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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零排放
今年，尽管海事行业呈现出了一些积极的迹

现有的LN G基础设施用于液化沼气。另外，燃烧

象，如集装箱船租船费率有所上升，但全球造船业

LN G的发动机在经过一些改造后也可以使用合成

和海工行业总体低迷，新船的订单增速比预期的更

气体，这些合成气体可以由电生成，即“Power

缓慢。从投资价值来看，情况显然好得多，这主要

to gas”。毫无疑问，未来将有多种能源用于船

归功于对高附加值船型的投资，例如豪华邮轮，这

舶推进，例如电池、燃料电池、替代（合成）燃

种船型的订单数量正不断创新高。

料等。

刺激行业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与环境法规相关

即将于12月3日至6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的船舶改装业务。虽说提高船舶效率是一个长期问

举行的Marintec China 2019会展也将向观众展示

题，但当前全球海事行业的焦点是减少航运排放。

许多致力于实现“零排放”的解决方案。

随着2020年全球0.5%限硫规定实施日期的临

今年是Marintec China会展创办40周年的重要

近，如何使船舶达到标准成为了行业的首要任务。

里程碑，作为进入亚洲海事市场的门户，Marintec

从 2 0 2 0 年1 月1 日 起 ， 重 燃 油 的 时 代 即 将 翻 篇 ，许

China将再次为全球海事企业提供展示其产品和服

多大型船舶正在考虑使用LNG燃料。在这方面，

务的平台，包括造船产业链上及离岸市场的造船

“AIDAnova”号是一个典范，这是第一艘由LNG驱

厂、设备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

动的豪华邮轮，该船已成功投入运营近一年。

众多参展商中，有许多来自德国的船舶设备

除了对环境有害的排放外，近几个月来，气候

供应商，其在全球市场上已经成功赢得了良好的口

保护问题也成为了焦点。尽管使用LNG可以显著减

碑。 德国展团已经参加Marintec China会展30多

少废气污染，但LNG作为一种石化燃料，尚无法减

年，多年来一直是最大的国际展团。

少船舶的温室气体排放。这就需要能够大大减少二

本 期 S h i p & O ff s h o r e 中 文 版 杂 志 介 绍 了 能 够

氧化碳排放的新型推进系统和替代燃料。在全球范

展现德国海事行业特色的一些公司及其最近研发

围内，正在研发“气候中和”的航运技术，而LNG

的产品，本期杂志由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

相关技术可能是重要的中间技术。例如，也可以将

（VDMA）合作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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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
船体涂装
HTC | 总部位于萨尔茨堡的
Hubert Palfinger技术有限公
司最近推出了自动化表面处
理和涂层技术。
据Hubert Palﬁnger技术
有限公司介绍，这款技术可
实现创新、可靠且经济高效
的船体维修和保养。Hubert
Palfinger公司介绍说，当
使 用 名 为 H u l l Tr e a t m e n t
Carrier（HTC）的系统时，
新船已由船东Sunstone Ships公司承租给澳大利亚极地探险公司Aurora Expeditions
图片来源：Ulstein Group

可以将一些高性能产品（如

X-Bow探险游轮

（不超过三层）， 包括防腐

Nexus硅涂料）进行涂装
蚀层。

CMHI | 第一艘Infinity级探

＆Solutions公司、SunStone

险游轮最近已交付给美国

和澳大利亚极地探险公司

“Greg Mortimer”号长

过减少层数并最大程度地减

SunStone船运公司，该船由

Aurora Expeditions合作设计

104m、宽18m，Polar Code

少层厚，可以节省工作时间

招商局集团（CMHI）在海门

和开发。Ulstein公司的X-Bow

为冰级6，有80间客舱，是

和涂料消耗，每涂一层最多

建造。采用X-Bow弓形船首

专利设计可使航行更快、

由招商工业与美国SunStone

可节省约50万美元。此外，

的设计的这艘新船被命名为

更平稳、更舒适。此外，据

公司签订建造7+3艘极地探

还可大大减少挥发性有机化

“Greg Mortimer”号。这种

Ulstein公司称，采用这种设计

险游轮合同的首制船，下一

合物（VOC）、粉尘和油漆

新船型由挪威Ulstein Design

的船舶所需燃料较少，可降

艘船计划于明年交付。

污染。

低成本、减少排放。

该公司还补充说到，通

利用数字服务优化船舶运营

散货船队的维护合同

合作 | 挪威造船集团Ulstein

船舶自动化、控制和监控的

MAN PrimeServ | MAN

公司船队总监Jay K. Pillai表

和德国Schottel公司希望在

通用数字平台。系统中的所

Energy Solutions与Pacific

示：“我们希望这份维护协

船舶自动化&数字化和船舶

有功能都是预定义和可配置

Basin Shipping签署了一份维

议能够进一步最大化我们的

操作领域展开更加紧密地合

的，并支持即插即用。

护协议，为111艘散货船上的

运营和成本效率，同时加强

作。前Ulstein Blue CTRL公

MAN主发动机、发电机和涡

MAN与Pacific Basin之间的

司将以Blue CTRL的公司名

轮增压器提供现场、车间和

长期合作关系。”

称继续作为一家独立公司运

技术服务。上述所有船舶都

营，Ulstein和Schottel将分

属于Pacific Basin Shipping

别持有该公司50％的股份。

公司，并由自有技术管理团

该公司的自动化系统基于独

队管理。MAN PrimeServ凭

®

特的X-Connect 平台。
U l s t e i n 开 发 的
®

X-Connect 系统是一款用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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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stein和Schottel希望共同促进
船舶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系
统的发展
图片来源：Schottel

借拥有的120多个全球服务站
获得了该合同。
Pacific Basin Shipping

MAN与Paciﬁc Basin代表签署合同

使用The Full Picture, 许你一个可持续
的未来；我们执着于海事行业的创新,
为客户设计并交付各类智能、一体化技
术及工程解决方案

塑造未来
海事行业
欲知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kongsberg.com/maritime
船舶与港口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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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s-Royce
品牌公司更名
MTU | Rolls-Royce动力系统业务部
及其核心品牌MTU将成为英国Rolls安装了Norsepower旋筒风帆的“Copenhagen”号外观
图片来源：Scandlines/Peter Therkildsen

“Copenhagen”号的旋筒风帆

Royce技术集团的组成部分。当前，公
司正在创建新的品牌架构，从秋季开始
实施。第一步将是对四家运营公司进
行更名：MTU Friedrichshafen GmbH

Norsepower | 德国渡船运营

帆装置，该船可减少4%~5%的二氧化

将在2019年秋季更名为Rolls-Royce

商Scandlines公司日前宣布和

碳排放。

Solutions GmbH；MTU America

Norsepower Oy公司签署了一份协

Norsepower公司旋筒风帆技术基

Inc.将更名为Rolls-Royce Solutions

议，将在一艘混合动力客渡船上安装

于马格努斯效应，可以利用风能推进船

America Inc；位于奥格斯堡的MTU

Norsepower旋筒风帆方案。这艘客渡

舶。根据Norsepower公司的介绍，这

Onsite Energy GmbH将更名为Rolls-

船名为“Copenhagen”号，主要在德

是全球海事行业中第一个经过测试且具

Royce Solutions Augsburg GmbH；

国罗斯托克和丹麦盖瑟之间运营，是全

有商业能力的附加型风力推进技术。

位于鲁斯多夫的MTU Onsite Energy

球最大的混合动力渡船之一，采用柴油
和电池作为动力。通过加装大型旋筒风

高30m、直径5m的旋筒风帆计划
于2020年二季度进行安装。

GmbH将更名为Rolls-Royce Solutions
Ruhstorf GmbH。

THE ENERGY ENGINEERING COMPANY
Engineering partner of large engine manufactures, plant builders,
operato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in stationary and marine power generation.
固定式和船用动力领域，大型发动机制造商、

MANAGING THE
管理发动机性能

电站建造与运营商、以及服务商的工程合作伙伴。

ENGINE‘S PERFORMANCE

我们的制控系统
独立监控
OUR CONTROL SYSTEMS MANAGE
并高效管理着

152,794 CYLINDERS
152,794个气缸

WITH MAXIMUM EFFICIENCY
WHILE MONITORING THEM INDIVIDUALLY.

作为能源工程领域的技术领导者，AVAT致力于研发船用和固定式燃
气发动机的控制系统。产品和服务范围从用于爆震和失火检测的单一
AVAT, as a technology leader in energy engineering, is focussing on the control of
燃烧控制技术模块到适用于各种LNG或双燃料发动机的整套控制解
marine and stationary gas and DF engines. Products and services range from single
决方案。我们的控制系统可为专业状态监测和预防性维护提供各种相
关数据，从而优化发动机效率。
combustion control technology modules to detect knocking and misfire up to one
complete control solution for all kind of LNG or DF engines. Our systems deliver all
relevant data for professional condition monitoring and predictive maintenance to
optimize the engines efficency.

解决方案推动您前进！

Solutions moving you forward.

www.ava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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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6日

Jan de Nul订购自升式船
海上风电 | 比利时船东Jan de Nul集团

与丹麦Knud E. Hansen设计公司

在中国造船厂下单订造新一代自升式

合作进行了部分设计以及设计审查。除

海上安装船，中远海运重工将于2022

了用于海上风电业务外，“Voltaire”

年交付此船。

号还能够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以及海上

新船名为“Voltaire”号，载重

结构的拆除中使用。

14000tdw，起重能力将超过3000t，
可用于在水深达80m的海域安装海上
风力涡轮机。该船是Jan de Nul公司
的第三艘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自升式
船。借助这艘功能极为强大的特种
船，Jan de Nul正在考虑增大海上风力
涡轮机尺寸，未来其风力涡轮机的安
装高度将达到270m，叶片长度将达到
120m。新船配备了一套DP2动力定位
系统，船上可容纳100人。

“ Vo l t a i r e ” 主 起 重 机 的 起 重 能 力 将 超 过
3000t
图片来源：Jan de Nul

precision

LNG运输船的混合动力方案

meets

MARHY | 变速箱和传动技术专家

一部分，根据“基础设施战略”，将在

Renk公司新推出了海上混合动力驱

意大利沿岸建造多个LNG加注站。

动系统（Maritime Hybrid Drives，

MARHY系统允许配备二冲程发动

MARHY），近日，公司接到了首张订

机的船舶使用主机为船上用户有效地发

单，为一艘新船提供该系统，这艘新

电（PTO模式）。此外，可在排放限

船是挪威船运公司Knutsen OAS的一

制区或遇到紧急情况时使用全电驱动

艘LNG运输船。

（PTH模式）。
3

这艘装载容量为30000m 的LNG

该订单的供货范围不仅包括隧道

运输船在韩国Hyundai Mipo造船厂

齿轮箱（SHHII-1600/765型）、全自

建造，该船将由Milanese Edison

动PSC-85（螺旋桨轴-分离联轴器）和

Energy SpA公司运营，其驱动功率为

弹性联轴器，而且还包括重要的电气组

6700 kW，计划于2021年投入地中海

件，其中包括1MW发电机/电动机和匹

运营。这艘船是“基础设施战略”的

配的变频器。

perfection
MMG high efficiency products,
including the digitally optimized
5D - Propulsion technologies
one can save up to 14% of fuel in
comparison to conventional ship
drives. By use of the most modern
technology, MMG guarantees a
maximum accuracy in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of propellers, which
perfectly match the operating
profile of the ship and achieve an
unrivalled efficiency.
Learn more about our efficiency
products and innovative 5D Propulsion by visiting us at the
Marintec in Shanghai:

