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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之路
大约在1年前，我们在这里报告说，针对新型冠状病毒

造船吨位的“历史最高水平”。
德国船东Hapag-Lloyd近日宣布其将再增加6艘23 500

疫情影响下全球贸易活动幅度减少的情况，世界贸易组织
已预设了各种场景。所幸，今天的场景已有所不同：

标准箱的集装箱船，有力地佐证了这一发展趋势。

世界贸易正处于迅猛扩张之中，现在甚至已比疫情
前更加活跃。然而，海外运输能力，尤其是集装箱运输，

尽管这些造船订单大多是针对亚洲国家的船厂下达
的，但欧洲供应商也能从这些造船合同中受益。

是全球贸易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再次证实了国际海运的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中，不断提高自身技术能力仍

核心枢纽作用和供应链对运输顺畅的依赖。在持续多年的

是站稳脚跟的明智选择。时至今日，航运业正竭尽全力适

运力过剩、船只闲置和运费低廉后，当前发展势头不仅对

时实现零排放运输，再次体现了航运公司创新能力的不可

航运公司而言一片大好，对船厂和供应商也十分有利。毕

或缺性。船载自动化和数字化系统对于提高船只运输效率

竟，对运输能力的高涨需求不仅使运费一路飙升到前所未

而言同样必不可少。
《船舶与港口》中文版历来关注国际航运业最紧迫和

有的高度，也使得停滞多年的造船行业重焕生机。
据此，国际航运行业协会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The

最相关的话题，本期亦不例外。

Bal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uncil，BIMCO）预

本杂志与德国海洋与近海设备工业工程联合会

测，未来5年内，全球航运船只数量将增长6.4%，并称今

（VDMA）合作编撰，涵盖了航运业相关创新与发展动

年船厂收到的船只订单（运输能力达344万标准箱）将达到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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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迄今为
止最大的邮
轮
上海外高桥造船厂SWS | 意
大利船级社（RINA）已与
上海外高桥造船厂签署合作
协议，将为中国建造的最大
新渡轮3D示意图

图片来源：FSG

游轮提供入级服务。
该艘邮轮总吨位达14万

FSG将为澳大利亚SeaRoad公司建造液化天

吨，长341 m，可容纳6 500

然气动力滚装船

高桥造船厂建造，预计于

名乘客和船员，将在上海外
2025年交付。
加入船级社后，上海外
高桥造船厂董事长王琦评论

SeaRoad | 德国造船厂

特别要求可运输单位重量高

艘是Liekut，于2021年4月

道：“中国邮轮行业正在迅

F l e n s b u r g e r S c h i ff b a u -

达100 t的重型货物。

加入SeaRoad公司的舰队，

速扩张，为此，新船的设计

签订了为期3年的租赁协

将以此为基础来迎合中国人

议。

的口味。”

Gesellschaft（FSG）接到

该澳大利亚公司并非

了来自澳大利亚SeaRoad公

是第一次与FSG合作。此

司的订单，建造一艘液化天

次订单金额超过1亿欧元，

这艘新渡轮将在巴斯海

RINA亚洲海运高级总

然气推进的滚装船。

项目由澳大利亚联邦银行资

峡航行，往返于塔斯马尼亚

监Mario Moretti表示：“在

助。

船身长210 m，宽

岛的德文波特和澳大利亚本

中国造船业向客运领域扩张

29.3 m，重431千亿吨，货

“FSG”制造的第一

土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项

以应对海运旅游业增长的背

运通道达3 792个车道，另

艘滚装船是2016年交付的

目预期于2023年第4季度交

景下，该协议代表着中国造

外还可以搭载100辆车，且

Searoad Mersey II，而第二

付。

船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甲醇动力集装箱船
脱碳 | 马士基（Maersk）已

基船队中的旧船舶并减少每

从现代重工（HHI）订购了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马士

八艘甲醇动力的16 000标箱

基宣布将“尽快”使用碳中

集装箱船，这些集装箱船将

性可再生甲醇或可持续生物

于2024年交付。此外，这家

甲醇为船舶提供动力。

丹麦航运公司还确定选择了
“Global Mercy”号试航

图片来源：Stena RoRo

民用医院船已交付

另外4艘将于2025年交付的
同类型船舶。
这些船舶将配备曼恩
B&W 8G95ME-LGIM型号

“GlobalMercy”号 | 援助

是世界上最大的民用医院

双燃料发动机。德国曼恩能

组织Mercy Ships在中国造

船。在渡船运营商Stena

源解决方案（MAN Energy

船厂天津新港造船厂举行的

RoRo的项目管理下，

Solutions）称，这是有史以

庆祝仪式上接受了37 000总

“Global Mercy”号也是

来最大的甲醇发动机。这些

吨的“Global Mercy”号交

Mercy Ships船队中第一艘

装置可以通过传统的低硫燃

付。该艘新船舶长174 m、

作为纯医院船设计建造的船

料油或甲醇提供动力。

宽28.6 m、深6.1 m，号称

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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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造船舶旨在取代马士

正在为8艘16 000标箱集装箱船
配备甲醇发动机
图片来源：德国曼恩集团

“ C r y s t a l
Endeavor ”邮
轮配备设施

Wasaline环保渡轮顺利交付
“Aurora Botnia”号 | 芬
兰造船厂Rauma Marine
Constructions向芬兰航运

帕尔菲格（Palfinger） | 6

公司 Wasaline交付了一艘

月底在施特拉尔松MV造船

新的RoPax渡轮。长达150

厂命名的探险邮轮“Crystal

m、宽达26.0 m、高达6.1

Endeavor号”已由帕尔菲

m的“Aurora Botnia”号

格配备了特殊的救援装备以

总吨为24 300 t，可容纳

及起重、装载和操作解决方

800名乘客，长1 500 m，

案。帕尔菲格为水晶邮轮航

自8月底以来一直用于芬

运公司（Reederei Crystal

兰的瓦萨和瑞典北部的于

Cruises）这艘长达164 m的

默奥之间的航线。为了能

船舶提供了2艘接驳艇、2艘

够全年用于波的尼亚湾的

救生艇和2艘FRSQ 630型号

克瓦尔肯地区航线，该渡

备用艇，尤其适用于极地地

轮能够达到1A Super冰

区的恶劣海洋环境。

级。“Aurora Botnia”

保障。此外，该船舶配备

保特别高效地使用能源。

为了使游览船即使在狭

号由确保航速20 kn的阿

了电池系统，可实现渡轮

“Aurora Botnia”号能

窄的空间内也能够下水和驶

兹 慕 （ A z i m u t） 推 进 器 装

在港区的无排放运行。废

够在3.5 h内完成单程行

出，在船舶的右舷和左舷安

置提供动力。能源供应由

热回收和带有用于发动机

驶，取代了先前在该航线

装了2台紧凑型PK 29002型

可使用液化天然气或沼气

和电池的智能电源管理系

上使用的于1981年问世的

号折臂起重机。

推动的多燃料发动机提供

统的集成自动化系统可确

“Wasa Express”号。

新型RoPax渡轮“Aurora Botnia号”能够达到1A Super冰级，
Wasaline会将其用在于默奥和瓦萨之间的航线。
图片来源：Wasaline

极地探险邮轮交付
“海洋胜利”号 | 中国招商

m的极地探险游轮是美国航

舶航行安全规则（Polar

原（SCR）系统，满足Tier

局中国集团海门基地交付

运公司SunStone Ships的

Code）B类要求的极地6级

III要求。此外，Infinity系列

了“海洋胜利”号。这艘长

Inﬁnity系列的最新型号。

和1A冰级驱动系统，并将为

船舶配备热回收系统和LED

Vantage Cruise Line公司服

照明，并配备DP系统、零

役。

速稳定器和废水管理系统。

104.4 m、宽18.4 m、深5.1

它符合极地水域船

104.4 m长的“海洋胜利”号（“Ocean Explorer”）由招商工业海
门基地（CMHI）建造
图片来源：SunStone Ships

该系列还有4艘船舶计

正如首席船舶建筑师

划交付：2艘在今年年内，

Torill Muren所解释的那样，

另外2艘在2022年。第一艘

乌斯坦X-Bow船体线设计

船舶“Greg Mortimer”号

已经使用计算流体动力学

已于2019年9月开始航行。

（CFD）为实现低油耗进行

与其姊妹船一样，

了优化。此外，船舶在波涛

“海洋胜利”号是乌斯坦

汹涌的海面上位移减少，冲

（Ulstein）CX103型设计的

击和振动得到减弱，从而提

量身定制版本，具有特色的

高了乘客和船员的舒适度。

X-Bow船首设计以改善海上

Muren称，该解决方案已被

表现。发动机使用低硫船用

证明在离岸领域可行，并且

瓦斯油，配备选择性催化还

最近才被引入邮轮行业。

船舶与港口中文版

2021

7

船舶与港口中文版|新

闻

第二艘混合动力
汽车运输船成功
下水

“MyStar”号命名于RMC造船厂。从2022年起，这艘高速渡轮将用于赫尔辛基-塔林航线。
图片来源：Tallink

塔林客（Tallink）于芬兰命名RoPax渡轮

汽车运输船在江南造船厂下水
图片来源：UECC

“MyStar”号 | 德命名于

的仪式上将这艘渡轮命名为

“MyStar”号是RMC造船

UECC | 短途海运运营商

RMC造船厂。从2022年

“MyStar”号。

厂为塔林客建造的第7艘船

UECC第二艘3 600车位混合

舶，也是迄今为止在造船厂

动力汽车运输船已下水，与

下水的最大船舶。

该船同样装有轴带发电机和

起，这艘高速渡轮将用于赫
尔辛基-塔林航线。

这艘总吨为50 000 t的
渡轮可容纳3 000名乘客，

“MyStar”号 | 爱沙

装载能力为3 190车道米，

与Meyer Turku造船厂

电池组的LNG动力汽车运输

尼 亚 轮 渡 公 司 A S Ta l l i n k

将于2022年上半年交付。

建造，并与2017年投入使用

船还有2艘，均将超额完成

Grupp的新型RoPax渡轮在

长达212 m、宽达30.6 m、

的“Megastar”号一起，新

国际海事组织的2030年碳减

芬兰造船厂（RMC）下水。

高达7 m的“MyStar”号将

船“MyStar”号将从明年年

排目标，并满足国际海事组

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Kersti

配备LNG驱动装置，该船

中起用于赫尔辛基-塔林航

织规定的波罗的海和北海3

Kaljulaid在RMC造船厂举行

的最高航速可达到27 kn。

线。

级氮氧化物排放限值要求。

专为转运船而设计的高性能起重机

12艘液化天然气驱动的汽车运输船
船队现代化 | 日本航运公司

的新造船将配备液化天然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NYK）

气驱动装置，最多可容纳

望通过另外12艘汽车和

7 000辆汽车。这些船舶

载货汽车专用船来拓展其

计划于2025年—2028年交

船队。与2家造船厂Shin

付。到2024年，将有8艘

Kurushima Doc kyard有限

液化天然气动力汽车运输

转运船“Calypso” 号上配备了2台Liebherr的FTS CBG 360型号的
四绳抓斗起重机，用于越南北部的能源供应。 图片来源：Liebherr

公司和Nihon Shipyard有限

船投入使用。去年10月的

公司签署关于每家造船厂分

“Sakura Leader”号是第

物料搬运技术 | 利勃海尔

起重机是专为有长期物料搬

别建造6艘船的相应谅解备

一艘在日本建造的采用液化

向散货运输公司奥登多夫

运的项目设计的，旨在确保

忘录。

天然气驱动的汽车和载货汽

（Oldendorff Carriers）供

可靠持续地搬运发电燃料。

应了4台CBG 360型号物料

第一艘配备2台CBG

搬运起重机。据制造商利勃

360型号起重机的转运船

海尔介绍，该款起重机可靠

“Calypso”号已于2021年

性和物料搬运速度出色，现

初投入使用。与其姊妹船舶

安装在2艘装运船上，应用

一样，新船舶“Calypso”

于越南北部一个能源供应大

号长达145 m，载重能力为

型项目。利勃海尔四绳抓斗

18 00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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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199.95 m、宽38 m

车专用船。

最新订单进一步推进NYK船队现代化

图片来源：NYK

PCTC将超额完成国际海事组
织2030年目标
动机。与使用重质燃料油的
船只相比，该装置预计将减
少约40%二氧化碳排放。
作为发动机领域的先进
开发商，WinGD能优化集成
系统，充分利用旋转储能、
调峰和能量流，使发动机在
最佳负载下持续运行，且避

Essberger集团在新造船舶订购中尤为注重能源效率和环保技术
图片来源：John T. Essberger集团

免低效使用。该公司的新型
该混合动力系统包括WinGD两
冲程发动机 图片来源：WinGD

混合动力控制系统将用于汽
车运输船系统集成和管理。

Essberger集团的化学品船

NYK Line | 日本邮船株式会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技术

船队现代化 | 汉堡的John

用的岸电连接技术。经过

社在招商局金陵船舶（南

部船舶设计团队副经理Keita

T. E s s b e r g e r 集 团 委 托 中

优化的船体设计能够将能

京）有限公司订购的4艘

Fukunaga评论说：“通过减

国招商局金陵鼎衡船舶

源效率提高至少30%。

PCTC将配备WinGD混合动

轻主发动机和发电机负荷波

（扬州）有限公司建造4艘

新 造 船 舶 项 目 由

力系统，助力汽车运输船超

动，电池混合动力技术可以

包含4个额外可选装置的6

BMWi在联邦政府动能和燃

额完成国际海事组织2030年

提高燃油效率并减少船舶的

600载重吨化学品船。

料战略（MKS）框架内进

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尾气排放。该项目作为我们

IMO二型不锈钢油轮

行资助，每艘船舶总计158

集成系统将包括使用

计划中的重要一步，其新建

将达到芬兰/瑞典1A冰级，

万欧元。资助措施由NOW

LNG作为燃料、配置轴带发

造的LNG动力汽车运输船将

并由双燃料液化天然气驱

有限公司负责协调。该油

电机、直流链路和电池组的

替代现有船只，到2050年船

动器提供动力。此外，新

轮系列计划自2023年年中

WinGD7X62DF-2.1两冲程发

队的碳强度将降低50%。”

造船舶将配备充电期间使

起交付。

Volvo Penta
收购ZEM
为渡船运营商Stena RoRo建造并租给布列塔尼渡轮（BrittanyFerries）的E-Flexer等级的客滚船将用于朴
茨茅斯和法国北部之间的航线。
图片来源：Stena RoRo

Stena订购更多客滚船

电池驱动 | Volvo Penta收
购了挪威公司ZEM AS的多
数股权，ZEM公司专门为渡

E-Flexer | 瑞典航运公司

针对其中2艘船舶签署了长

1 400名乘客，并且具备

轮、海上供给船、高速客船

Stena Line从中国造船厂

期租赁合同。另一艘船舶的

2 377车道米和2 517车道米

和救生艇提供海上电池系统

招商局金陵船舶（威海）

订购是根据与瑞典航运公司

2种略有不同的装载能力。

和电力驱动解决方案。

有限公司订购了3艘新的客

的前客户加拿大公司Marine

它们将连同已经订购的3艘

ZEM将继续以当前品牌

滚船。其中搭载了为Stena

Atlantic签订的新租船合同。

船舶实现对布列塔尼渡目前

命名，并在长期首席执行官

RoRo公司建造的第十、第

它将往返于纽芬兰和新斯科

的轮船队更新换代：第一艘

Egil Mollestad领导下运营。

十一和第十二个E-Flexer装

舍之间。

渡轮“Galicia”号于2020年

Volvo Penta与ZEM的合作

置。船舶计划于2024年和

布 列 塔 尼 渡 轮 长

秋季交付，第二艘将于2021

将逐步扩大。未来，两家公

2025年交付。该公司已与

194.7 m、宽27.8 m、深

年 11 月 交 付 ， 第 三 艘 将 于

司希望在驱动领域共同推出

法国渡轮公司布列塔尼渡轮

6.5 m的船舶每艘可容纳

2023年交付。

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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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挪威船级社（DNV）发布最新《面向2050年的海事展望》
报告 | 挪威船级社发布了第

了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最

新期望以及对投资者和机构

燃料方案和技术方案以及比

五份海事预测《面向2050年

新技术状况和替代燃料，并

更严格的要求。”

较不同解决方案的详细案例

的海事展望》，这是能源转

从全面的角度审视了能源转

挪威船级社海事首席顾

研究。该报告指出，航运业

型展望（ETO）系列研究的

型，包括对为绿色船舶投资

问、《面向2050年的海事展

的能源转型已经启动，因为

一部分。该报告旨在支持航

提供资金以及对供给侧生产

望》的主要作者Linda Sigrid

目前约有12%的新造船舶订

运公司就实现减少全球温室

能力快速发展的必要性进行

Hammer补充道：“到

购了替代燃料系统。这是挪

气体排放的目标所必需的新

调查。

2030年，每年将产生1 000

威船级社《面向2019年的海

技术和燃料做出决策，包括

“为将来的运营选择

艘～2 000艘船舶的订单，

事展望》中确定的6%比例

新造船舶建造过程中的新型

合适的燃料是一项艰巨的任

因此考虑到各种因素的明智

的2倍。

碳风险管理框架，以及燃料

务，所有航运公司都必须面

决策尤为重要——从成本到

挪威船级社预测，

策略的技术经济评估和所选

对”，挪威船级社海事首席

燃料储存和动力，再到结构

2020—2050年期间，满足

方法对船舶结构的影响。在

执行官Knut Ørbeck-Nilssen

灵活性、策略方法和燃料就

国际海事组织（IMO）脱

新的“脱碳阶梯”模型的指

强调说，“商业环境随着自

绪解决方案。当然，所有安

碳目标所必需的船载技术

导下，展示了二氧化碳排放

然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不

全问题都必须考虑在内。”

