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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桥梁是铁路、公路、城市道路、水路等交通运输通道的咽喉节点，

在交通运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福建沿海的桥梁在古代建筑史上的

地位显著，自古就有“闽中桥梁甲天下”的美称，中国古代四大名桥之

一的泉州洛阳桥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

会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中国首座公路铁

路两用跨海大桥，在中国桥梁建造历史上划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年来，随着船舶碰撞桥梁事故日益增多，桥梁安全引起人民群众

的关注。目前福建海事局管辖的沿海桥梁达 60 余座，由于部分早期建设

的桥梁通航净空尺度较小、防碰撞标准较低，随着港口建设的发展和船

舶数量增多、船型增大的航运现状，桥区水域通航环境与船舶航行安全

的风险逐渐凸显。 

作为福建省海上交通安全的主管机关，福建海事局近年来坚持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紧盯重点水域、重点船舶、重

点时段，不断健全水上交通安全长效管理体系。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根据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

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三年行动的要求，彰显“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服

务宗旨，福建海事局组织开展了本指南编制工作。 

本指南编制范围是福建海事局辖区船舶通航能力 1 万吨级以上桥梁

和通航密度大的铁路桥、高速公路桥，主要包括厦漳大桥、厦门海沧大

桥、泉州湾大桥、平潭海峡大桥、平潭海峡公铁大桥、青洲大桥、琅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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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江大桥、长门特大桥、福宁高速公路下白石特大桥、温福铁路白马河

特大桥和甬莞高速公路沙埕湾特大桥等 11 座桥梁。 

本指南旨在健全福建海事局辖区桥梁水上交通安全管理体系，提高

桥区水域通航保障服务水平。通过为桥区水域航行船舶提供桥梁相关信

息、通航环境、航行风险、管理要求、推荐航法、应急资源等资料，督

促桥梁建设、管理单位和过往船舶增强安全责任意识，遵守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落实水上交通安全保障措施，确保船舶航行和桥梁安全。 

由于本指南编制时间紧、资料收集量大，难免有疏忽或欠缺之处，

敬请读者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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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沿海主要桥梁地理位置分布图示 

 

 

 

 

 

 

 

 

 

          图0-1  福建沿海主要桥梁地理位置分布图 

 

 

 

 

 

 

 

 

 

            图0-2  厦漳泉沿海桥梁地理位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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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3  福州、平潭沿海桥梁地理位置分布图 

 

 

 

 

 

 

 

 

 

 

图0-4  宁德沿海桥梁地理位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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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厦漳大桥（南汊）桥区水域航行安全指南 

1.1 桥梁通航尺度 

厦漳大桥2009年8月动工兴建，2013年5月28日正式通车营运。起点

位于规划的东西走向的厦门－成都的高速公路，海沧区的青礁立交处，

跨越九龙北汊北岸的青礁村部分即厦漳大桥（北汊桥区）。厦漳大桥（南

汊桥区）管理单位为福建厦漳大桥有限公司。厦漳大桥（南汊桥区）在

海门岛烟墩山东侧上岸到海山村后，再次跨海，在漳州海平渡口处上岸。

厦漳大桥南汊轴线由（24°24′12.808″N,117°58′04.254″E），（24°

24′03.427″N，117°58′07.155″E）连线，通航孔数1个，通航净空

高度39m（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为7.78m，厦门理基），通航净空宽度260m，

厦漳大桥南汊通航孔的通航代表船型为5000吨级杂货船。 

 

 

 

 

 

 

 

图 1-1  厦漳大桥（南汊）通航孔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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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风险标识和注意事项 

（1）桥区水域航行风险 

①受上游来沙影响，石码航道淤积风险大、水深变化快，船舶可能

产生搁浅风险。 

②石码航道沿程跨江大桥、跨江电缆以及海底管线多，进出港船舶

航行有可能发生触碰跨江构筑物的风险。 

③石码港区未设置锚地，小型船舶占用航道抛锚和占用航道养殖时

有发生，客渡船横越专线多，进出港船舶将与其形成交叉会遇局面多、

增大船舶航行难度和碰撞风险。 

（2）桥区水域安全航行建议 

①船舶进出港前应通过各种渠道准确获得该水域最新通航环境资

料，船舶应在两侧灯浮标标识的航道范围内航行，准确把握乘潮水位，

防止发生搁浅事故。 

②10kv 浮宫海门支线（海门岛）通航净高 38.44m，取 2.0m 富裕高

度后，通过该电缆的船舶其空载水线以上最大高度须≤36.44m。进出港

船舶航行须确定其空载水线以上高度与各航经跨江构筑物通航净高相适

应，以免发生触碰风险。 

③因未设置锚地，船舶进港时，要加强与码头或货主的沟通联系，

控制船舶进港靠泊时间，准确把握乘潮水位，避免在九龙江水域锚泊或

漂航。船舶航道航行应使用安全航速、备锚航行，航经各码头前沿时加

强瞭望、谨慎驾驶，做到与沿程码头靠离泊作业船舶间的及时沟通、协

调避让。 

④船舶应避免在桥区附近水域追越、掉头、齐头并进，保持安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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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提前确定船舶空载水线以上高度与厦漳大桥南汊通航净空高度的适

应性，航经厦漳大桥南汊通航孔时，注意提前调整好航向，谨慎驾驶，

防止发生船舶碰撞桥梁事故。 

1.3 推荐航法 

（1）厦漳大桥（南汊）桥区下游推荐航法 

厦门湾外驶入船舶可顺着招银航道航行到鸡屿浮筒（24°25′

16"N/118°00′.51"E）水域，厦门港内驶入船舶可以经过 7 号或 5 号锚

地航行到鸡屿浮筒水域。 

进港船舶右舷经过鸡屿浮筒，于转向点（24°25′10″N/118°00′

51″E）向左转向，取航向 249°航程 1.1 海里至石码 M1 号灯浮处左转向，

取航向 235°航程 0.9 海里。到石码 M3 号灯浮右正横后向右转向、取航

向 261°，穿过厦漳大桥和海门支线跨江架空电缆，航程 1.4 海里。 

 

 

 

 

 

 

 

 

 

图 1-2  厦漳大桥（南汊）桥区下游推荐航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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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厦漳大桥（南汊）桥区上游推荐航法 

过厦漳大桥（南汊）桥区后，船舶继续航行至海门岛西南角灯桩右

正横，向右转向、取航向 277°，航程 0.7 海里至石码 M6 号灯浮，向左

转向取航向 248°，右舷经过 M7 号灯浮，航程 1.3 海里至石码 M9 号灯浮。 

海门岛附近有两条轮渡航线穿过石码 3000 吨级航道，船舶在行驶至

该水域时应加强了望，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大涂洲以南有条通往浮宫

的水道分汊，船舶应认清航道，避免驶入错误水道。 

 

 

 

 

 

 

 

 

 

图 1-3  厦漳大桥（南汊）桥区上游推荐航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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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厦门海沧大桥桥区水域航行安全指南 

2.1 桥梁通航尺度 

海沧大桥位于福建省厦门市，连接海沧区石塘与湖里区东渡，横跨

厦门西海域，呈东西向。该大桥于 1996 年 12 月 18 日动工建设，于 1999

年 12 月 30 日竣工通车。海沧大桥自东向西分为两段，东段为连续全漂

浮钢箱梁悬索桥结构，桥址轴线为（24°29′49″N/118°04′12″E）、

（24°29′49″N/118°03′48″E）连线，通航净空高度 55m（设计最高

通航水位为 7.42m，厦门零点，换算为厦门理论最低潮面则设计最高通航

水位为 7.20m），桥梁净空安全富裕高度为 2m。 

目前水线以上船舶最大通航高度以 53m 进行控制（允许通航限制高

度），净空宽度 450m；西段为预应力混凝土连续弯钢构桥结构，桥址轴

线（24°29′50″N/118°03′42″E）、（24°29′51″N/118°03′31″

E）连线，净空高度 37m（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为 7.42m，厦门零点），净

空宽度 120m。海沧大桥东段通航孔跨过厦门港东渡航道，东渡航道通航

能力为 5～10 万吨级。海沧大桥西段通航孔目前无规划航道。本指南仅

适用于海沧大桥东段通航孔及附近桥区水域。海沧大桥相关图示见图

2-1～图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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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海沧大桥鸟瞰图 

 

 

 

 

 

 

 

 

 

图 2-2   海沧大桥东段通航孔实景图（从南往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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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海沧大桥西段通航孔实景图（从北往南看） 

 

 

 

 

 

 

 

图 2-4  海沧大桥东段通航孔立面图 

2.2 风险标识和注意事项 

（1）桥区水域航行风险 

①失控偏航触碰主通航孔西面桥墩风险。海沧大桥东段通航孔主孔

桥墩间宽度为 450m，东侧主桥墩在陆地，西侧主桥墩位于东渡航道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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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侧约 146m 处，靠近火烧屿岸边，无防撞设施。实践及经验表明，位于

水中的西侧主桥墩周边水深良好，通航船舶失控或偏航时存在碰撞主桥

墩风险。 

②通航高度不足存在触碰桥底风险。海沧大桥东段通航孔净空高度

为 55.0m，主孔桥墩间宽度为 450m，存在触碰桥底和桥墩风险。 

③渔船、砂船等未正常显示航行灯船舶与商船碰撞风险。大桥靠近

火烧屿一侧桥墩水面及火烧屿附近水域常有一些垂钓船出没，尤其是夏

天，夜晚不点灯，易与通过大桥的船舶造成碰撞；靠火烧屿一侧偶有砂

船进出，为逃避监管，夜间不点灯，存在碰撞风险。 

④桥区南面水域船舶交汇易造成紧迫局面风险。该水域狭窄，外侧

暗礁密布，潮流湍急，通航环境相对恶劣，桥区南面水域有国际邮轮及

轮渡客船进出，易与进出桥区船舶形成会遇交叉的紧迫危险。 

⑤航经猴屿南北水域进口船舶可能与航经该水域的客运船舶动态误

判造成碰撞的风险。进口船舶尤其需尽可能了解厦鼓轮渡客运航线船舶、

第一码头至内厝澳、第一码头至嵩屿码头客运航线船舶、厦漳航线客运

船舶等规定航路。进口船舶可能在 31 号灯浮以北和猴屿以南之间的水域

以及在猴屿以北和 42 号灯浮之间水域与航经客运船舶存在交叉会遇局

面，但这些客船在猴屿以北和 42 号灯浮之间水域的航路是沿着该航道外

东侧水域航行；在 31 号灯浮以北和猴屿以南之间的水域，这些客运船舶

是沿着猴屿东航道行驶，虽有可能形成短暂的交叉会遇局面，但因各自

航路不同，不会对正常航行的猴屿西航段的进口船舶造成影响。进口船

舶需注意勿因存在交叉会遇而误判客运船舶的动态造成的避让而可能存

在的偏离航道、搁浅、触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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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船舶与海上游船、进出厦船重工的船舶交叉会遇风险。随着西海

