所有设计方面及所有部件

的行为和特点的知识。并且必须结合流体力学、土壤力学、

电气工程和船舶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

关于疏浚设备实际油耗的问题并不容易回答。疏浚的

整体绝对油耗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当地环境情况，例如土壤情况、潮汐及潮流动

态、风速、温度和水深等。操作情况也同样重要。我们可

以考虑当地交通、速度管制和管制区域，但也要考虑当地

的燃油品质。

并且，操作员对于油耗也具有重要影响。挖泥船船长

的经验如何？驾驶汽车时，最大速度在家乡行驶和以经济

转速巡航区别很大。泵送上岸施工时，挖泥船船长保持两

个推进器同时开启，还是一个开启，还是两个推进器都停

止运转？船长决定等待潮汐再返回港口还是在任何时候都

全速航行，区别会很大。

所有这些实际疏浚情况、船舶设计、船舶设备及其挖

泥船（保养）情况等决定了疏浚的整体油耗。

图 3：测量的运转情况例证

3.1 模型介绍

油耗测量工具融合了不同专业技术领域的许多信息，

例如柴油发动机、推进器、电机效率及泥泵等方面的信息。

但它同样也包含了船舶运转情况，这提供了航行距离及速

度等信息。本工具结合上述所有信息，可以计算特定运转

情况的特定挖泥船的油耗。

油耗工具还可以提供油耗、单位疏浚成本及投资回收

期等方面对比结果的概览。

图 4 显示了给定运转情况下挖泥船的整体油耗情况。

该运转情况将作为本文中对比的基础。例如这是对一艘配

有传统可变螺距螺旋桨推进器传动机构的挖泥船和一艘配

有两速齿轮箱推进器的挖逆转之间的对比。配有传统推进

器传动机构的挖泥船具有整体较高的油耗。

4 传动机构设计优化

基于研究收集的知识，然后重点研究替代传动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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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以寻找降低单位疏浚土（每方）油耗的机会。本文