投资总额将达到2 500亿美

指标的实现的可能性。

仅带来了更高的法律要求，

最新的《面向2050年

也带来了对船东和消费者的

的海事展望》包括用于评估

这份80页的报告概述

元～8 000亿美元（取决于
船队规模）。

新船舶订单数量创历史新高
德国汉堡国际海事展《海

析师Peter Sand称，这一数

事行业报告》 | 德国汉堡国

字创造了历史新高。订单反

际展览中心海事和技术展览

映了市场对大型集装箱船的

部业务负责人Claus Ulrich

需求。

Selbach将最新的德国汉堡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

国际海事展《海事行业报

联合会（VDMA）海事设

告》（MIR）的结果描述为

备和系统的总经理Hauke

“意料之外的行情高涨”。

Schlegel表示，当地经济也

在大规模研究中，德国汉堡

从中受益：“德国航运公司

国际展览中心向德国汉堡国

重返市场：这对行业中的其

际海事展的参展商和参观者

他参与者，也就是船厂和供

询问了他们对经济和技术发

应商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

呈现于整个航运业：虽然目

新造船舶数量将会增长。与

展的预估。

的信号。”

前集装箱和散货市场需求旺

此相反，造船厂对海军舰艇

盛，但油轮行业的市场需求

制造和改造的市场的评价更

却落后了。

为积极：在这方面，大多数

根据德国汉堡国际海事展（SMM）的《海事行业报告》，造船业市
场行情高涨：39%的航运公司表示他们想购买新船舶——2019年仅
为28%
图片来源：德国汉堡国际展览中心（HMC）

航运公司对新造船舶的

汉堡工商管理学院的

购买意愿不断增强：39%接

Max Johns教授对目前订单

受调查的航运公司表示希望

量的迅速增长毫不意外：

根据该研究，预计只有

造船厂预计订单量将大幅增

订购新船舶。在2019年的上

“运输需求难以满足。全球

29%的航运公司油轮订单会

加。Claus Ulrich Selbach

一次调查中，这一比例还是

供应链过度紧张。航运专家

增加。相比之下，51%的受

说：“《海事行业报告》的

28%。

表示，仅在2022年，运费预

访航运公司预计集装箱市场

结果帮助我们进一步提升

这一趋势也得到了行业

计仍将保持在高位。”根据

需求将增长。

了德国汉堡国际海事展的形

协会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

德国汉堡国际海事展的《海

邮轮行业70%的航运

象，使其能够再次为参展商

（BIMCO）的证实：2021

事行业报告》，62%的航运

公司表示，远洋邮轮的新造

和参观者取得圆满成功。”

年，已完成381艘容量共计

公司甚至预计运费会进一步

工作在不久的将来会停滞或

第30届德国汉堡国际海事展

344万标箱的船舶订单。波

上涨。然而，Johns教授认

萎缩。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

将于2022年9月6日至9日在

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首席分

为，这种高涨的行情不一定

之前，57%的航运公司预计

汉堡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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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海军舰艇和商船的扩展自动化产品组合

罗尔斯•罗伊斯的全新mtu NautIQ产品系列包括适用于海军舰艇和商船的可靠高效的监控解决方案
图片来源：罗尔斯•罗伊斯能源系统（Rolls-Royce Power System）

MTU NAUTIQ | 集成的可

mtu NautIQ，我们将mtu技

集成的可用自动化解决方

旨在实现船舶可用性最大化

持续能源和驱动解决方案供

术的优势与Servowatch的优

案，mtu NautIQ Master将

和燃料的最低消耗。

应商罗尔斯•罗伊斯（Rolls-

势相结合，Servowatch是我

在未来取代mtu Callosum系

mtu NautIQ产品组合

Royce）在伦敦的军警国防

们在2020年12月收购的集

统：罗尔斯•罗伊斯称，mtu

还包括针对商船和游艇的创

科技展上首次以mtu NautIQ

成船舶自动化解决方案供应

NautIQ Master在一个更加

新、可靠的解决方案，例如

的名义展示了其完备的船舶

商。现在，我们不仅为客户

灵活和面向未来的平台上提

完全集成的触摸屏桥接解决

自动化产品组合。新产品组

提供最先进的、可靠的自动

供完全相同的基础功能和补

方案mtu NautIQ Bridge和

合囊括一系列新的、经过验

化解决方案，还在船载数据

充功能。

mtu NautIQ Genoline NG，

证的平台管理和船舶控制系

采集和分析的帮助下，提供

对更可持续和更可

统，适用于各种不同类型和

来源可靠的完整生命周期解

靠的船舶运行做出的一项

大小的船舶，包括海军舰艇

决方案。”

重要贡献是mtu NautIQ

制造商称，mtu NautIQ

它们使船载电力系统的最佳
运行成为可能。

和商船。mtu NautIQ系列的

制造商称，新产品系

Foresight，它是罗尔斯•罗

系列中的所有产品均基于最

自动化系统是为新造船舶和

列包括从驾驶台到螺旋桨的

伊斯的新设备健康管理系统

先进的软件平台，并允许在

现有船舶的简单改进而开发

可靠、高效和面向未来的监

（EHMS）。它通过收集和

船舶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轻松

的。

控解决方案。 mtu NautIQ

评估来自mtu组件和外部组

集成或升级额外的硬件、软

罗尔斯•罗伊斯能源系

Master是罗尔斯•罗伊斯的

件的数据来监控整艘船舶从

件和辅助单元，有效降低过

统的全球政府事务副总裁

最新一代集成平台管理系统

驾驶台到螺旋桨的技术状

时风险并为客户提供长期规

Knut Müller解释道：“通过

（IPMS）。作为一个完全

况。mtu NautIQ Foresight

划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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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船舶“Peter Pan号”在拖船的帮助下抵达设备码头，首舰“Nils Holgersson号”已经停泊在那里
图片来源：TT-Line

TT-Line航运公司的第二艘绿色船
舶渡轮起航
船队现代化 位于特拉弗明德的航运公司TT-Line的2艘液化天然气渡轮的建造正在按部就班
进行。今年夏天，第二艘新RoPax渡轮在中国招商局金陵船舶（江苏）有限公司下水。首舰
“Nils Holgersson号”计划于2022年投入使用。

2

018年底，TT-Line航运公

的南京金陵船厂有限公司的建造码头

油（MGO）和液化天然气（LNG）

司在中国订购了2艘绿色船

下水后，新船舶在2艘拖船的帮助下

驱动，是其所属的航运公司的新型绿

舶。2020年7月在基尔完工的建造

被拖至设备码头。之后在那里进行包

色船舶型号的第二艘同型舰。这艘新

编号为JLZ818022的首舰“Nils

括安装内部配件在内的进一步建造工

造船舶起初只是航运公司的可选购买

Holgersson”号下水8个月之后，长

作，位于莫利茨湖畔瓦伦的Ocean

项，后已成为航运公司的固定订单。

达229.4 m、宽达31 m，最大深度

Architects公司在其设计中发挥了重要

达6.9 m的仍未命名的第二艘同型号

作用。

这2艘新船舶可容纳800名乘客
和200多辆牵引载重车，其设计来自

舰（船厂编号JLZ8180223）于7月

这艘总吨45 000 t的新造船舶因

OSK ShipTech设计公司，将于明年春

11 日 下 水 。 在 中 国 招 商 局 集 团 旗 下

配备了双燃料发动机而将使用船用柴

季或秋季交付，并用于TT-Line在波罗
的海南部的航线。现在已经下水的拥
有传统命名“Peter Pan”号的船舶将
在这里启航。
这艘拥有超过239间客舱的新船
舶的特点包括1 200 m 2 的外部甲板面
积和3 500 m 2的公共空间的4层甲板有
4 600 m可用于滚动装载货物，可通
过2个船尾坡道到达。船舶上还配备了

新造绿色船舶渡轮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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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前舱盖和坡道，还有20个电动汽车

在主甲板下方安装液化天然气罐

安装4台曼恩主发动机中的2台

机。3个船首推进器旨在提高可操作

与船用柴油（MGO）相比，能减少

超过90%的渡轮由欧洲供应商

性。根据规定，并在挪威船级社监督

93%的粉尘、98%的硫氧化物和82%

配备装置。主驱动基于2台8L51和

下，新造船舶的装备还包括德国扎克

的氮氧化物。液化天然气动力的额外

6L51/60型号的曼恩发动机，采用子

（Saacke）的热回收系统。新船舶

成本由德国联邦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

母配置，总输出功率为29 400 kW。

将全面配备LED光源，不仅能够减少

部（BMVI）提供资金补贴。

目标是通过1个变速箱和2个可调螺

80%的电力消耗，其使用寿命也将延

TT-Line航运公司强调，使新型

距螺旋桨达到22 kn的速度。2个真空

长10倍。船舶上安装了约840 km长的

绿色船舶成为公司历史上最环保船舶

绝缘液化天然气储罐（C型）同样由

电缆，通过电源或信号电缆连接约10

的不仅仅是使用液化天然气就可以

德国曼恩集团提供，每个储罐容量为

000个接口以进行操作。稳定器可以

的。该航运公司称，船舶运行的总体

500 m3，放置在甲板1上。液化天然

在生态模式下运行以节省燃料。

效率加上货运和客运能力的提高，使

充电接口。

TT-Line称自己将成为该贸易区第

每运输单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

液化天然气加注设备由瑞典曼太柯

一家将液化天然气用于其两艘新绿色

减少60%。TT-Line总经理Bernhard

（MannTek）公司提供。

船舶的航运公司，并因而将自己视作

Termühlen解释说：“我们很自豪，

针对船舶电力供应安装了4台瓦

行业先驱。渡轮公司希望液化天然气

能够通过我们的绿色船舶为渡轮行业

锡兰（Wärtsilä）9L20DF型号发电

（目前被认为是最清洁的船用燃料）

的减排设立新标准。”

n t a l ly

fr

pro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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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proven rudder systems are the perfect choice for
all types of ships. A tough working environment requires
a sturdy, customised design combined with superb
manoeuvring capabilities. Accomplished captains
trust in Becker rudders for their reliability, safety and
exceptional manoeuvrability.
Manoeuvring
Systems

Energy-Saving
Devices

Picture © Kees T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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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供应系统也由德国曼恩集团提供。

Battery
Systems

Above: Offshore Supply Vessel Maersk Inventor
Owner: Maersk Supply Services
2 x Becker Flap Rud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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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驱动系统合资企业
HYDROGENIOUS LOHC MARITIME
AS | 埃尔兰根的Hydrogenious LOHC
Technologies有限公司和挪威航运公
司Johannes Østensjø dy AS成立了
一家合资企业：Hydrogenious LOHC
Maritime AS，希望在未来开发基于液
态有机氢载体（LOHC）的航海船舶应
用。以氢作为能源供应，兆瓦级无排放
燃料电池驱动系统将会实现。
在“HyNjord”试点项目的框架
下，该项目由挪威国家资助机构Enova
提供2 600万挪威克朗（约合250万欧
元）的支持，该合资企业希望开发200
kW液态有机氢载体/燃料电池驱动系
统。此外，Østensjø目前正在准备为集

Østensjø目前正在准备为集团子公司Edda Wind在建的所有6艘服务船舶配备基于液态有机
氢载体（LOHC）的动力系统
图片来源：Hydrogenius LOHC 技术

团子公司Edda Wind在建的所有6艘服
务船舶配备基于液态有机氢载体的动力
过催化反应释放氢气，然后在燃料电池

自2018 年以来一直位列全球清洁

该公司称，液态有机氢载体技术

中将其转化为电能。据了解，所使用的

技术百强企业，并入围2021年“德

非常安全：氢气与液态有机载体材料

载体油苄基甲苯可以与氢气一起充放电

国企业家奖”新兴企业家组别的决

苄基甲苯以化学方式结合。该化合物

数百次，并且可以回收利用多次。

赛。目前，AP-Ventures、皇家孚宝

系统。

不具备纯氢的任何关键特性，无毒且

2013年，Hydrogenious LOHC

（Royal Vopak）、三菱公司（Royal

不属于危险品。Hydrogenious LOHC

Te c h n o l o g i e s 有 限 公 司 由 弗 里 德 里

Vo p a k ） 、 科 思 创 （ C o v e s t r o ） 、

Technologies公司表示，已经可以将现

希-亚历山大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

Winkelmann集团和现代汽车公司

有的液体燃料基础设施用于运输和储

（FAU）的博士生和教授创立。这家

（Hyundai Motor Company）是该公司

存。船上的液态有机氢载体释放装置通

中型公司获得了德国经济创新奖，

的投资者和战略合作伙伴。

谅解备忘录确立了混合动力拖船相关合作
ENERGY STORAGE | 土耳其

系统和燃料接口等进行尺寸设计和提出

裁Ruchan Civgin评论道：“我们与

Sanmar造船厂和总部位于挪威的

建议等。

Corvus Energy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利

Corvus Energy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Corvus Energy公司船舶解决方案

用了我们作为各自领域的领导者、开拓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高级副总裁Ronald Hansen指出，拖船

者和创新者的巨大优势，将有助于我们

MoU），将采用Robert Allan有限公司

和工作船是Corvus的一个重要市场，

共同加速打造急需的、具有成本效益且

的设计，在土耳其Sanmar造船厂建造

也是该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面向未来的电池动力和混合动力拖船。

全新系列的零排放混合动力拖船，并致

分。他还表示：“电池和燃料电池技术

Sanmar也将一如既往地专注于推动技

力于为该拖船整合能源供应系统和燃料

对工作船和拖船尤其有利，因为这类船

术进步，实现突破性进展，为我们的客

电池技术。其中，Corvus将负责电池

舶的运行状况变化很大。”

户和整个社会迈向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

和燃料电池技术，包括对电池室、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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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拖船建造方的商用总

未来做出重大贡献。”

氢动力邮轮领域合作
谅解备忘录 | 地中海航运公司（MSC）

行主席PierfrancescoVago表示：“作

铁路和海运重型运输实现可持续化的具

集团的邮轮部门、造船商Fincantieri和

为一家长期关注生态可持续性的公司，

体构想中，并推进氢气和生物液化天然

意大利能源基础设施公司Snam签署了

我们希望站在我们行业能源革命的最前

气等可再生气体的应用。该合作是我们

一份谅解备忘录（MoU），共同确立了

沿——氢气可以对此做出巨大贡献。然

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我们将利用我们

世界上第一艘氢动力邮轮的设计和建造

而，现今的氢产量仍然很小，氢作为燃

在绿色天然气应用和能源效率提高方面

条件。

料距离广泛使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通

的经验、能力和技术为航运业，以及在

在合作框架内将首先进行可行性

过这个项目，我们率先将这项有发展前

国民经济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港口和物

研究，为研究设计和建造第一艘能够

景的技术引入我们的船队和行业，同时

流领域实现完全碳中和做出贡献。”

在在特定地区实现无排放运行的氢动力

向市场发出了强烈信号，表明我们对环

根据谅解备忘录的条款，这3家公

远洋游轮，及相关氢燃料基础设施的发

境保护义务的绝对重视。随着我们推动

司将在未来的12个月内研究与开发氢动

展的可能性提供前提条件。“绿色能

新海事技术的发展，我们还将吸引能源

力邮轮相关的关键因素。其中包括安排

源”——氢可以在没有化石燃料的情况

供应商的关注并提高产量。届时，政府

船舶空间以容纳氢气技术和燃料电池、

下实现生产，如果在电解过程中使用可

和公共部门也将参与其中，为减少邮轮

船上系统的技术参数、潜在温室气体排

再生能源分解水，则氢在整个生命周期

业和航运业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提供必要

放量的计算以及氢气供给和氢气基础设

中都是零排放的。它可借助燃料电池发

的支持。”

施的技术和经济分析。

电，且在发电过程中仅释放水蒸气和热

Snam公司的首席执行官Marco

地中海航运公司（MSC）集团的

量。这种类型的“绿色”氢蕴藏巨大的

Alverà补充道：“氢可能是实现航运零

邮轮部门已经承诺，到2050年前实现

潜力，可以帮助减少航运业（包括邮轮

排放目标的关键，而航运中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中和运营。为此，该公司与众

业）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无论是以纯氢

排放占全球排放量的约3%。航运业也

多造船厂、供应商、制造商和其他组织

气形态还是作为氢衍生燃料。

是难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行业之

机构合作，为其船队投资各种未来技

一。Snam公司积极参与到促进公路、

术。

地中海航运公司集团邮轮部门执

双燃料发动机升级
提效
WÄRTSILÄ 20DF | 发动机制造商瓦锡
兰（Wärtsilä）声称，其20DF双燃料发
动机系列的全新升级版本将增加功率输
出，降低油耗，并减少环境影响。具体
而言，每个气缸的功率从185 kW增至
195 kW，增幅达5%以上，但甲烷残留
转差率减少了40%，从而大幅减少了温