域串岛游船舶数量不断增加，游船由南向北航经海沧大桥后多在火烧屿

北侧减速、掉头，与进出厦船重工的船舶在此水域交汇，同时与航经桥

区的通航船舶存在较大的会遇风险。厦船重工的修造船下水时有可能进

行交通管制，航经船舶要特别小心谨慎。 

⑦桥区北部水域船舶与进出海天路港汊船舶交会风险。海天路港汊

位于临近海沧大桥北侧靠航道东部水域。该港汊内的东渡小轮码头等泊

位的小型船舶离泊时可能与进出海沧大桥水域船舶构成交叉会遇的风

险。 

⑧船舶与马銮航道进出船舶交会风险。航经东渡航道 50 号灯浮附近

的进出口船舶需特别注意马銮航道的进出船舶可能构成的交叉会遇风

险。 

⑨碍航物风险。海沧大桥东段通航孔东北侧牛粪礁距航道较近，进

出桥区船舶需保持与该礁石安全距离通过。 

⑩夜景灯光风险。随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东渡航道沿岸两侧城

市景观以及夜景工程特别壮观，可能对驾驶人员航行视线以及航行专注

度造成影响。 

○11能见度不良风险。航经该水域船舶需特别注意雾、暴雨等致使能

见度下降可能对航行安全所造成的影响。每年 3-6 月为东南部沿海水域

多雾季节，尤其是 4-5 月期间经常受浓雾影响实施交通管制。 

○12台风、强对流天气、季风的风险。每年 6-10 月经常受台风影响，

尤其 7-9 月份更甚；夏季午后多发生强风、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冬季多

受季风影响。航经该水域船舶需密切注意可能发生的极端天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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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②大桥水域冬季多东北风，夏季多东南风，涨落潮流基本顺着航道

方向。航经海沧大桥的进出口船舶需严格掌握风流影响情况，及时调整

风流压差，把控好船位与船首向，尤其在低速航行以及交会时更应注意，

附近水域架空电缆的限高风险。桥区附近存在对通航安全影响较

大的东钟、嵩禾两条架空电缆。根据厦门港口管理局《关于已建厦门东

钟ⅠⅡ路、嵩禾ⅠⅡ路送电线路工程通航净空尺度和技术要求符合论证

的批复》（厦港[2013]77 号），参考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厦门电业局提

供的资料、设计标准等数据，东钟 6#～7#跨海高压导线在航道范围内的

通航净高为 59.822m，最高通航水位取 1956 黄海基面以上 4.178m（当地

理论最低潮面上 7.278m）。最低通航水位作为当地理论最低潮面在 1956

黄海基面下 3.1m。综上，最大只能满足空载吃水线上最大高度为 54.822m

的船舶通航。需要通过东钟 6#～7#高压导线往东渡 1#-3#泊位靠泊的最

大设计船型为 10 万吨级邮轮，根据几年来靠泊东渡 0#-1#泊位的邮轮资

料和目前 10 万吨级邮轮“公主号系列”20 余艘船舶的资料统计，10 万

吨级邮轮空载吃水线上最大高度为 56.5m。此高度不能全天候通过东钟

6#～7#高压导线（56.5m＞54.822m）。 

（2）安全航行建议 

①沿东渡航道通过海沧大桥的船舶应遵守《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

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厦门市海上交通安全条例》

《厦门海事局关于厦门海域恶劣天气条件下船舶航行限制规定》《厦门

海事局关于厦门海域船舶航速限制规定》等各种法律法规要求及特殊规

定，采取安全航速，备车备锚，派人瞭头，谨慎驾驶，特别是经过交会

水域及桥区、浅水区等复杂水域时，应倍加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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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与桥墩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发生搁浅、触碰桥墩的风险。过海沧大

桥的船舶应备车、备锚航行，过桥区水域应增派瞭头人员，协助靠泊的

拖轮应在规定的协助点接应。 

③航经海沧大桥的进出口船舶需要严格计算船舶净空高度、潮高以

及各基准面高度，安全富裕高度 2m，限于船舶水上高度≤53m 的船舶通

行。船舶通过大桥及附近架空电缆前，应提前核算其吃水及净空高度，

避免发生搁浅或触碰桥梁或触碰架空电缆的风险。 

④进出桥区船舶需特别加强注意东渡国际邮轮中心及轮渡客运进出

船舶，避免发生碰撞以及互相影响的危险操作，提前研判桥区水域的通

航环境，如能见度、风流等，拟定桥区水域航行方案。 

⑤东渡航道大桥水域设计通航水深为 12m，航经该水域船舶需确保有

足够的富余水深，船舶应保持在航道中心线上航行通过桥梁通航孔，且

避免在通航孔附近水域追越、掉头、并行以及 VTS 禁止的行为。 

⑥28#灯浮附近水域：进出海沧港区、东渡港区的船舶、厦漳海达车

客渡船、进出 5、7 号锚地和九龙江的船舶在此交会，尤其是许多砂船随

意穿越航道，交通流密集、管控难度大。特别注意靠离泊海通码头的船

舶在此减速慢航，过往船舶应保持正规瞭望、加强沟通、协调避让。 

⑦夜航行时要注意夜游观光船会靠近国邮码头前沿水域航行至牛粪

礁附近调头，该类船通常航行在主航道外侧，偶尔会突然转向、减速甚

至掉头，装饰灯过于明亮对判断其动态也会造成影响，过往船舶应该密

切注意该类船舶动态，加强沟通协调。 

⑧该水域城市景观以及夜景工程特别壮观，航经该水域船舶需特别

注意集中精力于船舶驾驶，勿受周围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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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注意保持安全航速，严禁船舶超速。根据《厦门市海上交通安全

条例》第九条规定，东渡航道 29 号航标至 41 号航标航段，最高航速为

12 节；东渡航道 41 号航标以北航段、马銮航道，最高航速为 10 节，航

经该水域船舶务必控制好船速。 

2.3 推荐航法 

船舶航经厦门港东渡航道猴屿航段时，未满五百总吨的客运船舶应

当使用东航段航行，其他船舶应当使用西航段航行（《厦门市海上交通

安全条例》第二章第十条）。此外，进出同益码头的船舶仍使用猴屿东

航段航行。 

（1）进港推荐航法 

以 A 点（24°26′00"N/118°02′51"E）为起点进港为例，取航向

356°，右舷经由 29 号灯浮进入东渡航道，对着大屿叠标，沿着航道航

行，可先后到达嵩屿作业区东岸码头、博坦油库码头，在博坦油库码头

前沿 B 点（24°27′12″N/118°02′46″E）附近取航向 024°转向进入

猴屿西航道，航行至 42#灯浮正横 C 点（24°28′53″N/118°03′36″

E），取航向 032°至 42A#灯浮正横 D 点（24°29′28″N/118°04′00″

E）可到达国际旅游客运码头，后取航向 014°过海沧大桥到达牛粪礁附

近 E 点（24°30′00"N/118°04′08"E），取航向 019°继续航行可先后

到达象屿码头、石湖山码头、国贸码头、三航码头、鹭甬码头，后继续

航行至 58 号灯浮正横 F 点（24°32′31"N/118°05′08.5"E），可到达

现代码头，后取航向 043°航行至 64 号灯浮附近 G 点（24°32′

52"N/118°05′30"E）右转取航向 053°继续航行到达高崎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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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港推荐航法 

以高崎码头前沿航道 H 点（24°33′06"N/118°05′48"E）（68 号

灯浮南端）为起点出港为例，取航向 233°，航行至 64 号灯浮附近 G（24°

32′52"N/118°05′30"E）左转至航向 223°，航行至 58 号灯浮 F（24°

32′31"N/118°05′08.5"E）左转至航向 199°，航行至牛粪礁附近 E

（24°30′00"N/118°04′08"E）左转至航向 194°，经过海沧大桥，沿

着东渡航段航行至 42A 号灯浮 D（24°29′28"N/118°04′00"E）右转至

航向 212°，航行至 42 号灯浮 C（24°28′53"N/118°03′36"E）左转

至航向 204°，沿着猴屿西航段航行至博坦码头前沿 B（24°27′

12"N/118°02′46"E）左转至航向 176°，航行至 29 号灯浮附近 A（24°

26′00"N/118°02′51"E），进入主航道出港。推荐航法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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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海沧大桥桥区水域推荐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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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泉州湾大桥桥区水域航行安全指南 

3.1 桥梁通航尺度 

泉州湾大桥（又称泉州湾跨海大桥）位于福建省泉州湾之上，横跨

后渚通海航道，桥梁全长 12454.894m，主桥长 800m，起点终点坐标分别

为 Z1、Z6（详见表 3-1：桥孔参数），其中主跨（通航孔）为 400m 双塔

分幅组合梁斜拉桥，起点终点分别为 Z3、Z4（具体位置见桥孔参数），

桥面宽度 56.49m。 

泉州湾大桥下游福厦铁路泉州湾特大桥正在建设中，两桥中心距 85m

（相邻边缘距离 48.7m），福厦铁路泉州湾特大桥全长 20286.78m，跨海

部分长度约 8.3km，主桥全长 800m，通航孔与泉州湾大桥相互对孔布置，

为双塔双钢混结合梁半漂浮体系斜拉桥。 

 

 

 

 

 

 

 

 

 

 

 

图 3-1  桥区水域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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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泉州湾大桥实景图 

泉州湾大桥主通航孔设计通航净空宽度 278m，设计通航净空高度

44.6m；设计最高通航水位 4.30m（1985 国家高程基准，理论深度基准面

为 7.72m）。 

 

 

 

 

 

 

 

 

 

图 3-3  泉州湾大桥通航主桥桥型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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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福厦铁路泉州湾特大桥主通航孔设计通航净空宽度 280.5m，设

计通航净空高度 44.72m；设计最高通航水位 4.30m（1985 国家高程基准，

理论深度基准面为 7.72m）。 

 

 

 

 

 

 

 

 

 

 

 

 

 

 

 

 

 

 

 

图 3-4  泉州湾大桥主通航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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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湾大桥主桥共设 5 孔，桥墩编号从（z1-z6），中跨（z3-z4）

主跨宽度 400m，为通航桥孔，其余为非通航桥孔。桥墩位置坐标如下表： 

表 3-1                  桥孔参数 

墩号 
WGS84坐标系（下同） 

N E 

Z1 24°49′44.73678" 118°42′04.35565" 

Z2 24°49′46.5389" 118°42′05.87711" 

Z3 24°49′49.88596" 118°42′08.70231" 

Z4 24°50′00.18329" 118°42′17.39707" 

Z5 24°50′03.52998" 118°42′20.22282" 

Z6 24°50′05.33204" 118°42′21.7444" 

泉州湾大桥和在建福厦铁路泉州湾特大桥均选用5000吨级杂货船为

代表船型和 1 万吨级杂货船兼顾船型。 

3.2 风险标识和注意事项 

（1）桥区水域航行风险 

①桥区水域航道通航风险。泉州湾大桥通航孔设计跨度 400m，通航

净空宽度 278m，但桥区航道目前宽度仅 100m。泉州湾大桥轴线的法线与

航道走向的夹角约 15.7°，桥区水域涨落潮流向与航道亦有一定的夹角，

受横流影响在半潮时风流压较大，特别是涨潮半潮时段流压较大，船舶

在通过桥区前调整船位时不易找到准确相对位置，同时进出港船舶受风

影响较大，给通过桥区的船舶保持船位造成一定影响。 

②船舶搁浅、触礁风险。泉州湾大桥桥区航道设计底高程-5.8m，大

桥下游南乌礁距离桥位不足 600m，航道轴线距离南乌礁灯桩约 55m，如

船舶在通过桥区时失控，受风、流影响，偏移航道极易发生船舶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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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礁、触碰桥墩等险情事故。 

