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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搁浅船的脱浅救助 

李东江 

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  山东烟台 

【摘要】对搁浅中难船进行脱浅拖救作业时，往往都是风高浪陡的高海况，且搁浅现场存在不确定性

因素较多，加之救援抢险时间紧张，更增加了救助难度。所以，救助船在拖救搁浅船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

并做出预防对策，才能顺利的完成拖救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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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orking in rescue of aground vessel, the sea is usually windy and rough ,and there are many 
uncertain factor at the site of agrounding ,combined with  the rescue time tension ,increased the difficulty of 
rescue .So ,the salvage ship must make a risk assessment and make preventive measures before rescuing the 
aground vessel , in order to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 rescue oper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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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救前的准备工作 
接到救助任务后，尽可能与搁浅船建立联系，

了解搁浅船及现场相关信息，召开航前会，进行风

险评估，根据所掌握的信息资料做好准备工作，并

做出各种险情的应急措施[1-5]。 
1.1 掌握搁浅船及现场有关信息 
通过与搁浅船、岸基支持、交管中心或搁浅船

附近其他船舶联系，尽可能详细掌握搁浅船及现场

有关信息。主要有船舶资料：船名、国籍、船东、

呼号、联系方式、船舶装载情况、人数及稳性状况、

吃水、船型、主尺度等，包括是否有高强度带缆桩、

巴拿马导缆孔、缆桩导缆孔的安全负荷以及因锈蚀

情况所损失的承受拖力、导缆孔到缆桩距离、应急

拖带设备的配备等详情；主辅机、舵及锚等设备工

作状况（如系主机失灵，螺旋桨固定的情况；如系

舵机失灵，舵角的位置），油、水状况、遇难原因、

可能进一步发展的危险；搁浅船的搁浅位置、搁浅

底质、搁浅船动态如目前船位、艏向；现场气象海

况：风向、风速、流向、流速、浪高、浪向、潮水

情况等；周围环境：周围水深情况，是否有浅滩、

渔网等潜在危险[6-9]。 
1.2 拖带出浅拉力计算 
根据制定的拖带出浅救助方案，在布置拖带索

具的同时一般要按以下公式对拖带出浅所需的拉力

进行计算： 
F=f˙ΔD 

式中 F 为拖带出浅所需的拉力（t）；ΔD 为因搁浅

而损失的排水量（t）；f 为船底与海底的摩擦系数。

（低质为软沙时取0.3，低质为坚硬的砂砾时取0.5，
底质为岩石时取 0.80~2.00） 

损失的排水量ΔD 为： 
ΔD=100˙TPC˙(d-d1)+ΣP 

式中 TPC 为每厘米吃水吨数（t/cm）；d 为搁浅前

的六面平均吃水（m），要根据离港前的平均吃水

减去途中燃料、淡水和物料的消耗量而产生的吃水

变化，此外，如海水密度发生变化，则应进行相应

的修正；d1 为准备脱浅时的六面平均吃水（m)，应

根据搁浅后观测的六面平均吃水，加上至准备脱浅

前的潮差变化；ΣP 为各舱进水量的总和（t） 
1.3 召集有关人员根据所了解的情况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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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搁浅船的搁浅位置、搁浅底质，确定脱浅

方案，一般情况选择救助船拖搁浅船船尾进行脱浅。

根据脱浅所需拖力，搁浅船上缆桩、导缆孔的因锈

蚀情况所损失的承受拖力合理选择缆桩或拖力点，

拖救搁浅船时一般很少选用被拖船的拖力点，因为

拖力点是用于应急拖带用的，强度一般不能满足脱

浅所需的巨大拖力，而单独一组缆桩的系桩拖力也

同样不能满足脱浅拖力，所以安全的做法是选择较

为接近被拖船出缆孔的同一舷的前后两组或两组以

上缆桩，将拖缆串联围在这几组缆桩上。先在第一

组缆桩围 1—2 个 8 字，然后将拖缆在后面的缆桩上

围紧，让拖力较为均衡的分布在多组缆桩上，可以

有效地避免被拖船单个缆桩被拖断或拖翻的危险。

经过缜密的风险评估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拖救方案，

对存在的潜在风险做好预防对策[10-16]。 
1.4 布置并实施救助船拖带准备工作 
根据脱浅所需的拖力，选择安全负荷适合的高

强度缆、龙须缆、卸克等拖救索具。将主拖缆、高

强度缆、龙须缆、卸克连接妥后整齐排放在后甲板，

并进行临时固定，以防被风浪打出甲板或出现缠绕。

做好拖缆滚筒内缆绳排列紧密的工作，防止拖救过

程中缆绳因受到巨大拖力被挤压而损伤。准备好撇

缆工具，气动式撇缆枪、两套撇缆绳、多根引缆。

甲板工作人员做好接拖时的人员具体任务分工，劳

保用品佩戴齐全，安全绳就近固定，防止造成作业

人员的人身伤害。现场指挥人员负责作业安全，及

时提醒和规避不规则大浪的侵袭或其它任何危险，

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17-20]。 
1.5 搁浅船的拖救方案 
与搁浅船沟通，告知拖救方案，安排其清理拖