升级后的Wärtsilä 20DF双燃料发动机

图片来源：Wärtsilä公司

室气体排放。其他特性还包括：使用瓦

扭矩控制与停缸相结合，旨在优化发动

瓦锡兰船舶动力部产品管理和销

锡兰一体化控制（UNIC）系统替换原

机低负荷下的燃料消耗（能耗降低了

售支持总监Lars Anderson评论道：

来的发动机控制系统。该嵌入式发动机

3%）。新的发动机系列还将进一步提

“通过提高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和减少

管理系统拥有控制发动机启停、发动机

高燃料灵活性，允许更广泛的气体质量

运营的碳足迹，瓦锡兰船舶动力部以全

安全、燃料供应、速度/负载控制、进

跨度，在甲烷数低至65时，仍能实现全

力实现客户支持为己任，而最新版瓦锡

气、冷却和燃烧等功能。

负荷输出。该特征对于不同船用LNG燃

兰20DF发动机实现了所有这些雄心壮

料加油地点的不同甲烷含量有重要的积

志，是瓦锡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积极

极影响。

举措。”

对于发电机组应用而言，新版发
动机引入了跳火（skipﬁring）技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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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电动渡轮“Düsternbrook号”

通过电气化实现可持续运输
电池系统 海洋储能供应商EST-Floattech自2009起年开始生产配备了智能电池管理系统的
储能系统（ESS）。目前，由渡轮公司Schlepp-und-Fährgesellschaft Kiel运营的2艘客轮
“Düsternbrook号”和“Gaarden号”已配备了位于荷兰霍夫多尔普公司的锂离子电池。
全电动和混合动力驱动以及移

其主动补偿系统和被动安全系统应用于

动集装箱的海事应用解决方案

模块和串。热量经商用空调发出；电池

另外，造船厂可以利用各种国家

中，锂离子电池的二氧化碳减排潜力

架便于通过模块化方式轻松安装；电池

项目。下萨克森州为其位于帕本堡、利

很早就已经得到认可，并不断得到进

系统可以轻松集成到新系统或现有系统

尔、埃姆登、威廉港、库克斯港、伯尔

一步发展。

中。模块化概念特别适用于小型电池

尼和莱姆韦德的造船厂提供行业特别补

室。

贴。

在

混合动力的优势是利用2个或多

可持续现代化。

个发动机配置。EST-Floattech正致力

除Green Orca 1050以外，EST-

于将电池与替代柴油发动机配置、船

Floattech还将从2022年起提供进一步

用燃料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相结合。

开发的具有被动、主动风冷和水冷功能

州首府基尔推行的当地“绿色城

该公司在设计的较早期阶段就参与其

的新型高能量（最高1.5C）和高功率锂

市计划”旨在构建可持续、零排放的

中，以避免在调试和集成阶段出现问

离子电池系统（最高3C）。同样经过

运输。在此过程中，能够实现气候保护

题。

进一步开发的管理系统（BMS）将适

目标、减少当地污染物排放和噪音排

用于不同的电池型号，并且能够单独更

放以及新技术的引入。为此，基尔直

换最新的电池模块。

至2025年都将对新渡轮的采购进行投

与混合动力解决方案中的液化石
油气发动机或柴油发动机相结合，锂

资，且将在新船舶中使用环保驱动装

离子电池可提高效率并减少排放。在
混合设置中，锂离子电池处理尖峰负
荷（调峰），而主发电机专注于基本
负荷，不会降低驱动单元的推力。
安全特性
EST-Floattech的旗舰产品Green
Orca 1050——挪威船级社认证的储能
系统——包含一系列集成安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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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城市计划

资助计划

置。

锂离子电池在船舶方面的应用正

公共交通工具（如渡轮）的电气

在增加，并获得不同计划的支持。其中

化在降低排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就包括 “Innovativer Schiffbau（创新

其中一个例子是 渡轮公司Schlepp-und

造船）”资助计划和德国联邦经济与能

Fährgesellschaft Kiel（SFK）为新船

源部（BMWi）的“MARITIME.green

舶“Düsternbrook号”（2021 年）

Propulsion”海事研究项目。

和“Gaarden号”（2020年）配备了

资金还将用于内陆和沿海航运的

EST-Floattech的锂离子电池。

> 主接触器中其中一个出现状态错
误。
当出现错误报告时，电池会与直
流母线断开。这可以在BCU或某一块电
池温度过低/过高的情况下完成。如果
温度过高，则有警告和报警两个限值。
如果超过警告级别，BCU会断开线路与
直流母线的连接。电池组的温度升高首
先会显示一条警告消息。但是，如果未
能通过改变来解决问题，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发生故障。

配备EST-Floattech高能锂电池的“Düsternbrook号”渡轮电池室
图片来源：Schlepp- und Fährgesellschaft Kiel mbH（SFK）渡轮公司

BCU的软件控制安全机制
当系统出现硬件故障时，如果错
误持续一段时间，并向BCU监视器发送

“Düsternbrook号”是德国北部

2艘全电动渡轮的建造合同。Holland

海岸第一艘不再配备内燃机的公共交通

Shipyards造船厂将于2022年6月底前

船舶。与2020年投入使用的第一艘插

将名为“Wellingdorf号”的渡轮交付至

电式混合动力渡轮“Gaarden号”的建

基尔。

造一样，SFK依赖与Holland Shipyard
和EST-Floattech的合作。

错误报告，BCU将关闭主保险丝。
如果出现软件错误或控制器不再
运行，硬件会关闭所有主保险丝。
排气系统

安全机制

如果在极低概率的情况下发生

这艘长达24.70 m、宽达7.20 m的

EST-Floattech的电池系统由锂

“热失控”，释放的气体必须通过排气

船舶在技术上满足了穿越基尔峡湾的低

离子电池和电池管理系统（BMS）组

系统排出。电池外壳配备有连接到电池

排放航行需要满足的所有要求：EST-

成。

架排气系统的防超压安全装置。该排气

Floattech电池组的存储容量为每小时
819 kW，光伏发电（20块太阳能电

在电池安全方面，电池管理系统
有以下任务：

池），船舶需要在充电之前先运行大约

> 温度测量和监控（冗余系统）；

10个小时。为此，基尔和迪特里希斯多

> 电池电压测量和监控（冗余系

夫在渡轮码头栈桥处建立了相应的充电

统）；

系统与船上的排气通风系统相连，因为
气体必须排放到没有人可以吸入的露天
位置。
排气系统应配备鼓风机或止回阀/
止回盖，以便对排气系统进行清洁。鼓

基础设施。其他的技术设备包括2台功

> 电流测量和监控。

风机/压缩机应该放置在能够清洁整个

率为86 kW的牵引电机和1台功率为40

电池管理系统不仅监控每个单独

排气系统的位置。清洁整个排气系统所

kW的独立船首推进器。

的模块，还监控整个模块串。

在“清洁空气”即时计划的框架

电池组在如下情况下不会接通：

下，该船舶的采购由德国联邦运输和数

> 直流母线与组串电压差过大；

字基础设施部提供约400 000欧元的资

> 电池组电压超出工作范围；

金。

> 'FAIL SAFE' 线为低电平，表明
系统出现错误；

其他新造船舶
3月31日，新船舶“Friedrichsort
号”的龙骨铺设在荷兰进行。继
“Gaarden号”和“Düsternbrook
号”投入使用后，这艘混合动力船将
成为SFK渡轮公司在短时间内的第3艘
新船舶。2021年8月，SFK签署了第

需的时间取决于排气系统的结构和鼓风
机压缩机的性能。
下一代电池
EST-Floattech目前正致力于从锂
离子电池向具有高容量锂金属电池的下

> CAN通信错误；

一代电池过渡。除了增加能量密度之

> 如果多个电池管理系统中其中一

外，这些电池还提高了充电效率、安全

个出现测量温度过高/过低；
> 如果多个电池管理系统中其中一
个出现测量过压/欠压；
> 如果多个电池管理系统中其中一
个检测到某些硬件错误；

性和电池寿命。
从2022年开始，全新的高能量、
大功率模块将被启用，这将进一步推进
船舶电气化，航海船舶的专门应用也将
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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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应用架构的核心
OPENPDM 船舶平台总部位于达姆施塔特的PROSTEP AG公司研发出了OpenPDM船舶平
台，将集成作为一种标准产品推出。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专家强调，集成并非系统间
的接口，而是公司IT架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数字孪生将产品生命周期提升至全新阶段

图片来源：PROSTEP

基于图纸到基于模型的产品生产

段，带来了全新的制造方法和现场数据

流程范式转变使得图纸、物料

收集等相关商业概念。

从

所连接系统的软件更新问题亟待
解决，集成也存在每次都需要船厂IT专

清单（BOM）列表和生产报告成为衍

PROSTEP指出，为了实现这一过

家调整的问题。此外，基于模型的产品

生信息，仅根据三维计算机辅助设计

程，内部和跨公司的业务流程需要进

研发、专门应用以及将数字孪生等新类

（CAD）、仿真和产品结构等模型相关

行相应的改造。集成恰恰是关键的一

型平台纳入集成架构的需求，均增加了

过程的需要而创建，作为基础信息进行

环。然而，目前集成往往只在船厂IT部

内部系统的复杂性，挑战着内部系统的

修改、配置和变更管理。

门的内部研发中实现。这些集成接口反

极限，无法继续保证生产过程的效率和

基于模型的产品研发是建立用于

映了工作流程的现状，但通常为点对点

经济性。

制造和运营的产品信息模型的一大先决

连接，且因其硬接线结构，缺乏灵活性

条件，即所谓的数字孪生。船厂产品的

和适应性，导致维护工作费用高且耗时

数字孪生将产品生命周期提升至全新阶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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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集成实现企业平台数字化
为应对日益增长的集成需求，系

统应在一个完全不同且更高的层面（即

台将集成作为一种标准产品推出。它

业具体需求的部分。同样，作为PLM实

语义层面）进行连接。内在能够处理产

纵向集成了造船CAD应用和常见的

现项目中的一个环节，数据映射和工作

品研发或一般产品生命周期的数据语义

PDM系统（如，ARAS、Enovia和

流程也是在OpenPDM中承担相同功能

的方法，也能实现企业系统的无缝集

Teamcenter）或ERP系统（包括IFS和

的部分。

成，并应对全新的复杂度。由此，集成

SAP），以实现配置和变更管理或原

为使IT专家能自行调整和拓展平

成为公司应用架构的中心，并与现有的

材料采购和生产计划。它还支持横向集

台，PROSTEP在实现项目期间提供在

CAD、产品数据管理（PDM）和企业

成生产工具，即模型数据可在不同的造

职培训。通过这种方式，船厂可根据需

资源规划（ERP）等企业系统具有同

船专用、意图驱动的CAD系统（如，

求维持现有的集成模式，同时随着PLM

等重要性。而基于标准产品的系统也比

Aveva Marine、Cadmatic或Napa）间

环境的发展，根据需要使用最新的平台

内部研发收益更高，风险更低。标准集

传输。

组件。

成产品使得流程的改变和所连接软件系

为连接各类系统，OpenPDM船舶

统的更新无需内部软件研发项目就能完

平台的连接器作为标准产品组件保留。

成。与其它商业软件类似，标准集成产

每个连接器使用系统供应商提供的接

OpenPDM船舶平台是数字化企业

品由其供应商更新，成熟稳健且可靠。

口读写访问所连接的系统。所有的连接

平台，可以无缝集成越来越多的工具、

因此，IT部门可以专注于软件操作而非

器背面有一个共用接口，以标准格式将

系统和平台等装备。然而你，不同于

研发，从而大大提高了效率，这是一项

PLM数据传入OpenPDM平台，同时保

数据仓库解决方案，它还提供了无需数

额外的优点。

持专有的数据语义。

据持久层的处理中心。其核心在于语义

作为产品的集成
PROSTEP的OpenPDM船舶平

总结

PROSTEP强调，该平台正在不断

映射以及自动数据流，基于此，船厂的

优化，以满足船舶研发过程的需求。数

业务架构将会更加重视灵活性和可扩展

据模型和工作流程是PLM系统中实现企

性。

基于电力和混合动力的船舶驱动装置
eCAP MARINE | 对船舶减排能源技

Mobility公司从事汽车电气化已有6

机提供控制电子设备、能源技术，甚至

术的需求正在增加。为了最好地满足

年时间，而HPE作为Becker Marine

包括油箱技术在内的燃料电池——所有

市场及广大船东的一系列需求，eCap

Systems的子公司，也由Lehmann运

这些都包含相关组件的维护、保养和维

Mobility 公司的海事业务部门和Becker

营，并借助其产品Becker PowerPac和

修，”Lars Ravens说。eCap Marine

Marine Systems的子公司HPE Hybrid

Becker Power Barge推动了供电环保

公司目前活跃于燃料电池改造和船舶混

Port Energy公司于2021年初合并，并

的发展。

合动力领域。公司计划于今年夏末前实

更名为eCap Marine。eCap Marine公

目前，eCap Marine为专业航运

施2个项目。在2个项目中，都需要将已

司总部位于温森（卢厄），在专业航

和休闲航运提供气候友好型技术、传

经在沿海和内河地区运营的船舶的动力

运、休闲航运、港口技术和能源技术这

播相关理念，重点是与电池相关的燃

装置转换为氢电池混合动力。目前此类

4个业务领域为环保能源的使用提供了

料电池。Becker PowerPacs还可以配

内河航运以及港口和沿海航运项目由联

广泛的技术解决方案组合。这些被应

备Becker Marine Systems基于环保

邦政府和欧盟提供财政支持。

用的环保能源主要包括液化天然气、

LFP技术（磷酸铁锂）的紧凑型电池架

甲醇、氨或氢气。“凭借我们多年的

（COBRA）系统。

此外，eCap Marine还致力于在德
国和欧洲港口建立移动岸电。“目前，

专业知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携手从容

eCap Marine对中小型沿海、内河

这个项目在很多地方都取得了积极发

应对未来航运业的各项需求，”eCap

或港口船舶进行相应改装或对新造船舶

展，大多数情况下只需要等待当地政府

Marine公司总经理拉尔斯·瑞文斯

进行支持。随后的混合动力也可用于私

针对各个港口是否可以在这里投资做出

（Lars Ravens）说。

人船只或游艇。该公司是造船厂可靠的

决定，”Ravens说。

由Dirk Lehmann创立的eCap

系统合作伙伴。“我们可以为整个发动

www.ecap-mar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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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Alizés”号获得来自德国曼恩集团（MAN）和肖特
尔（Schottel）的驱动技术
新船舶由6台12V32 /
44CR型号曼恩主发动机提
供动力，总功率为43 200
kW，采用共轨技术。
发动机包含选择性催
化还原（SCR）系统，满
足国际海事组织（IMO）的
Tier III要求以及欧洲汽车尾
气排放第五代标准（Euro
V）的严格氮氧化物排放限
值。由于氮氧化物还原率的
提高，“Les Alizés号”还
符合苛刻的超低排放容器
ULEV（Ultra Low Emission
Vessel）标准。
肖特尔推进器套件由4个方向舵螺旋桨、2个可伸缩方向舵螺旋桨和2个横向推进器组成。
图片来源：肖特尔Schottel

此外，动力系统基于
SRP 610型号的4个电动肖
特尔舵螺旋桨，每个输入功

2

海上安装船 | 比利时—卢森

运输而设计。在9 000 m 的

该起重船将主要用于

率为3 000 kW，螺旋桨直

堡Jan De Nul集团目前正

甲板面积上，装载能力约为

海上风电场的建设，同时

径为3.3 m。为了确保在动

在中国建造第二艘大型海

60 000 t，可以同时运输多

也适用于拆解运输退役的

态定位模式下精确定位，在

上安装船。除了中远海运

台风力发电机基座，并使用

海上油气平台。为了能够

前舱安装了2个肖特尔伸缩

重工有限公司订购的将于

船舶自带的5 000 t起重机进

在操作重物时始终保证精确

装置SRP 610 R型号舵螺旋

2022年交付的自升式安装船

行下水。因此，在安装过程

定位，“Les Alizés号”配

桨，每台输出功率为3 250

“Voltaire”号外，重型起重

中，“Les Alizés”号不受

备了强大的动态定位系统

kW，螺旋桨直径为3 m，以

船“Les Alizés”号也已委

水深和海床条件的影响。

（DP2）。

及2台STT 7型号横向推进

托招商局重工集团海门基地

器，每台功率为2 600 kW，

（CMHI Haimen）建造，将

螺旋桨直径为2.79 m。可伸

于明年投入使用。这艘排放

缩方向舵螺旋桨配备了向下

极低的船舶将配备曼恩发动

倾斜8°的螺旋桨轴，以减

机和肖特尔的推进器套件。

少推进器之间以及推进器与

“Les Alizés”号旨在

船身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提

建造最新一代海上风电场，

高驱动效率。横向推进器系

其涡轮发动机高达270 m，

统的设计方式使其可以在浮

转子叶片长达120 m，地基

船上进行维修。通过这种驱

重达2 500 t。与设计为具

动配置，“Les Alizés号”

