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新闻

2018 年 6 月 13 日 星期三
责编/郑两兴 美编/传明

亚洲最大自航绞吸挖泥船

现制现售奶茶
面临重点监管

“天鲲号”
首航成功
记者 12 日从中交天津航道
局获悉，
经过为期近 4天的海上航
行，首艘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亚洲最大自航绞吸挖泥船——
“天鲲号”成功完成首次试航。这
标志着
“天鲲号”
向着成为一艘真
正的疏浚利器迈出了关键一步。
“‘天鲲号’标志着我国已
经能够自主设计建造新一代的
重型自航绞吸挖泥船，实现了该
船型关键技术的突破。”中国船
舶工业集团第 708 研究所副总
工程师费龙认为。
据“天鲲号”船长张燚介绍，
从 2015 年 12 月开工至今，全船
建 造 过 程 历 时 两 年 半 ，去 年 11
月就已正式下水。随着这次首次
海航的成功，
“ 天鲲号”终于从图
纸变成现实中的疏浚重器。

此次试航经由长江口北角
开往浙江花鸟山海域进行。包括
船员、设备厂家等在内 120 多名
工作人员随船出海，一路检测设
备运转。从实际运行状况看，海
试全面检测并验证了船舶动力
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航速测
定、停船试验、回转试验、抛锚试
验等都经过了实操考验。除了航
行时需要进行全回转、溺水救生
等 一 系 列 紧 急 动 作 外 ，还 对 雷
达、电罗经、磁罗经等助航辅助
设备进行了调试校正。
试航正式结束后，
“ 天鲲号”
重返船厂码头，接下来将根据试
验“体检报告”进行整改，并继续
疏浚设备的调试，8 月份有望正
式交付投资方天航局。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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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天鲲号”
与众不同在哪？

﹃
天鲲号﹄船头安装的钢桩
▲

“天鲲号”
与众不同不仅在于作为
“海上
巨无霸”的体量，更在于它是迄今为止我国
疏浚业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的集大成者。
“天鲲号”
全船长 140 米，
宽 27.8 米，
最大
挖深35米，
总装机功率25843千瓦，
设计每小
时挖泥 6000 立方米，绞刀额定功率 6600 千
瓦。
它的姊妹船
“天鲸号”
每小时挖掘的海底
混合物，
可填满一个标准足球场大、
半米深的
坑。
“
‘天鲲号’
疏浚能力进一步提升，
风化岩、
岩石、
淤泥、
黏土等不同土质均不在话下，
最
大排距达 15 公里，
称它削岩如泥毫不夸张。
”
天航局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丁树友说。
在“天鲲号”的操控室前后两侧分别设
置了航行台和疏浚台。张燚表示，作为“天
鲲号”的“大脑”，这套设备是国内最先进的
绞吸挖泥船智能集成控制系统，可实时显
示疏浚三维土质、推算潮位、管理能效、智
能自动挖泥。
在船体上层居住区域和主船体甲板之
间，
有多个气囊进行隔离。
这是
“天鲲号”
首创
的气动减震装置。
148只柔性气囊挖泥时充满
气体，
有效缓冲船体工作状态下的震动。
为适应恶劣海况，
“ 天鲲号”做了诸多
改进。船的桥架重量高达 1600 吨，可满足挖
掘高强度岩石的需要。船上配备的三缆定
位系统，
可适应 4 米高的波浪。
“
‘天鲲号’
的创新突破是全方位的。
”
丁
树友认为，得益于强大的挖掘和吹填能力，
“天鲲号”
超越了现役亚洲第一的
“天鲸号”
。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12 日发布关于加强现
制现售奶茶果蔬汁监督管理的通知，要求严
格落实经营者主体责任、规范饮品制售行为。
通知指出，部分饮品店使用过期原料、卫
生条件差、虚假宣传等问题较为突出，存在食
品安全隐患。要求各地组织对现制现售奶茶、
果蔬汁等饮品店开展现场检查，对存在安全
隐患的饮品和原料、辅料进行监督抽检。
通知明确要求：饮品店从业人员要取得健
康证明；采购的鲜奶、茶粉、水果、果酱、食品添
加剂、一次性杯具和吸管等要符合国家食品安
全标准；贮存、运输和盛放原料的容器应安全、
无害，
使用前应洗净、消毒，
保持清洁；
购进使用
的洗涤剂、消毒剂应对人体安全、无害；制作食
用冰、奶茶、果蔬汁的水，应为符合国家标准规
定的生活饮用水；
用于加工制作果蔬汁的水果、
蔬菜应新鲜安全并清洗干净。
（据新华社）

