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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王”是完全两栖式设备－它是具有证书
可从事水陆作业的船只。

    对于浅水疏浚工程的聚焦度正在
增加。加剧的城市化和森林采伐导致
世界范围内的许许多多内陆水体严
重淤积和污染。不可预测的极端气候
也变得愈发频繁，带来了洪水灾害和
许多其它问题。随着浅水工程数量的
增加，各种各样可供选择的疏浚设备
的多样化也随之增加。这本是一件好
事，但重要的是要以正确和安全的方
式使用这些设备。

    内陆河湖、沟渠和池塘的疏浚通常
用不同形式的挖掘机来实施：长臂反
铲，浮船反铲及湿地挖掘机。这是由
于这些设备的广泛可获得性－在附近
某处总是会有一台挖掘机。但是，问
题是这种设计上用于陆地的设备真的
是水上作业和疏浚最佳可用的解决方
案吗？ 

    挖掘机并非是被海事部门检验并授
权进行疏浚作业的船只。挖掘机，无
论是装在驳船上还是湿地挖掘机，在
开阔水域的作业都会冒极大的安全风
险。挖掘机在属于它们工程范围以外
的区域作业时发生过许多的事故。

    “水王”是一种多用途两栖式挖泥
船，专门设计并认证从事水上和岸边
的作业。新一代的“水王”Classic 
V型船于去年11月份下水。它可以增
加50%的泥泵流量。第V代产品的下
水，是庆祝“水王”Classic家族30年
历史极佳的方式。“水王”总是充当
现代浅水疏浚领域的先锋。

    绞吸式挖泥船（简称CSD）是农村
地区和海上疏浚的通常选择。而内陆
水域对于绞吸式挖泥船来说存在更多
的问题，因为在这样环境下想较好地
操作绞吸式挖泥船通常水域太浅也太
窄。它们的缆绳会对过往船只造成干
扰，城市垃圾的存在（塑料袋，瓶子
等）很容易造成绞吸式挖泥船泥泵的
堵塞，使得绞吸施工不可行。也因为
此，内陆疏浚工程大多指定挖掘设备
来作业。可是，挖掘机并不是妥善地
设计用于水上工程的设备﹐也无相应
证书。它们仅仅是因为缺乏更好选择
的情况下的无奈选择之举。 

    “水王”﹐既不是普通的挖泥船﹐
也不是挖掘机。它是一种两栖式多用
途的挖泥船—它是为海事部门所检
查认证并批准的施工船只。它是自航
的，能在水中航行相当远的距离直至
到达其工地（最大航速为4节）。

    “水王”有其聪慧的锚定和疏
浚方法，它提供了绝佳的稳定性
而且不会妨碍过往水上交通。于
是，灵巧的“水王”绝佳地适应
于内陆限制水域。

    绞吸式挖泥船在城市和市郊区域
作业的另外一个限制因素是缺乏弃泥
区域。挖掘方式是低效的，但它不需
要很多陆上空间。通常，物料先挖至
驳船，然后运至岸边﹐再用另外一台
挖掘机转移至卡车上﹐并运至最终的
弃泥区（见下页）。虽需较多的劳动
力和较高的成本，但这是很常见的方
法，因为这被认为是唯一可行的办
法。现在“水王”有了新的解决方
案：“水王”城市疏浚理念。

    “水王”独特的切刀系统使得富含
垃圾的城市淤泥采用绞吸疏浚成为可
能，物料直接排至岸上的沉降池而无

创新的城市疏浚理念

     “水王”使用专利技术
疏浚富含垃圾的城市淤泥

    为正确的工程选择正确的设备。挖
掘机是用于旱地作业的设备。湿地挖
掘机也仅适于沼泽地。“水王”是多
用途的浅水挖泥船。

您真诚的，
芬兰阿克迈克公司

Lauri Kalliola
执行董事

目 前，还有非常多的浅水疏浚工程仍然使用挖掘机在进行危险而低效
地作业。这种设备既不是设计用于这种工程，也没有水上作业的证

书。“水王”，两栖多用途挖泥船，专门为浅水工程设计制造。它是挖掘机
与绞吸挖泥船的独特组合，既有证书也为实践所验证能安全而低成本地从事
各种疏浚作业，打桩及耙子作业，从陆地至6米水深范围。“水王”是这种
工程最负责任的选择。