有可升降支腿的自升式起重
船的“Voltaire号”不同，
“Les Alizés”号专为水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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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始终精确地保持其位
“Les Alizés号”将主要用于海上风电场的建设，同时也适用于拆解
运输退役的海上油气平台
图片来源：Jan De Nul

置，并在行驶时达到13 kn
的速度。

船用LNG供气系统取得安全认证
SIL认证 | 由中国海德威科技集团（青

的，采用成熟方法对产品整个生命周期

社大中国区北区总经理陈铿则详细介绍

岛）有限公司（Headway Technology

的各个阶段进行管理和控制。海德威表

了船级社对FGSS系统进行的全面安全

Group ）开发的海洋卫士船用LNG供

示，海洋卫士船用LNG供气系统适用

审查，包括危险和可操作性分析、功能

气系统（fuel gas supply system，

广泛，既能够胜任单燃料或双燃料、低

安全管理计划、危险故障概率需求评估

FGSS）取得挪威船级社SIL安全认

速和中速机的应用，也可以用于内河航

和报警点清单。此外，海德威在56个国

证，成为第一家获得SIL证书的FGSS

道，模块化设计还可根据船型和布局进

家拥有120多个服务站，已经取得了多

制造商。该证书基于一系列国际标准颁

行调整。

家主流船级社对FGSS的原则性认可证

发，以保护人身、环境、财产安全为目

在最近的颁证仪式上，挪威船级

书。

集装箱式储能系统提供插电式电池电源
ESS | ABB开发了一种新型集装箱式储

场驱动储能系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

从装置外部提供全面服务的解决方案，

能系统（ESS）。ABB在一份声明中

ABB在该领域经验颇丰，通过集装箱

以提高装置的安全性。知道有一种简单

表示，名为Containerized ESS的全新

式ESS，我们很高兴通过一站式改装

的方法可以集成储能系统，这有可能会

插件系统安装在一个20英尺高的ISO集

解决方案为现有船舶的船东带来上述价

更加鼓励船东考虑将电池用于船舶效

装箱中，并准备与船舶的主配电系统集

值”，ABB海运和港口服务部门主管

率，尤其是可持续电力”，Jyri Jusslin

成。

Jyri Jusslin说道。

说。

据称，集装箱式ESS为储能改造

集装箱式ESS灵活且成本效益

据ABB介绍，集装箱式ESS是市

带来了新的便利，所有电池、转换器、

高，适用于各种船舶，如，集装箱船、

场上能量密度最高的方案，因为其采用

变压器、控制、冷却和辅助设备都预组

渡船和钻井船等，而海上支援船的电气

了标准化安装方式，成本更低且交付

装在独立单元中，名副其实做到“即插

室空间极其有限，因此将特别受益于这

更快。该系统还得到了ABB Ability™船

即用”。

种独立系统。

舶远程诊断系统的支持，能够为预防性

“在运营和维护期间，节省燃

“集装箱化ESS扩展了多种类型

料、降低排放和提高安全性是新造船市

船舶的集成选项，并且提出了一种可以

集装箱式ESS是一个完整的插电式系统

维护和快速简便的系统维修提供持续监
控。

图片来源：A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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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队如期升级
FINNLINES | 北欧轮渡运营商和格里马
尔迪集团子公司Finnlines透露，其在中
国的5亿欧元新建项目正如期进行。
在3艘5 800 m车道宽的滚装船
中，第一艘“芬尼科一号”将于本月晚
些时候开始海试。第二艘“芬尼科二
号”刚刚下水。第三艘“芬尼科三号”
则已铺好龙骨。
这3艘船长238 m，有12个乘客
舱，属于1A冰级货船，均在中国招商
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金陵船厂进行建
造，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和明年交付。
其容量比芬兰现有船队中最大的滚装船
大40%。
除这3艘船外，同属5艘新建船舶
计划的另外2艘船只为客滚船，将于
2023年交付。

“芬尼科二号”已于8月底在南京金陵船厂下水。

中国风机安装船（WTIV）将配备瓦锡兰推进器
NEWBUILDINGS | 中国三峡公司正在
建造的2艘全新的自升式风机安装船
（WTIV）将配备瓦锡兰全转向推进器
和侧向推进器。
推进器订单由中船黄埔文冲船舶
有限公司和招商局重工（江苏）有限公
司发出。这两家船厂正在建造这2艘风
机安装船，起重的能力分别为2 000 t和
3 000 t。
这种推进器能够最大限度地延长
船舶在极端海洋和天气条件下的运行时
间的同时，还能减轻重量。每艘船将配
备WST-32FP主推进器和合适大小的侧
向推进器。瓦锡兰表示，这些推进器具
有高冗余度、高燃油效率和高可靠性。
国有的中国三峡公司项目经理王
鹏表示：“风力发电对中国来说越来越

配有瓦锡兰WST32和WTT28推进器的3 000 t重型起重船示意图

推进器的能力。”

图片来源：Maric

产品旨在实现最佳效率、增强流体动力

重要，我们正在快速建造的这2艘船也

瓦锡兰船舶动力公司推进器和推

性能、减少维护和提高维修便利性，已

正是以应对这一趋势为目的的。我们认

进技术部产品总监Lauri Tiainen评论

达到甚至超过了当今激烈的运营竞争环

为瓦锡兰完全具备按照我们的进度交付

道：“和所有瓦锡兰产品一样...我们的

境下的性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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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建造的首个获得全球DNV智能船级符号的海工平台
挪威船级社（DNV） | 中深水半潜式钻
井平台“深蓝探索”已在招商局重工
（CMHI）建成，是首个通过DNV智能
认证的海上钻井平台。平台集成了一系
列数字功能，在确保高效运行的同时，
还能尽全力降低环境影响。
DNV的智能认证保证了钻井平台
数据采集基础设施可从钻井平台的众多
系统中以安全、可靠的方式采集数据。
此外，该钻井平台还因数据驱动验证程
序而获得了D-INF(P)认证，因考虑和确
保了能源效率与排放控制特性而取得了
EEN认证。招商局重工总经理梅先志在
颁证仪式上致辞，他表示：“‘深蓝探

招商局重工建造的半潜式钻井平台“深蓝探索”

图片来源：DNV

索’平台能够获得DNV智能船舶入级符
号全球首发，我们倍感荣幸。然而，数

用户贡献价值。”

验证的重要参考。因此，开启数字化征

字化转型只是招商局重工的众多发展战

DNV海上入级总监Geir Fuglerud

程对行业发展至关重要。虽然未来机会

略之一，我们还将致力于通过智能运维

补充道：“来自传感器和其他信息源的

无穷，但机会总是青睐敢为人先的创

系统，打通集团内部的修造产业链；通

数据流正日益成为决策的重要组成部

新者，就如招商局重工和深蓝探索一

过提供船舶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为最终

分，并被用作监测、控制、质量保障和

样。”

燃烧效率 | 深水钻井承包商Seadrill将

FS Marine+减排技术。该技术由欧盟

提高其他工业部门的能源效率）开发，

在其2014年建造的第六代钻井船“西

部分注资、成立于2012年的Fuelsave

通过注入氢气、氧气、水和甲醇来提

土星”号上配置由德国Fuelsave开发的

公司（公司目标是减少运输中的排放，

高燃料燃烧效率并降低油耗和排放。

钻井减排新技术

据某公司称，FS Marine+工艺通常
会减少10%～15%的二氧化碳排放和
30%～80%的氮氧化物排放，并能减少
碳排放。
“西土星”号安装项目将是
Fuelsave迄今为止最大的项目：在钻
井船的3个机舱各安装一套FS Marine+
系统，而每个单元将与2个发动机相
连。这艘钻井船能够在3 600 m的水深
作业，有6台16H32/40 V发动机，每
台功率8 000 kW，最大连续额定功率
48 MW。安装完成后，这艘DP3船舶
将在巴西的Bacalhau油田为合作伙伴
Equinor、埃克森美孚、Petrogal Brasil
“西土星”号钻井船将配置创新的减排技术

图片来源：Seadrill

和Présal Petróleo SA提供运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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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况监测取得进一步发展
DIGI PLUS | 驱动和控制技

的水分并确定油样的碱值

报条件以及通过或未通过结

术专家Parker Hannifin提出

（BN）。此外，它还可以

果的识别，并指导用户完成

了创新的油况监测技术，旨

识别不符合规格的油和润滑

重要的测试步骤，如，油舱

在帮助船舶运营商减少停机

剂，并尽早发现潜在问题。

清洁。

时间、降低成本和保护设

新的油况监测技术包

DIGI Plus组合测试单

备。这是Parker对其已经证

含内置存储器，作为预编程

元由带有防滑旋转手柄的轻

明可靠的DIGI单元技术的进

测试计划的一部分能够确保

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组成，

一步发展。自1993年以来，

记录多达50个测试结果。此

根据制造商的信息，能够便

该技术一直是航运中监测油

外，它还可以进行更多测试

况的标准解决方案。新的

或抽样。通过USB数据线下

DIGI Plus解决方案可在船上

载的测试结果可在趋势分析

进行即时油况监测，从而提

程序的框架内使用。电池也

高生产率和运转时间。

可以通过USB数据线进行充

光的彩色显示屏，因此在光

分，该套件还包括酸值、不

电。

线不足的情况下能够提供更

溶物负荷和基本黏度测量的

高的可见度。它简化了对警

功能。

DIGI Plus使用户能
够快速、简单地测试油中

该系统包含改进的带背

Parker Hanniﬁn的DIGI Plus油
况监测技术使现场油况即时监
测成为可能
图片来源：Parker

于在测试过程中进行操作。
该测试单元可以进行油包水
和碱值测试，是Parker DIGI
Plus现场测试套件的一部

使用无人潜水器进行水下检查
STEIN

MARITIME

举行的PortPIC港口内检查

措施，也不需要操作小组，

通过分级，现在也可

CONSULTING | 无人潜水

和清洁会议上，Stein已经展

并且几乎不需要任何操作准

以与公司协商进行驳船、拖

器的应用可以使船舶和港口

开了一项题为“使用遥控无

备，因此船东、租船服务供

船和其他内河船舶的分级检

设施的水下检查变得更为高

人潜水器进行直播远程船舶

应商等可能会对每不到两年

查。Stein表示，使用无人潜

效。总部位于汉堡的Stein海

检查”的研究，随后在隆赫

半进行一次船舶检查更感兴

水器实现整类远洋船舶检查

事咨询公司开发了此类无人

姆港现场转播遥控无人潜水

趣。这将为预测性养护创

已经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并

潜水器系统，该系统最近获

器检查的过程。

造新开端——“predictive

且Stein咨询公司已经在制定

得了英国劳氏船级社（LR）

无人检查具有显著优

maintenance（预测性养

解决方案来及时实现这一目

和法国船级社（BV）的批

势：“仅仅根据保守计算，

护）”。对港口运营商而

标。对于内河航运业，目前

准。

我们能够将水下检查的成本

言，无人检查的使用也有利

水下无人潜水器已经提供了

根据Stein海事咨询

和检查时间都降低50%以

于了解其基础设施状况。未

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对船舶和

公司（STEIN MARITIME

上，”Stein如此评价该技

来，通过这种方式可快速、

港口进行高性价比的检查，

CONSULTING）的信息，

术的经济潜力。由于遥控无

便捷地对水下基础设施的数

并且有望为行业带来显著的

通过ROV进行的无人水下检

人潜水器不需要任何保护

据和概况进行分类收集。

附加值。

查将在限制框架内满足船级

Stein海事咨询公司在

社的要求。LR和BV船级社

所谓的微型遥控无人潜水器

肯定了其创新特性，并认可

市场上投入使用其依托Blue

Stein海事咨询公司是德国第

ROV2（美国）和 Blueye

一家提供纯无人检查并获得

Pro（挪威）系统的遥控无

相应船级证书的公司。

人潜水器。重9 kg、长50

在总经理Michael Stein

cm的Blueye Pro可以以高

看来，这一步是航运数字化

达3 kn的航速在深达300 m

和无人检查路线发展的重要

的潜水深度下拍摄全高清视

里程碑。2020年底，在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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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检查的遥控无人潜水器系统

图片来源：Stein海事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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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螺旋桨 / PROPELLERS

1

船厂

Shipyards

1.06 减速箱
REPAIRS + CONVERSIONS

FIL-TEC Rixen GmbH

Am Altendeich 83 • D-25348 Glückstadt
Tel. +49(0)4124 91 68-0 • Fax +49(0)4124) 37 16
e-mail: pein@piening-propeller.de
Internet: www.piening-propeller.de

Osterrade 26
D-21031 Hamburg
Tel. +49 (0)40 656 856-0
Fax +49 (0)40 656 57 31
info@fil-tec-rixen.com • www.fil-tec-rixen.com
Filter spare parts and accessories, bilge water
elements, maintenance, repair and service.

Fixed and Controlable Pitch Propellers,
Shaft Gears, Gearboxes

2.06 舵 + 舵系统
RUDDERS + RUDDER

SYSTEMS

HYDAC INTERNATIONAL GMBH
Industriestraße • D-66280 Sulzbach/Saar
Telefon +49 (0) 6897 509-01
Fax +49 (0) 6897 509-454
E-Mail: info@hydac.com • www.hydac.com
Fluid management for heavy diesel engines

3.10 喷射装置 / INJECTION
BREDO DRY DOCKS GmbH
Dockstraße 19 • D-27572 Bremerhaven
Phone +49 (471)7997-10 • Fax +49 (471)7997-18
info@bredo.de • www.bredo.de

Repairs and Conversions

Wendenstraße 130 • D-20537 Hamburg
Tel.: +49-40 711 80 20 • Fax: +49-40 711 80 221
e-mail: oceangoing@vdvms.com
www.damenmc.com
Rudders and Steering Gear •
Nozzles • Winches • Energy Saving Devices

2.09 排放系统
EXHAUST SYSTEMS

SYSTEMS

Porschestrasse 8 • D-70435 Stuttgart
Tel. +49 711 / 8 26 09 - 0
Fax +49 711 / 8 26 09 - 61
sales@lorange.com • www.lorange.com
High pressure fuel injection systems up to 2.500 bar
for diesel engines from 1.000 to 40.000 kW

A FAURECIA COMPANY

2

Hug Engineering AG

动力设备厂

Propulsion plants

Im Geren 14 • CH 8352 Elsau
Phone +41 52 368 20 20
info.ch@hug-engineering.com • www.hug-engineering.com

Exhaust Gas Purification Systems
Diesel Particulate Filters / SCR Catalysts

2.01 发动机 / ENGINES

4

防腐保护

Corrosion protection

4.01 喷涂 / PAINTINGS
Maridis GmbH, Friedrich-Barnewitz-Straße 4c
18119 Rostock, Germany
Phone: +49 381 77 89 38 80
spareparts@maridis.de • www.maridis.de
MarParts: Spare Parts & Components
for Main & Auxiliary Engines

2.02 减速箱 / GEARS
REINTJES GmbH
Eugen-Reintjes-Str. 7
D-31785 Hameln
Tel. +49 (0)5151 104-0
Fax +49 (0)5151 104-300
info@reintjes-gears.de • www.reintjes-gears.com
Propulsion systems with power ratings
from 250 up to 30,000 kW

International Farbenwerke GmbH
Bereich Schiffsfarben

3

发动机及发动机组件

Engine and engine
components

DÜSTERLOH Fluidtechnik GmbH
Abteilung Pneumatik Starter
Im Vogelsang 105
D-45527 Hattingen
Tel. +49 2324 709 - 0 • Fax +49 2324 709 -110
E-mail: info@duesterloh.de • www.duesterloh.de
Air Starters for Diesel and
Gas Engines up to 9.000 kW

5

船舶设备

Ships‘ equipment

5.03 冷藏 / 暖通空调
REFRIGERATION / HVAC

3.07 过滤器 / FILTERS
R+W Antriebselemente GmbH

Couplings, seawater resistent

Marine Coatings

3.05 起动装置 / STARTERS

2.03 联轴器 + 制动器
COUPLINGS + BRAKES

Hattsteinstraße 4
63939 Wörth am Main / Germany
Fon: +49 (0)9372-9864-0
Fax: +49 (0)9372-9864-20
email: info@rw-kupplungen.de
www.rw-kupplungen.de

Sachsenkamp 5 • D-20097 Hamburg
Tel. (040) 720 03 122 • Fax (040) 720 03 110
e-mail: iphamburg-marine-orderdesk@akzonobel.com
Internet: www.international-marine.com

Boll & Kirch Filterbau GmbH
Siemensstraße 10-14 • 50170 D-Kerpen
Tel.: +49 2273 562-0 • Fax: +49 2273 562-223
E-Mail: info@bollfilter.de • www.bollfilter.de
Applied filtration technology for marine
engines and maritime water management

