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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中交天航局于 2018 年 10月向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申请团标立项，通过水运协会的

标准立项专家审查，按水运协会 2019 年 5 月印发的“关于发布 2019 年(第一批）中国水

运建设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开始承担编制任务，组织编写。1.2 协作单

位 

主编单位：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中交（天津）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疏浚工程技术重点企业实验室 

1.3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项目任务书收到后，编制单位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和天津市疏浚工程技术

重点企业实验室，分别抽调人员组织力量，成立了标准编写组，启动标准编制，主要工作

过程如下：  

起草阶段 

2019年 5月 10～13 日 

标准主编单位接到任务后成立标准编写组，在天津召开标准编制小组首次会议，筹划

标准编制工作，明确标准主编单位和参编单位工作分工，制定编写工作计划。 

2019年 6月～8月 

编写组按分工要求，开展标准相关国内外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信号源命名现状、

常用种类、分布、参数单位、应用中存在问题等现有情况调研、数据收集整理等基础工作，

并形成本标准起草大纲和章节编制。 

2019年 9月～12 月 

编写组完成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信号源命名规则标准工作组讨论稿，并进行了内

部多次讨论审查，并对提出修改意见，进行了相应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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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3月～6月 

主/参编单位专家审查组在天津对标准意见征求初稿进行审查，提出了增加柴油机出

水温度、柴油机进水温度等信号源名称表述规范和修改了标准部份内容。 

2020 年 7月～11 月 

编写组根据本次审查意见，进行了相应修改并完善。 

2020年 12 月 2日～3日 

在天津召开由中交建设、中交疏浚等单位专家参加的标准意见征求稿，首次统稿审查

会，会上评审专家对标准意见征求稿提出了十余条修改意见或建议，并要求编写组对标准

作进一步修改。 

2021年 1月～5月 

编写组根据标准意见征求初稿首次统稿审查会专家意见，分析整理数据，细化技术要

求及条款，对标准意见征求初稿进行了相应修改后和完善，同时完成了意见征求稿编制说

明。 

征求意见阶段 

2021 年 6月 

在天津召开《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信号源命名规则》团体标准编制初稿审查会，

会议对草案和编制说明（初稿）进行审查，会议对《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信号源命名

规则》团体标准（草案）进行讨论，提出具体意见及建议，要求在 9月底前完成征求意见

稿的编写。 

2021年 9月 6日  

在天津召开团体标准《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信号源命名规则》编制小组第二次工

作会，中交疏浚集团及天航局内各单位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上编制小组向与会专家

汇报了《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信号源命名规则》团体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初稿）

的进展。与会专家对团体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初稿）进行了讨论，提出若干修改意

见。 

编写组完成了审查意见修改和对全文做编辑性修改和，形成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  

1.4 标准起草人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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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分工 工作内容 

1 赵春峰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主编 

标准全文主编，主持完成

征求意见稿、送审稿和报

批稿 

2 李鹏超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副主编 
标准全文编写，相关条文

修订 

3 于涛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副主编 
标准全文编写，相关条文

修订 

4 罗刚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副主编 
标准全文编写，相关条文

修订 

5 陈定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调研成果整理、标准编写、

标准相关条文修订 

6 刘东波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调研成果整理、标准编写、

标准相关条文修订 

7 魏晓楠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起草人 
技术调研、标准相关条文

修订 

8 李雁龙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起草人 
技术调研、标准相关条文

修订 

9 王野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起草人 
技术调研、标准相关条文

修订 

10 方磊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起草人 
技术调研、标准相关条文

修订 

 赵辉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起草人 
技术调研、标准相关条文

修订 

 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的编制依据 

2.1 编制原则 

适用性：结合反铲挖泥船及其疏浚监控系统的发展现状，充分考虑了实际需求，反铲

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信号源命名规则的标准规定要求结合了实际应用加以验证，增强了标

准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 

先进性：以代表当今国际先进水平的“津泰”号反铲挖泥船为研究依托，剖析其疏浚

监控系统的特征和技术要求，并结合近年来我国在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的研发、设计、

制造等发展和现状，体现了标准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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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性：标准要求考虑了制造成本因素，在确定技术要求时，充分评估了制造成本的

