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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重器大国重器大国重器”””在新时代焕发新风采在新时代焕发新风采在新时代焕发新风采
————记三峡升船机通航五周年记三峡升船机通航五周年

2016 年 9 月 18 日，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运行维护难度最高的全平衡垂直升船机——三
峡升船机在万众瞩目下成功试通航。如今，三峡升船机通航运行已满五周年，在新时代彰显出引以
为豪的大国风采。

五年时光，见证交通强国加快建设的铿锵步伐；
五年通航，镌刻世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的“中国智慧”；
五年奋进，尽显可持续发展与开放合作的“三峡姿态”。
近日，记者探访这一水上交通运输“重器”，感触守护“大国重器”背后的强劲力量。

□ 全媒记者 张亚蓓 记者 刘敏 通讯员 郑琴霞

“超级电梯”揭开长江航运新篇章

“运行 5 年来，经过一系列技术
创新和管理创新，三峡升船机日平
均运行厢次由通航初期的 7.3 厢次
上升至 28.6 厢次，增幅达 3 倍；船舶
平均过厢时间由初期 75 分钟缩短
至 50 分钟左右，充分发挥出快速过
坝通道作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
局（以下简称“三峡局”）局长刘亮
告诉记者。“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
梯”形象地描绘出船舶在三峡枢纽
河段分类快速过坝的图景。

据三峡局升船机管理处正高级
工程师李然介绍，三峡升船机的运
行原理与升降电梯类似。区别在
于升船机的轿厢被称为“承船厢”，
它不同于电梯的单纯载人载物，它
载运的是水体做浮力的巨轮，需要
待船舶系固停妥后，载着船和水一
起升降，相当于托举着 20 万人口的
小城重量，快速升降 113 米以上，以
帮助船舶安全轻松过坝。

三峡升船机投入运行以后，与
三峡双线五级船闸、葛洲坝三线船
闸联合匹配运行，共同构成了三峡
—葛洲坝梯级枢纽两级三线通道
网络，大大缩短了过坝时间。但在
试通航运行之初，部分船方过惯了
五级船闸，不适应船速等要求更严
格的升船机，对专门打造匹配性船
舶存在观望。三峡局坚持问题导
向，积极走访，通过免费开展升船
机过厢培训，组织开放日邀约船方
参观交流，完善调度规程给予政策
保障，发明雷达侧扫技术提高检测
能力，赢得了船方认可和信赖。

三峡升船机运行以来，分流效
果凸显。尺寸吨位偏小的轻量级
船舶被安排到升船机，腾出三峡船
闸宝贵闸室空间让大船通过，提高
了闸室面积利用率和平均过闸载
运吨，通过三峡船闸的船舶一次过
闸平均吨位从 2015 年的 1.67 万吨 /
闸，逐年上升到 2020年的 1.89万吨 /
闸。

五年来，三峡通航人攻坚克难、
创新求进，管理和技术多管齐下，
应对难以想象的挑战，三峡升船机
客运量、货运量、通过艘次数实现
稳定上升，船舶过厢平均历时总体
逐年降低，快速过坝通道作用和通
航效益逐步显现。

“超级电梯”的独特优势逐渐得
到船方认可，“打造出更多适合通过
升船机的新船”成为不少船企的新需
求。与升船机尺寸相适应的商品车
运输船、集装箱船和客船建造加速。

三峡升船机运行五年来，共运
行 2.2 万余厢次，其中有载运行 1.45
万厢次，通过船舶 1.46 万余艘次、
货物 681.86 万余吨、旅客 46.72 万多
人次。近年来，通过升船机过坝客
船明显增加。2021 年上半年，三峡
升船机通过客船 275 艘次，旅客数
达到 5.71 万人次，每天都有 1 到 2
艘客船通过升船机。

“我们的船型专为升船机而设
计。过坝等待时间相比通过五级
船闸要少很多，过坝更快。”升船机
船厢内，上海安盛汽车船务有限公
司一名施姓船长表示。

施船长告诉记者，三峡升船机

开通运行后，公司比照升船机船型
标准建造“安吉 207”等三艘货船。

“安吉”系列船舶汽车装载量达 800
辆 /艘次，一辆商品车运输船载运货
物价值至少达到 8 千万元。良好的
过坝体验与节省下的时间，对于货
物递交和维系客户、开拓市场具有
重要意义。尝到了快速过坝的“甜
头”，该船公司又连续打造了两艘
商品车运输船。