Freudenberg
Filtration Technologies SE & Co. KG
Tel.+49 (0)6201/80-6264 | Fax +49 (0)6201/88-6299
Weinheim / Germany
viledon@freudenberg-filter.com
www.freudenberg-filter.com
Filters for intake air filtration of gas turbines,
turbo chargers and HVAC systems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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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ntics GmbH

FITTINGS
von-Thünen-Str. 7
D-28307 Bremen
Tel. +49 421 486 81-0 • Fax +49 421 486 81-11
e-mail: info@behrenspumpen.de
Internet: www.behrenspumpen.de

Pfleiderer Deutschland GmbH
Tel.:
+49 (0) 91 81 / 28 480
E-Mail:
info@pfleiderer.com
Internet: www.pfleiderer.com

Ship Centrifugal Pumps

SYSTEMS

MARTIN Systems GmbH
Friedrichstr. 95
10117 Berlin | Germany
Phone: +49 30 2005 970 0
www.martin-systems.com

KRACHT GmbH
Gewerbestr. 20 • D-58791 Werdohl
Tel. +49(0)2392.935 0 • Fax +49(0)2392.935 209
info@kracht.eu • www.kracht.eu
Lubricating oil gear pumps
and fuel gear pumps

5.11 压载水管理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22.07.2019 13:25:57

HYDAC INTERNATIONAL GMBH
Industriestraße • D-66280 Sulzbach/Saar
Telefon +49 (0) 6897 509-01
Fax +49 (0) 6897 509-454
E-Mail: info@hydac.com • www.hydac.com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5.16 加油系統
REFUELLING SYSTEMS

Am Hohenstein 113
D-77761 Schiltach
Tel. +49(0)7836 50-0 • Fax +49(0)7836 50-201
e-mail: info.de@vega.com • www.vega.com

6.02 压缩机 / COMPRESSORS

Barksdale GmbH
Dorn-Assenheimer Strasse 27 • D-61203 Reichelsheim
Tel: +49 (0) 6035 - 949 - 0 • Fax: +49 (0) 6035 - 949 - 111
e-mail: info@barksdale.de • www.barksdale.de

Sensors & Switches to control
Pressure, Temperature, Level, Flow

VEGA Grieshaber KG

Air- and water-cooled compressors, air receivers,
compressed air dryers and accessories

6.05 管道系统 / PIPING

SYSTEMS

Am Hohenstein 113
D-77761 Schiltach
Tel. +49(0)7836 50-0 • Fax +49(0)7836 50-201
e-mail: info.de@vega.com • www.vega.com
Level sensors for all solids & liquids

8.05 流量测量
FLOW MEASUREMENT

STRAUB Werke AG
pipe couplings
Straubstrasse 13
CH - 7323 Wangs
Tel. +41 81 725 41 00

straub@straub.ch
www.straub.ch
STRAUB pipe couplings
and pipe system solutions

KRACHT GmbH
Gewerbestr. 20 • D-58791 Werdohl
Tel. +49(0)2392.935 0 • Fax +49(0)2392.935 209
info@kracht.eu • www.kracht.eu
high-precision gear and screw type flow meters, fuel
consumption measurement, valve position indicators

8.09 测试工具包 / TEST

On board helicopter and boat refuelling
systems for aviation fuel, petrol and diesel

8

KITS

Martechnic GmbH

测量 + 控制设备
Measurement +
control devices

8.01 机械控制系统
ENGINE CONTROL

SYSTEMS

AVAT Automation GmbH

液压 + 气动设备
Hydraulic + pneumatic

SYSTEMS

Bilge and ballast ejectors/eductors

Alfons Haar Maschinenbau GmbH & Co. KG
Fangdieckstraße 67
D-22547 Hamburg
Tel. +49 (40) 83391-0
Fax +49 (40) 844910
Sales@alfons-haar.de
www.alfons-haar.de

6.01 泵 / PUMPS

VEGA Grieshaber KG

8.04 液位测量系统
LEVEL MEASUREMENT

sales@koerting.de
+49 511 2129-446

Boll & Kirch Filterbau GmbH
Siemensstraße 10-14 • 50170 D-Kerpen
Tel.: +49 2273 562-0 • Fax: +49 2273 562-223
E-Mail: info@bollfilter.de • www.bollfilter.de
Applied filtration technology for marine
engines and maritime water management

6

MONITORING

Pressure and differential pressure transmitters

Advanced Waste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ies for
Vessels & Offshore Installations

Unbenannt-1 1

Ship control systems, alarm & monitoring
systems, tank ballast & level measurement
systems

8.02 压力监控
PRESSURE

Wood-based materials for decorative
ship interior fitting

5.09 废水处理系统
WASTE DISPOSAL

Ulmer Straße 4 • D-30880 Laatzen
Tel. (0511) 21 36-0 • Fax (0511) 21 36 269
e-mail: marineservice.aventics@emerson.com
Internet: www.emerson.com/marine

Buyer´s Guide

5.06 家具 + 内部装饰
FURNITURE + INTERIOR

Derendinger Straße 40
D-72072 Tübingen
Tel: +49 7071 97 35-0
Fax: +49 7071 97 35-55
e-mail: info@avat.de

Adlerhorst 4
D-22459 Hamburg
Tel. +49 (0)40 85 31 28-0
Fax +49 (0)40 85 31 28-16
E-mail: info@martechnic.com
Internet: www.martechnic.com
Test kits, autom. monitoring systems,
sampling devices, ultrasonic cleaning

Make sure your ad counts
Your representative: Lisanne Groß
Phone: +49 (0) 40 237 14 - 248
lisanne.gross@dvvmedia.com

www.avat.de

Gas & Dual-Fuel Engine Control Systems, Cylinder
Pressure & Knock Monitoring, NOx Estimator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shipandoffshore.ne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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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储罐液位测量系统
TANK LEVEL GAUGING

1

SYSTEMS

MARINE SOLUTIONS
Tank Gauging and Safety Systems for Cargo,
Ballast and Service Tanks
Portable UTI meter, Samplers, Digital Thermometers,
Deck Valves and associated Accessories
German agent: C. Bindemann Group of Companies
GmbH & Co. KG, Tel. +49 40 - 41 91 88 46
Fixed solutions : contact.marine@honeywell.com
Portable Solutions: tanksystem@honeywell.com

12

建造 + 咨询顾问

Construction
+ consulting

12.01 顾问工程师
CONSULTING

ENGINEERS

16

近海工程 + 海洋技术
Offshore + ocean
technology

16.07 北极 + 极地技术
ARCTIC + POLAR TECHNOLOGY

Naval architects
Marine engineers
S HIP D ESIGN & C ONSULT
info@shipdesign.de · www.shipdesign.de · Hamburg

9

Design – Construction – Consultancy
Stability calculation – Project management

导航 + 通讯
Navigation
+ communication

terra.blue - Dr. Walter L. Kuehnlein
Hamburg: +49+40+2546 9970
Houston +1-713-930 2650
wk@terra.blue • www.terra.blue
Advice, concepts and concept/design reviews
for offshore systems in ice and/or open waters

P

9.04 导航系统
NAVIGATION

SYSTEMS

Gerhard D. WEMPE KG
Geschäftsbereich Chronometerwerke
Steinstraße 23 • D-20095 Hamburg
Tel.: + 49 (0)40 334 48-899
Fax: + 49 (0)40 334 48-676
E-mail: chrono@wempe.de
www.chronometerwerke-maritim.de
Manufacturer of finest marine chronometers,
clocks and electrical clock systems

S.M.I.L.E. Engineering GmbH
www.smile-consult.de
info@smile-consult.de

+49 (0) 431 210 80 0
Winkel 2 - 24226 Heikendorf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 CFD – Structural
Strength – Explicit Dynamics
Basic and detailed design – Outfitting –
CAD/CAM –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17

海事服务
Maritime
services

17.06 职业潜水员
PROFESSIONAL COMMERCIAL
DIVER
Hydrex NV

11

甲板机械

Deck equipment

11.01 起重机 / CRANES

14

报警 + 安全设备
Alarm + safety
equipment

14.01 救生艇 + 吊艇架
LIFEBOATS + DAVITS

Haven 29
2030 Antwerp / Belgium
Tel. +32 3 213 53 00
Fax +32 3 213 53 21
e-mail: hydrex@hydrex.be
www.hydrex.be
Hydrex provides fast on site repair solutions
to underwater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ships.

17.10 咨询 / CONSULTING
Deutscher Wetterdienst

d-i davit international-hische Gmbh
Sandstr. 20
D-27232 Sulingen
Tel. +49 (0) 4271 93 44 0
e-mail: info@di-hische.de
Internet: www.di-hische.de
Cranes, davits and free-fall systems

d-i davit international-hische Gmbh
Sandstr. 20
D-27232 Sulingen
Tel. +49 (0) 4271 93 44 0
e-mail: info@di-hische.de
Internet: www.di-hische.de
Cranes, davits and free-fall systems

Global Davit GmbH

Global Davit GmbH

Graf-Zeppelin-Ring 2
D-27211 Bassum
Tel. +49 (0)4241 93 35 0
Fax +49 (0)4241 93 35 25
e-mail: info@global-davit.de
Internet: www.global-davit.de

Graf-Zeppelin-Ring 2
D-27211 Bassum
Tel. +49 (0)4241 93 35 0
Fax +49 (0)4241 93 35 25
e-mail: info@global-davit.de
Internet: www.global-davit.de

Survival- and Deck Equipment

Survival- and Deck Equipment

Bernhard-Nocht-Str. 76
D-20359 Hamburg
Tel:
+49 (0) 69 8062 - 6181
E-Mail: seeschifffahrt@dwd.de
Internet: www.dwd.de/seeschifffahrt
– Maritime weather briefing –
Weather forecasts on board

Make sure your ad counts
Your representative for
Scandinavia: Roland Persson
Phone: +46 / 411 184 00
marine.marketing@orn.nu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shipandoffshor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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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yer’s Guide
The Buyer’s Guide provides a market overview and
an index of supply sources. Every entry in the Buyer’s
Guide includes your company logo (4 colour), address
and communications data plus a concise description
of products or services offered.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Lisanne Groß
Phone: +49/40/23714 - 248
e-mail: lisanne.gross@dvvmedia.com

Publishing

Price per keyword per issue
Size I
Size II
H 30 / B 58 mm H 40 / B 58 mm

Select
Target
regions

Issues

Central Europe

Worldwide

China, GreenTech,
SmartShip

1 Keyword

January / February
January / February
–
–
–
–
March
March / April
–
–
–
–
May
May / June
–
–
–
–
July / August
July / August
July / GreenTech
–
–
August / SmartShip
September
September / October
–
–
–
–
November
November / December
–
–
–
December / China

€ 95,–

€ 125,–

2 Keywords

each € 90,–

each € 120,–

3 Keywords

each € 85,–

each € 115,–

4 Keywords

each € 80,–

each € 110,–

5 Keywords

each € 75,–

each € 105,–

from 6 Keywords

each € 70,–

each € 100,–

Minimum time span for your booking is one
year in one target region. Each target region
can be booked individually. For bookings in
several regions, we offer the following rebate
off the total price:

Buyer´s Guide

Two target regions/year: 10%
Three target regions/year: 20%

R+W Antriebselemente GmbH

1

Alexander Wiegand Straße 8
D-63911 Klingenberg / Germany
Fon: +49 (0)9372-9864-0
Fax: +49 (0)9372-9864-20
email: info@rw-kupplungen.de
www.rw-kupplungen.de
Couplings, seawater resistent

Shipyards

2.04 SHAFT + SHAFT

1.06 REPAIRS + CONVERSIONS

2.13 Rubrik:
Propulsion plants
(Service and Spare Parts)

Kloska Energie- und Motorentechnik GmbH
Industriestraße 7 · D- 49716 Meppen
Tel.: +49(0)5931 - 9844-0 · Fax: -44
Email: kem@kloska.com · www.kloska.com
Diesel- and Gas Engines,
Combined Heating Plants (CHP), Service

6 Ausgaben Schiff & Hafen
8 Ausgaben Ship & Offshore

Buyer’s Guide Online
MITSUBISHI DIESEL/TURBOCHARGER
see Nippon Diesel Service GmbH

The premium
online
NIPP
N entry, including
an active link, logo and email, is free of
charge for all customers of the Buyer’s
Am Altendeich 83 D-25348 Glückstadt
Tel. +49(0)4124 91 68-0 Fax +49(0)4124) 37 16
e-mail: pein@piening-propeller.de
Guide print issue.
Internet: www.piening-propeller.de
SYSTEMS

DIESEL SERVICE GMBH
Our reliability. Your move.

www.nds-marine.com

Nippon Diesel Service GmbH

•

Bredo Dockgesellschaft mbh
Dockstraße 19 • D-27572 Bremerhaven
Phone +49 (471)7997-10 • Fax +49 (471)7997-18
info@bredo.de • www.bredo.de

Repairs and Conversions

Hermann-Blohm-Str. 1
20457 Hamburg/Germany

•

Phone: +49 40 317 710 - 0
Fax:
+49 40 311 598
E-Mail: info@nds-marine.com

After Sales Service . Spare Parts
Laser Cladding . Technical Assistance

Fixed and Controlable Pitch Propellers,
Shaft Gears, Gearboxes

MARK VAN SCHAICK MARINE SERVICES
26.02.15

NDS_BG_58x30mm_final_neu.indd 1

2.06 RUDDERS + RUDDER

2
Buyer‘s Guide
Premium online entry

SYSTEMS

Wendenstraße 130 • D-20537 Hamburg
Tel.: +49-40 711 80 20 • Fax: +49-40 711 80 221
e-mail: oceangoing@vdvms.com
www.vdvms.com

+

2.01 ENGINES

2.07 MANOEUVRING

TAIKO KIKAI INDUSTRIES CO., LTD
see Nippon Diesel Service GmbH

AIDS

Buyer‘s2.01
Guide
Rubrik:
plants
print Propulsion
entry
(Engines)

Kloska Energie- und Motorentechnik GmbH
Industriestraße 7 · D- 49716 Meppen
Tel.: +49(0)5931 - 9844-0 · Fax: -44
Email: kem@kloska.com · www.kloska.com
Gas/Diesel Engines and
Combined Heating Plants (CHP) Service

2.02 GEARS
REINTJES GmbH
Eugen-Reintjes-Str.
7 Motorentechnik GmbH
Kloska Energie- und
D-31785
Hameln
Industriestraße
7 · D- 49716 Meppen

YANMAR DIESEL

see Nippon Diesel Service GmbH

Jastram GmbH & CO. KG

6 Ausgaben
Schiff
HafenHamburg
Billwerder
Billdeich
603 •&
D-21033
8 Ausgaben
Ship• &FaxOffshore
+49 40 725 601-28
Tel.
+49 40 725 601-0
e-mail: info@jastram.net
Internet: www.jastram-group.com

V

Transverse Thrusters, Rudder Propellers,
Azimuth Grid Thrusters, Electric Drives

2.13 Rubrik:
PARTS
Propulsion plants
(Service and Spare Parts)

2.13 SERVICE + SPARE

BG_SPI_21_China.indd 5

Crankshaftrepair (max. length 12 m), Repair of
Engine- and Industrial parts, Connectingrods and
Camshafts, In Situ Machining, Laser Cladding

Rudders and Steering Gears
- High-Tech Manoeuvring Equipment -

Propulsion plants

11:23

Nieuwe Waterwegstraat 7
3115 HE Schiedam, Netherlands
Harbourno. 535
Port of Rotterdam
Tel. +31-10-4090599
Fax +31-10-4090590
info@markvanschaick.nl • www.markvanschaick.com

BEMAC UZUSHIO ELECTRIC
B6 Ausgaben
MAC Schiff
& Hafen
see Nippon
Diesel Service GmbH
UZUSHIO ELECTRIC

3

Engine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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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船用设备 - 创新快人一步
充满挑战的世界市场大背景下，

在

国际航运和造船业严重依赖于创

新设备和系统供应商。而德国船用设备
企业是创新领域的可靠合作伙伴和全球
翘楚，以完成全球航运业客户的如下目
标为己任：提高经济性、提升效率和减
少船舶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保障安全和
运行可靠性。设备供应商则正在通过巧
妙的设计和智能组件、系统和服务，支
持全球造船和维修行业实现这些目标。
本出版物旨在向国际船东、造船
厂和造船工程师介绍德国机械设备制造
业联合会（VDMA）旗下设备行业的一
系列重要船舶系统的当前技术和最新发
展情况，并在以下几页中根据不同主题
为读者提供指导，使其了解智能航运和
高水平自动化、低燃料消耗、替代燃
料、全面的船上环境保护以及降低船舶
运营成本的方法。
读者还将获得有关高质量海洋产
业的最新资讯，该公司经验丰富且创新
想法层出不穷，其能力已得到了全球认
可。德国设备供应行业由多达400家市

