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尔港:
派尔港
南澳州的战略港口方案

港口扩建提案

关键重点
吞吐量:
万吨
吞吐量 每年2000万
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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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议的仓储地区位于派尔港的东
侧，近Port Germein Road (Spencer
高速公路) ，毗邻南北向的火车线路
(且接近由水晶溪(Crystal Brook)而来
的东线，该线向布雷马 (Braemar) 矿
区提供服务) ，并且位于城市中心商
业区与住宅区之外。
其特点是拥有一条4公里长的环形回
车道，使得火车通道能够离开主要南
北干道，并且在需要时有可能容下多
条轨道线。
该地区能够容许适合的卸货设施，使
得传送机能够直接从火车上将材料经
短途送往仓库。
该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是它的可
扩展性，能够同时容下数个20万吨级
的仓库。
仓库中的材料随后将被传送至 1.2公
里外，系泊在现有回旋水域东侧的两
艘自推式驳船之一上。
一座固定载重设备将货装上转换船
舶，随后将材料运至好望角型货船。
为将装货时间降至最少，将会从航道
上的三个点对好望角型货船进行装
货。
据预测装载一艘好望角型货船需时大
约两天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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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提案的主要优势在于它的
高度灵活性，以及可扩展性，
能够满足初期及未来的需求。
此项目可以从较小批量入手，
所采用的转货方式能够使它超
越每年2000万吨的数量。
项目的所有相关批文，开建到
最后运转所需的准备时间为 2
至3年。
选址临近现有的货运铁路网。
港口有能力同时服务北侧的矿
区，以及通过铁路或可能的矿
浆输送管道向东侧矿区 ( 布雷
马)提供服务 。
现有的货运铁路网拥有每年
1000万至1200万吨的铁路容车
余量，可在无需扩大规模的前
提下运输额外的矿物。若超出
此量，则需额外的错车环道。
被提议的港口扩建方案所需的
资本费用较低。
该提案受到市政府与派尔港社
区的大力支持。
仓储地区与国家公路接轨，位
于公路火车道路上，且附近拥
有电、水与天然气设施。

初期预计
资本费用*

铁路环道
$25
铁路分隔
$25
火车卸货设备
$50
仓库 (x1)
$25
到码头的传送机
$18
基础码头/桩
$15
固定载重货船装载机
$10
意外开支
$15
总费用 $183 (单位:百万)
转货费用预计
$2.5/吨 (基于每年
基于每年 2000 万吨)
†

初期费用估算基于 x1 200,000 吨级仓
库和单条铁路环道。在需要扩大容量时
二者皆可扩建。
港口通道与手续费待公布，且不包括资
本性支出。
*

†

港口扩建详述
港口扩建详述

该地区的铁路网包括了连接布罗肯
山 (Broken Hill) 与水晶溪 (Crystal
Brook)标准轨距铁路，往南驶往阿
得莱德 (Adelaide) ，往北驶往阿古
斯塔港(Port Augusta)，是阿得莱德
至珀斯线路的一部分。这些通道组
成了划定的州际铁路网 (简称DIRN)
的一部分，并由澳洲铁路轨道公司
( 简称 ARTC) 拥有运作。这些铁路
线能够承载1800米长、25吨轴重的
火车，运行时速可达80公里。
被提议的港口扩建方案能够使港口
拥有同时服务南澳州的北部与东部
(布雷马) 矿区的能力。
为使得派尔港能够每年出口2000万
吨矿物，需要每天发送5列火车，
每列火车长度为 1.8公里，运载量
为11,520吨。每列火车根据具体实
施系统的设定，卸货时间约为4小
时上下。
一条4公里长的环形回车道将在毗
邻南北主干道的Pt. Germein Road
边规划地点开始建造；未来可以选
择在环形回车道内为多列火车提供
多条轨道线。
卸货设备将包括一座铁路卸货机
(倾卸机)。此项费用将在4000万至
8000万澳元之间，根据吞吐率和是
否需要多车倾卸机的情况而定。
火车上材料卸载后，短途传送至数
个仓库。
此项提议的港口扩建方案的主要优
势在于火车的运行远离中心商业
区，并且火车 /道路交汇的影响会
降至最低。
铁路运营

市政府已指定数块位于派尔港东侧
毗邻Pt. Germein Road (Spencer高
速公路) 的土地，靠近派尔河，适
合建设仓库设施。
土地主要由市政府与州政府持有，
从而减少了与土地收购相关的问
题。整片土地的占地面积大约为
140公顷。
提案提出首先建造一座大型带顶负
压矿石管理仓库，能够储存达
200,000 吨的产品。一座如此规
模，且带有装货卸货传送机的负压
仓库起价为大约2500万澳元。
此项提案的益处在于它的可扩展
性。可以有充足的场地容下更多的
仓库，从而满足增长的需求，并为
数个经营者/矿厂提供各自所需的仓
库。
设施中也包括铁路卸货机(底卸式或
倾卸式 ) ，以及前往码头区的传送
机，和冲洗设施等。
材料将通过1.2公里长的封闭传送机
从仓库送往装货设施，其中将穿越
一小段河流，造价约为 1200 万到
1800万澳元之间。
设施的设计将灰尘与噪音降至最
低。负压仓库可以抑制灰尘和提供
防雨保护，从而满足最新的环保标
准。
仓库设施