3rd-6th of December 2019
Booth N2 B7A-02

Renk为30000m3的LNG运输船提供MARHY混合动力系统
图片来源：Renk

Unbenannt-1 1

efficiency-by-mm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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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tigruten公司接收

避免计划外停机

极地探险游轮
混合动力-电池驱动 | 挪 威

员。该船巡航速度为15kn。

Kleven造船厂已将极地探险

船上设施包括先进的科学中

游轮“Roald Amundsen”

心、观景台、无边泳池、全

号交付给了Hurtigruten航运

景桑拿浴室、水疗中心、三

公司。这艘新船是世界上第

间餐厅、酒吧和一个探险者

一艘采用混合动力-电池驱动

会所。“Roald Amundsen”

的游轮。

号是专门为前往极地水域而
“Argos Cies”号配备了Reintjes变速箱和状态监测系统

新船长140m、宽

建造的，到达极地或停靠在

23.6m、20889BRZ、PC-6

港口时，可以短时间使用电

变速箱 | 与Bachmann

答案。Reintjes表示，越早根

冰级，拥有265间客舱（其

池进行驱动。目前，其姊妹

Monitoring公司合作，德国变

据变速箱运行状况的异常情况

中50％以上带有私人阳

船“Fridtjof Nansen”仍在

速箱专家Reintjes开发了一套

确定必要的维护，就能更好地

台），最多可搭载530名

Kleven船厂建造，该船将于

状态监测系统，该系统可以测

安排停机时间。Reintjes司补

乘客和151名船员及服务人

2020年交付。

量振动特性，以便在很早的阶

充说，得益于远程监测和高采

段就识别出变速箱的部件损坏

样率，Reintjes可以解读信号

或其他异常事件。该公司表

并提前将维修情况通知船舶。

示，由于变速箱即使在重负荷

它可以实现更快的备件供应，

下也比动力系统的许多其他部

因为位于德国总部的生产基地

件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因此

可以尽早开始生产过程。在西

高质量、可靠性和使用寿命是

班牙运营的渔船Argos Cies已

最重要的。如果变速箱未受到

经成功使用了状态监测系统，

监测，那么由谁负责在机房发

客户的反馈可以帮助Reintjes

生故障时的计划外船舶停机？

公司不断优化其产品以使其实

Reintjes想要寻求这个问题的

现高度的用户友好性。

可持续发展是重中之重：“Roald Amundsen”号探险游轮配备了混
合动力-电池驱动系统
图片来源：Oyvind Solstad/Hurtigruten Pluss

team@iducreat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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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pem 7000”使用数字镜像方案
的Saipem集团专门从事能

重船之一。

源基础设施项目，公司将使

起重船承受高负荷，

用DNV GL的ShipManager

必须密集维护。由于需要定

Hull软件来更有效地规划其

期加载和排放压载水，所以

船队的维修和保养工作。使

必须加强对压载水箱的腐蚀

用该软件可以创建所谓的数

控制。DNV GL表示，借助

字镜像，以确保对船体进行

ShipManager Hull软件，可

状态监控。

以将3D数字镜像用于船体

作为五艘船中的第一

结构的完整生命周期管理。

艘，“Saipem 7000”起重

所有数据都是集中的，可轻

船将被集成到系统中。这艘

松用于钢和涂层计算以及预

船的总起重能力为14000t，

测分析，从而可节省大量成

悬臂最大伸出距离为42m，

本，特别是停靠在船坞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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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
除“Saipem 7000”外，
起重船“FDS2”号、铺缆船

“FDS”号、“Constellation”
号和“Castorone”号都将使
用数字镜像方案。

未来将由DNV GL的ShipManager Hull软件监视“Saipem 7000”起
重船的船体结构
图片来源：Saipem

+1-585-248-5229

是世界上起重能力最强的起

IDU Creative

ShipManager Hull | 意大利

Taro® Ultra cylinder oils

加入
高效能团队
2020 lubrication solutions

Taro®
Ultra 25

Taro®
Ultra 40

Taro®
Ultra 70

Taro®
Ultra 100

Taro®
Ultra 140

选择Taro® Ultra就是选择高效能。
这里有符合法规要求的解决方案，
这里有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Chevron—
终身学习，始终共享，永远进步。
chevronmarineproducts.com
© 2019 Chevron U.S.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Chevr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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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8日，"AIDAnova"号从帕彭堡运往到埃姆斯哈文，新船将在此首次加注液化天然气

图片来源：AIDA Cruises

“AI DA n ova”- 绿色邮轮典范
Helios级 “AIDAnova”已成功使用近一年。作为第一艘配备液化天然气双燃料驱动系统的豪
华邮轮，这艘新船在许多领域设定了新标准。
位于帕彭堡的Meyer造船厂建造的"AIDAnova"号成功

由

交付给嘉年华集团旗下的德国邮轮公司AIDA邮轮，由

此，进入了一个环保邮轮运输新时代。
“AIDAnova”号不仅是德国最大的邮轮，也是目前世界
上最大的豪华邮轮，它可在海上和港口100%使用相对清洁的
液化天然气。
这艘Helios级豪华邮轮是依据相关规定，并在意大利
船级社RINA的监督下完成建造的。这艘船挂意大利国旗，
长337m、宽42m、最大吃水量8.80m，总吨位为183900t，
母港为热那亚。该船有20多个甲板，舱室设计由汉堡
PartnerShip Design公司负责，选用了天然材料作为舱室内部
设计主材，并以浅色作为主色。该船拥有2626间客舱，可容

Numerical Calculation

纳5228名乘客。
来自罗斯托克的发动机室模块

SB BRONESKE Headquarter • +49-4106-80750-0 • mail@broneske.de • www.bronesk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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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AIDA邮轮公司总裁Felix Eichhorn和Meyer造船厂负

责人Bernard Meyer为这艘造船编号为S.696的邮轮进行的交
付仪式盛况空前。在这艘邮轮的建造过程中，选用了两个由
罗斯托克Neptun造船厂提供的长120m、宽42m的机舱模块
（Floating Engine Room Unit，FERU），Neptun造船厂是
Meyer联盟成员单位。第一个模块是一个三层甲板高的模块，
由在Caterpillar Motoren Rostock公司装配间完工的四台发动
机组成，四台发动机的型号为MaK 16M46 DF，是Caterpillar/
MaK双燃料主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为15440kW，
总输出功率为61760kW。这几台发动机使用液化天然气为整
艘船的运行和酒店运营提供能源。
LNG系统详细信息
除了每台重达200t的16缸发动机和两套CAT 3516 C-HD
备用柴油设备外，Caterpillar公司还与Hamburger Marine
Service有限公司合作，提供除油箱外的整体燃气处理系统

四台M 46 DF系列MaK双燃料发动机，每台输出功率为15440kW
图片来源：AIDA Cruises/ FelixGänsicke

和加油系统。Hamburger Marine Service有限公司提供的燃
气系统主要部件包括LNG泵、气体压缩机、蒸发器、低温
阀门、过热器，以及水-乙二醇模块，水-乙二醇模块可将主
发动机的废热输送至蒸发器和过热器，用于燃料的制备。同
时，公司还供应船上的电气部件、气动接口和SPS控制自动
化系统。第二个模块是一个四层甲板高的FERU，由三个液
化天然气储罐组成，其中有两个储罐长35m、直径8m，容量
为1550m 3，第三个储罐较小，长28m、直径5m，容量约为
520m3。
模块化紧固系统和各种类型的管夹由Sikla公司提供，
除此之外，公司还提供特殊的紧固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
适用于紧固LNG导管之类会因温度变化而产生长度变化的管
道。
自2018年12月19日起，这艘创新型豪华邮轮开始往返于
加那利群岛和马德拉岛，并从今年4月起在地中海投入运营。

在Neptun船厂：邮轮上的第一个LNG罐安装在机舱模块中
图片来源：AIDA Cruises

永远值得信赖

我们的自豪感源于客
户关系，源于交付的
产品。这就是我们的
底气，永远值得信赖。
www.jetsgroup.com

Jets Vacuum AS, Myravegen 1, N-6060 Hareid, Norway – Tel.: +47 70 03 91 00 – E-mail: post@jets.no

9893_anz_spi_Jets_185x61_china.in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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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AIDA Cruises

多数住舱都配有独立阳台

流体力学优化和创新能源管理

Ocean Clean GmbH
Zum Kühlhaus 5 · 18069 Rostock
Phone +49(0)381 - 811-2930
info@oceanclean.de
www.oceanclean.de
EC-CONFORMITY
MARINE EQUIPMENT
DIRECTIVE

Sales - and Servicepartner of

除使用液化天然气作为燃料外，还在船上应用了许多
其他创新措施和技术系统，从而达到提高效率、减少排放的
目的。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船体水动力优化。在日本建造的
“AIDAprima”号及其姐妹船“AIDAperla”号采用了垂直船
首，而“AIDAnova”的船首较为微斜，类似球鼻型船首，因
此，“AIDAnova”号的巡航速度可达到邮轮公司所预期的
17kn。
由ABB公司提供的XO 2300型（单台功率18.5MW）
Azipod推进器安装于360度可旋转的吊舱内部，这些推进
器可配合在前甲板布置的四台Brunvoll船首推动器（每台
3500kW），使船舶实现最佳机动性。由于完全使用低排放液
化天然气，所以不再使用重燃料油，也无需在船上安装相应
的废气净化系统。
与AIDA船队中的其他船一样，“AIDAnova”号也拥有
集成化能源管理系统。该船与集团的数据平台“Neptune”

ROVED

PP
SCG A

U

Onboard Waste Handling: Vacuum Food-Waste Systems
Bale Compactor · Bag - and Tin Compactor · Glass Crusher · Inciner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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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利用全面的操作和技术信息数据库，可为船舶系统最
佳运行提供实时决策支持。
通过能源全面回收、废热的智能分配和利用，酒店和餐
饮区域的能效得到大幅提升。此外，通过引入的一些措施，
船用水的消耗量也得到了降低。废热可通过废气锅炉得到最
佳利用作。利用最新渗透技术可以高效地从海水中生产淡