Hauke Schlegel，董事总经理
VDMA—船用设备和系统

场和技术领先的公司共同构成；船东作

合作，由此形成了德国造船业独特、重

相关行业最前沿的信息，并激发读者与

为客户，与德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具有

要的竞争优势。

德国高技能船用设备公司深化联系的兴

雄厚技术实力的合作伙伴一起，密切参

最后，希望您阅读愉快并有所收

与创新过程，并通过“造船网络”进行

获。我相信，这份出版物将为读者提供

趣。

> 关于VDMA——船用设备和系统
该协会是德国著名非营利组织“机械工程行业协会
（VDMA）”的一个重要分支，代表整个海运供应行业，成
员公司来自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和电子等所有专业。

联系方式：

VDMA通过广泛的活动和服务为其成员公司提供支持：

VDMA – 船用设备和系统

> 加强与运营商和船厂在技术和商业领域的共同合作；

Weidestrasse 134, 22083 汉堡, 德国

> 帮助全球客户与德国船用设备制造商取得联系；

电话： +49-40-50 72 07-0；

> 通过与各种国际组织紧密联系，促进形成全球海运市

邮箱：

nord@vdma.org

网址：

mes.vdma.org

场自由、公平的市场原则；
> 主办造船业的重要国际展会。

网上目录：

german-marine-equipmen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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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燃料ME-GA发动机的技术途径
MAN ENERGY SOLUTIONS 总部位于奥格斯堡的曼恩能源方案公司最近推出了其最新的低
速双燃料发动机 MAN B&W ME-GA，专为液化天然气（LNG）和燃油设计。这款新型发动机
是在曼恩公司ME-GI发动机基础上采用奥托循环技术改型而来的。

净化

注气

点火

燃烧
图片来源：MAN ENERGY SOLUTIONS

图1：预混合双燃料燃烧

曼

恩能源方案公司的ME-GA发动

装成本降到最低。进气系统能够以尽可

ME-GA发动机更安全，所以无需附加

机基于成熟的MAN B&W双燃料

能低的成本确保运行安全可靠。ME-GI

复杂的监控系统进行安全预防。SGAV

平台，具有独特的进气理念，以及最低

Mk. II平台的安全和净化设计理念已经

的设计还为阀门本身提供了方便检修的

的安装运行成本。其发动机舱设计与

适用于ME-GA发动机，并增加了附加

空间，其中最大的检修空间在发动机顶

ME-C/ME-GI发动机相似。

功能。

部。

技术

安全进气阀

气体调节阀

ME-GA发动机是预混合双燃料发

气缸套中的安全进气阀（SGAV）

为了确保ME-GA发动机和燃油供

动机，在压缩冲程中喷入甲烷（如图1

是一个简单的部件，可以防止气体泄

应系统易于安装，于是开发了液压驱动

所示）。这能降低供气压力，对LNG

漏到气缸中，同时还能提供最佳进气条

的气压调节阀。该调节阀直接通过发动

船等蒸发气体量较大的船只而言是有利

件。

机控制系统控制，简化了对供油系统的
SGAV整个部件还包含了一个进气

控制要求。此外，该气体调节阀能够在

ME-GA 发动机融合了一些来自

口和一个窗口阀，可以进一步防止气

不安装排气管的的情况下对系统减压。

ME-GI和ME-GI Mk. II平台最成功的理

体泄漏进入气缸，提高了安全性。与

液压驱动旁通阀的设计与ME-GI排气阀

念。利用简单的供气和吹扫概念，把安

其他低压双燃料二冲程发动机不同，

相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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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压三活塞环组件
曼恩公司在为不同类型发动机开
发配套活塞环方面具有丰富经验，而

泄漏可控
第一活塞环

且在开发ME-GI发动机时掌握了技术诀
窍，所以能够为ME-GA发动机开发出
坚固可靠的活塞环组件。该活塞环组件
与ME-GI发动机的均压三活塞环组件相
似（见图2）。

第二活塞环

该三活塞环组件的第一环和第二
环可以控制气体泄漏，第三环可以保持
气密性。这种有利的组合方式确保压力
分布均匀，能尽量减少环槽中沉积物的
积聚，比典型的装有气密顶环的发动机

第三活塞环

具有更佳的韧性，活塞环不易毁坏。
基于这些特性，ME-GA发动机
能为燃烧过程优化提供更大的自由。
MAN B&W G70发动机上的ME-GI活塞

图2：三活塞环组件的设计

环组件累计运行了数百万小时。低磨损
率表明，活塞头和活塞环大修间隔的时
间在曼恩能源方案公司指导值范围内。
自适应气缸控制系统
曼恩能源方案公司ME-C和

敬请访问
MARINTEC 2021
2021年12月7日~10日
德国馆

ME-GI发动机采用的自适应气缸控制
（ACCo）系统始终确保ME-GA发动机
具有最佳性能和尽可能低的燃油消耗。
ACCo算法通过自动调整发动机设置参
数，根据技术规格优化每个气缸的运行
过程，例如，抵消不同燃油质量和热值

S O G AV
G A S VA LV E S
Sogav气阀
AIR E XHAUST AND
FUEL FLOW CONTROLS
排气/燃油流量控制

INTELLIGENT
CR INJECTORS
智能CR喷油器

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P 2 X M U LT I - F U E L
INJECTORS
喷油器

ME-GA发动机与EGR的结合
其他二冲程发动机制造商使用
奥托循环低速发动机进行后处理，而

MODUL AR FLE XIBLE
CONTROLS
模块化灵活控制

SINGLE-NEEDLE
DF INJECTORS
单针阀双燃料喷油器

ME-GA发动机则采用的是高压废气再
循环系统。虽然EGR系统需安装1台送
风机，并增加一个小的相关寄生负载，
但仍能装入现有发动机舱中。
ME-GA发动机可选择使用EGR系

GOVERNORS
调速器

统，以确保以柴油为燃料的发动机运行

COMBUSTION
DIAGNOSTICS
AND IGNITION
燃烧诊断和点火

时符合Tier III 级要求。EGR可以有效

HIGH-PRE SSURE
PUMPS
高压油泵
SPA RE PA R T S
备件

减少柴油燃烧过程中排放的氮氧化物，
就燃油消耗率而言，ERG对燃烧过程
本身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

拥有全套创新的

发动机系统解决方案

效
更高 保
更环

满足您未来的需求
WWW.WOODWA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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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研究

项目启动

哥本哈根研究中心
首次确认发动机开发

项目公告

首台商用发动机交付*

纳入发动机开发计划

*包括EGR发动机，参见第3节中该款发动机的性能策略

图3：曼恩能源方案公司的目标是在2021年底前开始测试第一台商用ME-GA发动机，并在2022年初交付第一台发动机

对EGR发动机和ME-GA发动机在

> 抑制过度燃烧率（状况改善后的

与没有配置EGR的ME-GA发动机

柴油模式和燃气模式下的试验表明，

气缸为活塞环组提供了更好的

相比，应用EGR降低了SGC和SFOC。

EGR还可以有效降低燃气模式下的氮

工作条件）；

在燃气模式下运行时，在整个负载范围

氧化物排放。此外，试验表明，EGR

> 由于压缩比升高，进气量得到

内，SGC降低约3%，在柴油模式下，

可有效改善预混合奥托型发动机燃气燃

优化，增加了优化比耗气量

SFOC降低约5%。EGR还使甲烷泄漏

烧过程。

（SGC）的可能性；

显著减少了30%~50%，提高了奥托循

> 通过优化进气，降低热负荷；
具体而言，EGR优化ME-GA发动
机工作过程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 抑制预点火（适用于不同气体质

> 改善柴油运行模式下的单位油耗
（SFOC）（去除氮氧化物的制
约因素）；
> 减少甲烷泄漏。

量）；

环燃烧过程的稳定性。
遵守排放法规
预混合燃烧减少了氮氧化物排
放，因此ME-GA发动机在燃气运行模
式下本质上符合Tier II和Tier III标准。
为了在Tier III级标准范围内利用双燃料
（天然气和柴油），ME-GA发动机需
要配置EGR或SCR。

> 关于曼恩能源方案公司
曼恩能源方案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
德国奥格斯堡的跨国公司，生产船
用和固定用途的大口径柴油发动机
和涡轮机械，船舶推进系统、发电
厂设备及涡轮增压器。曼恩能源方
案公司成立于2010年，由曼恩柴油
公司和曼恩涡轮公司合并而成。曼
恩能源方案公司是德国汽车制造商
大众集团的子公司。
图4：MAN B&W ME-GA发动机，拍摄于哥本哈根的曼恩能源方案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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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IC
—新的冷萃取排放测量技术

SICK | 传感器专业厂家SICK继续扩展
商业远洋船舶测量技术的产品线。新开
发的 MARSIC280 专门用于监控洗涤器
系统的有效性。
自推出MARSIC系列以来，SICK
在船舶排放监测业务方面与合作伙伴一
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船舶排放测量装
置对硫氧化物及二氧化碳等船舶有害排
放物进行评估。高温、风浪和船上永久
振动不会影响气体分析仪的测量精度。
按照具有约束力和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
检测和记录具体的排放值。
MARSIC系列产品由主要船级社进
行型式认证并经船旗国验收。SICK公
司凭借MARSIC200和MARSIC300，拥
有了独特的产品组合，使其在竞争中脱
颖而出。这2个系列产品测量技术本质
并不相同。MARSIC200采用了成熟的
冷萃取技术。MARSIC300作为一个压
缩的完整系统，是全球同类产品中唯一
采用热萃取技术进行工艺气体和船上排
放物监测的系统。
新的排放测量技术

MARSIC280：预组装在安装架上，用于冷萃取排放监测MARSIC300：采用热萃取技术的排放监测

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公司与全球

SICK最近推出了MARSIC280，

领先的船级社进行了密切合作。除此初

这是一款基于MARSIC200冷萃取

始型式认证外，MARSIC280的其他认

测量技术新开发的产品。新的“小

证也正在进行中。所以这款产品不仅可

型”MARSIC产品专门针对洗涤

以根据目标进行长期的技术优化，而且

器应用的要求进行定制，并采用

能被领先船级社所认可。

了MARSIC300的成熟过滤技术。

此外，MARSIC280维护率低，与

MARSIC280采用了最先进的新组

MARSIC同类产品一样，其特点是寿命

件。新组件预装在安装架上。与

长。模块交换的概念让更换组件更轻

MARSIC200相比，该组件经过优化，

松。例如由于采用了 MARSIC300 的标

节省了时间和资金。

准化组件，MARSIC280使用更灵活并

图片来源：SICK

减少了必要备件的库存。服务支持覆盖
全球。

> 关于SICK
SICK在陆基排放测量方面具有丰
富的专业知识，并利用这些专业知
识开发公海气体分析系列仪器。
MARSIC系列产品专为海事要求而
设计，SICK已成为海事排放测量
技术的领先制造商之一。
www.sick.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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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ethQuest项目中，罗尔斯-罗伊斯动力系统工程师正在考虑使用一种以氢气为燃料的巨大的新型点燃式发动机。用这款发动机产生动力，
目的是既能达到天然气发动机的功率密度，又能保持低排放。
文章来源：Rolls-Royce Power Systems

“绿色运输的关键促成因素是燃料”
ROLLS-ROYCE POWER SYSTEMS 为了提高推进系统的效率，并向持续性更强的业务转
型。运输业正在持续开发混合动力和电池-电力推进器，燃料电池和合成燃料，以及数字化和
自动控制系统。罗尔斯-罗伊斯动力系统公司的产品和系统采用MTU品牌，该公司目前正在实
施各种可持续性业务的项目。

罗

电池还是电子燃料

步。到2030年，罗尔斯-罗伊斯业务部门将通过使用新

由于电池的能量密度远低于电子燃料的能量密度，因此

的净零排放和cero碳排放技术，使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9年

不能直接使用电池储存的电为电动机供电。例如，以2 000

减少35%。这个近期目标非常重要，有助于罗尔斯-罗伊斯集

kW的输出功率运行MTU系列4 000 V16发动机8 h将需要超过

团实现2050年前净零排放的目标。罗尔斯-罗伊斯动力系统公

100 t的电池，这显然不现实。

尔斯-罗伊斯动力系统公司正向着气候中性的未来迈

司技术管理和监管事务总监Daniel Chatterjee博士说：“我
们的PS 2030未来战略的一部分是开发气候友好型技术，这
10年我们将投资约5亿欧元”。

电转X实现全球能源交易
能量密度并不是使用电子燃料的唯一理由。使用电子

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对最重要的MTU发动机

燃料还能实现能源的全球贸易。例如，在巴塔哥尼亚或撒哈

产品进行认证，该型发动机最早将于2023年开始使用可持续

拉，可再生能源发电潜力巨大。巴塔哥尼亚风力涡轮机的利

燃料。查特吉（Chatterjee）说：“我们知道不会有适合所有

用率是德国的3～4倍。然而，那里发出的电力无法输送到需

情况的通用燃料，但是不同燃料和不同推进技术的和谐共存

要电力的德国。但是，如果在巴塔哥尼亚使用电转X工艺将

是可以实现的”。电子燃料可以转换为推进动力，同时也可

电力转换成燃料，运输就可以相对容易。

以对气候影响保持中性。电子燃料以可再生能源为原料精制

虽然能量在转换和运输过程中会损失，但在转换过程结

而成，如，电子氢、电子甲烷、电子甲醇、电子柴油或电子

束时可获得的能量比在德国直接产生的能量要多。据罗尔斯-

氨。

罗伊斯动力系统公司称，最终，世界总的能源需求只有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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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这种潜力才能得到满足。

由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氢等合成燃料，这将是未来的关键技
术，”Riegger说。

寻找合适的电转X燃料
在各种研究中，罗尔斯-罗伊斯的一个专家团队目前正在

氢动力内燃机

与客户和行业合作伙伴一起研究整条物流链——从燃料基础

罗尔斯-罗伊斯动力系统公司的工程师们目前正在开发氢

设施、建造成本和船舶航程，到推进系统并将其安装上船。

发动机。作为MethQuest研发项目的一部分，他们正在单缸

所有电子燃料的共同点是，它们的能量密度比传统柴油低得

试验台上测试这项技术。如果测试结果仍然像迄今为止一样

多。这意味着燃料箱的重量和空间需求在各种情况下都会增

充满希望，那么将在2021年底前对配置完整的发动机进行测

加，但不同类型的燃料增加的程度不同。

试。Riegger总结道：“到目前为止，在氢发动机方面，我们
主要专注于固定动力应用，但我们也看到了其在工业和铁路

渡轮和拖船用氢气

领域的潜力”。

所以，在固定短航线上运行的渡轮或拖船更可能使用氢
气作为燃料，因为这样它们可以频繁加燃料，并依赖停靠港

> 关于罗尔斯-罗伊斯动力系统公司

提供燃料。罗尔斯-罗伊斯的专家预计，早至2035年，世界上

开发可持续解决方案，应对驱动和发电量领域的挑战是

一半以上的渡轮和拖船将不再使用柴油提供动力。

罗尔斯-罗伊斯动力系统公司业务部门的主要战略目标，
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品牌为MTU。作为海上、重型越野和

开发商用燃料电池系统
“几年后，我们将提供燃料电池解决方案”。罗尔斯-罗
伊斯动力系统公司动力实验室副总裁Peter Riegger说，“他

铁路应用的关键安全装置和集成动力的领先供应商，多
年来一直是客户的可靠合作伙伴。
www.mtu-solutions.com

们承诺的正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绿色未来：零碳交通和零
碳发电。与内燃机相比，燃料电池的另一个主要优势是具有
可扩展性，其用途极其广泛，这意味着如果需要更多电力，
可以添加更多燃料电池模块。”
运转设备也会用到燃料电池。目前，推进动力（例如：
船舶中的推进动力）主要由柴油发动机产生，其额定功率必
须符合船舶的最大功率要求。然而，燃料电池——特别是与
电池结合的时候——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船只能够不断地调
节，让电力需求与发电量相匹配，从而在这一过程中节省燃
料。当需要大量电力时，就使用所有燃料电池，而当电力需
求一般时，只需关闭一些燃料电池即可。
游艇也会逐渐不再采用传统的柴油发动机，许多船主已
经采用了混合动力系统，将柴油和电动发动机与电池系统相
结合。燃料电池将于2030年推向市场，可取代柴油发电机发
电。作为混合动力系统的一部分，燃料电池系统还将提供所
需的部分推进力。然而，内燃机并没有从游艇上消失。这是
因为航程是许多游艇的主要考虑因素，游艇经常需要在异国
巡游，而游艇在异国无法取得氢或甲醇等替代燃料。
所以柴油还是很重要——以碳中性电子柴油的形式继续
使用。电子柴油将继续在大多数港口使用，并且具有比氢气
更好的能量密度。电子柴油也可用于现有发动机。尽管出于
安全原因，罗尔斯-罗伊斯的专家目前预计，沿海航运中的船
只、拖船或游艇不会使用电子氨作为船舶燃料，但电子氨也
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选择。
“风水轮流转，柴油发动机开始走下坡路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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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储存10 kW•h电力所需的PtX燃料体积（升）（无储罐）

