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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万里，直下看山河。今年是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巡航在八百公里中游
航道，只见长江电子航道图、太阳能一体
化航标灯、纯电力推动航道维护快艇
……破浪驰骋，扑面而来，把美丽航道的
宏伟乐章一一唱响。

多功能机械手，更是奏响了航道现
代化建设的时代强音。

“这是我们局研发制造的多功能机
械手，在中国内河航道都是首创。”武汉
航道局局长邓乾焕在接受采访时自豪地
说，“它在航道航标作业中能够取代 90%
的人力劳动，极大地提高了航标维护作
业效率，降低了安全风险。它的出现擂
响了长江航道航标作业方式革命的战
鼓，将有力地推动航道全面现代化，让我
们彻底告别 60多年的原始作业方式。”

点燃梦想 告别肩挑背扛

长 年 坚 守 在 长 江 上 ，航 道 人 有 两
“苦”，一是战枯水，二是斗洪水。

2016年 7月，持续的暴雨汇集成滚滚
洪流，直奔长江中游而来。

“洪水夹带着大量杂草、芦苇、树枝、
渔网等，不一会就大量缠绕、堆积在航标
钢丝绳上，有些航标上的草渣厚到能站
一个人。”对洪水带来的“草患”，长江武
汉航道局副局长周彬记忆犹新，“不少航
标被草渣挤压漂移甚至翻覆，严重影响
了航道畅通安全和船舶航行安全。我记
得有的基层处一天就被草‘打’跑了 10
多座航标。”

为保障航标标位正确、灯光正常，整
个洪水期，航道职工们顶着热辣的太阳，
与草渣作斗争——用镰刀割，用篾刀砍，
用挽篙勾……“能用的工具都用上了，但
往往是花个把小时清理完一座航标上的
草渣，转个圈回来一看，又是一大堆草。
我们一线班组基本是船不熄火，人不解
衣，坚守岗位、超强度维护确保航道航标

正常。”
“当时长江航道局局长付绪银就给

我们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加强除草
渣装置的研制，把职工们从繁重原始的
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周彬说，“各行各
业都在向机械化、现代化迈进，但是我们
航道航标作业方式还非常落后，还在靠
人工作业，模式跟新中国成立前没什么
区别。我们一直在想尽快把实用的机械
化除草渣装置研发出来，这下更加坚定
了信心和决心。”

一场洪水加速了武汉航道局机械化
除草装置专项研究的进程。

2017 年 6 月，第一代多功能机械手
出炉，操作人员无需临水作业，通过遥
控装置即能完成清除草类等缠绕物的
工作。

2018年 8月，武汉航道局又完成了机
械手的升级，第二代多功能机械手闪亮
登场，增加了航标抛锚定位等功能，更好
地服务航道实际生产工作。

如今，武汉航道局已有两艘航标维
护艇装备上机械手。“目前一艘船应用于
长江岳阳航段，一艘应用于长江武汉航
段，很受一线职工欢迎。按照每年改造 2
艘的计划，我们将在 5 年内给全局的航
道维护船艇装上多功能机械手，肩挑背
扛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周彬说。

屡破难关 炼就铁骨钢手

行业难题的解决并不是一蹴而就。
拂去历史的风尘，早在 61年前，毛泽

东同志视察长江时，称赞航道人是“无名
英雄”，同时提出要加快航道现代化建
设。

“当时，其他兄弟单位也提出了除草
解决方案，如水切割法和浮筒式旋转法
等，都没真正解决清除草渣的问题。我
们是在砍树机的启发下，有了做机械手
的灵感。”周彬对记者说道。

而灵感从迸发到落地并不容易。
第一个难题是灵活度问题。“砍树机

只能上下运动，而水中除草作业环境复
杂，我们希望机械手能像人手一样灵
活。”武汉航道局工程师张承松介绍，为
实现这一目标，研发人员耗时 7 个月开
发了一套复杂的控制程序，使机械手既
能上下左右前后变幅运动，又能双 360度
旋转，实现 6 个自由度的灵活作业。“不
管杂草缠绕在钢丝绳哪个部位，机械手
都能精准抓取。”

另一个难关是实现机械手的“小型
化”。航道维护艇甲板面积较小，为了减
小装置体积，他们就想将机械手做成如
自动伞伞骨样的三折臂结构，但这对钢
材强度的要求非常高。武汉航道局资产
装备处副处长朱红灯告诉记者，经过上
百次的实验与比对，他们最终找到符合
要求的高强度钢 HG785D。

从零到一已属不易，从一到五更是
难能可贵。结合使用情况、现实需要和
长远打算，他们综合考虑后，决定对第一
代机械手进行升级扩能。升级后的第二
代多功能机械手，按照邓乾焕的话说是
实现了三大功能，四大成效。三大功能，
即集清除钢丝上缠绕物、转运航道生产
物资、实现航标抛锚定位功能于一身，基
本覆盖了航道航标作业内容。梦想的实
现，结果在成效：