“AIDAnova”总共拥有17家餐厅。图中：海鲜餐厅
图片来源：Ingrid Fiebak摄影

带有玻璃顶的空间

水。此外，邮轮使用了LED技术来满足基本照明需求，使用

讲时说到，他同时向船员们致以谢意，感谢他们对于这艘特

了废物回收方案以防止产生大量废物。

殊邮轮的投入，使这艘船能够稳定地使用液化天然气燃料。

图片来源：AIDA Cruises

他期待着另两艘将于2023年交付的姊妹船加入船队。
100％LNG操作

2018年12月18日，首次进行液化天然气加注，用于

自调试以来，邮轮上使用的创新驱动系统尚未出现任

实际的航行。在圣克鲁斯-德特内里费岛由荷兰Shell公司的

何技术问题。“我们深信，使用液化天然气的决定是正确

“Cardissa”号油轮在右舷进行船对船补给。由于加那利

的，”AIDA邮轮公司总裁Felix Eichhorn在某次在船上发表演

群岛上没有液化天然气储罐场，因此AIDA邮轮公司和荷兰

起重机&救生产品
要到达一个安全的地方，您需要的不仅仅是一艘船。

德国制造

问
欢迎访 019
E
T C2
MARIN A展台
N3E7
~6日
12月3日

吊艇架

起重机

售后服务

工业

www.di-hische.de
8957_anz_spi-china_di-hische_190x130_2019.in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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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AIDA Cruises

在圣克鲁斯-德特内里费岛由“Cardissa”号油轮完成液化天然气加注

主要数据

Shell集团共同制定了物流方案，每

“AIDAnova”

16

隔14天将液化天然气从鹿特丹运往特

船东

嘉年华集团，迈阿密

运营商

AIDA邮轮，罗斯托克

造船厂

Meyer造船厂，帕彭堡

建造编号

S 691

“Coral Methane”被选用，其容量为

IMO

9781865

7500m 3 ，该船本身也使用液化天然气

长度

337.00m

燃料。出于安全考虑，在补给期间，

型宽

42.00m

吃水

8.60m

7号甲板上的一些地区将不对乘客开

BRZ

183858

tdw

12500

甲板数量

20

客舱数量

2625

载客量

5228

船员数量

约1500

餐厅数量

17

船旗

意大利

船籍港

热那亚

船级社

RINA

席工程师密切监控着整个过程，机舱

内里费岛。于2009年在波兰建造、
并与前年改造成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

放。单次补给的液化天然气燃料可供
邮轮使用14天。如果将“AIDAnova”
号上所有的储罐都加满，可供该船使
用三周。
液化天然气实际操作
三至四小时的液化天然气加注过
程需要全程记录，机舱控制室内的首

主机

4 x Caterpillar/MaK 16M46 DF á 15 440kW at 514U/min

控制室收集来自25000多个测量点和传

总功率

61760kW

感器的压力、温度等信息。嘉年华集

推进器

2 x ABB-Podantriebe Typ XO 2300

螺旋桨直径

5.2m

螺旋桨重量

每个13.2t

推进功率

37000kW

桥配置。考虑到安全和燃料供应等方面

航速

17kn（最高21.5kn）

原因，船上两个较小燃料舱内一直存放

其他设备

四台首推器，减摇鳍

有柴油，如果需要切换到柴油模式，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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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为旗下所有品牌的新船都选择了与
“AIDAnova”号相同的机舱模块和船

图片来源：AIDA Cruises

“AIDAnova”船桥

么切换过程也可以快速完成。

船“Hummel”号为我们的邮轮提供

装箱由荷兰运输到该地，也可运输至其

正如AIDA通信主管Hansjörg

电力，该驳船使用由液化天然气驱

他停靠港口并进行使用。

Kunze所讲，我们已经开拓了十年，

动的柴油发电机发电；随后，在日

尽管液化天然气的使用大大减少

并且在液化天然气驱动技术尚未成为

本建造的姊妹船“AIDAprima”号和

了废气排放，但液化天然气作为石化燃

行业焦点时，我们就已进行了投资。

“AIDAperla”号自开始运营后，在汉

料，未能使船舶运营达到气候保护的中

一开始是在港口停泊期间使用由液化

堡邮轮码头一直采用液化天然气驱动辅

期目标。为了能大幅减少二氧化碳的排

天然气产生的电力，汉堡一艘动力驳

助柴油机，所需的天然气是通过罐式集

放，还需研发新型驱动系统或燃料。

AUTOMATED HULL TREATMENT
THE ECO-FUTURE IN DRY DOCKS

自动喷涂

喷涂过程全监控

封闭式喷水环路

船体表面高性能

高质量标准 / 可重复使用

低VOC平衡 / 高HSE标准
初始表面粗糙度小 / 长时间防结垢

无砂 / 可循环使用水

基材标准 > WA2.5

涂层附着力增加40％以上

100％DFT控制

初始表面更光滑

使您的船体喷涂项目获得更优KPI！
Hubert Palfinger Technologies GmbH
Franz-Wolfram-Scherer-Straße 24,5020 Salzburg, Austria
+43 662 - 88 00 33, office@hubertpalfinger.com, www.hubertpalfin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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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力士乐为爱达邮轮设计并落实舞台技术
AIDAnova | Bosch Rexroth与AIDA

与工程师共同为‘AIDAnova’号开发一

在汉堡娱乐中心集中策划和准备演

邮轮公司共同为船队中最新船舶

种LED隧道，可为各项表演和娱乐节目

出。导演可让人对相应运动序列和转换

“AIDAnova”号设计、规划舞台机械装

呈现全新戏剧效果。”舞台机械装置还

进行编程，后将其复制到船上的控制系

置，并在帕彭堡Meyer造船厂组织了安

包括聚光灯、照明灯和圆形幕布等。

统中，并与灯光照明（通过时间代码触

装。该舞台机械装置位于剧场区。该设

可下沉式360度剧场舞台被三个同

发）匹配。除剧院外，Rexroth还负责

计的中心元素是安装在舞台上方挑高两

样可下沉的两件式环状阶梯环绕。在演

为Studio X和Time Machine餐厅提供舞

层处的LED隧道。圆柱形隧道直径为四

出期间，舞台机械和台下机械共同由

台装置，前者是“AIDAnova”号上的

米，外表面全覆盖LED面板，可伸缩穿

Rexroth舞台控制器控制。据制造商介

一间配备齐全的电视演播室。在未来几

过天花板。Bosch Rexroth股份公司舞台

绍，这些装置含20多项安全功能，符合

年内，Bosch Rexroth公司还将为AIDA

技术销售经理Volker Kirsch表示：“我们

各项安全法规和规范要求。

邮轮公司其他船舶提供舞台机械装置。

Brombach + Gess
共同研发胶合防火玻璃系统
PYRAMAREFR3® | 位于巴林根的玻璃

上。根据公司介绍，该防火玻璃无需

外观设计，因此能使设计更加灵活、

技术专家Brombach+Gess公司研发了

安装额外钢框架用于固定和稳定玻

轻巧。

一种依据无窗框安装原理的胶合防火玻

璃。胶合玻璃比螺栓固定玻璃较少受

璃系统。该防火玻璃可用在逃生和救援

天气的影响。

路线上，也可用在救生艇存放处。这款

根据A60 MED（MEDB000052G）

新开发的产品将成为船舶安全系统的重

规定，胶合剂和密封剂中均添加绝缘材

要组成部分。

料，可承受火灾高温。
®

新型Pyramare FR3 防火玻璃由一

根据Brombach+Gess公司介绍，

个外部压力面板和一个内部防火面板组

因安装时无需窗框，且防火层的厚度减

成，外部面板能够承受高负荷冲击，内

少了9mm，因此PyramareFR3®玻璃比

部面板可在发生火灾时起泡并用作防火

以前的防火玻璃更轻，此外，该玻璃还

负荷绝缘层。

具备防晒功能。

防火玻璃直接胶合在船体结构

胶合的方法能使玻璃融入船舶的

新型防火玻璃Pyramare FR3®可胶合在船体
上。
图片来源：Brombach+Gess

Ulstein交付“Color Hybrid”号
Color Line | 挪威Ulstein船厂已将电池
混合动力船“Color Hybrid”号交付给
渡轮运营商Color Line。这艘RoPax渡
轮将在挪威桑讷菲尤尔和瑞典特伦斯塔
德之间的航线上运行。
这艘长160m、宽27.1m的新船可
搭载2000人和500辆汽车，其5MW电池
组的充电时间约为1小时，可在桑讷菲
尤尔港停泊期间通过岸电充电。环保的
推进概念有助于减少船舶的废气和噪声
Color Lines公司新船上的电池组重约65t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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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UAV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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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发动机的灵活控制平台
LECM 由于先进技术的发展和客户需求的增长，大型发动机市场正经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Woodward发动机系统产品线经理Sai Venkataramanan的这篇文章概述了发动机控制平台面临
的挑战和对未来系统的要求。