③船舶触碰桥梁风险。泉州湾大桥设计通航净空宽度 278m，设计通

航净空高度 44.6m，船舶通过大桥要留有富裕高度 4m，船舶允许水面以

上最大高度为 40.6m，存在船舶触碰桥面、桥墩风险。  

④船舶交会风险。泉州湾大桥通航孔距石湖作业区中油码头 1#泊位

约 1.5km，距怡运船厂约 1.9km，距石湖作业区集装箱泊位约 2.0km，船

舶交会可能产生紧迫局面。  

⑤商渔船碰撞风险。桥梁上游现有浔浦二级渔港，下游泉州湾口附

近有祥芝、崇武两个中心渔港，另外泉州湾内秀涂、蚶江等地有大量的

乡镇作业船舶。大桥建成后，由于通航孔的设置限制，大量渔船从设定

通航孔通过，导致渔船航路集中，而渔船的航行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加

大了商渔船碰撞事故的发生风险。 

 ⑥桥区航道碍航风险。每年 12 月至翌年 3 月的鳗苗张网生产渔汛

期以及每年 4～8 月的蟹苗张网生产渔汛期，偶尔出现碍航渔网占用航道

水域的情形，产生桥区水域通航风险。 

（2）安全航行建议 

①进出桥区航段的船舶需要预配风流压差，进港船舶进入桥区航段

时应注意转向时机，确保通过桥区航道时保持在航道中央行驶。根据现

有桥区航道宽度，禁止 1000 载重吨以上船舶在桥区航段与他船交会，

要确保单线安全地通过。 

②船舶进入桥区水域前，应确保设备处于良好和正确使用状态，严

格掌握风流影响情况，备车、备锚航行，采取适合当时环境条件的安全

航速，确保与碍航物、桥墩保持足够安全距离通过，建议 1 万吨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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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通过大桥时航速不超过 7 节，其他船舶航速不超过 8 节。 

③进出大桥的船舶需要根据潮高及基准面，严格计算船舶净空高度，

船舶通过大桥时要至少留有富裕高度 4m，以确保安全通过泉州湾大桥主

通航孔。 

④进出大桥的船舶应加强与进出怡运船厂和石湖作业区船舶的沟

通，保持安全航速，避免因避让协调不及时而互相影响造成紧迫局面。 

⑤进出桥区的船舶应加强瞭望，避免在桥区附近水域追越、掉头、

齐头并进，有效落实防范商渔船碰撞各项措施。 

⑥进出船舶如有发现碍航养殖、渔网应及时报告，注意避让，防止

发生船舶绞缠渔网的险情。  

3.3 推荐航法 

（1）进港方向 

①进港船舶沿泉州湾深水航道航行至 C 点转向进入后渚通海航道桥

区航段，桥区航道轴线进港走向为 323.3°。 

②通过大桥前应勤测船位，可利用航道左侧标“泉州湾 12 号浮”、

通航孔左侧标志“泉州跨海大桥 5 号桥涵标”和双向通航孔标志“泉州

跨海大桥 7 号桥涵标”等助航标志核定船位，保持船舶在航道中央行驶，

沿航道走向通过大桥主通航孔。 

③通过大桥主通航孔后，可利用“泉州湾 14 号浮”和“泉州湾 15

号浮”等助航标志核定船位，沿航道航行至 D 点转向离开桥区航段进入

下一航段，继续沿后渚通海航道航行至后渚作业区。 

（2）出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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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后渚作业区离泊出港船舶应保障足够乘潮水位和富裕水深，建

议尽量避开急涨急落阶段离泊。 

②出港船舶沿后渚通航航道航行至 D 点转向进入桥区航段，桥区航

道出港走向为 143.3°。 

③通过大桥前应勤测船位，可利用航道左侧标“泉州湾 14 号浮”、

通航孔左侧标志“泉州跨海大桥 6 号桥涵标”，航道右侧标“泉州湾 15

号浮”、通航孔右侧标志“泉州跨海大桥 10 号桥涵标”，和双向通航孔

标志“泉州跨海大桥 8 号桥涵标”等助航标志核定船位，保持船舶在航

道中央行驶，沿航道走向通过大桥主通航孔。 

④通过大桥主通航孔后，可利用“泉州湾 12 号浮”和“泉州湾 13

号浮”等助航标志核定船位，保持航道船舶中央航行至 C 点转向进入泉

州湾深水航道，继续沿泉州湾深水航道航行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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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桥区水域推荐航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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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潭海峡大桥桥区水域航行安全指南 

4.1 桥梁通航尺度 

平潭海峡大桥西起福清小山东，东至平潭娘宫。北桥桥址轴线由A点

（25°28′14.3″/119°38′22.0″）和B点（25°28′36.1″/119°

40′15.2″）两点连线，南桥桥址轴线由C点（25°28′12.63″/119°

38′20.57″）和D点（25°28′35.27″/119°40′20.05″）两点连线。 

大桥全长3.5公里，全线采用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的

双向四车道。大桥始建于2007年11月，2010年12月25日正式通车，2014

年6月16日，平潭海峡大桥复桥通车。通航孔数2个，位于43#-45#墩之间，

全长560m，为双孔单向通航，通航净高38m，通航净宽123m，设计最高通

航水位8.43m（理基），设计通航能力5000吨级海轮。 

 

 

 

 

 

 

 

 

 

图4-1  平潭海峡大桥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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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平潭海峡大桥实景图 

 

 

 

 

 

 

 

图4-3  平潭海峡大桥实景图 

4.2 风险标识和注意事项 

（1）桥区水域航行风险 

①平潭海峡大桥桥墩密集，且南北两座大桥相距较近，视觉瞭望时，

存在较大的盲区，且金井作业区距平潭海峡大桥桥区水域太近，还有横

越轮渡，都可能产生紧迫局面。  

②金寻礁与阿秀礁之间、金寻礁与大屿之间的航道狭窄，航道内有

急流，可能出现较大的旁压流，船舶可能产生触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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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海坛海峡内潮流较复杂，外海涨潮为西南流，落潮为东北流，海

峡内一般为往复流，但流向复杂，其中海坛海峡内的涨潮流自南、北两

口流向内，在荖萝屿附近汇合，落潮流则相反。 

④由于海坛海峡浅滩延伸，加之碍航物众多，可航宽度小，存在航

行风险。 

（2）安全航行建议 

①过往船舶应保持正规瞭望、加强沟通、使用安全航速、协调避让、

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平潭海峡大桥南侧的横越轮渡及金井作业区靠离泊

船舶。 

②船舶通过金寻礁时须谨慎驾驶，船舶一般多由金寻礁东侧通过，

同时防止船舶被压向金寻礁或阿秀礁。船舶应避免与它船在此交汇，保

持安全航速。 

③大型船舶和外国籍船舶禁止通过海坛海峡。  

4.3 推荐航法 

（1）推荐航法一 

船舶经海坛海峡习惯航路南下驶至视乌台屿灯桩方位280°、距离3

链（概位25°29′32″N/119°39′29″E）处，应逐渐向右转向，驶入

平潭海峡大桥桥区航道（西侧通航孔通过），沿桥区航道平潭B1号、B5

号、B7号、K1号和K2号灯浮标示的航道航行，确认船舶在航道中线通过

平潭海峡大桥桥区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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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推荐航法一 

（2）推荐航法二 

北上船舶从阿秀礁灯浮西侧水域进入桥区水域，驶入平潭海峡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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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区航道（东侧通航孔通过），沿桥区航道平潭B8号、B6号、B2号、K2

号和K1号灯浮标示的航道航行，确认船舶在航道中线通过平潭海峡大桥

桥区水域。 

 

 

 

 

 

 

 

 

 

 

 

 

 

 

 

 

 

图4-5  推荐航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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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桥区水域航行安全指南 

5.1 桥梁通航尺度 

平潭海峡公铁大桥起于平潭苏澳镇，经大练、小练、长屿和人屿等4

个海岛，依次跨越北东口水道、大小练岛水道、鼓屿门水道、元洪航道，

在长乐松下镇上岸。 

桥梁共设置通航孔4个。其中，元洪航道段通航孔净高54m，净宽 478m,

满足5万吨级船舶单孔双向通航，考虑到桥区航道特殊性，元洪航道（桥

区段）桥梁附近（两侧各300m），按净宽取461m，航道设计底标高-10.6m

（当地理论最低潮面）；鼓屿门水道段通航孔净空高度54m，净空宽度

315m，满足5000吨级船舶单孔双向通航，考虑到桥区航道特殊性，鼓屿

门航道桥梁附近（两侧各300m）净宽取246m，航道设计底标高-9.8m；大

小练岛水道段通航孔净空高度54m，净空宽度298m,满足5万吨级单孔单向

通航，同时兼顾5000吨级船舶单孔双向通航，考虑到桥区航道特殊性，

大小练岛航道桥梁附近（两侧各300m）净宽取260m，航道设计底标高

-5.4m；北东口水道段通航孔净空高度30m，净空宽度134m,满足500吨级

船舶双孔单向通航，考虑到桥区航道特殊性，北东口航道桥梁附近（两

侧各300m）净宽取75m，航道设计底标高-5.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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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桥区水域范围示意图 

 

 

 

 

 

 

 

 

 

图5-2  平潭海峡公铁大桥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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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平潭海峡公铁大桥实景图 

5.2 风险标识和注意事项 

（1）桥区水域航行风险 

①由鼓屿门水道进口，应注意涨、落半潮时，进出航门渔船较多，

并有时横穿航道，航门水流急，6级以上东北风时会起中到大浪，影响操

纵。 

②由海坛海峡北东口水道进入，航线附近有渔栅和航线南侧的险恶

地。 

③赤礁屿北方5链内为水深不及1m的浅滩。赤礁仔（塔岩）灯桩南方

1.4海里处有水深2.4m的暗礁，其西南方常有抛锚的船只，该灯桩南方2.2

海里处的海峡西侧常年有渔栅，该灯桩南方2.9海里处及老箩屿西方7链

处航道西侧有渔栅。 

（2）安全航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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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船舶由鼓屿门水道进口航行时应注意来往船只，及时修正航向，