——降低了劳动强度。用“汉道标
305”船长檀耀军的话说，“原来需要 4 人
协力完成的移标工作，现在只需 2 人即
可完成。750公斤重的物资，机械手轻轻
一拎就起来。”

——提高了工作效率。“原来洪水期
清除一大堆草起码得二三十分钟，现在 5
分钟以内就搞定，机械手换个手也很快，
两分钟就可由锯子手变成剪刀手。”

——减小了安全风险。“现在危险性
较高的作业，如丢钢丝绳、抛锚等，都尽
量让多功能机械手先上。它钢打的身子

骨，比我们强多了。”城陵矶航道维护基
地的航道员陈卫兵开心地说。

——节约了生产成本。“机械手太厉
害了，我们算了下，大件物资的搬运费，
航道生产的燃油费、人力费等，都可以节
约不少。”

擂鼓催征 建设智能化航道

“实现了浮标锚缆上缠绕物清除，航
道生产物资转运，航标抛设定位等航道
维护作业的机械化、程序化。其成果具
有良好的推广效应。”来自长江航务管理
局、长江重庆航运勘察设计院的专家们
这样评价多功能机械手。

这是值得骄傲的事，终于弥补了短
板，航道现代化也走出了关键一步。调
标、除草是一线航道职工每天的必修课，
职工一直期望能有所改变。这也是他们
当初研制多功能机械手的动力之一。武
汉航道局资产装备处处长易丁告诉记
者，目前，多功能机械手正在申请 4 项发
明专利及 4 项实用新型专利。第三代多
功能机械手马上也要问世了。这一次要
实现多功能机械手与绞关整合，实现程
控，使起锚工作也达到 100%机械化。

满 眼 生 机 转 化 钧 ，天 工 人 巧 日 争
新。近年来，武汉航道局加快了改革建
设发展，在加大航道现代化建设、提升公
益能力方面都有了不小的进步，长江电
子航道图、数字航道、无人测量船、纯电
力推动航道维护快艇等乘风破浪，其势
如破竹的现代化发展步伐已然成为推动

“畅通、高效、平安、绿色”现代化长江航
运体系建设的“先行部队”。

“目前，我们正推动‘新造船舶配备
多功能机械手’纳入长江航道局‘十四
五’发展规划中，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推
动长江航道全面智能化、现代化发展。”
前方星辰大海，谈到未来，邓乾焕充满
自信。

5月 18日，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长江
穿越工程正式进入主航道勘察阶段。该
工程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一项重
要工程，作为中俄东线南段的控制性工
程，本次长江穿越工程作业水域广，通航
环境复杂，对通航安全的影响大，施工的
安全风险高。为保证船舶航行和施工作
业安全，常熟海事局精准布局、蓄力待
发。

施工与通航相互影响

“施工水域是长江航道最为繁忙的
区域之一，日均船舶流量超 2000艘次，每
天有 10余艘船长 225米以上、载重吨超 5
万吨级的大型船舶通过此处，船舶碰撞
风险大。”常熟海事局副局长周勇告诉记
者。

据介绍，该工程采用盾构隧道穿越
方式，拟定于南通市海门市新江海河闸
西侧（北岸）和常熟市经济开发区姚家滩
（南岸）之间穿越长江，即拟从北岸南通
江海河口跨越长江“穿针引线”至南岸常
熟白茆河口，全长 11 公里，隧道直径 6.5
米，是目前长江最长盾构隧道。

盾构隧道线路上游 6.1km 为苏通大
桥，下游 3km 为海太汽渡线，勘察水上钻
孔 147 个，其中主航道 32 个，常熟港专用

航道 5 个，每个钻孔作业时间在 24—48
小时，每个钻孔勘察期间施工船舶均需
占用长 300m、宽 150m 的矩形水域，且每
个孔位施工船舶不能移位。另外，施工
期间是春夏转换之际，各种大风、浓雾等
恶劣天气也对施工作业安全构成较大威
胁。

周勇表示，施工水域复杂的通航环
境和苛刻的作业标准将对长江黄金水道
水上交通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也对施工
期间的海事监管提出了巨大挑战。

夯实工程监管服务基础

为保证船舶航行和施工作业安全，
江苏海事局根据江苏省政府专题会议精
神，联合航道、引航等部门专门成立了中
俄东线长江盾构隧道工程勘察施工水上
交通安全监管领导小组，由常熟海事局
具体负责工程综合协调和现场维护保障
工作。

试勘前，常熟海事局就提早介入，积
极指导，为建设单位出谋划策，作业过程
中优质服务、有效监管。在勘探初期，该
局即确定了由易到难、分步实施的原则，
详勘阶段采用了远离航道、航道边缘、专
用航道、主航道勘探等风险等级由低到
高四个阶段进行许可。