统上，大型发动机制

单元就是Woodward的大

造商的产品线相对简

型发动机控制模块（Large

单，包括柴油机和燃气发动

Engine Control Module，

机，其产品生命周期约为30

LECM）。LECM引导各种

年。一旦原始设备制造商

控制子系统一起工作。它便

（OEM）为特定的发动机

于使用各种燃料类型，如

类型选择了控制模块，该模

燃气、柴油和双燃料，它

块便会被使用多年。如此长

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足以支

的产品生命周期给了发动机

持短期的燃烧策略，并能适

原始设备制造商足够的时间

应长期的策略升级。控制系

来开发新的设计，并根据特

统启动了保持精确控制的功

传

定的需求进行定制。如今，
大型发动机市场正在迅速发

图1：集三种功能为一体的LECM提供了一个单独的发动机控制模块
来满足所有的发动机控制需求
图片来源：Woodward

展，以满足不同应用的需

能。除了支持燃烧策略外，
LECM还汇集了子系统信
息，可满足整个系统的联通

求，这使得产品组合变得复

经简单的产品组合变得更加

同发动机类型、燃油输送系

杂。原始设备制造商需要使

复杂，常常需要为每种应用

统和操作条件，通常需要使

发动机满足更广泛的要求。

量身定制控制系统。现在，

用来自不同供应商的控制产

适用于当今和未来的LECM

使用量身定制的产品来支持

品。这导致了电子控制的关

控制平台

它们更加耗时且成本高昂。

键挑战之一——不同发动机

Woodward的LECM平

发动机控制策略

性需求

燃气发动机控制策略需

随着燃烧技术的进步，

功能（如速度和负载控制、

台技术是为大型发动机市场

要考虑低压、中压和高压气

客户要求产品具备互联性，

空气/燃油比控制、空气、气

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而设计的

体燃料系统，还必须考虑在

以使控制平台更易于与工业

体和废气流控制、点火驱动

控制平台。LECM是一个可

主燃烧室和预燃室中的富燃

互联网应用程序集成。淘汰

器、喷射、失火检测、爆震

作为独立硬件供货的模块化

和稀燃策略。

和合规性管理也很重要，也

检测和热电偶/压力监测）的

平台，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坚

柴油机控制策略需要考

需成为控制平台的一部分。

多个控制平台之间的集成和

固框架结构中扩展其他功

虑传统燃油齿条驱动的柴油

在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下，

通信。

能。集成三种功能的产品将

燃料系统，和能满足更严格

计划性的淘汰管理可以使升

排放要求的高压共轨系统。

级更合理。

所有这些功能都需要相

所有的发动机控制功能（包

互协调地工作，并且监测控

括喷射、点火、爆震压力、

在双燃料方面，随着先

最后，控制平台应支持

件之间的通信是否即时而准

热电偶监测、速度控制、空

进燃气发动机燃料系统的技

软件工具，以允许原始设备

确。当控制平台之间的通信

气燃料、比例控制等）集中

术和基础设施不断成熟，发

制造商在标准软件之上添加

失真时，由此产生的不协调

在一个坚固可靠的硬件平台

动机控制策略需要考虑的是

其专有知识产权或开发自己

和混乱必然会导致发动机控

上。LECM配有软件接口和

替代气体和微引燃式策略。

的软件程序。

制失灵。

服务工具以及以太网功能，

由于支持电网快速启动的动
态响应需求、燃料灵活性需
求和混合动力集成需求，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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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和通信
为了匹配所应用的不

理想的控制平台应通

可满足实时数据记录、分

过一个单元来统一所有的

析、诊断和预测等连接需

发动机控制功能。那一个

求。它符合《危害性物质限

专为大流量
压载水处理优化

PureBallast 3 1500 m3/h 大流量压载水处理系统现已上市
阿法拉伐 PureBallast 3 是最先进的第三代压载水处理技术，经优化后
更适用于大流量的压载水处理。与电解制氯技术相比，新款 1500 m3/h
紫外线杀菌器具有成本低、操作便捷和无化学添加剂等诸多优点。
与众不同之处，请参见 www.alfalaval.cn/pureballast

扫一扫，关注
阿法拉伐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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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LECM的模块化硬件设计，可以集成单一功能、两种功能和三
种功能

图3：RT-CDC可视化工具显示了关键的燃烧痕迹和指标

制指令》和加拿大标准协会

个气缸提供爆震强度指标，

布，从而提供驱动特定类型

编译即可轻松地将软件移植

的规定。它还经过了船用产

以便在下一个周期之前进行

螺线管所需的电流波形。它

到下一代发动机控制单元。

品认证，具有长产品生命周

校正。

还提供预测功能，以便可以

这两种软件工具都

Woodward的实时燃烧

预测诸如喷油器和火花塞之

提供标准的通信接口，如

该模块可做为标准产品

诊断和控制（RT-CDC）模

类的组件的寿命，并进行动

J1939。还有一个现有软件

交付，可即交即用于燃气发

块增强了AUX模块的功能。

态能量传输优化以最大限度

模块的扩充程序库，可简

动机。它支持低压、中压和

RT-CDC是一种软件产品，

地延长组件寿命。EID可以

化专有应用程序的构建。

高压气体燃料系统，具有富

可提供通常仅在实验室设备

动态调整/改变输送到喷油器

Toolkit是一个单用户通信工

燃和稀燃运行策略的标准应

上才可用的实时燃烧指标。

/火花塞的能级，以延缓这些

具，它允许用户与所有三个

用。它的双燃料功能既支持

每次周期中每个气缸的信号

部件的老化。

EID、AUX和标准LECM模

替代气体策略，也支持基于

轨迹和矩阵将成为极其强大

微引燃的策略。

的信息。此外，RT-CDC还

期。

它还支持传统的柴油

附带标准可视化工具。

块进行通信。
LECM软件和工具
L E C M 支 持 两 种

结论

发动机操作以及高压共轨应

另有一种RT-CDC的产

Woodward软件工具，即

LECM将所有大型发动

用。LECM可与Woodward

品型号，它结合了压力指标

Motohawk和GAP。这两种

机控制功能整合在一个硬件

L'Orange共轨燃油系统集

和声学噪声。由于不是每个

工具都使原始设备制造商能

平台上。它支持各种技术架

成在一起使用，从而使其成

气缸都需要压力传感器，因

够将自己的知识产权作为定

构，并通过标准软件模块满

为高压共轨应用的完整系

此可以将压力传感器的成本

制软件嵌入其中。这些带有

足了燃烧和连通性需求，这

统。

降至最低。它使用先进的爆

最新版本编码器的软件工

些标准软件模块可以使用成

震配置，每列气缸仅需要一

具，只需在较新版本中重新

熟的软件工具进行定制。

AUX 模块

个压力传感器即可在不断变

LECM AUX模块配有24

化的运行条件下优化发动机

个可配置的模拟输入通道。每

性能。压力传感器也可用于

个都可以配置为压力、爆震

初始校准。

或热电偶输入。AUX模块还
可以提供24个热电偶输入。

EID模块

传统的爆震控制使用

发动机喷射/点火驱动器

的是带通滤波器，该滤波器

（EID）模块具有20个输出

查找特定的频率范围，而不

通道，可配置为驱动点火或

是查看整个频谱，而LECM

喷射装置，例如气体喷射、

AUX模块使用基于快速傅

共轨柴油喷射器或微引燃

里叶变换的爆震控制，可从

式柴油喷射器。EID采用强

背景信号中抓取真正的爆震

大的基于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信号。可为每个周期中的每

的架构设计，可进行电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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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Toolkit是Woodward针对所有LECM硬件配置的单一服务工具
界面

使用燃油净化单元防止发动机损坏
GEA | 燃料中的细粒具有硬性、脆性及

粒的最佳分离，CatFineMaster改变了

高磨蚀性特征的催化剂残留物（简称

两个基本工艺参数。一是改变分离温

“催化剂颗粒”）可造成船用发动机重

度，在加热温度高达110℃时，燃油黏

大损坏，甚至导致完全故障。GEA公司

度可降低，从而更容易分离微型颗粒；

CatFineMaster可防止此类情况发生。

而是改变流速，通过进料泵调节流量，

GEA CatFineMaster由重油分离

使得相应工艺要求下的油流量达到最佳

器（核心部分）和进料泵组成。在操作

状态。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效率，而且还

过程中控制进料泵，以确保重油流量达

能节约能源。根据GEA公司的介绍，

到最佳状态，同时需考虑相应的工艺要
求。据GEA称，该项措施额外提高了

GEA公司CatFineMaster旨在保护船用发动
机免受催化剂颗粒破坏
图片来源：GEA

效率以及节能效果。同时该系统可通过

燃油净化单元可确保有效减少催化剂颗
粒，使得目标浓度低于5ppm，并且所
有颗粒的沉积量大于3微米。

GEA IO控制系统、可选性测量和分析
设备得到完善。

的硫含量。可通过使用超低硫燃料油

订单

（ULSFO）来达到目的。在ULSFO生

近期，GEA受中国一家造船厂委

产过程中使用流体催化裂化工艺，这是

托，向其提供20套CatFineMaster。到

规定减少船用燃料中硫含量的国

石油加工行业主要转化工艺。该工艺的

2020年，丹麦运输公司将在已建的、可

际公约加剧了催化剂颗粒问题。为达到

缺点：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超低硫燃油

运输10万吨以上成品油的10艘油轮上各

规定值，必须大幅度降低重燃料油中

中含有催化剂颗粒。为实现不同尺寸细

安装两套该系统。

环保法规加剧催化剂颗粒问题

高效能组件，用于未来的
大缸径发动机
如今，LBE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技术挑
战。从船舶、铁路到建筑、发电，各个工
业领域的用户都要求新型发动机在减排、
节能、减少停机时间和降低运行成本方面
具有突出表现。
对于145mm缸径以上的二冲程和四冲程发
动机，Tenneco提供多种产品，包括高性
能活塞环、配气机构组件和点火产品。作
为全球领先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商，我们
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致力于帮助
客户实现其下一个LBE设计目标。

newtenne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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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²CON-M：概览图

船 舶 燃气及双燃料发动机
创 新 控制系统
AVAT 位于图宾根的AVAT技术公司为大型燃气发动机制造商、设备建造商和服务供应商提供控
制系统，并为分散型能源系统中的能源供应商提供支持。针对船舶发动机和船载发电机的优化
控制，AVAT公司可提供全面的集成控制解决方案和组件。
使船舶在排放控制区航行和停靠

为

港口期间的排放的氮氧化物符合

IMO Tier III限值，可将经过试验验证的
2

E CON-M控制系统安装到可靠及可实

现最高效率的LNG/双燃料发动机管理
系统中。该控制器专为四冲程中速发动

LUKOIL_Az_216x84_Messe_SeaAsia_2019.qxp_Layout 1 24.09.19 17:03 Seite 1

NAVIGO MCL Extra
NAVIGO MCL Extra shows excellent
piston cleanliness on E.R. TALINN at end
of trial inspection in Februar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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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boilorder@lukoil.com

www.lukoilmarine.com

机研发，这类发动机目前较多用作燃气

个气缸压力传感器的数据，并可提供峰

用中，发动机生成的大量数据可体现发

或双燃料发动机。

值压力，散热，燃烧启动、持续时间，

动机的性能。E 2 SERVICE服务软件就

以及每一个气缸的NOx估测值，用来进

似一套全面的工具，将这些数据用于解

通过openECS发动机控制系统与

2

开放式软硬件组件，可将以气缸压力为

行定向控制。E SERVICE可清晰提供

决发动机开发、测试平台操作、调试、

基准的操控或爆震和失火检测完全集成

燃烧过程中的所有重要参数。

维护、故障排除或日常简单操作期间遇

两个模块设计极其坚固，可直接

到船舶自动化控制系统中。

到的所有挑战。

E²CON-M可完全灵活地、可扩展

安装在发动机上或其周围。如需，可安

E 2 S E RV I C E 提 供 清 晰 可 视 化 功

地及开放地应用于公海或陆地上使用

装两台设备用来控制24个气缸。产品

能，允许从任何其他位置持续远程访问

的任何类型的扩展或定制应用。这一

获得了ABS、BV、DNV GL和Lloyd´s

发动机控制系统。

原理实现每个发动机制造商或设备建

Register的型式认证。

该服务工具可运用于整个系统，包
2

括E PRECON和E2KNOCKCON模块。

造商只需一个系统，即可精确调整控
制系统以适应多样化的发动机系列和

同样，还可查看点火系统或CLA驱动器

发动机的可视化窗口
在测试台、船舶或发电厂的生产应

所需应用中。

等附加组件。

通用操控系统由三单元部分组成，
直接安装在发动机上的控制和安全模
块、用于高效燃烧控制的技术部件以及
辅助单元控制。所有控制和监视功能共
用数据。所有参数都可用于全部系统，
并展示在E2PILOT的超清操作界面上。

倒计时...

