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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年度工作汇报 

-技术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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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专业委员会成员 

目前共有23家主任单位，
118家会员单位 



一、交流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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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三届二次全委会胜利召开-2012.10  

南京 

技术专业委员会三届二次全委会2012年10月在南京胜利召开 

 大会主题：“精细管理、安全高效” 

参会人员共184人，港口会员代表117人，厂商代表67人。 



 会议由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张诗国主持 

 南京港集团副总裁陈建昌致欢迎辞 

 夏伟江副理事长致开幕辞 

 向各会员单位汇报了技术专业委员会
年度报告 

 陈立身理事长做重要讲话 

1.1三届二次全委会胜利召开-2012.10  南京 



 向“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等11家单位颁发了“南京港杯”论文
征集优秀组织单位奖 

 向“李艳阳”等6位同志颁发了“南京
港杯”论文征集活动先进撰稿人奖 

向“赤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等13家
单位颁发科技创新奖项。 

本次会议还把29家单位的159篇调研论
文制作了《“南京港杯”论文集》光盘，

选取了部分论文在《港口科技》杂志上进
行了专辑出版。 

1.1三届二次全委会胜利召开-2012.10  南京 



 7家港口会员代表上台交流，交流议题
涉及自动化、远程控制、节能减排、工程
技术演变等内容涉及面广，分析层次深。 

 2家厂商代表上台进行演讲，涉及港机
设备发展趋势等内容，给会员代表带来一
定的启迪。 

1.1三届二次全委会胜利召开-2012.10  南京 



 与会代表都感觉到技术委员会作为集
装箱码头“技术人员之家”，在全国集装
箱码头企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各单位
给了“技术人员之家”极大的支持和关心
，也分享了“技术人员之家”的成果和快
乐。 

感谢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为承办
这次会议做出的无私奉献和辛勤努力！ 

1.1三届二次全委会胜利召开-2012.10  南京 



--推进技术进步和交流 

一、交流篇（2） 



    2012年4月15日，在重庆召开2012年度主任办公会。会议确认三届二次全委会
10月下旬在南京召开，大会主题“精细管理、安全高效”，4月底开展“南京杯”
论文竞赛活动。 

     

1.2  2012年度主任办公会议 



    2012年9月14日，在赤湾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司召开RTG远程控制
系统专家鉴定会，技术专业委员会
组织相关专家对该项目进行了一次
总结和探讨。 

1.3召开专题交流会 



    2012年4月17日，在宁波
港北二集分公司与南通港关
于在现有龙门吊发动机改成LNG
的可行性，即龙门吊油改气。  

1.3召开专题交流会 



    2012年5月17日，与上海
沪东码头关于电动集卡拖头
方案进行方案研讨。  

1.3召开专题交流会 



    2012年6月，秘书处连
续接到两家单位发过来的某
品牌发动机在使用2－3年后
出现的质量问题，且厂家存
在推诿等现象。向各会员单
位做了通报，作为一种选型
的参考。 

1.4通报收集到的装卸设备典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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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组织科技创新项目评选 

    为鼓励技术专业委
员会各会员单位在科技
创新、科技进步方面所
做的工作，促进各会员
单位在优秀创新项目方
面的交流，技术专业委
员会决定征集各会员单
位在2011-2012年间的
创新项目，共收到13家
单位，21个项目的申报
。秘书处对项目进行了
评审，在三届二次全委
会上进行颁奖。 

  单位 项目名称 

1 

宁波港吉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港口设备设施智能集控管理系统 

2 
集装箱码头专用牵引车“一拖双挂”技术及工艺研
究 

3 上海沪东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集装箱岸边起重机电气房自然风冷调温节能系统 

4 上海盛东国际 大型机械司机智能化管理系统 

5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振东集装箱码头分公司 

轮胎吊半自动作业远程控制系统 

6 轮胎吊电气房监控装置 

7 

蛇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LED照明节能减排改造项目 

8 蛇口集装箱码头船用供电系统节能减排改造项目 

9 蛇口集装箱码头设备状态管理系统项目 

10 
天津港联盟国际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 

岸桥防风能力检测试验装置 

11 液压泵站动态滤油系统 

12 

厦门港务集团海天集装箱有限
公司 

BROMMA双箱吊具双箱下程序完善 

13 智能化集装箱码头设备管理系统（EAM) 

14 变压器预励磁装置在岸桥上的应用 

15 

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液化天然气（LNG）拖头在码头的应用 

16 盐田国际混合动力龙门吊改造 

17 广州南沙海港 ERTG能量回收节能及全电动转过场系统 

18 连云港新东方 电动集装箱轮胎龙门吊卷缆插头合臂式固定装置 

19 青岛前湾集装箱 QQCT全自动闸口系统 

20 烟台环球码头有限公司 RTG柴油发电机组互换 

21 赤湾 RTG远程控制 



二、技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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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专题研讨-港口设备自动化及远程控制 