作业过程中，该局投入大量艇力、人
力保障工程进展，特别是在重点勘探点
采取了轮岗，换人不停艇，保持重点区域
24 小时有海巡艇精心维护，确保安全。
至今，已基本形成“两式三化”的海事监
管服务创新举措，即工程节点审批“提前
式”、沟通交流渠道“全天式”、服务保障
工作“品牌化”、安全监管责任“目录
化”、施工安全风险“可控化”。

“截至目前 , 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 90
个点的勘探，非航道部分基本完成，累计
出动海巡艇 200 余艘次，安排执法人员
600余人次，维护时间 1500余小时。有力
保障了施工的顺利进行，也为我们主航
道施工的监管服务工作打下了基础。”周
勇说。

打赢主航道勘察监管攻坚战

5 月 18 日，主航道、常熟港专用航道
的勘察施工陆续开展，这也意味着中俄
东线天然气管道长江穿越勘察工程进入
了勘察安全生产和监管的攻坚期。

主航道勘察施工期间，将布置勘探
孔 32 个，由于作业水域占用了深水航
道、推荐航路，作业水域安全风险进一步
增大。

为打赢主航道勘察监管攻坚战，近

期，常熟海事局多次召开会议，对施工期
的通航安全进行评估、咨询，对航道内每
一个勘探孔对通航安全的影响进行分
析，按照由易到难、分步实施的原则，逐
点提出施工方案优化建议和风险防控措
施。

根据施工方案，常熟海事局会同有
关部门和单位制定了施工期航路航法
调整方案和交通管制方案，设计了上下
行推荐航路、上下行通航分道和分隔带
水域共计 5 个作业时间窗口。并对相关
水域按照核心管制区、上游重点管控
区、下游重点管控区、外围控制区四个
部分进行管控，其中，核心控制区禁止
受控船舶进行会让、追越、并行，重点管
控区要求受控船舶控速、等让，外围控
制区对受控船舶进行宣传，必要时锚泊
等待。

为避开大潮汛时间，主航道勘察施
工在大潮、小潮前后，即农历每月的初六
和二十后的约一个星期进行，勘察施工
周期预计两个半月。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长江穿越工
程的海事监管服务保障工作难度极大。
常熟海事局将统筹协调，周密管控，科学
部署，组织好管控力量，落实好多项监管
举措，全力保障施工期间的施工和船舶
通航安全。”周勇说道。

机械手奏响航道现代梦
□ 全媒记者 程璐 见习记者 杨雪 武玥伶 通讯员 赵国梁

基层执法活动提速增效

台州探索海事执法
“零笔录”办案

本报讯 （特约记者 吴樟强 通讯员 奚圣达 黄嘎）
近日，“惠实 96”轮因超核定载重线载运货物被依法处
以罚款 9000元，该案从案发到结案仅用时半天，这是台
州海事局深化“3+1”执法模式、提升执法效能的又一创
新举措，也是该局首次创新实践“零笔录”办案。

据介绍，“零笔录”办案旨在进一步规范现场执法
调查和取证，简化海事行政处罚办案流程，提升处罚办
案效率。

根据台州海事局出台的《海事行政处罚简化办案
（零笔录）工作指南（试行）》，在现场执法中，对案情简
单、证据充分、责任明确的违法行为可通过规范运用执
法记录仪等信息化手段实施电子取证，牢牢锁定程序
链和证据链，并根据图像、声音、执法系统电子证书等
电子数据对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避开耗时过长的

“笔录”制作和书证复制等传统取证环节，大幅缩短处
罚办案时间，实现基层执法活动提速增效。

大沽口海事大力整治
内河船非法运输行为
本报讯 （全媒记者 杨柳 通讯员 王永更 李兵）记

者 5月 20日从大沽口海事局获悉，该局在大沽沙航道南
侧锚地附近水域，成功查扣正在进行黄砂倒驳作业的浮
吊船。针对查扣船上人员涉嫌无证驾驶的情况，该局主
动赴滨海新区治安支队沟通交流，对内河船舶无证驾驶
和可能涉黑涉恶人员的处置措施和程序达成共识，成功
将涉嫌无证驾驶人员移交公安部门调查处理。

据介绍，内河船舶非法从事海上运输产业链条复
杂，安全风险高，且存在着涉黑、涉恶的可能，治理内河
船舶一直是海事部门监管工作的重点、难点。为保障
水上交通安全、创建无黑港区，大沽口海事局组织召开
专题会议、全面部署工作，开展重点水域 24 小时值守、
不定期夜间陆地巡查、海上联合巡航等一系列行动，并
于其他执法部门的联合协同作战，形成打击合力，突击
开展海上巡航执法行动，抓住长途运输母船、浮吊船、
小型运砂船倒驳作业关键环节进行精准打击，持续强
化海上违法乱象治理与线索摸排，大力整治内河船非
法从事海上运输违法行为。