以太网备份和CAN连接可确保操作安全

关键词：过滤 2020

性。此外，E 2 SERVICE还可为调试、
优化和预测性维修提供高性能工具。

小心：催化剂颗粒!

最高级别燃烧控制
尽管全球燃气质量可能不稳定，
但对船舶发动机或发电机的高效控制而
言，可靠性和最优性能仍然是至关重要
的。安全操控故障体系需要掌握每个气
缸精确、可靠的燃烧数据，以便能够在
接近负载极限情况下高效操作发动机，
同时防止其遭受过载和故障损害。
为 减 少 发 动 机 运 行 过 程 中

Our filtration solutions protect your ship‘s engine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决议，自2020年1月1
日起，船用重油中的硫含量必须从3.5％降
至0.5％。

的 排 放 量 ， E 2K N O C K C O N - M 和
2

E PRECON-M技术模块将从整体传感
器信号中提取各种燃烧参数，如结构
噪声或气缸压力，并实时将数据传至
控制器。
E2KNOCKCON-M是一款防爆及缺
火控制器，可用于气缸数量最多为12缸

绸缪

未雨

年
020 事
2
迎接 际海
国
1月 新规定
组织

的发动机，它可计算发动机每次工作周
期的爆震值及点火时刻。通过数字化信
号处理算法，即使在最困难的声学条件
下也能可靠地识别信息。
E 2PRECON-M可处理至多来自12

船东改用低硫油时，催化剂颗粒将有所增
加！根据发动机专家的提示，10至25微米
颗粒会损坏机器。使用独立的过滤解决方
案是保护发动机免受催化剂颗粒损害的关
键。
凭借30多年的专业知识，BOLL＆KIRCH具
备强竞争力，为船舶发动机提供领先的过
滤解决方案。
联系我们： www.filtration202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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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型集装箱船使用液化天然气
“SAJIR” | 德国Hapag-Lloyd航运公司
的14993TEU集装箱船“Sajir”号将于
2020年5月在上海华润大东船务工程有限
公司停靠，以进行迄今为止最复杂的发
动机和燃料改造项目之一。该项目将使
这艘超大型集装箱船（ULCS）能够燃烧
液化天然气。公司随后会将其部署在亚
洲和欧洲间的航线上运营。如果如预期
的那样，燃料改造被证明是成功的，那
么该项目将为未来几年的一系列类似改
造项目铺平道路。
该船的燃料改造费用预计高达
3000万美元，停运约105天，是一项重
大的资本投资。如果不改造，那么航运
公司所需支付的燃料费更高，达数十亿
美元。
德国Hapag-Lloyd航运公司的首席
运营官Anthony Firmin透露，主要董事

燃料改造后，集装箱船“Sajir”号将使用液化天然气

图片来源：Hapag-Lloyd

型集装箱船的是CMA CGM公司，它将

面之一是6700立方米的GTT膜式液化天

从2020年开始接收9艘22000TEU的

然气储罐，其位置紧靠机舱的前方，上

船舶。

方是甲板上安装的加燃料站。这将导致

为2018年的开拓性项目做出了许可。由

即使改造一艘像“Sajir”号

大约300个集装箱箱位的损失，并且在

于项目的复杂性，公司组建了一个由队

（2014年建造，液化天然气就绪

亚洲和欧洲之间往返时，该船仍将不得

长Richard von Berlepsch领导的团队，

（LNG-ready）型）那样的船，改装工

不加两次燃料。

自此开始专职从事该项目。

作依然是十分复杂的。该船是Hapag在

在一艘新船的设计中，燃油箱及

2017年接管UASC公司时所购入的17艘

相关系统通常位于住宿舱室的下方，而

液化天然气就绪集装箱船之一。

这块区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用于装载货

参与燃料改造的合作伙伴包括船
东、入级船级社、DNV GL、中国的造
船厂、MAN Energy Solutions公司、

有两组船可供试点项目选择，即6艘

物。在这方面看，改造项目与新设计相

液化天然气储罐技术公司GTT、货运

19870TEU船和11艘约15000TEU的船。

比虽然集装箱承载能力的损失虽然相对

专家MacGregor、数据和电子压力专

Firmin解释说，选择一艘较小的船用于试

较小，但却是一个缺点。

家Technolog公司以及其他利益相关

点项目，这是因为燃料的存储和管理虽

者，包括Alfa Laval、HHI Himsen、

然具有挑战性，但复杂性却较低。

Kongsberg、Mitsubishi和Siemens。

另一个挑战是批准加油安排。每个
加油站均需要与该港口的燃料供应伙伴

这17艘船的设计考虑到了向石油

共同进行单独的风险评估。 每个评估通

Firmin表示，该项目的批准不仅基

天然气的可能转换，这意味着燃料改造

常需要六个月时间，并且必须在上海、

于集装箱航线减少排放的动力，而且还

项目相对较简单、较便宜。双燃料MAN

新加坡和鹿特丹的三个加油中心进行。

基于困难的经济。尽管未来液化天然气

9S90MEC10.2主发动机已准备就绪，

尽管专家们认为液化天然气作为一

价格因素尚不确定，并且燃料供应链仍

可以进行改装，而Himsen辅助发动机

种船用燃料不会完全实现IMO的2050年

面临挑战，但使用液化天然气可能比从

也经过了设计，可以进行燃料改造。

温室气体目标，但这仍然是向前迈出的

2020年1月起使用符合IMO 2020年硫含

Alfa laval辅助锅炉具有双燃料燃烧器。

重要一步。 还有更多的研发工作要做：

量上限的新型燃料便宜得多。

主配电板可容纳新的液化天然气系统，

通过将合成天然气或生物液化天然气与

并且在机舱中预留了用于气阀装置的空

作为化石燃料开发的常规液化天然气混

间。

合，可以大大降低液化天然气的温室气

Firmin还表示，未来新造的集装箱
船可能会使用液化天然气推进系统。到
目前为止，唯一订购了液化天然气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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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改造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方

体密集度。

监控系统可减少燃油消耗
和二氧化碳排放
ROLLS-ROYCE/ZF | 由Rolls-Royce

该集团在世界多个地区共运营58

与ZF共同研发并在Förde Reederei

艘渡轮和海上风电辅助船，当前正在使

Seetouristik（FRS）公司一艘船上进

用的MTU发动机数量有40台。“船舶数

行测试的新型电子监控系统，旨在确

量庞大、船舶类型及其应用领域多样，

保船舶的最高可用性，并保持燃油消

是引起FRS公司对该产品产生兴趣的原

耗和CO 2 排放最低。设备健康管理系

因，”Rolls-Royce动力系统业务部项

统 （Equipment Health Management

目经理Bartosz Kowalinski说到：“我

System，EHMS）可用来传输和分析

们正好能够开发一种产品来满足大型船

有关MTU发动机、ZF变速箱和船上其

队运营商的需求。”

他重要部件的数据信息，此外，系统还

接下来公司将创建从ZF变速器传

能处理其他信息，例如风、浪、流等。

输到设备健康管理系统的接口，并在

自2021年起，该系统将协助船队管理

“Halunder Jet”号上收集并分析来自

人员，使得船队尽可能高效、环保的运

动力总成系统的各组分数据。

营，并对船队进行实时监控和调整。

Körting
Ejectors
One decision trouble-free
operation for life!
03.-06.12.2019
Shanghai
hall N2
booth N2B4A-07

客户可凭借灵敏的工具反复检查中

FRS Helgoline公司董事总经理

期结果是否满足其要求。Rolls-Royce

Tim Kunstmann说到：“可靠性是我们

和ZF通过合作，为海运客户优化和集

最关注的点，如果有680名乘客站在汉

成驱动方案。70％船用MTU发动机已

堡的码头等待着搭乘开往赫尔戈兰哈

配备ZF变速箱。“Halunder Jet”号双

的‘Halunder Jet’号，那么对于他们

体船每日从汉堡到北海赫尔戈兰岛往返

来说，船舶运行的可靠性是最为重要

载客680余人次。凭借四台总输出功率

的。”因此，船运公司对Rolls-Royce

为9000kW的16缸MTU 4000系列发动

与ZF共同研发的新型电子监控系统展现

机，该船航速高达35kn。传动系统由

出了浓厚的兴趣。对船运公司而言，船

ZF 7650 NR2H系列变速箱和Kamewa

舶的可用性、船舶运行的高效型和环保

喷水推动器组成。

性是非常重要。

MTU和ZF合作开发的新型电子监测系统首次在Förde Reederei Seetouristik公司的
“Halunder Jet”号上进行测试
图片来源：M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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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数字动态定位的首次入级调研
远程服务 | DNV GL、

们的客户提供了一种工具，

Kongsberg Maritime和

该工具将有可能减少每艘动

Subsea 7公司合作对第一个

态定位船的运行费用并增加

远程数字动态定位（DP）系

船舶的正常运行时间，因为

统进行了验证。该试点项目

它可以在非生产时间内执行

是船级社于2017年启动的数

单独的动态定位试验。动态

据智能分类或D类项目的一

定位关键人员的能力也得到

部分，该项目使用了Subsea

了提升。

7公司的“Seven Kestrel”

“与DNV GL和Subsea

号船上的Kongsberg动态定

7公司的合作对于根据IMO

位数字调查（DPDS）应用

在试点项目中使用了“Seven Kestrel”号

MSC/Circ.1580、DNV GL

程序进行年度动态定位验

过程可能涉及昂贵的航班费

数据质量，并为我们提供了

的入级标志和IMCA M 190

证。Kongsberg工具直接从

用、较长的等待时间和几天

永久的防篡改事件记录。”