重点研究推进器传动机构。

4.1 替代传动机构

在节油项目中，我们确定了一系列可以为节油做出贡

献的特征。下列替代传动机构在配备可调螺距螺旋桨和固

定螺距螺旋桨下，就单位疏浚油耗进行了对比。作为参考点，

我们采用了可调螺距螺旋桨传动机构（图 5），因为这种

传动机构配置广泛应用于疏浚船舶之中。

1. 可调螺距螺旋桨传动机构

2. 两速推进齿轮箱可调螺距螺旋桨

3. 组合曲线可调螺距螺旋桨

4. 混合动力可调螺距螺旋桨

5. 两速齿轮箱、协调器曲线及混合动力可调螺距螺

旋桨

6. 直驱推进器固定螺距螺旋桨

7. 电驱推进器固定螺距螺旋桨

随后，介绍了疏浚生态控制包，该生态控制包由 IHC

公司的耙速控制器（TSC）、生态泵控制器（EPC）和自动

护板控制器（AVC）组成。

图 4：同一种运转情况下，配有和不配有

两速推进器齿轮箱（TSG）的船舶整体油耗

4.2 可调螺距螺旋桨传动机构

这种传动机构设计经常被采用，因此用它作为其他传

动机构对比的参照物。可调螺距螺旋桨传动机构（图 5）

具有两个主发动机。左舷侧发动机通过一台减速齿轮驱动

一台推进器和一台泥泵（这称之为直驱）。右舷侧发动机

通过减速齿轮箱驱动一台推进器、一台发电机和数台射水

泵。在疏浚、泵送上岸及虹吹过程中，左舷侧及右舷侧发

动机以最大转速运转，尽管如果要求泥泵降速，左舷侧发

动机可以降低转速。在航行及调遣过程中，两台发动机以

最大速度运转。这些发动机以最大转速运转时的具体油耗

如图7所示（红线）。图6显示了可调螺距螺旋桨在航行（红

线）及疏浚（绿线）时的推进功率。该图从挖泥船内部设

计工具中获得，但关于推进器的基本信息由 H. Klein Woud 

[Klein Woud, 2008] 撰写。

4.3 两速推进齿轮箱可调螺距螺旋桨（TSG）

该传动机构和可调螺距螺旋桨传动机构（图 5）是一

样的传动机构，但其左舷侧和右舷侧的推进齿轮箱由两台

两速推进齿轮箱（专利申请中）所替换。

两速推进齿轮箱通过把推进速度由最大速度降到最

优速度，并且增加推进器螺距保持恒定推进力，从而实

现节油。它在 50% 推进功率时自动转换，并且不产生功

率中断，它在所有操作模式下都保持活跃，因此无论航

行还是疏浚时都一样。该功率转换齿轮箱的控制要求特

别注意，B. Veenhuizen 对此进行了描述 [Veenhuizen, 

2006]。图 6 显示了疏浚及航行过程中要求的推进功率。

要求 50% 以上的推进功率时，两速推进齿轮箱以最大速

度运转。要求 50% 以下的推进功率时，两速推进齿轮箱

转换为降低的推进速度，由于效率较高，同等航速下要

求较低的推进功率。

对比可调螺距螺旋桨传动机构（100%）, 在特定的工

况下，带有两速推进齿轮箱的可调螺距螺旋桨消耗推进功

率为 82%，整体油耗为 91%。

图 5：可调螺距螺旋桨传动机构

图 6：可调螺距螺旋桨传动机构和装配有两速推进齿轮箱

的可调螺距螺旋桨传动机构的推进功率对比

4.4 配有协调器曲线的可调螺距螺旋桨（CC）

该传动机构同可调螺距螺旋桨传动机构一样（见图1），

但在该情况中增加了一个协调器曲线控制器。

协调器曲线是一种控制器，它通过降低发动机和螺旋

桨的转速（从 100% 降至 65% rmp）及增加螺旋桨螺距实

现节油。图 7（蓝线）中，发动机的转速可以看作是发动

机功率的作用。这为发动机及螺旋桨提供了一个更具燃油

效率的工作点。从图 7 中可以发现发动机在低转速下更具

燃油效率，例如在 20% 功率下，750rpm 的油耗（红线）为

235g/kWh，488rpm（蓝线）仅为 210 g/kWh。并且，较低的

螺旋桨速度形成在特定的航行速度时较低的推进功率（图

8）。协调器曲线仅在航行时启动，在疏浚时不启用，因为

疏浚时泥泵控制发动机的转速。

同可调螺距螺旋桨传动机构相比（100%），配有协调

器曲线的可调螺距螺旋桨的消耗推进功率为 89%，整体油

耗为 93%。

图 7：柴油发动机的燃油效率图

图 8：可调螺距螺旋桨传动机构及配有协调器曲线的

可调螺距螺旋桨的推进功率

4.5 混合动力可调螺距螺旋桨（H）

可调螺距螺旋桨传动机构的另外一个替代选择为混动

传动机构（图 9）。

图 9：混动可调螺距螺旋桨传动机构

它通过在低发动机功率航行时关闭右舷发动机实现节

油。在这种方式下，左舷发动机以较高的功率工作，并且

在一个更具燃油效率的点上工作（图 7）。例如，两台发

动机以 20% 的功率运转，其油耗为 235g/kWh，而一台发动

机以 40% 功率（2*20%）运转时，其油耗仅为 202 g/kWh。

当一台发动机关闭时，左舷螺旋桨为直驱，右舷螺旋桨为

电驱（电力损耗应考虑在内，如图 13 所示）。混动仅在航

行时启用，在疏浚、泵送上岸及虹吹时不启用，因为左舷

发动机在泥泵启用时不能关闭。

同可调螺距螺旋桨传动机构相比（100%），混动可调

螺距螺旋桨具有相同的消耗推进功率，因为螺旋桨操作相

同，整体油耗为 97%。

4.6 两速齿轮箱、协调器曲线及混合动力可调螺距螺旋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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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G+CC+H）