切勿在航门附近交会，保持安全航速，加强沟通、协调避让。 

②船舶由海坛海峡北东口水道进入，应注意避开航线附近的渔栅和

航线南侧的险恶地。 

③船舶出北东口后，进入苏澳习惯锚泊水域，应注意与锚泊船舶沟

通联系。 

④船舶航经鼓屿门航道船舶应注意在鼓屿门灯桩附近转弯，避免因

转弯不及时导致紧迫局面发生。 

⑤进入海峡后，由七姐妹礁灯桩、盘洋礁灯桩引导进入老箩水道南

下，注意保持航向，避免误入水道两侧浅滩，严格按灯桩指示航道航行。 

5.3 推荐航法 

（1）推荐航法一 

经鼓屿门桥区航道北上：船舶沿经兴化湾的福建沿海内航路北上航

行，进入海峡海峡南口水道，驶至视南鹭鸶岛灯桩方位063°、距离1.1

海里（概位25°18′51″N/119°39′04″E）处，转航向025°航行，驶

至视高屿灯桩方位140°、距离1.1海里（概位25°23′45″N/119°41′

38″E）处，转航向339°航行，驶至视刀架屿灯桩方位087°、距离0.5

海里（概位25°26′18″N/119°40′31″E）处，转航向332°航行，驶

至视金鲟礁灯桩方位090°、距离2链（概位25°27′13″N/119°40′

02″E）处，转航向350°航行，驶至视阿秀礁灯浮方位090°、距离2链

（概位25°27′34″N/119°39′54″E）处，转航向003°航行，驶入平

潭海峡大桥北上桥区航道（东侧通航孔，南下，则从西侧通航孔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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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沿桥区航道灯浮指示通过平潭海峡大桥北上桥区航道，驶至左正横平

潭K1号灯浮时，转航行345°航行，驶至视乌台屿灯桩方位080°、距离3

链（概位25°29′32″N/119°39′29″E）处，转航向325°航行，驶至

视船浪礁灯桩方位080°、距离3链（概位25°29′51″N/119°39′14″

E）处，转航向 359°航行，驶至视海坛海峡5号灯浮左正横（概位25°32′

14″N/119°39′11″E）处，转航向336°航行，驶至视海坛海峡3号灯

浮方位328°、距离0.6海里（概位25°34′25″N/119°38′05″E）处，

转航向348°航行，驶至视塔岩西礁灯桩方位090°、距离0.6海里（概位

25°36′45″N/119°37′33″E）处，转航向000°航行，驶向平潭海峡

公铁大桥鼓屿门桥区航道，沿福建沿海内航路北上驶往闽江口及以北。 

（2）推荐航法二 

经大小练岛桥区航道北上：经推荐航法一航行至视塔岩西礁灯桩方

位090°、距离0.6海里（概位25°36′45″N/119°37′33″E）处，转

航向040°航行，驶向平潭海峡公铁大桥大小练岛桥区航道，沿福建沿海

内航路北上驶往闽江口及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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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推荐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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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青洲大桥桥区水域航行安全指南 

6.1 桥梁通航尺度 

福州市马尾青洲大桥（以下简称“青洲大桥”）位于马尾与长乐营

前之间的闽江下游青洲航段，跨越闽江通海航道，在闽江与乌龙江汇合

处下游2公里处，上游距小马礁约2040m，下游距青洲牛礁约2960m，于2002

年12月26日交工验收，2002年12月28日正式通车。青洲大桥是高速国道

“沈海线”（G15）跨越闽江出海口、通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的过江通道。

大桥桥址轴线由A点（25°59′29.4″N/119°28′01.6″E）,B点（25°

59′06.8″N/119°28′28.3″E）连线。 

青洲大桥主桥跨度布置为250m+605m+250m=1105m,双塔双索面结合

梁斜拉桥，大桥设置一处通航孔，通航孔设计为单孔双向通航，通航孔

位于2#、3#桥墩之间，其余均为非通航孔洞。通航孔跨径为605m，通航

净空高度43m，实际测量通航净空宽度577m,设计通航能力为20000吨级海

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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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桥区水域范围示意图 

 

 

 

 

 

 

 

 

图6-2  青洲大桥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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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水位：本桥的设计水位参照白岩潭潮位站实测年最高潮位频率

计算结果，换算出三百年一遇设计水位为4.70m，相应潮流量13300立方

m/s。最高通航水位：本桥最高通航水位，经与有关单位协商，于1992年

10月23日由市政府主持召开专门研究本桥通航问题的会议，确定按历年

高潮位的平均值取用。经过计算，此水位为3.72m，比用其他方法确定的

水位都高，相应的通航保证率达99.96%。 

 
 

 

 

 

 

 

图6-3  青洲大桥桥型布置图 

6.2 风险标识和注意事项 

（1）桥区水域航行风险 

①青洲大桥设置单孔双向通航，且闽江通海航道沿途浅滩区域较多，

个别位置转向角度较大，船舶航行操纵难度高，对桥梁和船舶的安全影

响大。 

②青洲大桥桥区水域处航道较为狭窄，东南侧离岸侧较近，船舶航

行期间需注意风流影响，避免船舶偏离航道而发生搁浅事故。 

③桥区附近水域锚地较多，大桥上游营前3#、营前4#之间水域存在

沉船，船舶航行经过时若稍有不慎则有造成紧迫局面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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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华能电厂码头位于大桥南岸下游，当电煤船靠离泊作业，尤其是

船舶掉头作业时，会严重影响桥区船舶的正常航行。 

⑤如果船舶在桥区水域齐头并进或追越，容易受桥区横流影响及船

岸间的岸吸作用而碰撞桥墩。 

⑥船舶航经桥区水域，到达榕通码头进港航道和马尾20000吨级主航

道分岔，来往船舶会遇态势复杂，加大船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⑦桥区水域附近水域为禁锚区，船舶航行期间应避开该区域锚泊。 

⑧桥区水域上游1.5海里存在一条渡轮航线，船舶航行期间需注意该

航线上的渡轮动态，避免紧迫局面的发生。 

⑨桥区水域存在无动力船通行，由于无动力船舶需拖轮拖带作业，

操纵能力较差，存在触碰桥墩的可能性。 

⑩桥区水域附近存在部分的渔船等小型船舶无序航行，加大进出桥

区航道船舶安全避让难度。 

（2）安全航行建议 

①船舶在进入桥区水域前，应根据本船吃水、最高点高度和通过桥

区水域时的预测水位，计算通航高度，保证有足够的安全富裕高度和水

深通过桥梁，并根据通航孔位置提前调整航向。 

②船舶应尽量保持在靠近通航孔航道中线附近通过，避免靠近通航

孔桥墩行驶，以免船底擦碰承台。 

③桥区禁止捕鱼、采砂等相关作业，船舶通过桥区需谨慎驾驶。 

④小型船舶进入桥区通航水域，若水域条件允许，可适当加车，提

高车舵对船舶的控制能力，使用安全航速，缩短过桥时间，减小横向漂

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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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通过桥区的船舶应建立健全收、记天气预报制度，及早做好防雷

雨大风和防台工作。在遭遇洪水和台风严重影响致桥位区水位异常和大

雾、大雨、暴雨等天气恶劣致能见距离低于规定要求时，船舶不应冒险

航行通过桥区。 

⑥船舶进入桥区水域前，应对船舶主要航行设备、号灯等进行检查，

确保处于良好状态；船舶在通过大桥时，应运用良好船艺，正确使用车、

舵，摆好船位，航行期间需保证船舶船位处在计划航线上。 

⑦船舶进入桥梁水域前，应对舵、锚、主辅机、航行设备、通信导

航设备等重要设备进行检查，确认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落实相关安全

措施，确保安全通过。 

⑧船舶通过桥梁水域时，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备车、备锚航行，禁止使用自动舵； 

 加强瞭望，必要时，派人瞭头； 

 船长在驾驶台指挥、轮机长在机舱值班； 

 配备VHF设备的船舶，通过规定的VHF频道提前与过往船舶取得

联系，相互通报船舶动态。 

⑨船舶在桥区航道及其通航孔内航行，应按照水上助航标志和桥梁

助航标志特别谨慎驾驶，并禁止下列行为： 

 追越； 

 调头； 

 横越； 

 逆向行驶； 

 妨碍其他船舶安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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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船舶在桥梁水域航行、停泊时，应保持规定的VHF频道有效值守。

配备AIS的船舶应当正确使用，并保持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11如发现桥区水域助航标志等有异常情况，不能确保安全过桥时，

不得强行通过，并应立即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向当地海事管理机构报告。 

○12除非紧急情况，任何船舶不得在桥区水域内停泊、锚泊或靠泊桥

墩。船舶因紧急情况在桥区水域锚泊或停泊时，应立即向当地海事管理

机构报告，并按规定显示信号、用甚高频等发布船舶动态，采取有效措

施尽快驶离桥区水域。 

○13当桥区实际风力达到六级及以上时，禁止一切船舶通过桥区水域。 

○14能见度不足1000m，禁止船舶通过桥区水域。 

○15航行条件受到限制的船舶需通过桥区水域的，应提前24h将船名、

尺度、拖带方式、水线以上最大高度、吃水、预计通过时间、安全措施

等报告主管机关核准后方可通过。特种船舶（队）通过桥区水域，应事

先向海事管理机构申报，经同意后方可通过。 

○16超规范船舶通过桥区水域，应提前7天将船名、尺度、拖带方式、

水线以上最大高度、吃水、预计通过时间、安全措施等报告主管机关核

准后方可通过。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可对超规范船舶实行“一船一

议”制度。 

○17建议无动力船舶过桥拖带作业选择白天能见度不小于1000m，浪高

不大于1m，风力不超过4级，选择高平潮前后1小时流速较缓的时机通过

大桥航段。 

○18根据《福州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船舶在福州辖区水域内

航行期间还应遵守以下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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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进出港在不危及本船安全时，应当尽可能靠近航道右侧行

驶，并使用安全航速航行。 

 穿越航道的船舶，不得妨碍正在航道内航行船舶的通行，不得

抢越他船船艏，穿越时应当尽可能与主航道成直角。 

 船舶驶近渡口或者渡运航线时，应当采取鸣号、减速等有效避

让措施。 

 船舶在大马礁以下闽江通海航道航行时，同吨位等级的，逆水

船应当避让顺水船；遇有三千总吨以上船舶航行时，不足三千

总吨的船舶应当及时让出深水航道。 

 船舶进出港航经马祖印灯浮与中沙灯浮间航道之前，应当鸣放

一长声示警，并保持甚高频无线电话的联系。航经马祖印灯浮

与中沙灯浮间航道时，同吨位等级的，轻载船应当让重载船。

船舶通过金牌门时，五千总吨以上船舶不得会遇，不足五千总

吨的船舶不得妨碍五千总吨以上船舶航行。 

 三千总吨以上的船舶不得在马祖印灯浮至中沙灯浮之间航段、

闽安门东高寨（南搬）灯桩至青洲大桥之间的航段追越或者并

排航行。一千总吨以上的船舶不得在魁岐码头至鳌峰大桥之间

的航段追越或者并排航行。 

 二万吨级以上船舶进入闽江口内港区青洲大桥以下水域，一万

吨级以上船舶进入青洲大桥至大马礁之间水域，三千吨级以上

船舶进入闽江口内港区大马礁以上水域，应当事先向海事管理

机构报告，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组织作出技术评

估，并予以答复，不符合安全条件的，不得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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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在航道、港池、调头区、警戒区、避航区、锚地、推荐航