指导文件制定年度动态定位

船舶的控制系统获取数据，

的船舶停机时间。

Bryce Heslop继续说：

试验计划的数字化标准至关

并通过云安全地传输数据，

Subsea 7公司的海事技

“该应用程序中使用的测

重要。试点项目的成功完

以供验证者、分类专家和供

术经理Bryce Heslop提供了

试方法还使船员更加了解和

成为原则上申请DNV GL对

应商进行专家评估。

更多详情。“数字调查是一

掌握系统，并使他们对船上

Kongsberg Maritime公司的

该项目代表了向分类程

个机会，可以通过从当前视

的动态定位设置有更大的信

DPDS解决方案的认证铺平

序数字化迈进的重要一步。

为常规事件的数据中捕获数

心。”“这是一次很可靠的

了道路。”DNV GL船级社D

传统上，动态定位系统测试

据来实现我们动态定位验证

的调研，我们认为这可以

级项目经理说：“我们从该

是一项劳动密集型且耗时的

的重点领域，使我们能够使

引导我们通过熟悉船队来提

试点项目的工作中获得的经

工作，不仅需要船级社验船

用这些记录来验证我们的资

高安全性，”Kongsberg

验为我们的D级规则和标准

师，而且通常还需要动态

产绩效。与目前通过人工试

Maritime公司的数字表现

制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知

定位故障模式顾问和设备供

验获得的数据质量相比，这

副 总 裁 E i v i n d A l l i n g 补充

识。我们计划在今年年底之

应商专家出面见证试验。该

项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

说：“DPDS应用程序为我

前发布这项开发的结果。”

增强现实技术支持船舶远程指导服务
WÄRTSILÄ | 由Wärtsilä公司对

韦明德间这条TT航线的过程

通信工具的高效性以及用于

的，”Wärtsilä 船用密封及轴

公海上航行船体的远程指导

中，“Huckleberry Finn”号

提供无线信号的连接套件的

承未来技术产品经理Thomas

服务测试已成功完成。该创

RoRo渡轮上进行了相关测

强大功能。

Pauly说到：“这是与关键客

新系统可简化船舶维修和保

试，并模拟船桥导航设备以

“ W ä r t s i l ä 在远程服务

户合作的绝佳典范，也是实

养工作。通过语音控制增强

及机房轴承上的典型远程指

领域的能力在测试中得到了

现瓦锡兰智能海洋愿景的重

现实（Augmented-Reality，

导情景。用于视频会话的无

证实。无论设备位于船体何

要一步。”

AR）眼镜与集成微屏和远程

线 信号可由甲板上的便携式

处，我们都能快速排除故障

在办公室区进行的TT航

指导软件的实时通信，船上

LTE天线提供。在航行过程

并提供技术建议，为客户节

线演示也成功证明了远程指

的船员、现场技术人员或船

中，可与位于哥德堡和汉堡

省时间和金钱。如同Wärtsilä

导服务的可行性。除用于机

厂员工可在世界任何地方与

地区的Wärtsilä 专家进行实时

服务技术人员随船而行。为

载操作外，还可以尝试在检

专家进行交流联系。

沟通。根据Wärtsilä 公司的介

TT航线提供的专业支持及其

修期间和停靠在船厂时使用

绍，测试证实了AR技术作为

反馈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

该系统。

航行于特雷堡和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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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安全导缆的
模块化能量链系统e-loop
IGUS | 石油和燃气工业深
井钻机在施工时需承受极端
环境条件。风、天气、污垢
以及对系统和设备粗暴操作
都会影响机器部件。位于科
隆的Igus公司现已开发出用
于顶部驱动器的安全导缆系
统e-loop。由高性能塑料
材料制成的新型模块化能
量链系统可确保电缆的固
定弯曲半径，以承受振动
和冲击。

Igus模块化e-loop配有坚固拉力绳，可替代服务回路

图片来源：Igus GmbH

带有顶部驱动系统的

在开发e-loop时工程师侧重

料绳可吸收电缆拉伸力。据

雨、柔韧性好和无腐蚀等特

深井钻机可用于石油生产。

于简易安装。模块化能量链

称，该绳索由合成塑料纤

点。配有拉力绳索的e-loop

直至目前，制造商和运营

可从外部打开并关闭，以便

维制成，具有不易碎、耐风

可承重达220千牛。

商对于系统线路仍使用所

可以快速启用单个电缆，以

谓的“服务回路（Service

及在维护时进行更换。导缆

Loops）”。据Igus公司介

元件间使用多个固定螺钉连

绍，这种做法的潜在问题如

接，以防部件坠落，从而提

下：电缆无导向，无固定

高操作安全性。由于深井钻

弯曲半径，服务回路中可能

机的使用区域会定期变化，

出现移位，在最坏情况下

因此开发人员使用了能够快

甚至会断裂。在极端风力条

速拆卸的螺钉连接元件。除

件下，悬挂在桅杆或传感器

运用于深井钻机外，e-loop

系统以及照明系统的松散服

还可适用于海上工业的悬挂

务回路可能会被钩住并撕

应用、工程机械、海岸电力

裂。如果出现所述情况之一

或风电机。

可用于造船业
和其他行业的压
缩空气系统

且线路发生故障，则会产生

压缩机
储气罐
起动空气

其他问题：因软管内电缆缠

高性能聚合物可保护电缆的

工作空气

绕，整个软管套件必须全部

安全

控制空气

更换。为确保安全使用悬吊

Igus认为，高振动、

附件

式大横截面和高重量电缆，

横向冲击和撞击不会影响

Igus研发了e-loop新能源链

e-loop。其由单个链体组

研发

系统，这是一款可按固定弯

成，外部采用由聚氨酯泡沫

生产

曲半径弯曲的圆形三维模块

制成的防振外壳，并使用

服务

化系统。

igumid高性能聚合物延长电
缆寿命，该材料无腐蚀且耐

易维护、易组装、易拆卸
正如Igus公司所述，

化学腐蚀。这款新产品由高

Neuenhauser Kompressorenbau GmbH
Spangenbergstraße 20 | D-49824 Ringe/Neugnadenfeld
电话: +49(0)5944 9301-200 | 传真: +49(0)5944 9301-202
E-Mail: nk@neuenhauser.de | www.nk-air.com

抗拉强度塑料绳构建，该塑
9568_anz_spi_neuenhauser_87x125_china.in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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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油轮系列
SDC SHIP DESIGN & CONSULT | 在

学品装载特性进行了优化，可在低吃水量

式。SNC船厂和Histria船舶管理公司

康斯坦察Santierul Naval Constanta

和最大装载量的情况下驶进具有吃水限制

主席Gheorghe Boofanu在讲话中讲到

（SNC）造船厂，首批新型油轮系列

的港口。此前，德国汉堡水池（HSVA）

该造船厂成立于1892年10月24日，拥

Ecomax MR1以“Histria Atlas”亮相。

已对船舶的水下部分进行了广泛的测试和

有近125多年的历史。经过五代人的努

这艘罗马尼亚Histria船舶管理公司订

优化。根据SDC公司的介绍，通过舵和

力，超过6000艘船舶入坞，并在此建

购的IMO II型化学品运输船载重量为

舵机的优化，该油轮系列具备出色的机动

造了461艘船。该船近期建造的21艘新

41000tdw，货物装载空间为49500m 。

性。配合船首推进器，该船在港口和河流

船是41000tdw型石油及化学品船。该

这艘新船入RINA级，由来自汉堡的SDC

中无需拖船就能移动。

系列现已被新型Ecomax MR1取代。据

3

SHIP DESIGN & CONSULT公司设计。

通过优化甲板舱室的布局，提高了

Boofanu所述，基于多年经验，这个由

根据信息显示，它是欧洲目前最大的符

船员的舒适度。该船拥有集成式船桥设

SNC和SDC公司合作开发的新船型将

合CSR规则的化学品运输船。

计，设计将装货和卸货控制系统集成到了

会向行业展现其创新性，其结构特点，

船桥仪表中。根据SDC公司统计，80％

如大负载能力、低油耗、船载技术的高

的仪器设备由欧盟内的供应商提供。

度自动化，以及符合最高环境标准，都

这艘长180m、宽32.26m的
“Histria Atlas”号是由SNC建造并由
Histria Shipmanagement运营的3+3系

超过250名来宾参加了在Santierul

列新船中的首型船。该船最大吃水为

Naval Constanta造船厂举行的命名仪

将有助于促进新船型和造船厂取得长期
成功。

11.20m，可行使在航道有限的港口和
码头。船上配有10个涂有环氧树脂的货
舱和2个污水舱。发动机为MAN B＆W
6S50ME-C9.5型二冲程发动机。
SDC SHIP DESIGN & CONSULT公
司在设计过程中，高度重视船舶设计的
高效性，2025年后该设计仍可满足新船
EEDI要求。新船根据精炼石油产品和化

新型Ecomax MR1系列首型船在SNC船厂隆重亮相，并命名为“Histria Atlas”
图片来源：SNC

新涂层系统
HEMPAGUARD MAX | 全球涂料制

人Davide Ippolito在伦敦举行的发布会

造商Hempel已推出了创新的防污系

上表示：“由于整个涂层系统提供的平

面漆Hempaguard X8在Hempel

统-Hempaguard MaX。该公司称，三

均船体粗糙度（AHR）低，在整个运行

增强的专利Actiguard ®技术的基础上建

涂层系统为船体提供了更平滑的船体并

期间的速度损失极低，防腐能力提高，

立。Hempel表示，该涂料将有机硅涂

减少了阻力，从而大大降低了燃料需求

因此燃油节省量大，船体得到保护。

料的光滑度与改进的水凝胶微层和活性

Hempaguard MaX是船东和经营者

量。

Hempaguard X8。

成分结合在一起，可提供出色的防污性

Hempaguard MaX分为三层施工，

的下一个合乎逻辑的行动，他们寻求最

这意味着可以更快地进行施工，从而

大程度地提高效率并减少相关的CO2排

该公司补充说，Hempaguard

将在船坞中的时间减少了多达两天。

放。在边际利得非常重要且环境法规越

MaX的低平均船体粗糙度主要得益于

Hempel表示，Hempaguard MaX通过

来越严格的时候，船体涂层的选择可能

其Hempaprime Immerse 900和Nexus

减少在船坞中的时间和增加燃料节省量

会产生重大影响。”

II。Hempaprime Immerse 900是一款

而产生的综合节省可以在三个月内弥补
涂料的成本。
Hempel的海运集团产品管理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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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充分的操作灵活性和光滑的船体。

Hempaguard MaX利用其三个

防腐底漆，可单道涂层施工。Nexus II

不同涂层的协同作用：Hempaprime

则是一种新一代过渡涂层技术，具备优

Immerse 900、过渡涂层Nexus II和

化的防腐能力。

Buyer’s Guide
采购指南提供市场概况和供应商列表资源。
根据参考信息进行准确分类和排列，您能
从以下项内容里找到国际造船和配套业
的供应商。

1
2
3
4
5
6
7
8
9

船厂
Shipyards
动力设备厂
Propulsion plants
发动机部件
Engine components

Page II

Page II

防腐保护
Corrosion protection
船舶设备
Ship‘s equipment

Page II

液压 + 气动设备
Hydraulic + pneumatic

Page III

船上能源供应
On-board power supplies
测量 + 控制设备
Measurement +
control devices

Page III

导航 + 通讯
Navigation
+ communication

Page III

The Buyer’s Guide serves as market review and
source of supply listing. Clearly arranged according to references, you find the offers of international shipbuilding and supporting industry
in the following 17 columns.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船舶操纵系统
Ship‘s operation systems
甲板机械
Deck equipment