数据显示，三峡升船机商品车
运输的占比逐年提升趋势明显。
2021 年上半年，三峡升船机共通过
船舶 2454 艘次，其中商品车运输船
达 484 艘次，占比达 19.72%，通过商
品车 26.43 万辆。一批批货船满载
商品车往返于四川、重庆、湖北、湖
南、上海等沿江省市，带火了地方
经济，推进各种运输方式有机衔
接，助力现代综合立体交通优势和
效益的发挥。

乘着交通强国战略的东风，船
方也满怀期待。“汽车作为高价值
商品，对地方 GDP 贡献大。我们也
相信未来交通运输部门会推出更
多的利好政策，让水上运输业发展
再上新台阶。”施船长说。

“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
里”。 2018 年 4 月 24 日，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三峡大坝，对工程技术人
员提出殷殷嘱托，成为升船机管理
处全体职工的坚定目标。

作为世界上首座建立在天然河
流的齿轮齿条爬升式升船机，三峡
升船机与大多数建立在人工运河
上的升船机不同，上、下游引航道
水位变幅大，且水位受枢纽泄洪、
电站日调节等因素影响，具有变率
快的特点；叠加三峡枢纽“双线五
级船闸+升船机”三线通道并行、过
坝船舶密集及航路交叉等复杂情
况，无形中大大增加三峡升船机运
行难度。

誓言无声——管好、用好、守护
好“大国重器”！如何攻坚克难？“唯
有披荆斩棘，开辟出自己的‘道’
来。”李然说，作为运行管理主体，三
峡局坚持“创新至上”，用丰硕的“科
技果实”为其安全高效运行插上“升
高行远”的翅膀。

创新是第一生产力。五年来，
升船机管理处职工始终保持敬畏
之心，聚焦运行维护管理实际问
题，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
大胆探索、积极创新，运行操作更
加熟练规范，应对突发情况更加科
学从容，处理设备故障更加得心应
手，设备消缺完善更加大胆有效。

以“创新我先行”特色党建品牌
为抓手，以“李然劳模创新工作室”

和群众性创新活动为载体，扎实开
展科研工作，形成了一系列树标
杆、造样板的研究成果——

制定三峡升船机运行操作、设
备维护、设备润滑、故障处理等系
列技术规范，成功引导三峡升船机
运行维护操作实践；首次提出侧扫
式船舶吃水检测方法，发明船舶测
速测距一体化小型雷达，研发船舶
安全监测集成化预警系统，解决了
复杂水力条件下大型升船机安全
可靠运行的技术难题，成功拦截多
起船舶超吃水问题，精确检测并及
时提醒每一艘船舶进出升船机时
控制航速……湖北省科技进步奖、
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科技奖特
等奖、中国航海学会科技奖等纷至
沓来，数十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
专利等，共同为三峡升船机安全运
行和效益提高助力。一份份“智慧
锦囊”，更为行业领域内科研与实
践提供借鉴经验。

从“拿过来”到“走出去”。五
年来，三峡升船机安全平稳高效运
行，吸引了国内外众多行业领域内
专家前来观摩学习。国内的福建
水口、向家坝与三峡局升船机管理
处长期保持信息共享和技术交流。

德国作为内河航运大国、老牌
工业强国，是现代升船机的发源
地，其运行、维护、管理水平均处在
世界前列。在三峡升船机试通航
前，中国 2次派员前往尼德芬诺、吕

内堡等升船机学习、借鉴德方升船
机运行维护管理的先进经验，4 次
邀请德方专家到中国进行考察并
开展技术交流。通过交流和互访，
升船机管理处对升船机的技术了
解更为深入，运行维护管理队伍更
为专业，为实现三峡升船机“建管
结合、无缝衔接”的目标打下了基
础。

三峡升船机通航运行以来，不断
攻克运行维护技术难题，通航效益稳
步提升，也为德国升船机的建设运行
提供了借鉴。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
中德双方每年开展往来互动，交流领
域从升船机、船闸技术扩展到港口建
设、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方面。双
方逐渐形成了平等交流、互相学习、
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

三峡升船机工程师们还多次受
邀到国际航运协会及英国、澳大利
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互动交
流，分享航运管理、绿色发展、应急
搜救等经验，提供世界级的三峡智
慧、三峡方案。三峡通航在国际上
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更加凸显。

“三峡局开展的一系列高水准
研究及其成果，运维人员的技术素
养都充分表明，中国有能力应对上
下游水位复杂波动带来的挑战，保
障三峡航运的安全健康发展。”德
国联邦航道与航运总局环境技术
与水上旅游司司长米歇尔·海因茨
在三峡升船机现场由衷“点赞”。