带缆桩附近障碍，做好接拖准备工作，熟悉带缆方

案并在拖带缆桩、导缆孔处做好防磨措施。测试内

部、外部通信，确保作业现场通信畅通。 
2 就位带缆 
就位带缆应根据救助船舶及不同搁浅船的具体

特性、现场气象及海况灵活运用，在高潮前两小时

进行带缆作业，注意周围水深、渔网及养殖情况，

选择较开阔清爽的方向接近搁浅船，若条件允许应

采用从搁浅船的下风船尾方向接近，保持前后距离 5
-30 米左右，进行带缆作业。甲板作业人员应抓紧时

机撇缆上船，及时松出引缆和排放好的拖缆，松缆

过程中注意观察海面缆绳情况，防止绞缠螺旋桨，

现场指挥及时汇报两船间距及缆绳水面状态、受力

情况。搁浅船带缆人员抓紧时间按预先告知的带缆

方案进行带缆作业。搁浅船拖缆上桩带妥后，可慢

车迎风松出拖缆，避免动作过大蹦断引缆，如搁浅

船抛了锚，应立即将锚起出（如无法起锚则应果断

令其弃之），起锚过程中应时刻注意锚链和拖缆情

况，防止搁浅船锚链和主拖缆纠缠。 
3 脱浅 
3.1 脱浅的常规程序 
搁浅船锚收妥后将主拖缆放至合适长度（一般

选择 200 米左右），开始进行拖缆逐渐带力脱浅。

以 5%的负荷间隔逐渐增大，每次加车后要稳定一段

时间，加车脱浅时注意主机负荷及拖缆机拖力，避

免大幅度加车造成缆绳崩断或搁浅船急速脱浅弹出

与救助船擦碰等危险。救助船在搁浅船船尾左右不

同角度进行带力拉拽，促使搁浅船活动脱浅。整个

脱浅过程中现场指挥要时刻监视拖缆拖力并汇报驾

驶台，待拖力瞬时减小既是搁浅船脱浅时刻，搁浅

船脱浅瞬时弹出，速度较快有与救助船擦碰的危险，

救助船应减车减小负荷并与搁浅船保持安全距离。

脱浅后要密切关注搁浅船吃水及水密情况。 
3.2 脱浅过程中常见险情及预防对策 
（1）拖带出浅过程中发生断缆、断桩：①拖带

索具选择不当，所选索具的安全负荷不满足拖浅所

需拖力；②被救船未在拖缆桩、导缆孔处采取有效

的防磨措施；③拖带出浅过程中主机负荷加车幅度

较大；④搁浅船上拖带固定点选择不当。 
（2）搁浅船坐地不动，救助船无法把定艏向：

在拖救过程中，拖缆受力后受较大风流作用时，救

助船用车、舵、侧推的力量不能把定艏向，且用车

越大，向下风偏移越大，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可能会

被压到搁浅船处搁浅或与搁浅船碰撞。在风流较大

时，为了避免上述险情发生，在拖救搁浅船之前，

救助船可现在偏上风舷处抛锚，然后松出锚链使救

助船退回拖救位置，加车时可以用借助锚的拉力稳

住救助船艏向。 
（3）搁浅船脱浅后与救助船发生碰撞：为避免

搁浅船脱浅瞬时弹出，速度较快有与救助船擦碰的

危险，救助船在拖救作业前告知周围船舶让清拖救

作业区域，并选择水深、渔网及养殖情况较为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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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进行拖救，拖救过程中，时刻关注拖缆机拖

力及缆绳受力状况，脱浅弹出后立即减车减小负荷

并与搁浅船保持安全距离。 
4 结束语 
为了确保恶劣海况下能够顺利做好搁浅船的脱

浅工作，在接到救助任务时做好风险评估、做出全

面的风险防控对策尤为重要；同时也需要齐全完好

的救助设施、训练有素的精干人员和默契十足的安

全协作；还需要在大风浪中能够沉稳应对并采取迅

速有效的救助行动的优良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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