影响，在保证标准技术要求条件下兼顾了制造成本和资源节约。 

2.2 标准主要内容的编制依据 

2.2.1 编制依据 

本标准为产品标准，标准依照《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GB/T 20001.10-214

标准编写规则第10部份：产品标准》有关要求进行编制。本标准内容主要有：范围、规范

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信号命名、索引等。 

2.2.2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信号源的名称规范。本着提高反铲挖泥船疏浚

监控系统的产品质量，确保产品的功能和性能具备较高的适用性和准确性，从而进行研究

和编制该标准。 

2.2.3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无规范性引用文件。 

2.2.4 术语和定义 

定义了3个专用术语： 

反铲挖掘机：帮助理解本标准所描述特定控制对象的组成结构。 

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解释本标准所描述控制系统的结构组成及作用。 

疏浚轨迹：挖泥船进行施工作业时挖泥机具产生的作业轨迹，反映了施工质量，是生

产施工重点关注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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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信号命名 

1） 动力装置 

对反铲挖泥船的动力装置，如柴油机、发电机、液压泵站等设备的控制以及状态监测

信号进行名称规范，给出信号的中文名称、英文名称和说明描述。 

2） 反铲挖掘机 

对反铲挖掘机的大臂、小臂、铲斗以及回转机构等设备的控制以及状态监测信号进行

名称规范，给出信号的中文名称、英文名称和说明描述。 

3） 钢桩/台车 

对反铲挖泥船的钢桩、台车等机构的控制以及状态监测信号进行名称规范，给出信号

的中文名称、英文名称和说明描述。 

4） 船舶姿态 

对反铲挖泥船船舶姿态的控制以及监测信号进行名称规范，给出信号的中文名称、英

文名称和说明描述。 

5） 疏浚轨迹与剖面显示系统 

对反铲挖泥船施工作业中的疏浚轨迹和剖面状态信号进行名称规范，给出信号的中文

名称、英文名称和说明描述。 

6） 监测报警系统 

对反铲挖泥船施工过程中的设备故障报警状态的信号进行名称规范，给出信号的中文

名称、英文名称和说明描述。 

2.2.6 索引 

1） 中文索引 

对标准中所有信号源按照中文名称进行索引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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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文索引 

对标准中所有信号源按照英文名称进行索引排序。 

 预期的经济效果 

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解决了反铲挖泥船及机具水下精确定位、自动控制、施工过

程可视化等问题，是反铲挖泥船的核心装备，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的质量、性能直接

影响船舶的施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目前，除中交天津航道局外，国内一些其他企业也已陆续开始建造大型反铲挖泥船，

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作为大型反铲挖泥船的核心装备，没有标准可依，设计、制造质

量各不相同，因此，严重影响船舶疏浚监控系统的整体性能。通过制定反铲挖泥船疏浚监

控系统团体标准将进一步规范我国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的设计、制造，提高我国反铲

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装备水平。 

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是挖泥船的重要疏浚配套设备，其质量对挖泥船施工性能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标准对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信号源的命名规定标准要求，可对

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的设计、生产、检验、维修提供指导，对提高反铲挖泥船疏浚监

控系统产品的质量、适用性、精确性起到重要作用。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是反铲挖泥船施工的核心设备之一。在国外对该系统的研究

和应用较早，国内对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的技术和性能研究起步较晚。2000年之前大

型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主要是跟随船舶一起进口，近十多年来挖泥船在中国发展迅

速，国内先后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与组织，挖泥船的核心设备疏浚监控系统也逐渐由仿制

向自主研发转变。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已经成为反铲挖泥船的核心必备装备，其产品

质量和性能已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目前除一些进口的反铲挖泥船外，国内建造的反铲挖

泥船已基本使用国产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参考了我国现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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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研究成果予以借鉴。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为行业推荐性标准。本标准主要规定了挖泥反铲挖泥船疏浚监控系统信号源命

名的技术要求，在实施本标准中如果涉及到安全、健康、环境保护等方面技术要求，与标

准与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无冲突，与现行标准不存在交叉和矛盾。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目前本标准无遗留的重大意见分歧。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