图片来源：Woodward L'Orange

减少所有应用的排放
WOODWARD L'ORANGE 为了达到《巴黎协定》有关温室气体（GHG）排放的目标，国际
海事组织的目标是到2050年船舶排放量与2008年相比减少50%。脱碳的压力显然在增加。
Woodward L'Orange概述了如何为给定应用选择正确的电转X（PtX）技术，以及在内燃机中
使用PtX燃料的选择方法和好处。

多

尔年来，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一直在下降。在世界

化学物质可以让储存更便利，但也会增加生产的总成本和能

大多数地区，即使没有补贴，可再生能源发电现在也

源需求，尤其是在需要碳捕获来生产碳氢化合物燃料的情况

具有成本优势。风能和太阳能所发出的越来越多的电力需要

下。

新技术来储存或将其转化为化学物质，以用作合成燃料。

图1突出显示了存储一定量的能量需要多少燃料量。可

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中，氢气技术和电转X（PtX）系

以看出，液化天然气、甲醇和氨的体积几乎是柴油或重质燃

统将随着其快速扩展而大幅降低成本。在绿色氢的基础上，

料油（HFO）的2倍。对于液态和压缩氢，所需体积甚至更

将有可能创造出具有成本竞争力的、零碳足迹的合成燃料。

大。不同应用方案的特点决定了较低燃料成本带来的好处是

这些合成燃料可用于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无法使

否能弥补在氢储存所需的较高努力。

用直接通电和电池电驱动的情况下。

图2说明了确定不同应用方案的最佳PtX技术的系统方
法。对于短程应用，尤其是高利用率应用，直接通电或燃料

海洋产业面临的挑战

电池可能是最佳选择。对于许多远程应用，改装或新型内燃

航运业是此类应用的一大领域。目前，正在研究的PtX

机更具可行性。在这些应用中，利用率（燃料消耗）决定重

燃料有很多种。从温室气体中性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有一个

点是放在燃料成本上还是放在燃料运输的便利性上。用氮气

共同点：PtX燃料是由绿色氢产生的。将氢转化为更复杂的

生产的氨预计比用二氧化碳生产的甲醇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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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选择PtX技术的矩阵示意图

Woodward L'Orange的绿色路线图

气缸中。这使得发动机达到最高效率和功率密度时具有类似

Woodward L'Orange 提供了许多不同种类的喷射技术，
这些技术专门用于，或可适用于喷射气体或液体合成燃料。

柴油机的特性。发动机可在100%负载下使用柴油或PtX燃料
工作。

多年来，当气缸进气阀的低压上游需要喷射气体燃料时，就

Woodward不断开发新的喷射技术产品组合，以服务于

会使用SOGAV（电磁进气阀）端口喷射器。这种喷射器可

多种类别的PtX应用。为填补高压双燃料喷射和端口燃料喷射

以直接驱动，简单易用且强大牢固。配置虚拟传感器后，可

之间的空白，该公司目前正在开发一种灵活的中压直接喷射

以实时监控阀门的位置。所以适用于纯天然气或双燃料发动

器平台。如图3所示，该喷油器可在20 bar或100 bar的压力

机。低压双燃料发动机依靠Woodward L'Orange的柴油喷射

下喷射燃油。

器作为点火源，能够以极高的精度喷射最少量的燃油，同时
能够在柴油模式下以全功率运行。

在未来10年里，监管环境和市场环境将发生重大的变
化。如今灵活的发动机技术可以实现在发动机的使用寿命

对于高压双燃料应用，Woodward L'Orange最近推出

到期前转用其他燃料。图5显示了不同的燃料转换路径。

了新的高压双燃料喷射器系列。这种喷射器能以2 200 bar和

Woodward L'Orange 喷射器可以确保燃料切换时的变化很

600 bar的压力分别将柴油燃料和第二种/PtX燃料直接喷射到

小。

船舶性能监测系统和关键数据采集系统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e
of maritime solutions

海事网络风险评估与管理 IEC61162-460
4K 超高清 KVM 交换器
DNV 认证船用不间断电源
NMEA 复用和转换器

VEINLAND GmbH

Pappelallee 19 | 14554 Seddiner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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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Woodward PtX喷射器和阀门简介

> 关 于 W O O D WA R D L ' O R A N G E
Woodward和Woodward L'Orange代表创新、专业和经
验，是最先进技术的领跑者。Woodward L'Orange历史
悠久，全球员工数超过8 300人，为船舶、发电厂、重型
车辆、机车和其他应用中的大型发动机开发、制造及分
销领先的发动机部件和控制系统。
图4：利用高压双燃料系统，朝着无化石燃料的未来前进

图5：燃料转换的几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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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oodward.com

高效混合电力推进

SCHOTTEL | 在90%的工作时间

Sydrive-E技术以组合或顺序方式利用

采用Sydrive-E技术的亚洲首艘LNG混

里，拖船和工作船具有发动机负荷低的

内燃机和电动机，能够确保在多种不同

合动力拖船

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与最大推进功率

工作条件下，高效产生动力和推力。该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胜科海事选

相配的发动机会在部分不利的负荷条件

技术的一个独特特征是动力输入位置的

择在亚洲第一艘LNG混合拖船上采

下工作，导致其在排放和燃油消耗方面

灵活配置，即可以以各种方式来设计传

用Sydrive-E技术，并期望凭借这艘

效率低下。

动系，从而为船舶设计提供更大的自

船——12艘中的第1艘——建立世界上

混合动力驱动系统专为可变功率

由度，并确保尽可能有效地利用可用

第一支纯LNG燃料拖船船队，以取代现

范围较大的应用而设计，通常由2个独

的安装空间。3种动力输入位置均具有

有的柴油动力船队。胜科海事SRP 430

立的动力源（柴油引擎和/或电动机）

±90°或±135°的安装角度，呈Y形

混合动力肖特尔舵桨（SRP）可转动

组成，使每个螺旋桨具有不同的额定功

布置。而且，各个动力输入不受任何功

360°，功率输入容量约为2 MW，通

率。通过Sydrive-E技术，肖特尔可在

率限制，可以提供具有可变负载分布的

过零排放电动机和/或低排放LNG主发

各种类型和尺寸的船舶上提供智能混合

任何初级和次级输入布置。

动机提供动力，并将港口作业所需的最

电力推进系统。

肖特尔全回转推进装置混合体的

大机动性和高系柱拉力结合在一起。

功率范围为400 kW～2 600 kW，无需
高效产生动力和推力
得益于广泛的工作模式，

改造传动系即可在现有船舶上对该装置

德国工程

进行改装。

肖特尔Sydrive-E全回转推进器将
在德国设计制造，由新加坡肖特尔远东
公司提供调试和售后服务。胜科海事的
混合动力船队将由其子公司——裕廊海
运服务公司运营，在新加坡港口提供服
务。

> 关于肖特尔
肖特尔集团总部位于德国Spay/
Rhine，是全球领先的船舶和海工
应用可转向推进系统制造商之一。
公司成立于1921年，70年来一直
致力于开发和制造全回转推进器和
整套推进系统，额定功率最高可达
30 MW，适用于各种长度和类型的
船舶。公司在全球设有大约100个
销售和服务点，能确保客户就近到
达。2021年，这家德国推进系统专
业公司将隆重庆祝其百年华诞。
Sydrive-E技术应用在拖船上的插图

图片来源：SCHOTTEL

www.schot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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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船运公司Østensjø在其新型运维船（SOV）上安装了福伊特施耐德电动推进器

图片来源：Voith Group

加强版运维船使用直接电动推进
VOITH 北海等恶劣海况对海上风力设备的维护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即使在恶劣条件下，
先进的运维船（SOV）也能确保北海风电场的安全运行。

海

上恶劣的环境对材料和部件提出

一致的生态系统，将运维船的驱动系统

新eVSP的优点之一是效率高，复

了很高的要求。在海上风电行

也包括在内。德国技术集团福伊特推出

杂性低，这是因为其永磁同步电机已经

业，可靠的工作船（如运维船）对于

了电动福伊特施耐德推进器（VSP），

集成到了螺旋桨中。这种推进器不用齿

海上风电设施的安全和商业利益至关重

在这一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轮，使噪音降至最低，并腾出船上的关
键空间。该驱动系统结合了VSP技术与

要。
这些船只配备了最先进的导航技

电动福伊特施耐德推进器

福伊特直列推进器（VIT）十多年来所
采用的电气技术。

术和强大的驱动系统，即便在极其困难

新型电动福伊特施耐德推进器

的条件下，这些船只也可以在北海的风

（eVSP）是该公司推进成熟驱动技术

福伊特公司海洋应用研发副总裁

电场中安全运行。到目前为止，运维船

持续电气化战略的最新成果。这样一

Dirk Juergens博士说：“电动福伊特

主要由柴油发动机驱动。

来，福伊特不仅满足了日益增长的资源

施耐德推进器让我们为海洋应用中动力

节约和节能型机动需求，也符合面向未

传动系统的电气化做出重要贡献，也为

来的机动性概念。

资源节约型航运做出重要贡献”。“新

然而，这大大降低了风力涡轮机
的整体生态平衡。现在有必要建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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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eVSP就是为这个目的开发的，它适
用于所有涉及机动性革命的应用，如海
上船舶、拖船、客船和渡轮。”
此外，eVSP设计稳健，可以非常
灵活地选择发电量，且维护要求较低，
这为船舶运营商的未来安全提供了保
障。从而大大降低了运营和维护的后续
成本。
深入发展eVSP的功能原理
新开发的eVSP以
运行时节省资源和
低噪音而著称。

新型eVSP使用永磁同步电机作为
主驱动装置，电机完全集成在VSP中。
此外，这种推进器无需齿轮或变速箱，
可实现无级调速，做到几乎无损的电驱
动转换，具有动态响应的特性。此外，
eVSP重量轻，安装不受任何轴系限
制。
eVSP具有与传统VSP相同的优
势。过去90年中，将驱动和控制结合在
一个单元中这一核心原理在不断发展和
完善。装有VSP的船舶，专为离岸风设

直列推进器（VIP）也可用作推进系统

结合，安装复杂度低，在整个速度范围

计，即使在浪高达4.5m的情况下，也

或推进器。这些推进器装有全集成式永

内都可高效推进。部分集成式设计能减

能保持其设定的位置不变。

磁电机，无需传动轴或传动装置。这使

少船舶吃水量，同时提升了船上的舒适

此外，通过使用福伊特防滚翻稳

得推进器结构紧凑，转向响应迅速，推

度。

定系统（VRS），VSP成为世界上唯

力产生效率高，同时将振动和噪音降至

一能够将船舶滚翻运动减少90%的推进

最低。

器。这将大大提高船上的舒适性和安全
性。
除了成熟的VSP外，VIT和福伊特

福伊特线性射流推进器（VLJ）结

> 关于福伊特集团

合了螺旋桨和水射流推进器的最佳性

福伊特集团是一家国际技术公司。

能。VLJ可以与任何类型的驱动电机相

凭借其广泛的系统、产品、服务
和数字应用产品，福伊特成为了能
源、石油和天然气、纸张、原材
料、运输和汽车等市场的标杆。
福伊特成立于1867年，目前拥有
20 000多名员工，销售额达42亿欧
元，分公司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
它是欧洲规模较大的家族企业之
一。福伊特涡轮集团分部是福伊特
集团的一部分，是智能驱动技术系
统和定制服务方面的专家。凭借创
新和智能产品，福伊特为客户提供
最高的效率和可靠的产品。福伊特
的先进技术和数字应用有来自众多
不同行业的客户，例如石油和天然
气、能源、采矿和机械工程、船舶
技术、铁路和商用车辆等。

数字化的推进会提高海上补给船的效率和安全性

www.voith.com/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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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噪增效
JASTRAM 造船业要设计建造环保安静的船舶日益艰难。Jastram的推进和操纵技术可以解决
难题。
为船舶操纵技术专家，低噪声

作

侧向推进器和方向舵推进器是

Jastram GmbH&Co KG的核心竞争
力。从最佳系统的选型、设计和建造到
Jastram现场维护和服务，公司在产品
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提供全方位的服
务。即使在初始设计阶段，Jastram也
利用经验和最新研究成果帮助运营商、
设计师和造船厂建造安静高效的船舶。
为了满足这些要求，设计时要规
定噪声限值且必须预测噪声水平，这需
要掌握噪声传播的知识和可能的降噪方
法。Jastram通过咨询、布局和设计服
务为此提供专业帮助，并根据对声学条
件的评估，与客户合作制定一套聚焦多

为巨型游艇建造的 2.4 MW高端侧向推进器

图片来源：Jastram

方面降噪的策略。
根据应用和噪声级要求，可采取
人员以及海洋环境都有利。

多种降噪措施。在考虑有效性和经济

面，降噪增效大有可为。Jastram的产

效益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策略。我们

品包括用于在设计过程中预测振动的激

也可通过多种措施显著提高横向

的专业知识确保Jastram的推进器和操

励模型，通过装设弹簧支架，使用成熟

推进器系统效率。采用经优化后的通道

纵系统可用于各类型船舶。产品适用于

的“通道内嵌（tunnel-in-tunnel）”的

入口和防护格栅，及先进的螺旋桨，有

内河船舶、重型起重船、渡轮和海洋船

方法将系统与船舶分离，或通过获得专

助于让Jastram系统的运行高效节约。

舶，以及对低噪音和振动有严格要求的

利的silent-GRID®保护格栅进行主动流

游艇、考察船和邮轮。乘客和船员舒适

量控制，以减少这些振动。

舵式推进器

高频空化噪声的频率低时可达

在侧向推进器领域的专业知识和

200 Hz，高时可远超过4 000 Hz，噪

经验，使Jastram能够制造安静高效的

音非常大，并伴随着水锤冲击。所有

舵式推进器。功率范围为50 kW～450

Jastram系统均采用空化作用极低、固

kW的所有系统均配备了高效低空化推

侧向推进器产生的噪声和振动包

定桨距的螺旋桨设计，这也是产品的特

进器，经过优化，可用于部分电动或全

括低频和高频2种。在船上听起来是嗡

色。通过有针对性的空气喷射主动降

电动船舶。

嗡声的低频振动主要是由流向螺旋桨的

噪，可以有效地抑制剩余的空化噪声。

Jastram全回转舵桨与船体集成的

瞬态水流引起的。这就导致通道中的压

在400 Hz以上的频率范围内，

形式多种多样，从船尾安装到推进器井

力波动、螺旋桨的推力波动或空化模式

以中心频率为基础，噪音可以降低30

中的全弹性垫层安装，都可以使用该装

不稳定。

dB，相当于声压降低了97%。在海洋

置。由此可见：这样可以确保推进器适

虽然齿轮箱壳体、支撑板等通道

环境中，声音有时会被淹没，并逐渐弱

用于各种船型。Jastram与合作伙伴一

内固定装置的影响已被熟知，但通道

化为背景噪音。因此，在水中无法听到

起推出了一系列推进系统，从单个单元

入口设计通常没得到适当考虑。在这方

侧向推进器的声音，这对船上和附近的

到完整的推进装置，包括控制功能都

度提高，昂贵的重型隔热材料用量减
少，这使各类型船只受益。
侧向推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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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tram 全回转舵桨有方便安装在船尾的连
接点。

空气喷射对水传播噪声的影响

有。

的LeiQiT（莱奇特）研究项目是联邦经

的创新方法，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结构传

济事务和能源部资助的LeiQaS联合项

播、空气传播和水传播的噪声。

目的一部分（FKZ: 03SX530, 2020—

研发
为了能够在未来提供开创性和创

2023）。

增效和降噪方法性价比高，这些
方法可以是不同系统的组合，并且可以

新性的系统，所有产品都是在最新研

在此联合项目实施期间，Jastram

定制以满足特定要求。Jastram还利用

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和优化完善

现有的侧向推进器降噪系统正在得到进

在控制系统方面的专门技术，推出了全

的。Jastram多年来一直积极参与研究

一步的优化和完善。Jastram通过广泛

面的产品组合，有助于使船舶的建造和

项目，经常担任协调者的角色。最新

的研究合作伙伴网络，目前正在研究新

操纵更环保、安静、安全。

> 关于JASTRAM
Jastram GmbH&Co.KG总部位于
汉堡，自1889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开
发、生产、分销海洋船舶和内河船
舶用侧向推进器和全回转舵桨，并
提供相关服务。1955年，Jastram
安装了首个横向推进器，成为这一
领域的先驱之一，自那时以来已经
有5 000多艘船舶安装了侧向推进
器。Jastram不仅善于生产坚固耐
用的操纵和推进系统，而且也擅长
侧向推进器的降噪技术。定制解决
方案、高客户满意度和快速全球服
querEVA研究项目期间，对Promarin的Multipulse®推进器进行测试
(BMWi, FKZ: 03SX441, 2017-2020)

务是公司的指导原则。
www.jastra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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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XI的优化方法

图片来源：MMG

现代船舶螺旋桨及其数字孪生
MMG 为达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必须调查所有可能存在的技术可能性。Mecklenburger
Metallguss GmbH（MMG）采用最新的数字方法设计适应性最佳的螺旋桨。