这种替代方案把前三种替代方案融合在一起了，因此

两速齿轮箱推进器、协调器曲线及混动都启用。

同可调螺距螺旋桨传动机构相比（100%），两速齿轮箱、

协调器曲线及混合动力可调螺距螺旋桨的消耗推进功率为

80%，整体油耗为 85%。

4.7 直驱推进固定螺距螺旋桨（FPP）

同样，我们也评估了固定螺距螺旋桨的替代选择，首

先把直驱可调螺距螺旋桨和直驱固定螺距螺旋桨进行了对

比（图 10）。

图 10：直驱推进固定螺距螺旋桨

当使用直驱可调螺距螺旋桨时，螺旋桨通常以 100% 

rpm 转速工作，而直驱固定螺距螺旋桨则以可变速率工

作（30-100% rpm）。这为发动机和螺旋桨提供了极高

的效率。发动机在较低的发动机转速下具有较低的油耗

（对比图 7 中的绿线和红线）。并且对比可调螺距螺旋

桨（恒速及可变螺距）和固定螺距螺旋桨（可变速度及

恒定螺距）时，相同的推进力固定螺距螺旋桨需要较少

的推进功率（图 11）。然而，直驱固定螺距螺旋桨的缺

点是所有部件都由一台发动机直接驱动，并且需要多台

发动机。这意味着发动机经常以部分功率运转，具有相

对较高的油耗（图 7）。

同可调螺距螺旋桨传动机构相比（100%），固定螺距

螺旋桨的消耗推进功率为 77%，整体油耗为 89%。

图 11：可调螺距螺旋桨和固定螺距螺旋桨

传动机构的推进功率

图 12：电驱推进固定螺距螺旋桨

图 13：电力损耗。这是一台典型发电机、

频率驱动、电缆损耗及电动机的整体功效

表 1：替代传动机构及油耗一览表

CPP

两速

齿轮箱

CPP

协调

器曲

线 CPP

混动

CPP

CPP 

TSG+CC+H
FPP E-FPP

消耗推

进功率
100% 82% 89% 100% 80% 77% 77%

整体

油耗
100% 91% 93% 97% 85% 89% 94%

能耗

标识
D C C D A B C

5 油耗及能耗标识

表 1 列举了本文讨论的所有替代传动机构，并标明了

各自的消耗推进功率及整体油耗。这些数值是根据图 4 中

说明的耙吸船特定的运行情况计算而出。这些数值对于不

同的运行情况及不同的耙吸船设计而各不相同。观察消耗

的推进功率（表 1）一栏发现，固定螺距螺旋桨要胜过所

有的可调螺距螺旋桨设计。与参照的可调螺距螺旋桨相比，

固定螺距螺旋桨消耗的推进功率为 77%（即节省了 23%）。

这符合预期，因为固定螺距螺旋桨推进器与所有可调螺距

螺旋桨替代设计（图 6、8 及 11）相比，以部分功率运作，

需要较低的推进功率（更好的效率）。

但有趣的是任何固定螺距螺旋桨设计都不具有最低的

整体油耗，而是两速齿轮箱、协调器曲线及混合动力可调

螺距螺旋桨具有最低的整体油耗。与参照的可调螺距螺旋

桨相比，两速齿轮箱、协调器曲线及混合动力可调螺距螺

旋桨的整体油耗为 85%（即节省了 15%）。直驱固定螺距螺

旋桨具有较高的整体油耗，是因为其需要柴油发动机更多

的以较低的功率运转，这意味着较低的发动机效率；电驱

固定螺距螺旋桨设计具有额外的电力损耗。因此，尽管两

速齿轮箱、协调器曲线及混合动力可调螺距螺旋桨的消耗

推进功率不是最低，但它的整体油耗最低。这说明油耗优

化不仅要关注部件本身的效能，还要注重整套传动机构的

效能。本文重点主要讨论油耗问题，但选择一种传动机构

会有很多原因，例如投资、保养、尺寸、重量等等。例如，

小型耙吸船经常选择固定螺距螺旋桨推进器，而大型耙吸

船经常选择可调螺距螺旋桨推进器。

为了使整体油耗更加清楚，为不同传动机构设定了能

耗标识（表1）。可调螺距螺旋桨参照传动机构获得了D标识。

两速齿轮箱可调螺距螺旋桨、协调器曲线可调螺距螺旋桨

及电驱固定螺距螺旋桨获得了 C 标识。直驱固定螺距螺旋

桨和最低油耗固定螺距螺旋桨获得了 B 标识。最高的 A 标

识授予了两速齿轮箱、协调器曲线及混合动力可调螺距螺

旋桨。

5.1 投资回收期

两速齿轮箱、协调器曲线及混合动力可调螺距螺旋桨

具有最低的整体油耗，但同时也需要较高的投资。它值得

投资购入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计算了投资回收期，

结果小于两年，这表明两速齿轮箱、协调器曲线及混合动

力可调螺距螺旋桨是一个值得投资的选择。

6 生态控制包

智能自动化可以通过使系统适应不同的工程及土壤情

况，在这些情况设定的范围内进行后话，从而帮助客户以

更具燃油效率的方式操作耙吸挖泥船。从真实的疏浚环境

中的实验来看，耙吸船配备 IHC 公司的耙速控制器（TSC）

及生态泵控制器（EPC）在产量上表现出了极大地提高，因

此缩短了装载时间并极大地降低了油耗（Blom, 2014）。