据统计，自 4月份以来，该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11
人次，开展联合巡查 6次，陆域巡查 29次，巡航里程 900
公里，海上巡航 20 次，里程 478 海里，辖区水域活动的
内河船舶进一步减少，治理成效明显。

常熟海事力保施工水域水上安全
□ 见习记者 蔡洁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长江穿越工程进入主航道勘察阶段

泉州海事联合多部门
成功救助6名落水船员

本报讯 （全 媒 记 者 王 有
哲 通讯员 王黎 王文）5 月 20
日，两艘货轮在福建湄州湾湾
口相撞，其中一艘货轮沉没，6
名船员遇险。泉州海事局集结
海陆空三方力量，经过 15 小时
奋战，成功救起 6名船员。

20 日 17 时 37 分，“昌汇 9”
轮与“富宏 6”轮在福建湄州湾
湾口发生碰撞。 18 时 25 分，

“昌汇 9”轮驶向小岞浅水水域
冲滩的过程中沉没，船上 6 名
船员弃船逃生。

泉州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
报警后，立即指示紧随其后的

“富宏 6”轮迅速放下救生艇，
第一时间救起 4 名船员。但因
事发海域风力达到 6—7 级，风
浪较大，另 2名船员失踪。

泉州海事部门迅速反应，
集结海陆空三方力量，开展立
体式海上搜救。海上，该局加

派“海巡 0803”、“新港拖 07”、
“新港拖 08”等船舶参与搜救，
协调过往船舶“长荣顺达”轮和
莆田海事局“海巡 08531”协助
搜救，海上救助船舶共计 12
艘。陆上，泉州市政府常务副
市长带领市应急管理局、海洋
渔业局、公安海防等部门到小
岞镇，现场指挥开展岸滩搜寻
工作。空中，协调东海救助局
第二飞行队派出直升飞机在事
故水域搜寻。

经过 15 小时奋战，21 日早
上 6 时 46 分，“海巡 0803”成功
救 起 1 名 失 踪 船 员 。 8 时 35
分，东海救助局第二飞行队直
升机救起最后 1 名失踪船员，
自此，6名船员全部获救。

本报讯 （全 媒 记 者 沈 尚）
“同学们知道怎么穿救生衣吗?”
“先套再穿扣，交叉在背后，套过
中间扣，系紧在胸前……”5月 20
日，正值 2019 年全国科技活动
周，由交通运输部科技司、海事
局，北京市西城区教委，天津海
事局，人民交通出版社等单位联
合开展的“水上交通安全知识进
校园”活动走进北京市第八中学
附属小学，该校 500 多名师生在
活动中听讲解、看动画、动手做，
学习穿戴救生衣、打安全结等水
上交通安全知识，增强水上安全
出行意识。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水上平
安交通 安全伴我成长”为主题，
组织了升旗仪式、“水上交通安全
知识进校园”公开课、“水上安全
我知道”主题手抄报活动等多项
内容。“生活中同学们经常会参加
一些水上活动，这类课程不仅对
孩子来说很有必要，对大人也一
样。”在场的老师说。在活动现
场，同学们积极互动，竞相参与，
公开课得到校方老师和同学们的
普遍欢迎。主办方还向每一个学
生赠送了《小学生水上交通安全
教育读本》科普读物。

“水上交通安全教育要从娃
娃抓起，‘水上交通安全知识进
校园’活动自 2013 年启动至今已
有 7 年了，全国数千万小学生从
中受益。”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公
众参与水上出行活动，每年因为
溺水、自救不当造成的水上死亡
人数增多，尤其是未成年人因自
身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不强，已
成为水上出行安全亟需重点关
注的群体。多年来，由交通运输
部、教育部联合开展的“水上交
通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旨在
通过教会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
庭、带动整个社会，在全国形成
了融合师资培训、互动教学、教
材研发、实践基地等为一体的教
育模式，成为水上交通安全教育
的品牌科普活动。

5 月 19 日至 26 日是 2019 年
全国科技活动周，今年的主题为

“科技强国 科普惠民”。为落实
好此项全国群众性科技活动，交
通运输部将“水上交通安全知识
进校园”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科
普惠民活动部署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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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长江江苏段最大浮船坞“江山”号在大马力拖轮的拖带下，由中船澄西新荣船舶有
限公司前沿水域拖航至原江阴港务局 1#码头。为保障船坞顺利拖航及靠离泊作业，江苏海事局
前期专题组织召开通航安全保障协调会议，泰州、江阴、张家港三地海事部门通力合作，动用 6条
大马力拖轮、10条海巡艇、2艘维护艇及40余名海事执法人员全程护航。

陈俊杰 邰海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