港口位于受保护河流带，使得
装货条件相对较为平静从容。
被提议的提案将在河流东岸拟
建系留桩以及固定载重设备，
位于 Nyrstar 公司与现有港口设
施对面，且与河流平行。码头
的单荷装载栏障预计造价为
1000 万澳元，系留桩预计造价
为1500万澳元。
提案中另外包括两艘 25,000 载
重吨、自推自卸式的船舶，用
于将材料转运至停泊在海湾运
输航道上的好望角型出口货
船。
好望角型货船能先在离岸 11 海
里处泊船，随后能在 12 海里处
装满，之后能远至 20 海里处完
成装货。
两艘自推式驳船的码头最低装
载率将为3,500吨/小时，驳船卸
货率为9,500吨/小时，造价约为
$2.5/ 吨，最大运作量达每年
2000万吨。
预计需要7次驳船装载来装满一
艘180,000吨的好望角型货船，
需时两天半.
据此，若要达到每年 2000 万吨
则需要平均每天略多于2次的驳
船运行，从而在一年时间里装
载114艘的好望角型货船。
转船方式已在全球通用。在环
保与造价带来的双重压力，新
建港口的开发建造日益艰难的
今天，这种方式更为广泛采
用。
转船

派尔港

PORT PIRIE

为面对南澳州日益扩展的采矿业，派尔
港被定义为战略性的港口方案。城市坐
落的位置非常理想，位于南澳州斯宾塞
海湾(Spencer Gulf) 的上部区。并且位
于南澳州首府阿得莱德的北侧，距阿得
莱德仅 2 小时 30 分钟车程。它处于南
澳州日渐繁荣的采矿运作的中心地带，
东侧为布雷马矿区，北侧为奥林匹克坝
矿 (Olympic Dam) 与 武 麦 拉 保 护 区
(Woomera protected region)。它同时
也是前往美轮美奂的南部弗林德斯山脉
(Southern Flinders Ranges) 的门户。
派尔港的人口为 17,000 且不断增长。
它是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主要服务中心。
派尔港城市拥有现代化的地区卫生设
施，提供从全科到专科的各项医疗服
务。它有着兴旺的零售业与各色各样
的文化娱乐活动。
派尔港同时拥有高质量教育设施的选
择，是兴建企业，或是迁移至此享受
惬意与机会并存的生活方式的理想之
所。
城市拥有悠久的工业史，是世界上最大
的铅熔厂所在地。这提供了大批的有技
能劳动人口、金属加工企业与各种的采
矿支持服务。
城市拥有综合性的高质量基础设施，
包括一个现有正在运行的港口、一座
机场，天然气、电网、公路火车，并
且接近国 家一号高 速公路 (national
highway one)。
派尔港

约克(York)与中北部/布雷马地区目前拥
有两个运营状态的矿区： White Dam
(金矿)与Honeymoon (铀矿)。
位于布雷马地区的活动主要是围绕铁矿
石与铀矿而展开，并且在彼得伯勒
(Peterborough) 与新南威尔士州的布罗
肯山(Broken Hill)之间拥有大量磁铁矿
项目已处于后期开发阶段。在现有的
Honeymoon 矿区与朝北 ( 北区深入地
带) 也有数个铀矿勘探地。如果沿着现
有的铁路轨道的全部的大型铁矿勘探地
都能进入生产阶段，这能使布雷马地区
的年产量超过5000万吨。约克半岛历来
提供丰富的铜矿藏，那里的Hillside项目
正接近建造阶段，并且有数个其它勘探
目标现已确认。
此外，南澳州的北部的一些采矿 /勘探
活动也同样可能使用被提议的派尔港的
扩建港口设施。
资源项目

更多信息请联络

派尔港地区市政府
地址 PO Box 45, Port Pirie SA 5542
电话+61 88863 9718
ceo@council.sa.gov.au
www.pirie.sa.gov.au

派尔港现有的港口设施对外开放，
由Flinders Ports 有限公司运营。该
公司管理海运、维护港口、航道、
码头等。若需使用派尔港海运航
道，需与Flinders Ports公司签署协
议。
派尔港所处的河流整体航道长度为
大约9海里，6.4米深，90米宽。
港口拥有大约 11 个停泊位，其中 4
个由 Nyrstar公司运营，另外 2个为
娱乐用途，2个为船舶贮存，3个有
可能为第三方使用。
港口目前为 Nyrstar 公司、Perilya
公司以及其它一些普通货物流通提
供服务。目前每年大约 100 艘灵便
散货船使用港口，且有大约
652,000 吨的货物途经码头。货物
大部分为锌铅精矿，同时也进口精
矿、煤和其它产品送往冶炼厂。
港口西侧( 已开发 )地区的扩建将因
城市铁路/道路交汇而受到限制。一
项围绕使用东侧的转船方案更为经
济可行。
现有港口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