线内进行养殖、捕捞作业。除航道、港池维护疏浚外，禁止在

闽江口内港区的营前深水区、马尾青州作业区至松门煤码头河

段、松门田螺湾，闽安门、中沙、金牌门水域进行采砂作业。 

6.3 推荐航法 

（1）推荐航法 

青洲大桥设置单孔双向通航，通航孔净宽565m，净高43m（理基）。

进口船舶沿闽江通海航道航行通过松门作业区，继续沿航线航行，过青

洲水道或大屿水道，进入青洲大桥水域，通过大桥进入马尾港主航道或

营前支航道继续航行。出口船舶从马尾港主航道或营前支航道通过青洲

大桥，继续航向青洲水道或大屿水道。 

①推荐航法一（闽江通海航道进口） 

计划航行青洲水道的上行船舶沿闽江通海航道航行红山水域抵达点

A（26°00′53.3″N/119°29′04.6″E）计划航向改变为197.3°，继

续航行约1.3nm到达点C（25°59′36.7″N/119°28′37.6″E）。 

计划航行大屿水道的上行船舶沿闽江通海航道航行红山水域抵达点

B（26°00′50.9″N/119°29′22.4″E）计划航向改变为209°，继续

航行约1.4nm到达点C（25°59′36.7″N/119°28′37.6″E）。 

航行到达点C后调整航向至218°，使用安全航速航行约0.98nm到达

点D（25°58′50.1″N/119°27′57″E），至此船舶航行通过青洲大桥

桥区水域，改变航向至257°航行0.67nm到达点E（25°58′41.3″

N/119°27′13.5″E）调整航向为293°继续沿闽江通海航道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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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推荐航法二（营前支航道进口） 

计划航行青洲水道的上行船舶沿闽江通海航道航行红山水域抵达点

A（26°00′53.3″N/119°29′04.6″E）计划航向改变为197.3°，继

续航行约1.3nm到达点C（25°59′36.7″N/119°28′37.6″E）。 

计划航行大屿水道的上行船舶沿闽江通海航道航行红山水域抵达点

B（ 26°00′50.9″N/119°29′22.4″E）计划航向改变为209°，继续

航行约1.4nm到达点C（25°59′36.7″N/119°28′37.6″E）。 

航行到达点C后调整航向至218°，使用安全航速航行约0.98nm到达

点D（25°58′50.1″N/119°27′57″E），至此船舶航行通过青洲大桥

桥区水域，改变航向至220°航行0.72nm到达点F（25°58′21″N/119°

27′27.2″E）调整航向为215°继续沿营前支航道往榕通码头方向航行。 

青洲大桥桥区水域进港航道示意图如图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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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青洲大桥桥区水域进港航道示意图 

③推荐航法三（闽江通海航道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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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船舶沿闽江通海航道航行到小马礁附近，到达点E（25°58′

41.3″N/119°27′13.5″E）计划航向改变为077°，继续航行约0.67nm

到达点D（25°58′50.1″N/119°27′57″E），调整航向至038°，使

用安全航速航行约0.98nm到达点C（25°59′36.7″N/119°28′37.6″

E），至此船舶航行通过青洲大桥桥区水域。计划航行青洲水道的船舶，

改变航向至017.3°航行1.3nm到达点A（26°00′53.3″N/119°29′

04.6″E），调整航向为046°；计划航行大屿水道的船舶，改变航向至

029°航行1.4nm到达点B（ 26°00′50.9″N/119°29′22.4″E）。随

后继续沿闽江通海航道航行通过松门水域。 

④推荐航法四（营前支航道出口） 

通过长通码头的下行船舶沿营前支航道航行到榕1#浮附近，到达点F

（25°58′21″N/119°27′27.2″E）计划航向改变为040°，继续航行

约0.72nm到达点D（25°58′53.9″N/119°28′08.3″E），调整航向至

038°，使用安全航速航行约0.83nm到达点C（25°59′36.7″N/119°

28′37.6″E），至此船舶航行通过青洲大桥桥区水域。计划航行青洲水

道的船舶，改变航向至017.3°航行1.3nm到达点A（26°00′53.3″

N/119°29′04.6″E），调整航向为046°；计划航行大屿水道的船舶，

改变航向至029°航行1.4nm到达点B（ 26°00′50.9″N/119°29′

22.4″E）。随后继续沿闽江通海航道航行通过松门水域。 

青洲大桥桥区水域出港航道示意图如图6-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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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青洲大桥桥区水域出港航道示意图 

（2）闽江口内船舶交通组织 

①高平潮时段（川石高平潮前2.5小时至高平潮后3小时）集中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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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当日川石高平潮前2.5-1.5小时，需乘潮出港船舶及重载（载货7500

吨及以上）散货出港船舶，原则上按照从上游到下游的先后顺序离泊出

港，上游船舶离泊通过下游泊位后，下游船舶开始离泊，其他船舶在不

影响上游船舶安全通过的前提下，可择机离泊出港。川石高平潮时，该

部分交通流驶过金牌门水域。川石高平潮前1.5-1小时，进港船舶根据锚

泊位置和乘潮需求申请进港，VTS中心按照避免船舶在中沙至马祖印水域

交会原则，进行交通组织，控制首艘进港船在川石高平潮时抵闽江口D1

浮，预计进出港船舶主交通流交会水域集中在芭蕉尾下游水域至闽江通

海航道口。川石高平潮后1.5小时，首艘进港船过金牌门水域，川石高平

潮后3小时，进港主交通流通过金牌门水域。 

②非高平潮时段，中小型船舶双向通航，船舶可根据作业情况，适

时高频申请进出港作业，VTS中心根据航道交通情况，按照避免船舶在中

沙至马祖印水域交会原则，调整船舶交通流。 

 无需乘潮的中小型出港船舶应在川石高平潮前2.5小时之前离泊，

以便在川石高潮前0.5小时通过金牌门水域，避免与进口主交通流

在中沙至马祖印水域交会，或在川石高平潮后1.5小时起按照先上

游后下游的顺序择机离泊出港，以便与进口主交通流在中沙上游

水域内交会。 

 无需乘潮的中小型进港船舶应在川石高平潮1小时之后抵D1号浮，

或在川石高平潮前3小时之前抵D1号浮，以避免与出港主交通流在

中沙至马祖印水域交会。 

③船舶受吃水、速度及其他特殊因素影响，确实无法按照上述方案

进出港的，可按照一事一议的方式，提前向VTS中心申请，VTS中心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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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船舶交通流情况，统筹安排。 

④3.5万吨级特定电煤船进口期间单向通航。川石高平潮前1小时，

重载电煤船抵闽江口D1浮，高平潮抵白塔水域，高平潮后0.5小时，船舶

过金牌门。高平潮后1.5小时，船舶过青州水域。3.5万吨级特定电煤船

进港期间，VTS中心按以下原则调整船舶交通流。 

 出港船舶需川石高平潮前3小时之前离泊出港，控制船舶川石高平

潮前1小时之前过马祖印水域，与以电煤船为首船的进港主交通流

在芭蕉尾以东水域交会，或待进港主交通流通过船舶所在码头水

域后择机离泊出港。 

 进港船舶保持安全距离跟随电煤船有序进港，或川石高平潮前4小

时抵D1浮进港，川石高平潮前2.5小时过金牌门水域，以避免与川

石高平潮前3小时之前离泊的出港主交通流在中沙至马祖印水域

交会。 

（3）船舶过金牌门水域管控措施及操纵建议 

①管控措施 

 控制船舶离泊时间确保船舶在缓流时通过。为落实重载散货船离

泊时间，码头应控制船舶开航时间，通常在筹东作业区和青州作

业区开航船舶，建议在川石高潮前2小时开始解缆离码头，松门作

业区开航船舶，建议在川石高潮前1.5小时开始解缆离码头。选择

缓流时（高平潮时）通过中沙至金牌门航段，以减少流压对船舶

操纵的影响。） 

 在通航条件许可下，过中沙灯浮时的船位控制在航道中间偏北。

（特别夜间航行，不建议船舶找红浮核定船位，容易导致船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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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左舷流压影响致使船舶船位大幅度偏向南岸水域）。 

 有进口船在该航段附近会遇时（尽量避免在金牌门前后0.5海里会

遇），建议各航段的船位位置示意图如图6-6所示。 

 单船出港时，建议各航段的船位位置示意图如图6-7所示。 

 

 

 

 

 

 

 

 

 

图6-6  当有进港船舶时出港船舶航行示意图 

 

 

 

 

 

 

 

 

图6-7  船舶单船出港航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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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船舶过金牌门航段操纵注意事项 

 认真了望，协调避让。充分利用视觉、听觉以及船载设备认真监控本

船船位，确保船舶保持在航道上，同时跟踪他船并与相关船舶互通动

态信息，协调避让；对尾随船舶应提醒相关船舶保持安全距离；金牌

门航段高潮时期进出港船舶流量大，严禁追越。此外，还应注意跟踪

航道渔船、小型船舶对本船航行安全的影响。 

 注意监舵，提前减速。过琅岐沙后，应派操舵水平较高的舵工进行操

舵，值班驾驶员做好监舵工作，同时根据船舶操纵性能，必要时先减

车降速，使用前进二或前进一航行，抵中沙红绿灯浮后再加车至前进

三，以提高舵效。 

 有效掌握船舶偏转率。控制船舶向左的转率不要过大，船长应自己叫

舵，不要叫航向，用大舵角，早回舵，使船舶平稳右转。 

 合理选择船舶转向时机。通常在南龟岛灯桩与琅岐岛北侧灯桩接近开

视（图6-6图6-7位4）时开始向右转向，先用大舵角，再根据向右转

率情况适当调整舵角，确保船舶平稳右转至出港航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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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琅岐闽江大桥桥区水域航行安全指南 

7.1 桥梁通航尺度 

闽江口内港区由青州、筹东、洋屿、松门、象屿、长安、小长门、

琅岐、粗芦岛九个作业区组成。琅岐闽江大桥位于琅岐与亭江之间的闽

江下游英屿航段，跨越闽江通海航道，上游距长门水道和梅花水道分流

口约1500m，下游距长门大桥约7500m。桥址轴线为：A点（26°05′32″

N/119°32′42.79″E），B点（26°05′49.67″N/119°31′54.28″E）

连线组成。琅岐闽江大桥是连接琅岐岛与亭江之间重要部分，桥梁全长

2675m，主桥长1280m，主桥桥面宽28.7m，按双向六车道设计。 

 

 

 

 

 

 

 

 
 

 

 

图 7-1  桥区水域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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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琅岐闽江大桥实景图 

琅岐闽江大桥通航孔设计为单孔双向通航，通航孔位于琅岐闽江大

桥3号～4号主桥墩之间，其余均为非通航孔洞。通航孔洞设置净高为

56.3m（理基），净宽为630.1m。大桥总长2675m，大桥主桥为跨径680m

的双塔双索面钢箱梁斜拉桥，主桥全长1280m，通航净空高度55.1m，净

空宽度630m（单孔双向），最高通航水位7.21m（理基），设计通航能力

为2万吨级海轮。 

根据桥区的船舶运输现状和福州港总体规划船型，琅岐闽江大桥采

用规划的3万吨级集装箱船、3万吨级散货船、5000吨级杂货船、3000吨

级杂货船和1000吨级杂货船为通航代表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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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琅岐闽江大桥桥区通航孔布置图 