Page IV

建造 + 咨询顾问
Construction +
consulting

Page IV

货物处理技术
Cargo handling
technology
报警 + 安全设备
Alarm + safety equipment

Page IV

港口设施
Port construction
近海工程 + 海洋技术
Offshore + ocean
technology
海事服务
Maritime services
Buyer´s Guid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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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oska Energie- und Motorentechnik GmbH
Industriestraße 7 · D- 49716 Meppen
Tel.: +49(0)5931 - 9844-0 · Fax: -44
Kloska
Energie- und Motorentechnik
GmbH
Email: kem@kloska.com
· www.kloska.com
Kloska
Energie- und
GmbH
Industriestraße
7 ·Motorentechnik
D- 49716 Meppen
Industriestraße
7
·
D49716
Meppen
Tel.: +49(0)5931
- 9844-0 · Fax: -44 Partner of
Oil / Water
/ Fuel Test Kits
Tel.:
+49(0)5931 - 9844-0
· Fax: -44
Email:
kem@kloska.com
· www.kloska.com
Engine
Diagnostic
Email: kem@kloska.com · www.kloska.com
Partner of
Oil / Water Gas/Diesel
/ Fuel Test Kits
Engines and
Engine Diagnostic
Combined Heating Plants (CHP) Service

2

3

动力设备厂

Propulsion plants

KTMS
KTMS
Kloska Technical Marine Sales GmbH

5

Kloska Technical
Marine Sales GmbH

发动机及发动机组件

Engine and engine
components

24 · 22525 Hamburg
Tel.:+49(0)40
- 219060
- Sales
0 · Fax:
- 20
Kloska
Energieund
Motorentechnik
GmbH
Kloska
Technical
Marine
GmbH
Email: spareparts@kloska.com
·Hamburg
www.kloska.com
Industriestraße
D- 49716
Meppen
Marlowring 247 ·· 22525
Tel.:
+49(0)5931
-Components
9844-0
-44
Spare
Parts and
Tel.:+49(0)40
- 219060
- 0 ·· Fax:
Fax: for
- 20
Email:
kem@kloska.com
· www.kloska.com
Auxiliary and Main
Engines
Email:
spareparts@kloska.com
· www.kloska.com
5.09
废水处理系统
Dieseland
Gas
Engines,
Spare
Parts
and Components
for
WASTE
DISPOSAL
SYSTEMS
Combined
Heating
(CHP), Service
Auxiliary
andPlants
Main Engines

3.05 起动装置 / STARTERS

2.01 发动机 / ENGINES

船舶设备

Kloska Technical
Marine Sales
GmbH
Marlowring

Ships‘ equipment

DÜSTERLOH Fluidtechnik GmbH
Water
Treatment

Abteilung Pneumatik Starter
Maridis GmbH, Friedrich-Barnewitz-Straße 4c
18119 Rostock, Germany
Phone: +49 381 77 89 38 80
spareparts@maridis.de • www.maridis.de

Im Vogelsang 105
D-45527 Hattingen
Tel. +49 2324 709 - 0 • Fax +49 2324 709 -110
E-mail: info@duesterloh.de • www.duesterloh.de

MarParts: Spare Parts & Components
for Main & Auxiliary Engines

EC-CONFORMITY

MARINE EQUIPMENT
Water
DIRECTIVE
Treatment

Ocean Clean GmbH
Zum
Kühlhaus
· D-18069 Rostock
Kloska
Energieund5 Motorentechnik
GmbH
Tel.:
+49(0)381
· Fax:
- 2939
Industriestraße
7811-2930
· D- 49716
Meppen
Ocean- Clean
GmbH
Email: info@oceanclean.de
· www.oceanclean.de
Tel.: +49(0)5931
9844-0
· Rostock
Fax: -44
Zum
Kühlhaus 5 ·- D-18069
Email:
· www.kloska.com
Membrane
Supported
Tel.: kem@kloska.com
+49(0)381
- 811-2930
· Fax: - 2939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Email:Biological
info@oceanclean.de
· www.oceanclean.de
Guide Bearing Stock and Production
Membrane Supported
Plants
SEPARATION
油分离Sewage
/ OIL Treatment
5.10Biological
EC-CONFORMITY
MARINE EQUIPMENT
DIRECTIVE

Air Starters for Diesel and
Gas Engines up to 9.000 kW

2.02 减速箱 / GEARS
REINTJES GmbH

www.nk-air.com

Neuenhauser Kompressorenb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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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genbergstraße 20 | D-49824 Ringe/Neugnadenfeld
Tel: +49(0)5944 9301-200 | Fax: +49(0)5944 9301-202
E-mail: nk@neuenhauser.de

TDI Compressed Air Starter for
Diesel and Gas engines up to 300l displacement

Propulsion systems with power ratings
from 250 up to 30,000 kW

2.06 舵 + 舵系统
RUDDERS + RUDDER

Water
Treatment

3.07 过滤器 / FILTERS

EC-CONFORMITY

MARINE EQUIPMENT
Water
DIRECTIVE
Treatment

Ocean Clean GmbH
Zum
Kühlhaus
· D-18069 Rostock
Kloska
Energieund5 Motorentechnik
GmbH
Tel.:
+49(0)381
· Fax:
- 2939
Industriestraße
7811-2930
· D- 49716
Meppen
Ocean- Clean
GmbH
Tel.: +49(0)5931
9844-0
· Rostock
Fax: -44
Email: info@oceanclean.de
· www.oceanclean.de
Zum
Kühlhaus 5 ·- D-18069
Email: kem@kloska.com · www.kloska.com
Tel.: +49(0)381 - 811-2930 · Fax: - 2939
Oily Water Separator
Partner of
Email:
info@oceanclean.de
Oil / Water
/ Fuel Test Kits · www.oceanclean.de
Engine Diagnostic
Oily Water Separator
EC-CONFORMITY
MARINE EQUIPMENT
DIRECTIVE

Water
Treatment

SYSTEMS

Make sure
Wateryour ad counts

Your ad in the
right place

EC-CONFORMITY
MARINE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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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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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benannt-1 1

Your representative for
Singapore / Indonesia /
Malaysia / Vietnam: John Bodill
Phone: +65 / 6719 8022
Mobile: +65 / 9622 0669
john.bodill@marimark.com.sg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shipandoffshore.net

2.09 排放系统
EXHAUST SYSTEMS

DIRECTIVE
Kloska Technical
Zum Kühlhaus 5 · D-18069
Rostock
Marine Sales
GmbH +44 / 14 44 / 41 42 93
Phone:

Tel.: +49(0)381
811-2930
· Fax: - 2939
Ocean- Clean
GmbH
Email:Kloska
info@oceanclean.de
· www.oceanclean.de
Technical5Marine
Sales
GmbH
Zumbernardsteel@uktpl.com
Kühlhaus
· D-18069
Rostock
24
· by
22525
Hamburg
BIO-SEA
BIO-UV
Tel.:Marlowring
+49(0)381
- 811-2930
· Fax: - 2939
Tel.:+49(0)40
219060
- 0 Systems
· Fax: - 20
Ballast Water- Treatment
Email: info@oceanclean.de
· www.oceanclean.de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Email: spareparts@kloska.com
· www.kloska.com
BIO-SEA
by
BIO-UV
www.shipandoff
shore.net for
Spare
Parts
Components
Ballast
Waterand
Treatment
Systems
Auxiliary and Main Eng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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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uid management for heavy diesel eng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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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喷射装置 / INJECTION

SYSTEMS

EC-CONFORMITY
MARINE EQUIPMENT
DIRECTIVE

Your
representative
for
KTMS
Ocean
Clean GmbH
UK / Ireland: Bernard Steel
Treatment

Water
Treatment
EC-CONFORMITY
MARINE EQUIPMENT
DIRECTIVE

Ocean Clean
Boll & Kirch Filterbau
GmbHGmbH
Zum Kühlhaus
· D-18069
Rostock
Siemensstraße
10-14 •550170
D-Kerpen
Tel.: +49(0)381 - 811-2930 · Fax: - 2939
Tel.:
+49
2273
562-0
•
Fax:
+49
2273
562-223
Email: info@oceanclean.de · www.oceanclean.de
E-Mail: info@bollfilter.de
www.bollfilter.de
Membrane• Supported
Biological
Treatment
Plants
Applied
filtrationSewage
technology
for marine
engines and maritime water management

Unbenannt-1 1

Water
Treatment

22.07.2019 13:25:57
EC-CONFORMITY
MARINE EQUIPMENT
DIRECTIVE

HYDAC INTERNATIONAL GMBH
• D-66280
Sulzbach/Saar
Industriestraße
Ocean
Clean GmbH
Telefon
+495(0)
6897 509-01
Zum
Kühlhaus
· D-18069
Rostock
Fax +49 (0)
6897 509-454
Tel.: +49(0)381
- 811-2930
· Fax: - 2939
www.hydac.com
E-Mail:
info@hydac.com ·•www.oceanclean.de
Email:
info@oceanclea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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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haust Gas Purification Systems
Diesel Particulate Filters / SCR Catalysts

High pressure fuel injection systems up to 2.500 bar
for diesel engines from 1.000 to 40.000 kW

Hug Engineering AG

Ocean Clean GmbH
Zum Kühlhaus 5 · D-18069 Rostock
Tel.: +49(0)381 - 811-2930 · Fax: - 2939
Email: info@oceanclean.de · www.oceanclean.de
BIO-SEA by BIO-UV
Ballast Water Treatment Systems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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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ast
Oily Water
Water Management
Separator

EC-CONFORMITY
MARINE EQUIPMENT
DIRECTIVE

Im Geren 14 • CH 8352 Elsau
Phone +41 52 368 20 20
info.ch@hug-engineering.com • www.hug-engi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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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压载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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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 测试工具包 / TEST

5.16 加油系統
REFUELLING SYSTEMS

K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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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ce your ad campaign with confidence
Your representative for
Singapore / Indonesia / Malaysia / Vietnam:
John Bodill
Phone: +65 / 6719 8022 • Mobile: +65 / 9622 0669
john.bodill@marimark.com.sg

J.P. Sauer & Sohn Maschinenbau GmbH
P.O. Box 92 13, 24157 Kiel/Germany
PHONE
FAX
E-MAIL