很 容易理解绞吸式挖泥船为何比挖掘方式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
的作业成本：你用它可以将疏浚的物料直接泵至弃置区，而无

需用数台不同的设备多次处置同一物料。城市疏浚给这一过程带来额外
的挑战，但“水王”自有其解决办法。

需用数台不同的设备对同一物料进行
多次处置。 

    如果岸上的空间有限（城市区域
很常见），一种可供选择的节省空间
的方案是将淤泥泵送至土工布袋中。
而使用土工布袋时的脱水速度大大加
快，从而所需要的空间大大减少。它
们也特别适于疏浚污染了的沉积物，
因为疏浚物料被干净利落地密封在土
工布袋内，不存在泄露到自然环境中
去的风险。

目录

2 安全而高效地浅水作业

3 创新的城市疏浚理念

6  保持城市航道畅通

    “水王”城市疏浚理念：

安全而高效地浅水作业

操作“水王”与操作一台挖掘机非常相似。但，使用完全两栖的多用途“水王”能
够使您安全而高效地进行从旱地至6米水深范围内的所有浅水疏浚作业、打桩
和耙子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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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水王”进行城市疏浚工程的更详细资料，请咨询“水王”公司:

watermaster@watermaster.fi

1.疏浚 3.脱水
疏浚城市淤泥 排至土工布袋

城市疏浚理念

绞吸疏浚比挖掘作业具有更高的效率，这是因为此时你无需用数台不
同的设备处置同一物料。

绞吸疏浚比挖掘作业具有更高的效率

或

排至沉降池

土工布袋为陆地空间有限的区域提供了一种节约空间的可供选择
的方法—这在城市环境下很是常见。土工布袋可以高效地使淤泥
脱水，只有固体物料留在袋中。

另一个可选方案是在陆地上建一个沉降池。也可以将河道的一
部分临时用作沉降池（如图）。

将淤泥中的垃圾切碎

2.切碎

4.终局

“水王”可以疏浚含有大量垃圾的物料，并以管道将其排至远达
1.5千米的地方（再使用一台接力泵共可排3千米）。无需其它步
骤，简单而高效。

“水王”的专利切刀系统将城市垃圾切碎成
为便于泥泵和管道输送的较小的碎片。

制作景观或运走物料

取决于工地的不同，疏浚物料既可用作工地
的景观，也可以用卡车运至最终堆场。

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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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驳船至卡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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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排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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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管线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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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操作手
同一物料仅处置一次

最终排泥场



时事通讯 2017 │76 │ 时事通讯 2017 

“水王”疏浚施工使尼甘布泻湖保持干净和适航性。本
工程由一个当地的承包商与 Sunpower Systems 公司

（即“水王”在斯里兰卡的经销商）一道实施，后者从总
合同中分包了12000立方米的疏浚任务，以便在这个极

具挑战性的环保疏浚工程中证实“水王”的能力和巨大
优势。

尼甘布泻湖
    尼甘布是斯里兰卡西部省的一个喧
闹的沿海城市，位于首都科伦坡以北
35千米。尼甘布泻湖紧邻这个城市。
该泻湖是一个半封闭的、有几条小河
流入的临海水体， 它与印度洋相通。
尼甘布泻湖区对于当地是至关重要
的。它挤满了丰富多样的动植物，后
者每年都给当地带来大量为了体验泻
湖这种特殊大气和环境慕名而来的游
客。观光船旅游非常流行，对该城市
的经济也非常重要。 

    尽管旅游业已经取代渔业作为该地
区主要的生计，该城市仍然因为有几
个世纪的渔业历史而闻名。当地的渔
民从泻湖里捕捉螃蟹、虾、龙虾、乌
贼及许多当地才有的鱼类，并在岸边
的鱼市上销售。

尼甘布泻湖位于斯里兰卡西部省，靠近
首都科伦坡

保持城市河道的畅通
斯里兰卡

 
简介

• 斯里兰卡尼甘布泻湖遭受严
重淤积和城市垃圾侵扰 

• 传统绞吸挖泥船和挖掘机非
常不适应这种工地 

• “水王”的城市疏浚理念用
于解决此问题 

• “水王”从关键部位疏浚了
12000立方米的淤泥和城
市垃圾 

位 于斯里兰卡的尼甘布泻湖正经受着城市化的影响：累积的淤泥与垃圾
正给当地渔民及游客带来相似的问题。这种污染和淤积是世界许多地

方日见增加的普遍问题。“水王”新的城市疏浚理念提供了一个高效、安全而
又环保地清理污染而淤积的城市水体的好办法.