7.2 风险标识和注意事项 

（1）桥区水域航行风险 

①琅岐闽江大桥设置单孔双向通航，且闽江通海航道沿途浅滩区域

较多，个别位置转向角度较大，船舶航行操纵难度高，对桥梁和船舶的

安全影响大。 

②桥区水域存在无动力船通行，由于无动力船舶需拖轮拖带作业，

操纵能力较差，存在触碰桥墩的可能性。 

③如果船舶在桥区水域齐头并进或追越，容易受桥区横流影响及船

岸间的岸吸作用而碰撞桥墩。 

④桥区水域附近存在部分的渔船等小型船舶无序航行，加大进出桥

区航道船舶安全避让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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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桥区附近水域锚地较多，船舶航行经过时若稍有不慎则有造成紧

迫局面的可能性。 

⑥经过桥区水域，到达梅花水道分流口，分流口来往船舶密度变大，

加大船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2）安全航行建议 

①通过桥区水域实行报告制度，在桥上、下游1000m处划定报告线，

服从海事管理机构指挥，船舶必要时选择安全地点停泊，等候通过。根

据福州海事管理机构规定的VHF频道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船名、船舶种

类、船长、船宽、吃水、水面以上最大高度等相关情况。 

②通过桥区水域前，应对舵、锚、主辅机、航行信号、船队系缆及

拖带设备等进行严格检查，使之处于良好技术状态，并落实安全防范措

施，确保安全通过。 

③通过桥区时，应由熟悉桥区情况、技术熟练的驾引人员操作。 

④通过大桥的船舶，其最高点至桥梁的间距应不少于2m（即过桥富

裕高度不小于2m）。 

⑤自主通过大桥的船舶应具有良好的操作性能和控制能力，并以安

全航速航行。 

⑥当桥区实际风力达到六级及以上时，禁止一切船舶通过桥区水域。 

⑦能见度不足1000m，禁止船舶通过桥区水域。 

⑧船舶过桥前发现桥区水域航道、航标不正常或本船船位不能确保

安全过桥时，禁止通过桥区水域。 

⑨船舶航行经过桥区时应注意渡口船舶情况，避免发生紧迫局面。 

⑩航行条件受到限制的船舶需通过桥区水域的，应提前24h将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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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拖带方式、水线以上最大高度、吃水、预计通过时间、安全措施

等报告主管机关核准后方可通过。特种船舶（队）通过桥区水域，应事

先向海事管理机构申报，经同意后方可通过。 

⑪超规范船舶通过桥区水域，应提前7天将船名、尺度、拖带方式、

水线以上最大高度、吃水、预计通过时间、安全措施等报告主管机关核

准后方可通过。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可对超规范船舶实行“一船一

议”制度。 

⑫建议无动力船舶过桥拖带作业选择白天能见度不小于1000m，浪高

不大于1m，风力不超过4级，选择高平潮前后1小时流速较缓的时机通过

大桥航段。 

⑬禁止追越和并排行驶，并保持安全距离。 

⑭不得在桥区水域穿越、抛锚、掉头等。 

⑮根据《福州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船舶在福州辖区水域内

航行期间还应遵守以下条例：详见青洲大桥同一条款。 

7.3 推荐航法 

（1）推荐航法 

琅岐闽江大桥设置单孔双向通航，通航孔净宽630.1m，净高 56.3m（理

基）。船舶沿闽江通海航道航行通过金牌门，继续沿航线航行，过中沙3

号灯浮，向右转向约5°，航行0.85nm后向左转向约26.7°，直线航行

2.18nm通过桥区，过桥区约0.4nm在前屿灯浮前向左转向约7.3°继续航

行进入闽江内港区。 

①推荐航法一（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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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船舶沿闽江通海航道航行过金牌门到达点A（26°07′42.3″

N/119°34′33.1″E）计划航向改变为249.3°，继续航行约0.85nm到达

点B（26°07′24.4″N/119°33′40.0″E），调整航向至222.6°，使

用安全航速航行约2.18nm到达点C（26°05′48.0″N/119°32′01.2″

E），至此船舶航行通过琅岐闽江大桥桥区水域，改变航向至215.3°航

行0.76nm到达点D（26°05′10.8″N/119°31′31.9″E）调整航向为

185.5°继续沿闽江通海航道航行。 

 
 

 

 

 

 

 

 

 

 

 

 

 

 

 

 

图7-4  桥区水域船舶（上行）航法示意图 

②推荐航法二（下行） 

下行船舶沿闽江通海航道航行过梅花水道分流口到达点D（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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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N/119°31′31.9″E）计划航向改变为35.2°，继续航行约0.76nm

到达点C（26°05′48.0″N/119°32′01.2″E），调整航向至42.6°，

使用安全航速航行约2.18nm到达点B（26°07′24.4″N/119°33′

40.0″E），至此船舶航行通过琅岐闽江大桥桥区水域，改变航向至69.2°

航行0.85nm到达点A（26°07′42.3″N/119°34′33.1″E）调整航向为

65.2°继续沿闽江通海航道航行过金牌门。 

 

 

 

 

 

 

 

 

 

 

 

 

 

图7-5  桥区水域船舶（下行）航法示意图 

（2）闽江口内船舶交通组织 

闽江口内船舶交通组织详见“6.8推荐航法（2）闽江口内船舶交通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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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船舶过金牌门水域管控措施及操纵建议 

船舶过金牌门水域管控措施及操纵建议详见“6.8推荐航法（3）船

舶过金牌门水域管控措施及操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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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长门特大桥桥区水域航行安全指南 

8.1 桥梁通航尺度 

长门特大桥桥址位于闽江口金牌门水域，属于闽江长门窄口段，北

接琯头镇长门村，南接琅岐岛凤窝村。大桥于 2016 年 01 月开工，于 2018

年 06 月 11 日顺利实现全桥合拢，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正式通车。长门

大桥桥轴线起点经纬度坐标为 26°08′11.34″N，119°35′34.28″E，

终点经纬度坐标为 26°07′55.38″N，119°35′32.92″E。 

 

 

 

 

 

 

 

 

 

 

图 8-1  桥区水域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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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长门特大桥实景图 

长门特大桥布设的跨径为 （35+44+66+550+66+44+35）m 双塔双索面

混合梁斜拉桥，主通航孔两侧4#、5#主墩均位于岸上，通航孔跨径为550m，

桥墩净距 533.5m，主通航孔净高可以满足 3 万吨级集装箱船通航单孔双

向通航要求。但受河道两岸地形控制，航道条件只能满足 2 万吨级集装

箱船单线通航要求。大桥通航孔布置图如图 8-3 所示，大桥桥梁净空尺

度表如表 8-1 所示： 

表 8-1              桥梁通航净空尺度表 

船舶吨级

DWT（吨） 

空载吃水线

上高（m） 

富裕高

度（m） 

净高

（m） 
最高通航

水位（m） 

桥梁梁底标高 

要求（m） 

30000 50.8 4.3 56.28 4.94 6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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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长门特大桥桥孔布置图 

8.2 风险标识和注意事项 

（1）桥区水域航行风险 

①长门特大桥位于金牌门航段，该航段水流较为湍急，船舶航行期

间需注意流速的影响，保持在航道上行驶。 

②长门大桥桥梁跨越通航水域上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船舶航行水

平通视角，对船舶驾驶员的正常了望带来遮挡，还可能会对船舶助航仪

器的使用产生干扰，对船舶助航仪器的使用效果可能会有影响。 

③长门特大桥虽然采用大跨度一孔跨过河道，但通航高度受到限制，

客观上给船舶航行增加了困难，增加了船员通过大桥的心理压力。 

④桥区水域上游存在一处禁渔禁锚区，船舶航行期间应避开该区域

锚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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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桥区水域附近存在两条渡轮航线，船舶航行期间需注意该航线上

的渡轮动态，避免紧迫局面的发生。 

⑥桥区水域附近存在部分的渔船等小型船舶无序航行，加大进出桥

区航道船舶安全避让难度。 

（2）安全航行建议 

①船舶在进入桥区水域前，应根据本船吃水、最高点高度和通过桥

区水域时的预测水位，计算通航高度，保证有足够的安全富裕高度和水

深通过桥梁，并根据通航孔位置提前调整航向。 

②桥区禁止捕鱼、采砂等相关作业，船舶通过桥区需谨慎驾驶。 

③小型船舶进入桥区通航水域，若水域条件允许，可适当加车，提

高车舵对船舶的控制能力，使用安全航速，缩短过桥时间，减小横向漂

移量。 

④通过桥区的船舶应建立健全收、记天气预报制度，及早做好防雷

雨大风和防台工作。在遭遇洪水和台风严重影响致桥位区水位异常和大

雾、大雨、暴雨等天气恶劣致能见距离低于规定要求时，船舶不应冒险

航行通过桥位区。 

⑤船舶进入桥区水域前，应对船舶主要航行设备、号灯等进行检查，

确保处于良好状态；船舶在通过大桥时，应运用良好船艺，正确使用车、

舵，摆好船位，航行期间需保证船舶船位处在计划航线上。 

⑥船舶进入桥梁水域前，应对舵、锚、主辅机、航行设备、通信导

航设备等重要设备进行检查，确认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落实相关安全

措施，确保安全通过。 

⑦船舶通过桥梁水域时，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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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备车、备锚航行，禁止使用自动舵； 

b.加强瞭望，必要时，派人瞭头； 

c.船长在驾驶台指挥、轮机长在机舱值班； 

d.配备 VHF 设备的船舶，通过规定的 VHF 频道提前与过往船舶取得

联系，相互通报船舶动态。 

⑧船舶在桥区航道及其通航孔内航行，应按照水上助航标志和桥梁

助航标志特别谨慎驾驶，并禁止下列行为： 

a.追越； 

b.调头； 

c.横越； 

d.逆向行驶； 

e.妨碍其他船舶安全的行为。 

⑨船舶在桥梁水域航行、停泊时，应保持规定的 VHF 频道有效值守。

配备 AIS 的船舶应当正确使用，并保持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⑩如发现大桥水域助航标志等有异常情况，不能确保安全过桥时，

不得强行通过，并应立即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向当地海事管理机构报告。 

⑪除非紧急情况，任何船舶不得在桥区水域内停泊、锚泊或靠泊桥

墩。船舶因紧急情况在桥区水域锚泊或停泊时，应立即向当地海事管理

机构报告，并按规定显示信号、用甚高频等发布船舶动态，采取有效措

施尽快驶离桥区水域。 

⑫根据《福州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船舶在福州辖区水域内

航行期间还应遵守以下条例：详见青洲大桥同一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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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推荐航法 