首部会
“消失”
的书
随气温变化而变化
首 部 会“ 消 失 ”
的 图 书《企 鹅 冰 书 ：
哪里才是我的家？
》
最近由湖南少年儿
童出版社推出。
这本创意图画
书讲述的是一个企
鹅寻找家园的故事。
该绘本隐喻全
球气候变暖对南极
冰川造成的影响，采
用高科技印刷技术，
呈现出让人眼前一
亮的创新型出版方式。不仅通过图文并茂的
形式表达环保的主题，也是国内首次将温变
油墨应用于图书的制作。据介绍，在阅读之
前，读者需将该书放入冰箱的冷冻层冰冻 15
分钟。图书受环境温度的影响而出现变化，温
度在 9℃以下，读者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图书的
内容；温度在 10℃—19℃之间，图书的内容消
色明显，页面上会有些许浅色痕迹；温度在
20℃以上，图书的内容跟随温度的上升，颜色
消失，页面变成白色。
（据中华读书报）

63名
“老外”
进中国
“高铁驾校”

超大集装箱船
“宇宙轮”
交付
总长 400 米，船宽 58.6 米，还有 5 艘在造

继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建造
的 2 万箱集装箱船交付后，上海造船工
业再次刷新纪录。12 日，中远海运“宇
宙轮”
在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
“江南造船”
）交付。该船是江南造
船为中远海运集团建造的 6 艘 2.1 万箱
超大型集装箱船的首制船，
交付后将投
入远东至欧洲精品航线营运。
中远海运“宇宙轮”总长 400 米，
船 宽 58.6 米 ，型 深 33.5 米 ，最 大 吃 水
16 米，设计航速 22 海里/小时，最大载
重量 19.8 万吨，最大载箱量 21237 标
准箱，配备 1000 个冷藏箱插座。
中远海运“宇宙轮”在大幅度提升
船舶装载能力的同时，
充分考虑航线揽
货种类和配载操作的实际需求，
加大配
载灵活性，
提高冷箱、危险品箱、重箱和
高箱的有效装载能力。
该船可实现无人
即时互动：@厦门晚报 @我要说

■12 日，来自肯尼亚的贾斯特斯·卡洛·姆文
加在高铁模拟驾驶舱内体验实际操作。

机舱的运行状态及对全船各关键部位
的实时监控。
驾驶室集合了最先进的航
行控制系统、全船局域网系统及船岸卫
星通讯系统，
可确保船舶在全球海域的
安全航行和船岸信息交流。
智能船舶成
为未来船舶的发展趋势，
后续系列船还

将配备国内自主研发的智能船舶系统。
以“宇宙轮”为开端，江南造船将
继续为中远海运集团建造其余 5 艘
2.1 万箱船，计划于 2019 年全部交付。
此外，江南造船还将建造 4 艘 2.2 万箱
双燃料集装箱船。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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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铁驾校”之称的中国铁路武汉局集
团公司武汉高铁训练段 12 日迎来了 63 名外
国铁路管理人员。他们来自埃及、巴勒斯坦、约
旦、埃塞俄比亚、蒙古国、泰国、斯里兰卡、老挝、
乌兹别克斯坦这些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以及非
洲国家加纳、
喀麦隆、
赞比亚、
肯尼亚。
武汉高铁训练段是中国唯一一家以实作
培训为重点的高铁主要行车工种准入培训机
构，也是中国高铁基层技术和运营管理人员
培训基地。据了解，2015 年至今，武汉高铁训
练段已举办了 14 批涉外铁路技能培训班，培
训外国学员近 400 人次。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