 

1.赤湾港RTG远程控制    赤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航线密集，
场地资源短缺，运作模式以中转为主。为
满足服务、效率方面的要求，研究实施了
“RTG远程控制系统”。通过该系统的实
施，提高了RTG的利用率；减少拖车等待
RTG时间，降低拖车成本。减少场桥转场
次数，降低油耗。现已实现大车、小车的
自动控制，起升的远程控制。 

视频介绍 

龙门吊远程控制视频介绍.m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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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专题研讨-LNG的应用与推广 

 

1.国内码头使用现状 

港口 LNG集卡数量 气站 供气能力 

1 盐田港 212（节支2010－
2012 1650万） 

2 2万立方 

2 宁波港 177（2011-2012 
350万） 

3 2.5万立方 

3 青岛港 12 1 1.8万立方 

4 天津港 25 1 1.8万立方（
筹建中） 

5 上海港 50 1 2万立方（筹
建中） 

6 赤湾港 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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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专题研讨- 岸基供电的应用与推广 

 

    继上海振东、连云港、上海外六、宁波港等
码头相继实施岸基供电后。 

    蛇口等码头也实现岸基供电。既可实现低压
连船，也可实现高压连船。大连港也开始试用低
压送电方式，连云港将在整个集团下属公司推高
压送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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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专题研讨- 油改电能量回馈的应用与推广 

 

1.1单回馈 

1.油改电后能量回馈方式介绍 

在直流母线上直接并接能量回馈装置 

港口 改造数量 采用方式 

1 上海沪东 4 单回馈 

2 北二集司 2 单回馈 

1.2整流加回馈 

港口 改造数量 采用方式 

1 上海浦东 10 整流回馈 

2 北仑国际 10 整流回馈 

3 青岛前湾 1 整流回馈 

1.3电池储能方式 

港口 改造数量 采用方式 

1 天津港 7 反馈电池储能 

2 盐田国际 15 2009-2011 节约890万 

3 广州南沙海港 1 反馈电池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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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专题研讨- 岸桥黑匣子的研发与实施 

    岸桥使用工况恶劣，使用频度高，
作业程序复杂。违章操作、违章指挥、
超载超期使用等情况时有发生，安全事
故相对较多，加强岸桥安全使用与管理
已成为公司安全管理的重要任务。从飞
机“黑匣子”得到启示， “黑匣子”系
统已经可以应用到岸桥上，为还原岸桥
的事故真相和提高岸桥的安全管理水平
提供极大的帮助。 
    宁波、上海码头都已成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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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专题研讨- 岸桥双箱电动吊具的使用 

天津东方海陆：2012年5月份开始使用 
宁波北二集司：2012年9月份开始使用 
 
    与液压双箱吊具相比，约每箱节能
0.1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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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专题研讨- LED灯具广泛使用 

    蛇口、盐田、宁波、连云港、上海
等码头都已开始在高杆灯、卡口灯、轮
胎吊上的使用或试用。 
 
    蛇口：32杆高杆灯（每杆12盏灯）
由1000W高压钠灯替换为400WLED灯，已
经试用1年零4个月，节能率超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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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专题研讨- 集卡一拖双挂 

        国内，“一拖双挂”作为一种新的集

装箱运输方式，虽然暂时在公路运输上运
行条件还不成熟，但在相对受限管理区域
，如码头平面通过性好的集装箱码头，尝
试使用“一拖双挂”的集装箱运输方式，
对提高集装箱码头的作业效率及相关综合
效益，是一个较为可行的突破口。 

宁波港吉公司12台样车2011年投入运行。 



2. 9专题研讨- 堆高机双层吊具 

堆高机双层吊具作业视频 

视频3 用此视频.MOV
堆高机双层吊箱作业.MOV


三、展望篇 



兴内河、优港口、强海运 

技术专业委员会工作指导方向： 



下一步集装箱码头技术的 

发展前景？ 

--规划一批项目 

    --研发一批项目   

        --实施一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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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步思考-规划一批项目 

提高码头的自动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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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步思考-规划一批项目 

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自
动化码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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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步思考-研发一批项目 

31 

龙门吊无电
缆吊具  

海水源热泵技术 

… … 

提高设备的防突
发阵风能力 

超大码头装
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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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步思考-实施一批项目 

32 

龙门吊司机
防瞌睡提醒
系统 

集卡混合
动力 

… … 

龙门吊使用LNG
作为动力 

岸桥门禁
系统 



4. 三届三次全委会的筹办 

  三届三次全委会将由福州港

务集团有限公司承办 

    福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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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感谢各位到会领导 

  感谢各位领导对 

           技术专业委员会的支持！ 

  感谢烟台华东电子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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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港口协会集装箱分会技术专业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