（1）推荐航法 

长门特大桥通航孔在 4#～5#墩之间，大桥一孔跨过河道，通航孔净

空高度为 55.1m（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以上），设置为单孔双向通航。桥

区段闽江通海航道为直线段航道，且与桥轴线基本正交，船舶通过桥区

通视性较好，上游航道直线段长度 2.4km，下游航道直线段长度 2.5km，

由于桥区水域段水域较为湍急，船舶航行期间需充分考虑流速影响通过

桥区航道。 

①推荐航法一（上行） 

上行船舶船舶到达闽江通海航道 D1 浮附近 A 点（26°04′54.9″

N/119°48′09.7″E），调整航向 至 277°（在过 D1-D8号灯浮后转向时

不可靠其太近，因灯浮经常漂移，常有船舶在此搁浅），航行约 6 海里

到达 B 点（26°05′39.2″N/119°41′31.5″E），调整航向至 310°，

将 D9 灯浮置于船舶的右舷（夏秋季节，在 D9、D13 灯浮附近，有大批

渔船张网捕鱼，占据航道，经常有船舶为避让渔船、渔网而偏航搁浅，

尤其要谨慎驾驶），船舶航行约 2.8 海里到达 C 点（26°07′27.6″

N/119°39′05.4″E），调整航向至 293°航行约 1.53海里到达 D点（26°

08′02.3″N/119°37′31.3″E），此时调整航向至 269°，由于该段水

流较为湍急，船舶航行期间需注意通航孔附近风流影响，使用安全航速

航行约 2.04 海里通过桥区水域到达 E 点（26°07′59.8″N/119°35′

14.6″E），再调整航向至 245°，沿着闽江通海航道进港。 

②推荐航法二（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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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船舶通过琅岐闽江特大桥后，然后调整航向行驶至 G 点（26°

07′24.4″N/119°33′40.0″E），调整航向至 069°，航行至 F 点（26°

07′42.3″N/119°34′33.1″E），调整航向至 065°航行约 0.7 海里到

达 E（26°07′59.8″N/119°35′14.6″），此时调整航向至 089°，

由于该段水流较为湍急，船舶航行期间需注意通航孔附近风流影响，使

用安全航速航行约 2.04海里到达到达 D点（26°08′02.3″N/119°37′

31.3″E），调整航向至 113°，航行约 1.5 海里到达 C 点（26°07′27.6″

N/119°39′05.4″E），然后顺着闽江通海航道驶离闽江口内港区。 

 

 

 

 

 

 

 

 

 

图 8-4  船舶上行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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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船舶下行航法 

（2）闽江口内船舶交通组织 

闽江口内船舶交通组织详见“6.8推荐航法（2）闽江口内船舶交通

组织”。 

（3）船舶过金牌门水域管控措施及操纵建议 

船舶过金牌门水域管控措施及操纵建议详见“6.8推荐航法（3）船

舶过金牌门水域管控措施及操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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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福宁高速公路下白石特大桥桥区水域航行安全指南 

9.1 桥梁通航尺度 

福宁高速公路下白石特大桥是沈海高速公路重要组成部分，桥梁全

长 999.6m，主桥长 810m，桥梁宽度 24.5m，为双向四车道公路。福宁高

速公路下白石特大桥是我国双幅 260m 连续钢构第一座桥梁，该桥于 1999

年开工，2003 年 3 月建成完工并在同年的 6 月 28 号正式通车开始运营。 

福宁高速公路下白石特大桥位于温福铁路白马河特大桥下游约 950m

处，桥梁 3#、4#、5#、6#、7#号桥墩设置在赛江河道之中，其中 5#-6#

桥墩之间的桥孔为通航孔，桥梁设计为单孔双向通航，通航净空宽度

200m，净空高度 29m，最高通航水位黄零 5.67m（理基 9.28m），最低水

深-8m。设计通航能力为 1000 吨级海轮，设计通航孔桥墩承受船舶撞击

力为 134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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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桥梁地理位置图 

 

 

 

 

 

 

 

 

 

图 9-2  通航桥孔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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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风险标识和注意事项 

（1）桥区水域航行风险 

①桥区航行转向点多，航道较窄，船舶经过桥区时桥墩遮挡驾驶员

及瞭望人员视线，使驾驶员对转弯时机难以把控，可能造成紧迫局面的

风险。 

②福宁高速公路下白石特大桥与上游的温福铁路白马河特大桥通航

净空尺度小，且两桥间距短，两桥主通航孔法线不在同一直线上，航道

转弯角度大（达 39.5°），船舶航行操纵难度高，对桥梁和船舶的安全

影响大，是辖区最主要通航限制性建筑。 

③桥区水域上下游水域建有多座船厂，船厂单船修建规模部分超过

1000 吨级，船舶通航等级的现实要求与桥梁设计通航能力之间矛盾突出。 

④桥区水域存在无动力船通行，由于无动力船舶需用拖轮拖带作业，

操纵能力较差，存在与桥墩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⑤如果船舶在桥区水域齐头并进或进行追越，容易受桥区横流影响

及船岸间的作用而碰撞桥墩。 

⑥桥区水域内存在一处禁渔禁锚区域与一处禁锚区域，船舶航行期

间应避开这两处区域锚泊。 

⑦下白石至马头渡口横越专线横跨白马港进港航道，船舶航行期间

需注意该航线上的渡船动态，避免紧迫局面的发生。 

⑧桥区水域附近存在部分的渔船等小型船舶无序航行，加大进出桥

区航道船舶安全避让难度。 

（2）安全航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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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船舶通过大桥前，应对舵、锚、主辅机、航行信号、船舶系缆及

拖带设备等进行严格检查，使之处于良好技术状态，备车备锚，落实各

项安全防范措施。 

②通过桥区时，应由熟悉桥区情况、技术熟练的驾驶人员和引航员

操作； 

③通过大桥的船舶，其最高点至桥梁的间距应不少于 2m（即过桥富

裕高度不小于 2m）。 

④自主通过大桥的船舶应具有良好的操作性能和控制能力，并以安

全航速航行通过桥区。 

⑤当桥区实际风力达到六级及以上时，能见度不足 1000m，禁止船舶

通过桥区水域。 

⑥船舶过桥前发现桥区水域航道、航标不正常或本船船位不能确保

安全过桥时，禁止通过桥区水域。 

⑦航行条件受到限制的船舶需通过桥区水域的，应提前 24h 将船名、

尺度、拖带方式、水线以上最大高度、吃水、预计通过时间、安全措施

等报告主管机关核准后方可通过。特种船舶（队）通过桥区水域，应事

先向海事管理机构申报，经同意后方可通过。 

⑧建议无动力船舶拖带过桥选择白天能见度不小于 1000m，浪高不大

于 1m，风力不超过 4 级，选择高平潮前后 1 小时流速较缓的时机通过大

桥航段。 

⑨通过大桥的船舶应当符合桥梁通航净空尺度、航道通航等级以及

相关安全标准，严格遵守航行规则。禁止在桥区水域抛锚、淌航、掉头、

横越、追越、并排行驶、不按规定航行、超桥梁通航尺度及航道等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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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为。 

9.3 推荐航法 

（1）推荐航法 

福宁高速公路下白石特大桥与上游温福铁路白马河特大桥的两座桥

梁通航孔相距约 950m，通航孔方向不一致。铁路桥有两个通航孔，把经

过桥区水域的上、下行船舶分开。上行船舶驶过下白石特大桥 300m 后右

转，然后直线过白马河特大桥东侧通航孔；下行船舶直线通过西侧通航

孔过白马河特大桥约 517m 后左转，取江中直道，直线穿过下白石特大桥。

具体的桥区推荐航路如下： 

①推荐航法一（上行） 

上行船舶沿白马港区进港航道航行至 K 点附近后，调整航线航向至

353°，航行约 0.6 海里到达 M 点，调整航向至 328°，使用安全航速通

过福宁高速公路下白石特大桥通航孔，船舶航行期间需注意通航孔附近

风流影响，保持船舶直线通过通航孔，航行约 0.43 海里到达 N 点，调整

航向至 007.5°，使用安全航速通过温福铁路白马河特大桥通航孔，直线

航行约 0.68 海里到达 O 点，然后调整航向至 326°，驶离桥区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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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上行推荐航法示意图 

②推荐航法二（下行） 

下行船舶行驶至赛江航道 P～0′段时，需注意与航道上行驶的船舶

提前避让，然后调整航向行驶至 0′点，调整航向至 187.7°，使用安全

航速通过温福铁路白马河特大桥通航孔，船舶航行期间需注意通航孔附

近风流影响，航行约 0.67 海里到达 N′点，调整航向至 148.4°，使用

安全航速通过下白石特大桥通航孔，到达 M 点，至此船舶驶离桥区，然

后调整航向行驶向白马港区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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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  下行推荐航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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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温福铁路白马河特大桥桥区水域航行安全指南 

10.1 桥梁通航尺度 

温福铁路白马河特大桥位于三沙湾区，大桥桥址横跨白马河下游“赛

岐至白马门”航段，位于福宁高速公路下白石特大桥上游约 950m，西岸

地处福安市下白石镇，东岸地处福安市湾坞镇。桥址路由轴线为A点（26°

49′52″N/119°41′20″E）、B 点（26°49′47″N/119°40′19″E）

连线。大桥于 2005 年 11 月开工，于 2008 年 11 月 24 日顺利实现全桥合

拢，于 2009 年 12 月正式通车。 

温福铁路白马河特大桥设置两处单向通航孔，其中上行通航孔位于

13#与 14#桥墩之间，下行通航孔位于 12#、13#桥墩，两通航孔通航净宽

均为 120m，净空高度为 29m，最高通航水位参照历史最高潮位取黄零

5.75m（理基 9.36m）。根据福建省航道管理局《关于宁德下白石铁路桥

通航技术要求的复函》（闽航道管〔2004〕13号）,桥梁设计通航能力为

1000 吨级兼顾 3000 吨级海轮，双孔单向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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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桥梁地理位置图 

 

 

 

 

 

 
 

 

 

 

 

图 10-2  桥梁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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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风险标识和注意事项 