“大国重器”催生科技攻坚新成果

三峡两岸悬崖矗立，江中滩峡
相间，水流湍急，曾是三国古战场、
无数英雄豪杰用武之地。作为三
峡工程的收官之作，三峡升船机曾
被称为三峡工程“最后的谜底”，随
着 2016 年 9 月升船机“神秘面纱”
的揭开，这里成为三峡旅游的“新
宠”。

2021年 10月 1日，晨光熹微，烟
波浩渺，五星红旗迎风高扬，清晨
七点的三峡游客中心早已热闹非
凡。“在同庆祖国 72周年华诞之际，
出行游客爱国情怀高涨，到三峡升
船机现场体验‘大国重器’受到游
客追捧，国庆期间，游客人数同比
上升 151.01%。”三峡旅游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殷俊告诉记者。近年
来，众多媒体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
客争相来到这里“打卡”。

碧水蓝天下，船坐电梯，人坐游
轮，鱼儿争相觅食，水鸟自由翱翔
……引来游客们阵阵惊叹，高峡平
湖独特生态景观带给大家非同一
般的美丽体验。

10 月 10 日，记者也登上旅游客
轮亲身体验“超级电梯”。

伴随着三峡升船机集控工作人
员明确指令，客轮驶入三峡升船
机。随着升船机运行程序启动，广
播里同步响起“现在开始关门”“船
舶开始下降”“正在开厢门”等一系
列设备运行的播报提示。人在船
厢内，只觉整个过程平顺、噪音小，
还未回过神，船舶仅用时 40 多分
钟，便跨越一百多米水位落差，结
束过坝之旅。

科技的力量打破了传统，将不
可能变成现实。当闸门打开、客轮
将要驶出之时，船上游客纷纷直呼

“震撼”“了不起！”“坐一次就知道
我们国家有多伟大，由衷地引以为
豪！”

在广大群众为这一“大国重器”
喝彩的背后，记者看到了一群坚守
岗位、科学管理的三峡通航人，他
们守护着升船机，也守护着国人心

中的“火种”。
据悉，为保证船舶安全高效有

序通过，三峡局指挥中心根据调度
系统中船舶到达顺序，申报的船
型、载重、运输货物种类等精细制
定、公示过坝计划及安检计划，并
在数十公里外指挥中心、百米高空
上的集控室内，通过实时远程监控
系统，追踪船舶动态，有序配合发
出每一道指令。

“升船机安全问题举世关注，其
建造结构复杂，关键部件多达 8000
余个，稍有差池后果难以想象，作
为管理运维者，压力就是动力！”李
然说，日常维护保养与计划性停航
检修互为补充，共同保障“超级电
梯”运行安全可靠。

国庆节前，为期 35 天的三峡升
船机首次计划性停航检修也在众
人努力下圆满收官，“船舶电梯”如
期复航。

检修一线闪耀鲜红底色。面对
参修单位多、检修任务重、疫情防
控难的现实，三峡局作为运行管理
和主要参修单位，与流域枢纽运行
管理中心等单位通力协作，制定

“作战图”，织密“防护网”，打好“攻
坚战”，党员带头攻坚破题；“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然、“全国
技术能手”谢启龙等似“定海神针”
坐镇指导，在现场实践中强化人才
培育，以龚国庆、郑航、陶然、游强
等为代表的青年才俊勇担重任，安
全优质高效完成机械、电气与液压
三大类共 47个维护修理项目。

三峡通航“志愿红”将“一切为
了通航、一心服务船方”演绎在日
常。为不断提升服务品质，升船机
管理处以船舶过厢全流程为主线，
制定了文明窗口管理规定及服务
规范。此外，“心系三峡、情暖船
厢”志愿活动常年开展，志愿者们
走上船头，温馨宣讲过厢注意事
项。在春节、中秋、国庆等节日向
船方送“福”字、祝平安，使航行在
外的船员也能感受家的温暖。

新征程，新未来，再启航。“三
峡局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苦干实干、担当作为，用好管
好三峡升船机，为更好服务长江航
运高质量发展和交通强国建设接
续奋斗。”刘亮掷地有声。

“网红打卡”劲吹生态旅游“中国风”

来自大山的孩子感受“大国重器”。林海林海 摄摄

国庆期间国庆期间，，旅客手持国旗旅客手持国旗““打卡打卡””升船机升船机，，礼赞伟大祖国礼赞伟大祖国，，伟大工程伟大工程。。徐浩徐浩 摄摄

中德双方在三峡升船机进行深入交流。徐浩 摄

集装箱船正通过三峡升船机集装箱船正通过三峡升船机。。林海林海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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