7 结论

耙吸船上的传动机构经常以部分功率运转，这为节油

优化提供了机会。本文利用油耗工具对替代传动机构的整

体油耗进行了对比。两速齿轮箱、协调器曲线及混合动力

传动机构可能实现 15% 的整体油耗。这一节油量是为特定

的耙吸船及特定的运行情况而计算的。本文重点讨论油耗，

但选择一种具体的传动机构或推进器有很多理由，比如投

资、保养、尺寸、重量等。例如小型耙吸船经常选择固定

螺距螺旋桨推进器，而大型耙吸船经常选择可调螺距螺旋

桨推进器。

这项研究可使 IHC 公司对各个客户就其现有挖泥船提

出节油建议，并且可以为设计新船舶提供节油建议。现实

中有很多节油的可能性，能够带来环境和经济上的好处。

然而，每艘挖泥船都不一样，并且还取决于项目、船员和

工况，因此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但是如果你想评估一个

传动系统，那么请利用油耗工具，计算整套系统的整体油耗，

考虑船舶的运转情况及测量，这样就可以为每位客户获得

正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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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航道  始于清末
浚浦工程总局成立与黄浦江航道的早期治理

中交上海航道局的前身是创立于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的浚浦工

程总局，利用西方治河技术治理黄浦

江，运行现代机船疏浚航道；开始了

上海港从黄浦江自然河道拓宽增深为

世界级大港的历史进程。从以港兴城

的意义上来说，百年航道沧桑巨变，

她见证了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历史

轨迹。

1840 年 6 月鸦片战争爆发后，英

国舰队于 1842 年 6 月入侵上海并直抵

南京城下，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

条约》，上海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于 1843 年 11 月 17 日对外开埠。

开埠之初的黄浦江属自然河道，

受涨落潮水的影响很大，黄浦江下

游及吴淞口浅滩弯道众多、河势复

杂，其中有 5 处碍航段比吴淞内外河

淤积严重。当时江上航行的多为吃水

仅 1.2-1.3 米的中国帆船，国外早期

吃水 2.5 米的帆船尚可进出港。但到

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上海港

的通商贸易方兴未艾，进

出上海港的外国商船不断

增多且吨位日渐加大，航

道水深捉襟见肘，使大批

的商船必须候潮进港，或

者在吴淞口外驳卸货物后

方能进港；严重滞后了商

船周转速度并增加运营成

本。上海外国总商会联合

76 家洋行多次致函港务长

和海关税务司赫德，强烈

要求对黄浦江航道进行整治疏浚。然

而，清政府碍于主权颜面限于财力，

又惧怕于英炮舰，且水深不影响中国

帆船通航，便久拖而不办。期间，外

商联合出资假以“修筑马路”的名义

建造了一段通往江湾的沪淞铁路；运

营时遭到上海道台和总理衙门与英国

领事、公使严重交涉，恰巧又发生了

火车压死一名当地农民而激起民愤；

外商企图用铁路运输来解决航道问题

的计划宣告破产。

7.1 展望

未来将会定义一个标准的运转情况。这样客户就可以

根据能耗标识对比不同的挖泥船设计。标准的运转情况代

表一艘挖泥船整个使用寿命中遇到的工况。这和新欧洲工

况（NEDC）相差无几，根据于此可以计算油耗和客车的能

耗标识。如果客户想要更多具体的建议，客户可以提供自

己挖泥船具体的运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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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各国中，英国在沪的航运

利益最大，所以，对航道疏浚的要求

最迫切。1874 至 1897 年间，驻沪英

国领事和英籍海关税务司赫德多次照

会上海道台，胁迫清政府疏浚航道。

1882 年 10 月，清政府迫于压力，首

次从英国购买了一艘挖泥船“安定”