（1）桥区水域航行风险 

①温福铁路白马河特大桥与下游的福宁高速公路下白石特大桥通航

净空尺度小，且两桥间距短，两桥主通航孔法线不在同一直线上，航道

转弯角度大（达 39.5°），船舶航行操纵难度高，对桥梁和船舶的安全

影响大，是辖区最主要通航限制性建筑，也是船舶航行安全的主要限制

性因素。 

②桥区河段断面形态呈偏“W”形，且主流靠右岸，除上行通航孔落

潮时流速较大外，断面流速分布比较均匀。大桥由于通航孔桥墩（12#、

13#、14#墩）阻水，河道过水断面减小，桥址断面测点流速普遍有所增

加，大流量条件下，断面测点流速增幅大于小流量条件下断面测点流速

增幅。涨潮落潮时，在通航孔桥墩前方会产生一定的壅水，同时在桥墩

附近会产生一定的绕流，船舶在通过桥区时有可能受到一定横流作用，

增加了通过难度。 

③桥区上下游建有多座船厂，船厂单船修建规模部分超过3000吨级，

船舶通航等级的现实要求与桥梁设计通航能力之间矛盾突出。 

④桥区水域存在无动力船通行，由于无动力船舶需拖轮拖带作业，

操纵能力较差，存在触碰桥墩的可能性。 

⑤如果船舶在桥区水域齐头并进或追越，容易受桥区横流影响及船

岸间的岸吸作用而碰撞桥墩。 

⑥桥区水域内存在一处禁渔禁锚区与一处禁锚区，船舶航行期间应

避开该区域锚泊。 



福建省沿海桥梁桥区水域航行安全指南  

                                       
                                        80                            福建海事局  

⑦下白石至马头渡口横越专线横跨白马港进港航道船舶航行期间需

注意该航线上的渡船动态，避免紧迫局面的发生。 

⑧桥区水域附近存在部分的渔船等小型船舶无序航行，加大进出桥

区航道船舶安全避让难度。 

（2）安全航行建议 

详见“9.7 主要航行风险及安全航行建议（2）安全航行建议”。 

10.3 推荐航法 

（1）推荐航法 

温福铁路白马河特大桥与下游的福宁高速公路下白石特大桥两座桥

梁通航孔相距 950m，通航孔方向不一致。铁路桥有两个通航孔，把经过

桥区水域的上、下行船舶分开。上行船舶过公路桥 300m 后右转约 39.5°，

然后直线过东侧通航孔；下行船舶直线通过西侧通航孔过铁路桥 517m 后

左转 39.3°，直线过公路桥。航线与铁路桥桥轴线法线方向夹角分别为

12.6°（上行）和 11.5°（下行），与涨落潮主流向最大夹角为 19.7°。

具体的桥区推荐航路如下： 

①推荐航法一（上行） 

上行船舶沿白马港区进港航道航行至 K 点（26°48′28.5″N/119°

41′25.0″E），调整航线至 353°，航行约 0.6 海里到达 M 点（26°49′

04.1″N/119°41′20.1″E），调整航向至 328°，使用安全航速通过福

宁高速公路下白石特大桥通航孔，船舶航行期间需注意通航孔附近风流

影响，航行约 0.43海里到达 N点（26°49′25.9″N/119°41′05.1″E），

调整航向至 007.5°，使用安全航速通过温福铁路白马河特大桥通航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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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约 0.68 海里到达 O 点（26°50′06.0″N/119°41′11.1″E），然

后调整航向至 326°，驶离桥区水域。 

 

 

 

 

 

 

 

 

 

 

 

 

 

 

 

 

图 10-3  桥区水域船舶（上行）航法 

②推荐航法二（下行） 

下行船舶行驶至赛江航道 0′～P 段时，需注意与航道上行驶的船舶

提前避让，然后调整航向行驶至 0′点（26°50′11.7″N/119°41′

06.8″E），调整航向至 187.7°，使用安全航速通过温福铁路白马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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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右侧通航孔，船舶航行期间需注意通航孔附近风流影响，航行约 0.67

海里到达 N′点（26°49′32.1″N/119°41′00.8″E），调整航向至

148.4，使用安全航速通过下白石特大桥通航孔到达M点（26°49′04.1″

N/119°41′20.1″E），然后调整航向行驶至白马港区进港航道。 

 

 

 

 

 

 

 

 

 

 

 

 

 

 

 

 

图 10-4  桥区水域船舶（下行）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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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甬莞高速公路沙埕湾特大桥桥区水域航行安全指南 

11.1 桥梁通航尺度 

甬莞高速公路沙埕湾特大桥位于福建省福鼎市佳阳乡与白琳镇之

间，沙埕湾特大桥起于竹澳，建北引桥后，主桥跨越竹甲鼻与青屿岛之

间的北汊水域，经青屿岛，建南引桥跨越南汊水域，于阮家渡村登陆。

大桥于 2017年 9月开工，于 2020年 8月 16日顺利实现全桥合拢，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正式通车。桥址轴线由 A 点（27°13.935′N/120°17.024′

E）、B点（27°14.183′N/120°17.247′E）、C点（27°14.475′N/120°

17.707′E）三点连线，地理位置图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沙埕湾特大桥地理位置图 

沙埕湾特大桥主桥采用（168 北边跨+535 主跨+258 南边跨）m,在主

桥的 7#、8#桥墩之间设置一处通航孔，通航孔通航净宽为 378m，净空高

度为 49.95m，设计历史最高通航水位（历史最高潮位）取 4.6m（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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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设计历史最低通航水位（理论最高潮位）取-3.27m，设计通过

能力为 5 万吨级乘潮单向通航。南引桥未设置通航孔，净空宽度 25m，设

计通航能力为 100 马力以下小型渔船，双孔单向通航。通航孔设置及净

空尺度表如表 11-1、图 11-2 所示。 

表 11-2       沙埕湾特大桥通航孔设置及净空尺度表 

位置 通航级别 通航孔个数 净空高度(m) 净空宽度(m) 备注 

主跨 50000吨级 1 49.95 378 北汊，乘潮单向 

南引桥 100马力   25 南汊，双孔单向 

 

 

 

 

 

 

 

 

 

图 11-2  沙埕湾特大桥 

11.2 风险标识和注意事项 

（1）桥区水域航行风险 

①由于大桥所在水域涨落潮潮流流速较大，桥墩受流影响较大，船

舶通过桥区时若操纵不当易撞上桥墩（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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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沙埕湾特大桥桥区水域两侧存在较多的养殖区，对船舶航行有一

定影响，若操作不当亦有可能发生船舶触碰养殖区情况。 

③雾对船舶的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别是浓雾会使能见度很低。

南汊桥桥墩密集，小型船舶在雾中航行时，与桥墩相撞的可能性就会增

大。 

④虽然桥梁所在港区的通航密度不大，而随着沙埕港区的发展，桥

梁所在区域的小型船舶密度可能会日益增多，造成船舶的交通事故几率

增大，从而对桥梁的安全将造成一定的影响。 

⑤由于桥梁所在水域附近大多为渔船，渔船的船舶操纵以及航向、

航速的掌控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将增大撞击桥梁的风险。 

⑥桥区水域附近存在部分的渔船等小型船舶无序航行，加大进出桥

区航道船舶安全避让难度。 

（2）安全航行建议 

①船舶在进入桥区水域前，应根据本船吃水、最高点高度和通过桥

区水域时的预测水位，计算通航高度，保证有足够的安全富裕高度和水

深通过桥梁。  

②船舶（除小型渔船之外）应尽量保持在靠近通航孔航道中线附近

应从通航孔通过，不能从其他桥墩之间通过。 

③小型船舶进入桥区通航水域，若水域条件允许，可适当加车、增

加船速，提高车舵对船舶的控制能力，缩短过桥时间，减小横向漂移量。  

④通过桥区的船舶应建立健全收、记天气预报制度，及早做好防雷

雨大风和防台工作。在遭遇天文大潮和台风严重影响致桥位区水位异常

和大雾、大雨、暴雨等天气恶劣致能见距离低于规定要求时，船舶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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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航行通过桥区。  

⑤船舶进入北汊桥区水域前，保持主机、舵、锚、航行信号、导航

设备、拖带设备及应急设备处于良好技术状态；船舶在通过大桥时，应

运用良好船艺，正确使用车、舵，摆好船位，船首对准桥孔中可通航的

桥涵标，保持在桥区航道内航行。  

⑥如发现大桥水域助航标志等有异常情况，不能确保安全过桥时，

不得强行通过，并应立即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向属地海事管理机构报告。  

⑦除非紧急情况，任何船舶不得在桥区水域内停泊、锚泊或靠泊桥

墩。船舶因紧急情况在桥区水域锚泊或停泊时，应立即向属地海事管理

机构报告，并按规定显示信号、用甚高频等发布船舶动态，采取有效措

施尽快驶离桥区水域。  

⑧航经沙埕湾特大桥的船舶应熟悉当地的风流因素，并根据海事管

理部门制定的桥区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在指定的通航孔航行。 

⑨对于通过北汊桥区的无动力 5 万吨级散货船，由于无动力 5 万

吨级船舶在航经北汊桥期间操纵能力受限，拖轮马力以及数量应根据当

时的风流条件进行配置，应当采取拖拽部位加强、护航等特殊的安全保

障措施，在开航前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航行计划。 

⑩通过大桥北汊桥区的船舶应当符合桥梁通航净空尺度、航道通航

等级以及相关安全标准，严格遵守航行规则。禁止在桥区水域抛锚、淌

航、掉头、横越、追越、并排行驶、不按规定航行、超桥梁通航尺度及

航道等级通航等行为。严禁大于 100 马力的船舶从南汊桥孔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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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推荐航法 

沙埕湾特大桥主桥采用“一跨过江”的形式，在主桥的 7#、8#桥墩

之间设置一处通航孔，桥区通航孔可满足 5 万吨级船舶单线通航。目前

桥区航道为天然航道，水深条件较好，船舶通航期间需注意风、流等自

然因素影响，保持在航道上行驶并通过桥区水域，具体航法如下： 

（1）推荐航法 

①推荐航法一（上行） 

上行船舶航行至二姐礁灯桩附近，转向进入大门仔水道，调整航向

至 356°航行约 0.74nm 至 A 点（27°13′2.04″N，120°18′10.74″E）,

调整航向至 321°，使用安全航速沿主航道通过沙埕湾特大桥北汊段主

桥，航行约 1.69nm 到达 B 点（27°13′45.97″N，120°18′6.14″E），

至此船舶航行通过沙埕湾特大桥桥区水域，船舶再调整航向至 291°，航

行约 0.69nm 到达 C 点（27°15′4.89″N，120°16′53.9″E），再调

整航向至 291°沿着沙埕湾进港航道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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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船舶上行航法 

②推荐航法二（下行） 

下行船舶沿着航道航行至下鸟屿附近 C 点（27°15′4.89″N，120°

16′53.9″E），调整航向至 111°，航行约 0.69nm 到达 B 点（27°13′

45.97″N，120°18′6.14″E），调整航向至 141°，使用安全航速沿航

道通过沙埕湾特大桥北汊段主桥，航行约 1.69nm 到达 A 点（27°13′

2.04″N，120°18′10.74″E），随后顺着航道航行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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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船舶下行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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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桥区水域界定。《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桥区水域水上交通

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交办海〔2018〕52 号）中明确：“桥区水域是

指桥梁轴线两侧各一定范围内的水域，其范围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

航道管理机构、海事管理机构及桥梁建设或管理单位确定并公布。”    

桥区水域范围的界定主要考虑桥梁所处自然环境与通航环境的条件。本

指南列举国内一些沿海桥梁的桥区水域界定规定，供了解与参考。 

    （1）《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航安全管理规定》中将“大桥相关水域界

定为大桥轴线两侧各 3 海里以内的水域”；将“大桥附近水域界定为大

桥轴线两侧各 3000m 之内的水域”。 

    （2）《上海海事局桥区水域通航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中将“桥区水

域界定为大桥轴线两侧各 1000m～2000m 范围内水域。” 

    （3）《金塘大桥、西堠门大桥通航安全管理规定》中将“大桥水域

界定为大桥轴线两侧各 3000m 范围内的水域”。 

    （4）《宁波象山港公路大桥通航安全管理规定》中将“大桥水域界

定为大桥轴线两侧各 3000m范围内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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