然航运是最有效的远距离货物

和大量运行数据的收集整理就变得至关

偏差不仅会导致推进效率过于乐观，无

运输方式，但在提高资产的效

重要。

法反映现实，还可能导致螺旋桨转速的

虽

率和环境可持续性方面，航运面临着

此外，客户要求全面优化过程，

重大挑战。在提高废气排放标准以

缩短开发时间，所以MMG利用高性能

这意味着，即使螺旋桨的水动力

减少SO x 和NO x 排放、引入能效设计

计算机上建立了虚拟“船舶试验槽”。

效率在其他方面令人满意，船舶主发动

指数（EEDI）和船舶能效管理计划

这样可以模拟现今不同的设计变量和工

机的螺旋桨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从而增

（SEEMP）以及促进船舶高效运营的

作点，而不会产生试验槽费用。这样一

加燃油消耗。单个运行条件下的螺旋桨

区域性举措后，航运行业已步入国际海

来螺旋桨能够适应特定应用，并进行有

曲线不在主发动机的最佳范围内，导致

事组织温室气体战略的下一阶段。

针对性的优化，具有高水平的设计可靠

发动机螺旋桨系统无法发挥全部潜能。

减排目标是到2030年将温室气

性。

差异。

即使EEXI的计算没有考虑到螺旋

体减少40%，然后到2050年再减少

模拟要进行船体的几何测量，包

桨和主发动机的次优调整所带来的这

50%。为实现上述目标，从2023年其

括所有技术细节，如舵或其他推进改

些负面影响，但如果考虑到2023年以

现有船舶能效指数（EEXI）将用于所

良装置。这种整体模拟方法反映了未来

后的法规以及国际海事组织碳强度指标

有超过400总吨的船舶。这意味着绝大

船舶的运行情况，通过该方法，每个改

（CII）的影响，也能发现这些负面影

多数船舶现在必须接受技术审查。如果

造项目均可遵循一条清晰的回报曲线，

响事关重大。船舶效率评估将以实际船

无法满足准则中规定的EEXI要求，或

从而满足必要的融资要求条款。在实践

舶运行数据为基础，所有5000总吨以

许限制发动机功率能让船舶符合要求。

中，模拟还需要与早期船舶运行数据进

上的商业船舶将分为5个类别（A～E）

但是，由于发动机功率限制（EPL）会

行一致性比较来获得支持。在开始验证

进行评估。然而，在分析了实际数据

导致船速降低，这很可能意味着需要对

之前，要使用MMG自己的数据过滤器

后，效率损失显然是因为螺旋桨和发动

船队中的一些船舶采取其他措施。

对船舶运行数据进行质量检查（如根据

机之间协调不佳。

ISO 19030标准）和有效性检查。
为现有船队重新设计螺旋桨

这种比较确保了推进行为的模拟

在新造船上的应用

自2013年以来，MMG已经交付了

不只是以建造阶段和首次海试的原始数

MMG也可将船舶螺旋桨推进设计

近400个重新设计的螺旋桨，并且通过

据为基础。调查表明，利用试验槽的试

中数字孪生的统一应用，用于新造船项

调整螺旋桨以适应不同的运行条件，积

验结果生成大比例投影时，用不同缩放

目。例如，当今采用液化天然气作为动

极解决船舶效率问题。为此，数字孪生

和校正方法可能会产生一些偏差。这些

力的大型集装箱船是前沿项目，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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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可以在整个设计阶段为项目提供帮

制船舶发出的水下噪声，以进一步保护

达到螺旋桨最长使用寿命。采用现代模

助。模拟的重点是预旋装置、螺旋桨和

海洋环境。

拟和数据评估方法，MMG在螺旋桨产

舵相互作用时的水动力效率以及螺旋桨
和发动机特征域的最佳协调状态。

在根据流体动力学和长期稳定性

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又向前迈出一步。

检查成功进行优化后，技术部件螺旋桨

MMG除了将数字孪生技术用于设

经历了高强度的建造阶段。除了对螺旋

计和开发过程中的流体动力学分析外，

桨设计进行各种运行条件下（如冰荷载

还有许多其他应用。随着细致程度的提

等）的结构模拟外，模型的一些模块还

高，数字模型也可用于预测空化、振动

能够模拟随时间推移而造成损坏（如空

行为以及水下噪声。螺旋桨噪声排放的

化）的影响。

优化是考察船等某些船型设计的关键考

据此，公司就能向船舶营运商提

虑因素。然而，未来更严格的法规将限

出最优建议，确保达到最佳运行效果和

> 关于MMG
MMG成立至今已有150年的历史。
公司针对新一代推进系统和改进设
计方法进进行研究。除了开发传统
的推进系统外，工程师们还致力于
开发全新的推进系统。
www.mmg-propeller.de

利勃海尔凭借世界上最大的回转驱动装置（左）进入了新的时代。作为驱动和回转轴承制造商，利勃海尔将其丰富经验运用在回转驱动的构
造和设计中。
图片来源：Liebherr-Components

世界上最大的航运系统用回转驱动装置
Liebherr-Components | 总部

响。特殊的密封系统和表面涂层也提升

和回转轴承制造商经验，引领回转驱动

位于瑞士的利勃海尔组件公司（为

了大型部件的高耐用性，使其成为海上

装置的构造和设计进入新时代。例如，

eConowind的创新航运系统开发了世

使用的理想选择。利勃海尔生产的大型

在制造过程中，利勃海尔会使用自己的

界上最大的回转驱动装置。这家荷兰公

蜗杆驱动组件直径达1.72 m，总重量超

专用工具，如专为蜗轮传动开发的金刚

司创造了一套航运系统，旨在革新商业

过1.4 t。该回转驱动装置的尺寸是市场

石铣刀头。

运输方式。金属帆柱高达40 m，可以

上其他产品的2倍。

辅助推进货船。这些巨大的帆柱采用了

驱动部件用的蜗轮轴重量超过40

世界上最大的回转驱动装置驱动。通过

kg，配置8个模块时扭矩惊人，达到了

这种方式利用风能，可降低20%燃料成

218 500 N•m。为获得更大功率，回转

本。

驱动最多可配置14个模块。也可以设计
利勃海尔回转驱动装置是由驱动

装置和轴承装置组成的独立系统。所以
组件能够抵抗盐水或灰尘等极端环境影

带2个传动系的回转驱动装置。这一大
型组件的潜力远未用尽。
利勃海尔凭借其多年的驱动装置

> 关于利勃海尔组件公司
（ L i e b h e r r- C o m p o n e n t s ）
利勃海尔专门从事高性能组件的开
发和制造。业务范围包括机械、液
压和电气驱动和控制技术领域的设
备。
www.liebherr.com/components-mari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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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新技术由船用齿轮箱专家REINTJES设计，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具有独立的控制柜。“齿轮箱自动化”系统通过现场总线与船舶自动化
系统通信。
图片来源：REINTJES

船用齿轮箱进入新发展阶段
REINTJES 能规划的服务工作才可靠，尤其要能根据条件调整，能大大降低成本，还要能显
著提高船舶的运营可用性。在此背景下，REINTJES开发了名为“齿轮箱自动化”的系统。该
系统改进了切换过程，并通过传感器、监控和数据评估为操作优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自

动化和数字化构成了REINTJES

新系统的核心是控制块，控制块

新开发系统的基础，让船用换向

采用比例控制阀技术，可精确调节离合

齿轮箱顺利接合和分离。REINTJES公

器片上的液压。液压系统可与离合器助

司总部位于哈默恩，通过其“变速箱自

手进行比较。Sawicki说：“这个系统

GBX-A 系统的智能控制可使离合

动化”系统（简称GBX-A）让驱动更舒

能记住离合器何时接合，并能清楚地显

器曲线与标准运行条件精确对齐，并可

适安全。其优点是，由于力的减小，使

示起点”。

进行连续的重新校准。可视化的变速箱

用寿命总体上增加，并为状态监测和维
护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平稳换档
对比现有船舶的操纵行为，是说
明GBX-A背后推力演进的最佳方式。

和分离离合器。
可定义的离合器曲线

因此，换档特性能够调节到最适

现场可以显示变速箱曲线，并在操作面

合环境条件的状态，且不受外部影响。

板上提供有关当前离合器状况的重要信

该附加系统提升了操作安全性，因为驾

息。

驶舱中的人员能够对危险情况立即作出

除显示实际状态外，GBX-A还可

反应，而不会损坏变速箱或影响其使用

以存储历史数据。根据需要，可以配置

寿命。

日志功能，为运行条件和趋势发展评估

GBX-A项目经理Andrzej Sawicki说：

Sawicki解释说：“我们的换档

提供依据，旨在实现面向未来的优化和

“尤其是方向改变后，离合器接合通常

非常柔和——不受温度和机油黏度影

根据具体条件进行维护。根据数据信息

会导致换挡冲击，发出声响”。当旋转

响”。此外，REINTJES新开发的拖曳

分析切换过程，改进船舶运行。数据透

质量必须在短时间内向另一个方向加速

（trolling）功能也集成在GBX-A中——

明度增加可以改进维修计划。

时，就会产生这种硬接合。 GBX-A带

这是一种比怠速模式速度更慢的移动方

如果发生可能严重危及船舶运行

来必要的平衡，换档变得更加流畅。

式，尤其是在港口区域，无需不断接合

的突发事件，可以在GBX-A中配置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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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值报警功能，干预限值可独立设定。

依靠基本系统进行简单的切换。GBX-A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不寻常的压力下

的这种变体同样有效，但不使用上述远

降会导致报警”，项目经理说。

程功能。配备齐全的产品包有所有的可

GBX-A由于集成了监控仪器（包

视化选配件、可以连接到更高级别系统

括控制器件）而能够自主工作。因为这

的选配件，还有可以连接到带有附加

种自主性，所以可以通过现场总线将装

电驱动的混合动力PTI/PTO驱动的选配

置集成到更高级别的船舶自动化系统。

件。

的整个传动系的使用寿命。

> 关 于 R E I N TJ E S
REINTJES GmbH 是一家国际推
进技术专业公司。产品包括用于主
驱动的高质量海上齿轮箱、疏浚

这意味着，任何明显的齿轮箱故障都在

借助GBX-A，REINTJES的数字

齿轮箱和项目特定系统，如混合

船队管理框架内的船舶海上监控之中。

化进程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智能化利

驱动。每个REINTJES产品都是精

GBX-A让远程监控和监视得以实现。

用可用的运行数据的为提高船舶的利用

细制造的结晶，每个齿轮都必须在

率开辟了新办法。此外，GBX-A系统
升级版解决方案

提供的信息还帮助预测性维护和将要进

改造或升级时可以安装GBX-A，

行的维修。该系统显著改善了离合器

而且GBX-A可以完全调试。如果不允许

的接合和分离过程，这确保能显著延长

对旧船进行合理的数字改造，船东可以

REINTJES变速箱和从发动机到螺旋桨

REINTJES自己的测试台上通过测
试后才能出厂。REINTJES已交付
了超过9 000个齿轮箱，所有齿轮
箱均以最高质量制造，旨在让长时
间运行不发生故障。
www.reintjes-gears.de

新型油中水传感器为发动机保驾护航
DR. E. HORN GMBH & CO KG |

停机。此外，饱和点还会随着时间的推

传感器专家Dr. E. Horn研制出了新型油

移而变化，并受温度和各种其他因素的

该系统的测量结果非常精确，补

中水传感器FRG00035，以防发动机受

影响，包括机油成分（矿物油或合成

偿了温度和时间的影响。该系统还提

损。

油）以及添加剂配方等。

供报警功能，包括0.5 AW预报警（与

量（AW值）。

机油能够容纳一定量的溶解水，

油中水传感器FRG00035取代了早

50%湿度关联）和0.9 AW主报警。这

但最大容水量取决于其饱和点。若超过

期对油或乳液中游离水进行基本测量的

些数值都可以根据应用程序的需要进行

饱和点，游离水就会沉淀，导致部件内

系统，基于电容传感器元件，以物理方

不同的设置。

部腐蚀，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坏和长时间

式检测水的活性，即机油中水的绝对含

新型油中水传感器安装在坚固的
不锈钢外壳中，能耐受最苛刻的环境条
件。通过与MPU010评估单元融合，该
系统高度灵活，能够提供与各种输出信
号和总线信号方案的简单集成。
当前，我们正在与VDMA MTP集
团的合作伙伴一起为MTP做准备。

> 关于DR.E. HORN GMBH

& C O KG
Dr. E. Horn GmbH & Co KG是传感
器、显示器和安全系统的领先制造
商，尤其擅长大中型发动机和驱动
系统的监控。
多接口油中水控制器

来源：Dr. E. Horn

www.dr-hor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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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分离过程的数据管理系统
GEA 机器设备制造商GEA为海上分离技术开发智能和自动化系统，在保持安全作业和改进的
二氧化碳平衡的同时降低运营成本。
字化和数据应用为船舶技术带来

船计算，运营商预计每年可节省686 t

CatfineGuard可以过滤这些粒径3 µm

了深远变化。现代数据管理系统

燃料。

的微小颗粒，从而让燃油质量达到最佳

数

并减少发动机磨损。这是通过在110 ℃

可以确保为每个船上系统的数据采集、
存储、维护、处理、分析和可视化提供

BowlGuard–降低处置成本

的温度下进行热分离来实现的。

数字化帮助。GEA开发的智能和自动化

清空产生的污泥时，通常按照设

同时，降低燃油的流速可以

系统，主要针对海上分离技术领域，能

定好的时间间隔进行油分离。但是，提

提高分离效率。该套件中的软件与

确保运行安全，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二

前设定时间间隔会导致更多污泥产生，

FlowGuard扩展完全匹配。该套件包括

氧化碳排放，降低运营成本。

这是因为分离器滤杯没有根据污染程度

一个变频供油泵，如有必要，还可增加

要利用这一能力，不一定要安装

充分利用的潜在储量。BowlGuard 实

用于热分离的耐热密封件，并根据主发

新的分离器。GEA以升级套件的形式开

时监控滤杯，定期检查固体含量，并

动机的实际需求自动调整。该套件使分

发的新数字工具能帮助船舶运营商实现

冲洗固体沉积物。BowlGuard通过收集

离器和电机达到节能高效的性能。

现有和新GEA 离心机分离过程的自动

数值，计算滤杯的当前填充量，监测清

化，并进行优化。

洁盘污染程度然后根据需要触发清洁过

利用GEA EffiClean快速清洁分离器清

在海洋部门，分离技术发挥着重

程。通过这种方式，BowlGuard将处置

洁盘组

要作用，特别是在处理燃料和润滑油以

成本降至最低。这一自动化过程可将污

定期清洁对分离器维护至关重

及舱底水方面。在船上安装的所有设备

泥量减少50%，节省了处理和处置成

要，定期清洁可以节省时间，提高离心

中，GEA离心分离器的运行参数最为苛

本。

机的可靠性、可用性和效率。EfﬁClean
GEA Unitrol®系统在分离过程中

能简单高效地清洁分离器的清洁盘组，

GEA标准分离设计部门负责人Tim

会继续监控污泥量。如果在分离时间结

不再需要拆卸分离器来清洁分离器滤

Hundertmark解释道：“我们的分离器

束前积累了大量污泥，且滤杯的污泥腔

杯。

与GEA船用升级套件相结合，对于燃

已满，则固体会提前排出。

刻。

料和润滑油处理的数字化至关重要，并
为智能、自给自足的分离过程铺平了道

相反，该过程直接在分离器上进
行，使用的清洁剂有效且环保。GEA

FlowGuard–按需处理燃油

称，污染程度的不同清洁耗时也不同，

即使运行船舶发动机的实际耗油

该过程最少只需20 min，与手动清洁相

目前，一家大型班轮运输公司已

量是根据船舶的功率需求而变化的，

比，劳动力减少了95%。该移动装置占

经在用GEA海事升级套件改装集装箱

船上的分离器仍会持续满负荷运行。

地面积很小，即使是最小的空间也能容

船，该套件可使多个分离过程并行数字

FlowGuard 系统确保分离器的流量与

纳，坚固的不锈钢结构能轻松承受船上

化。5个称为“Guard”进程监视和控

船舶发动机的需要保持一致，并确保根

苛刻的操作条件。

制重要功能。

据需要处理燃油。这意味着只处理船上

路”。

发动机实际需要的燃料。该自动化系统
FuelGuard–节省燃油

> 关于GEA

通过软件和集成的变频供油泵保证高效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GEA的海

在定时分离过程中，由于注入滤

分离。这套系统还能节约能源，减少二

运产品类型一直在不断优化和扩

杯的置换水量不准确，通常会发生燃油

氧化碳排放。例如，50艘集装箱船排放

大。因此，GEA能够帮助船队运

损失。GEA的FuelGuard根据体积全自

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减少了910 t。

营商提高船上资源利用率和生态平

动置换水配量，减少分离器滤杯排放过
程中的燃油损失。这是通过一个传感器

CatﬁneGuard–确保最佳燃油质量

实现的，传感器与套件的软件共同启动

船用燃油中含有的cat细颗粒会

这一过程。GEA估计，按50艘集装箱

对发动机零件造成相当大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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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GEA公司为渔船、货船和游
轮提供的产品包括空调、制冷和冷
冻、淡水发电以及油、水处理等方
面。
www.g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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