号，在吴淞内河试挖，开创了上海港

航道用机船疏浚的历史。

1900 年，英国为首的八国联军

借镇压义和团运动而发动侵华战争并

攻占北京。1901 年 9 月 7 日逼迫清

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丧权辱国

的条约将黄浦江河道疏浚作为第十一

款规定列入：“现设立黄浦河道局经

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该局各员，

均代表中国及诸国保守在沪所有通商

之利益。预估后二十年，该局各工及

经管各费应每年支用海关银四十六万

两，此数平分，半由中国国家付给，

半由外国各干涉者出资……”。条款

及 37 条附则看似由中外合办，实质

是黄浦江疏浚权完全被列强攫取，其

权限已远超出疏浚黄浦江的范围；加

上经费实际上是转嫁中国负担，清政

府借故拖延不办。在缔约国一再威逼

下，清政府试图用“独认会费”的办

法收回管辖权，以保全长江门户，

但即召反对。几经磋商后，于光绪

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905 年 9 月

27 日）与外国列强改订了修浚黄浦河

道的条款。确定成立浚浦机构，由江

海关道（上海道台兼任）和英籍海关

税务司组建浚浦工程总局。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六日（1905

年 10 月 5 日）南洋大臣特改订修浚

黄埔河道条款具奏朝廷，光绪皇帝朱

批“知道了”，方始由外务部录知转

告上海道遵照办理。十二月初一日（12

月 26 日），上海道台、江海关道袁

树勋和江海关英籍税务司好博逊奉命

组建浚浦工程总局，设局署外滩九江

路 1 号。后民国 17 年（1928 年），

江海关和上海浚浦局在汉口路外滩共

同出资建造的海关钟楼落成，浚浦工

程总局迁入沿用至今。

清末时期，由清政府官办的浚浦

工程总局的局长都由历任上海道台兼

任，1906 年初，清政府调任学贯中西

的外务部员外郎辜鸿铭为浚浦工程总

局会办（相当于现今的常务副局长），

常驻局署协助江海关道、海关税务司

经理全局事宜。

浚浦工程总局设立之前，各国领

事就在酝酿掌握疏浚实权的总工程师

人选。英德两国相持不下，便怂恿荷

兰出面，由荷兰领事致函南洋大臣，

举荐荷兰人奈格出任。理由是“奈格

曾经两次来华，察看黄浦江河道，颇

为精详”，“旅沪各商轮公皆愿伊办”。

并取得上海江海关道的支持和英籍税

务司出面推荐，清政府于 1906 年 6

月正式聘用奈格为技术顾问、总营造

师（总工程师），聘用期以三年为限。

奈格上任后，即采用正式治理黄

浦江的“乙方案”。重新布置测量并

制定了从吴淞口至江南造船厂约 31

公里的浚浦线，导治方法以期使黄浦

江河宽符合浚浦线，使航道成为漏斗

形，通过来流冲刷并辅以疏浚来增

深通航水道。自 1907 年 1 月起，黄

浦江治理工程全面开工。主要是在吴

淞内河堵塞高桥沙北支老航道，开辟

高桥南支新航道，在吴淞外河的吴淞

口左岸建筑导流堤，在高桥港口构筑

排流丁坎，筑堤导流并辅以疏浚的整

治方案以近四年的时间基本完成。虽

然说成效显著，但只完成整个工程的

一半时，清政府所拨的 20 年工程款

已几乎用尽；奈格任期满离职，清政

府道撤销浚浦工程总局改设善后养工

局，另聘瑞典人海德生继任善后养工

与后续黄浦江治理工程。

1912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

后民国政府成立。首任国务总理唐绍

仪批准，改订浚浦章程十二条，撤销

养工局，成立开浚黄浦河道局（史称

浚浦局），隶属于中央外交部和财政

部管辖，经费从将海关关税中附加浚

浦局。总工程师海德生制订了从 1912

至 1921年，1922至 1931年两个《黄

浦江继续整治计划》，依据前任奈格

的总体规划对黄浦江航道进行权限治

理，历经20余年的治理，吴淞内外河，

陆家嘴，江山等航道浅段水深得以极

大改善，黄浦江航道基本成形。

1931 年，上海港已成为远东第

一的世界第七大港。通达江海的黄浦

江航道上万船穿梭，商贾云集；浚浦

局吹填的两岸滩地上林立的码头、工

厂和大厦，使解放的上海滩跻身世界

著名的港口城市，由此开启了走向国

际大都市的坚实脚步。

1 月 1 日

●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交疏浚）参与制定的《耙吸挖泥船

专用设备修理技术要求 第 8 部分：溢流筒》

（JT/T 185.8-2016）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1 月 5 日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航局”）中标广西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