    但是，不但行进中的城市化已经
开始给泻湖区造成实质性的问题。河
道带来的淤泥和来自附近定居点的大
量的城市垃圾，包括塑料袋、瓶子、
罐装容器甚至轮胎，已经将一些地方
的水深下降到危险点—渔船和观光船
只进出泻湖某些水域时都有困难，特
别是在低潮位时。除了对当地居民的
生计带来的负面作用以外，这些污染
物对鸟类、鱼类及整个环境都是有害
的。因而环境修复工程亟待进行。

选择施工方法
     该城市的议会将这一工程委托给一
家当地的承包商。该公司已经有多种
可供选择的重型施工设备，但仍然缺
少适于手头上这一工程的正确设备。
此工程无法使用陆上设备进行作业，
他们已有的湿地挖掘机受限于履带触
地的作业水深-大约1米。在沼泽、软
泥地形区域时的浮起能力是又一额外
的重要安全指标，在开阔水域作业时
它们稳性太差。泻湖的目标疏浚深度
为2.5米，因而承包商需要一种不同的
设备。

    挖掘方式基本上不是这个工地的
理想作业方式。对活跃的水面交通的
干扰也必须最小化。几艘驳船和浮船
挖掘机在工地上作业，会对渔船和观
光船只造成阻塞。挖掘方式效率也太
低，因同一物料需要经数次处置。比
较而言，绞吸式挖泥船更为简单和便
宜—条件是该挖泥船能够应对垃圾。

    尼甘布泻湖是利用芬兰阿克迈克公
司所创新的“水王”城市疏浚理念的
一个比较理想的工地。这种开创性的
技术使得对富含城市垃圾的物料进行
绞吸疏浚成为可能。垃圾对于传统绞
吸式挖泥船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它
会频繁地堵塞绞刀、泥泵及排泥管
线，使泵送作业实质上不可能。

    “水王”开创性的专利解决方案是
利用特殊的切刀和对刃将物料在进入
泥泵和管线之前切成碎片，有效地减
少泥泵系统堵塞的机率。

城市疏浚
    本工程的任务是拓深并清理已经造
成最多问题的泻湖的两个重要部位。
一部分的航道隔离出来作为临时的沉
降池，而另外的航道仍然对水面交通
开放。“水王”通过数百米的管线将
淤泥和垃圾排入该沉降池。承包商原
有的挖掘机和湿地挖掘机在弃泥区做
辅助性的作业：将疏浚的物料挖起装
到卡车上。

    “水王”每天疏浚12小时，有时
甚至通宵作业，从关键区域清除了
12000立方米的淤泥和城市垃圾。“
水王”的两栖能力证实了其价值，因
为泻湖的局部区域非常浅，“水王”
不得不用后定位桩和挖掘装置“走”
进水域，而不能使用推进器。该工程
在约两个月的时间内成功完成。

一个通常的问题
    城市化和城市污染物数量没有显示
出任何减缓的迹象。城市水体特别容
易受到这一趋势引发之效果的伤害。
需要越来越多的维护及环境修复工程
来保持这些重要水系的干净和畅通。
安全、高效、且选择一个有利于环保
的作业方法应该是对这种工程进行规
划时首要优先考虑的因素。 

    尼甘布泻湖工程是“水王”城市疏
浚理念先导性的工程。这种城市淤泥
以往从未像现在这样高效地疏浚过。
在全球范围内相类似的工程中的大部
分仍然在由挖掘机施工，常常是既不
安全又成本居高不下。

之前与之后

“水王”以绞吸疏浚方式成功清除了
严重淤积和污染航道的关键部位。

航道的一部分隔离出来用作沉降池。湿地挖掘机将疏浚的物料挖进卡车，以帮助本
工程的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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