程（10 万吨级双向航道）一期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额总计约 13.3 亿元，工期为 18 个月。

●中国疏浚协会秘书处注册“中国疏浚”

微信公众号并开始试运行。

1 月 6 日 

●上海浦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代表中国

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向上海振华重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重工）颁发了“中

国质量诚信企业”奖牌。

●中国疏浚协会印发关于组建《中国疏

浚》期刊、中国疏浚网、“中国疏浚”微信

公众号联合编辑部的通知。

1 月 10 日

●在英国伦敦召开的 2016 年度 IHS 疏浚

和港口建设（DPS）创新颁奖典礼上，由振华

重工建造交付的多用途船“NDEAVOR”号和

“NDURANCE”号荣获疏浚船舶类创新大奖。

1 月 11 日

●经深圳知名品牌评价委员会全体会议

审议，中交天航南方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商标

“天航新锐”获评第十四届“深圳知名品牌”。

1 月 12 日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交上航局）所属交建公司获评上海市重点

工程实事立功竞赛“金杯公司”。

●中国疏浚协会印发关于推荐协会第四

届理事会理事、副理事长、常务副理事长和

理事长单位及人选的通知，布置会员单位自

荐理事及负责人的工作。

1 月 13 日

●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

华等领导同志在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副总经理

王民浩陪同下到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港航建设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电港航）深圳茅洲

河 1# 底泥处理厂调研。

1 月 14 日

●中交上航局承建的江苏盐城港射阳港

区进港航道整治工程（二期）导堤工程顺利

通过交工验收。该工程合同总价约 3.95 亿元，

工程内容包括新建南北导堤及一期工程南导

堤加高，项目自2015年 2月开工，历时2年。

1 月 16 日  

●中国疏浚协会印发关于“你与我的疏

浚——2016 年中国疏浚行业十大新闻”评选

有关事宜的通知，布置开展 2016 年中国疏浚

行业十大新闻推选工作。

1 月 17 日

●“中国疏浚”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运行。

1 月 18 日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为沧州黄

骅港航务工程有限公司建造的 10000 方耙吸

挖泥船项目签约典礼在上海七 O 八研究所举

行。该船总长131.7米，型宽25.4米，型深9.8

米，设计吃水 7 米，载泥量约 14000t。

1 月 19 日

●中交上航局所属上航建设公司中标龙

湾二期造地及生态旅游 PPP 项目。该项目工

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农业造地工程、生态农

业与旅游开发工程，中标金额为 7.8 亿元，

建设期 4 年，运营期 15 年。

1 月 20 日

●中交上航局申报的《大型耙吸挖泥船

艏吹中粗砂施工工法》获 2016 年度交通运输

部水运工程一级工法。该工法解决了深海取

砂区水深、海浪大、中粗砂等问题，规范了

标准流程。

1 月 26 日

●中交广航局东南亚分公司签订泰国龙

仔厝维护疏浚项目合同。

1 月 28 日

●中国疏浚协会公布”你与我的疏浚——

2016 年中国疏浚行业十大新闻”评选结果。

2 月 3 日

●中巴经济走廊特使扎法尔到中水电港

航卡西姆燃煤电站项目视察。

2 月 8 日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港湾）中标香港处理剩余公众填料

（2016-2018）项目，合同额约3.41亿美元，

业主为香港土木工程拓展署，工期 32 个月。

2 月 10 日

●由中交疏浚官方网站、“中交疏浚”

微信公众号和《中交疏浚》报共同组成的“三

位一体”宣传平台搭建完毕并正式运行。

2 月 13 日

●中交上航局承建的巴西巴拉那瓜航道

基建疏浚工程开工。该工程主要是在巴拉那

瓜航道原基础上增深拓宽，合同疏浚工程量

1799万方，总工期17个月，合同总价6.6亿元。

2 月 16 日

●由牙买加港务局开发、中国港湾承建的

牙买加波特莫尔BPO保税区项目正式破土开工。

2 月 17 日

●中交疏浚召开2017年度工作会，中国交

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海怀参加会议并

就2017年主要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中交疏浚董

事长周静波、总裁康学增、党委书记胥昌荣分

别做工作报告。

●中交疏浚召开2017年度安全生产工作

会，传达中国交建相关会议精神，全面总结去

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2017 年主要任务。

2 月 20 日

●中交上航局投资的 5000 吨油驳开工建

中国疏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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