+49 431 3940-0
+49 431 3940-24
info@sauercompressors.de

www.sauercompressors.com
www.sauercompresso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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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 管道系统 / PIPING

SYSTEMS

STRAUB Werke AG
pipe couplings
Straubstrasse 13
CH - 7323 Wangs
Tel. +41 81 725 41 00
straub@straub.ch
Fax +41 81 725 41 01
www.straub.ch
STRAUB pipe couplings
and pipe system solution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shipandoffshor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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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自动化设备
AUTOMATION

EQUIPMENT

NORIS Group GmbH
Muggenhofer Str. 95
90429 Nuremberg / Germany
Phone: +49 (0)911 3201 - 0
Fax: +49 (0)911 3201 - 150
Mail: info@noris-group.com
www.noris-group.com
Monitoring & remote control of propulsion
machinery, sensors, control devices, indicators

www.shipandoffshore.net

6

液压 + 气动设备
Hydraulic + pneumatic

6.01 泵 / PUMPS

8

8.13 测量 + 控制设备
MEASUREMENT + CONTROL DEVICES
测量 + 控制设备
Measurement +
control devices

8.02 压力监控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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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ar Pumps – Flow Measurement – Hydraulics

MONITORING

Maridis GmbH, Friedrich-Barnewitz-Straße 4c
18119 Rostock, Germany
Phone: +49 381 77 89 38 80
maridis@maridis.de • www.maridis.de
MarPrime: Performance/Pressure/
Power Measurement & Reporting

Körting Hannover AG
+49 511 2129-446
st@koerting.de

www.koerting.de

8.04 液位测量系统
LEVEL MEASUREMENT

Aquametro Oil & Marine
Phone +41 61 725 44 00 / Phone +49 381 382 530 00
info@aquametro-oil-marine.com
www.aquametro-oil-marine.com
High-precision flow measurement technic to
measure the consumption of fuel and heavy oil

Place your ad campaign with confidence
Your representative for Germany /
Austria / Switzerland: Florian Visser
Phone: +49 (0) 40 237 14 - 117
florian.visser@dvvmedia.com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shipandoffshore.net

SYSTEMS

Bilge and ballast ejectors/eductors

↗Leistritz Pumpen GmbH | Markgrafenstr. 36-39
D 90459 Nuremberg | Phone: +49 911 4306 - 0
pumps@leistritz.com | www.leistri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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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ewpumps & Systems

6.02 压缩机 / COMPRESSORS

anzeige_de.indd 1

20.10.16 16:14

8.05 流量测量
FLOW MEASUREMENT

Tel: +49(0)5944 9301-200 Fax: +49(0)5944 9301-202
E-mail: nk@neuenhauser.de

www.nk-air.com
Starting Air, Working Air and Control Air Compressors,
Air Receivers with Valve Head, Compressed Air Treatment

9.04 导航系统
NAVIGATION

SYSTEMS

Gerhard D. WEMPE KG

Neuenhauser Kompressorenbau GmbH
Spangenbergstraße 20
D-49824 Ringe/Neugnadenfeld

9

导航 + 通讯
Navigation
+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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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ar Pumps – Flow Measurement – Hydrau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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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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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板机械

Deck equipment

12

Construction
+ consulting

12.01 顾问工程师
CONSULTING

11.01 起重机 / CR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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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IN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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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anes, davits and free-fall systems

Your ad in the
right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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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representative:
Lisanne Groß

Survival- and Deck Equipment

Place your ad campaign with confidence

lisanne.gross@dvvmedia.com
Phone: +49 (0) 40 237 14 - 248

Your representative for
Singapore / Indonesia / Malaysia / Vietnam:
John Bodill
Phone: +65 / 6719 8022 • Mobile: +65 / 9622 0669
john.bodill@marimark.com.sg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shipandoffshore.net

报警 + 安全设备
Alarm + safety
equipment

14.01 救生艇 + 吊艇架
LIFEBOATS + DAV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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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 – Construction – Consultancy
Stability calculation – Project management

Global Davit GmbH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shipandoffshore.net

14

建造 + 咨询顾问

Cranes, davits and free-fall systems

Fr. Fassmer GmbH & Co. KG
Industriestr. 2
D-27804 Berne/Germany
Tel. +49 (0) 4406/942-582
Fax +49 (0) 4406/942-4582
e-mail: boats@fassmer.de
www.fassmer.de

P

Boats & Davits - Safety is our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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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vival- and Deck Equipment

Get the
news of the
week with the
Newsletter!
Test now!

www.shipandoffshore.net/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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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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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ral Europe

Issues

January
–
March
–
May
–
July
–
September
–
November
–

China, GreenTech,
SmartShip, Russia, China

Worldwide

1 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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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er´s Guide

Targe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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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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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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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5,–

2 Keywords

R+W Antriebselemente GmbH

1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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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China_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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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1.2019 16: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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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船用设备 - 创新领先
国成功捍卫了其提供优质船用设

德

备和系统的世界冠军地位。在充

满挑战的世界市场中，设备行业一直专
注于国际航运领域的客户宗旨和目标 –
一方面，致力于改善经济性、提升效
率、减少环境足迹，另一方面，设备供
应商渴望通过巧妙的设计以及智能的组
件和系统来支持全球造船和维修行业。
本期内容旨在将德国工业提供的一些重
要船舶系统的现有技术和最新动态告知
国际船东、造船厂和造船工程师。
正在讨论的主要议题是智能航
运、更高水平自动化、更低燃油消耗、
替代燃料、全面的船上环境保护和降低
船舶运营成本。考虑到这些要求，德国
供应商正在进一步优化与全球产品相关
的灵活服务网络，并达成前瞻性的合作
协议。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德国打造了一
个高素质的海洋产业，其全球公认的能
力主要源于经验和创新的结合。400多
家公司组成了德国设备供应行业，他们

VDMA – 船用设备和系统常务董事Hauke Schlegel

成功地将出口业务提高到了其总业务的
75％以上，年营收达110亿欧元。

德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得力技术合作伙

我相信这期杂志的内容将为读者提

德国设备供应商致力于让员工本着

伴一道密切参与了这一过程，并在“造

供有趣、实用和最前沿的信息，并激发

面向未来合作形式进行工作实践并树立

船网络”中进行合作，这是德国造船业

对寻求或深化与德国技术精湛的船用设

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船东作为客户与

独特而重要的竞争优势。

备公司联系的兴趣。

> VDMA——船用设备和系统
公平的市场原则；

该协会是德国著名非营利组织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
会（VDMA）的下属分会。VDMA-船用设备和系统行业协会代

>

赞助造船行业的重要国际博览会和会议。

表德国整个海运供应业，拥有各个领域的成员公司，包括机械
工程、电气工程和电子。
VDMA通过广泛的活动和服务对成员公司提供支持，这

联系方式：
VDMA – 船用设备和系统

些活动和服务包括：

Weidestrasse 134, 22083 汉堡, 德国

>

从技术与商业层面加深船舶设备制造商与船厂的互助

电话： +49-40-50 72 07-0；传真：+49-40-50 72 07-55

合作；

邮箱：nord@vdma.org

>

帮助全球客户联系德国船用设备制造商；

网站：

>

通过与各国际组织的密切联系，构建全球海运市场自由

网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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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推出ME-LGIP双燃料
液化石油气发动机
MAN Energy Solutions 随着二冲程发动机系列最新产品——双燃料MAN ME-LGIP发动机的面
世，MAN Energy Solutions推出了一款能在柴油和液化石油气（LPG）驱动下有效运行的发
动机。

2

018年底，MAN Energy
Solutions在哥本哈根隆重推

出了其最新的二冲程发动机型号。
ME-LGIP（Liquid Gas Injection
Propane）发动机是该公司凭借其
ME-GI和ME-LGI双燃料发动机取得的
成功而建立的，这两款发动机自投放
市场以来已经斩获了250多个订单。采
用了本质上相同的成熟技术，现在可
以将LPG纳入到二冲程技术可利用的
非HFO和替代燃料的扩展名单中。在
启动仪式上，MAN Energy Solutions
高级副总裁、二冲程业务负责人
Bjarne Foldager表示：“随着2020年
和新的IMO排放法规的日益临近，并
鉴于无硫、供应广泛且易于加注等特
点，LPG运输船领域内外对于使用这
种燃料的兴趣都在日益增加。在石油
气模式下，ME-LGIP发动机仅依靠3％
的引燃油，并可在低至10％的负荷下
运行。最终，我们希望发动机能够在
无需引燃油的情况下运行。”

MAN B&W ME-LGIP发动机效果图，此为6S50ME-LGIP型号

图片来源：MAN

该发动机首次亮相时，MAN

物，这是我们有意设计的，因为IMO将

Energy Solutions表示，公司预计超大

来不可避免地会把关注点聚焦到减少挥

MAN Energy Solutions还报道

型气体运输船（VLGC）和沿海船舶对

发性有机化合物上。因此，我们认为

说，与重燃料油相比，以液化石油气运

ME-LGIP发动机具有强劲需求。该公司

ME-LGIP 同样也非常适合用于穿梭运

行时，ME-LGIP发动机的二氧化碳排

还表示，开发世界上第一台采用液化石

输油轮和超大型运油轮的推进。”

放量减少了约18％，颗粒物减少了约
90％。

油气推动的双燃料发动机，将通过使用
具有更绿色的燃料，同时满足当前和未
来二氧化硫排放法规，以帮助减少航海

为最环保的二冲程技术。

柴油原理
柴油原理为ME-LGIP发动机提供

ME-LGI概念

了较高的运行稳定性和效率，尤其是在

凭借最初为甲醇开发的新喷射概

Foldager随后补充说：“ME-

负载变化和燃料转换期间。ME-LGIP发

念，ME-LGI概念极大地扩展了MAN

LGIP还可以燃烧液态挥发性有机化合

动机的燃气泄漏可忽略不计，这使其成

Energy Solutions的双燃料产品组合，

业的环境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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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其能够利用更多的低燃点燃料，例

> 燃油喷射系统FBIV；

如乙醇、二甲醚和现在使用的液化石油

> 喷射压力为500bar~600bar；

气。

> 能够处理低硫/低燃点燃料，包
括甲醇、乙醇、液化石油气和二甲醚

发动机的“ME-”前缀表示新型

（DME）。

发动机受益于技术成熟的电子控制装
置，这意味着燃油通过燃油增压喷射阀

LGIP系统的主要组件是液化石油

（FBIV）进行喷射，从而确保可以使用

气喷射器、气体控制块、管道和蓄能

低压燃油-燃气供应系统，这大大减少

器。其中，创新的FBIV-P（丙烷）是该

了首次成本并提高了可靠性。

概念的基础，并设计有两个主要功能：
1. 将液化石油气增压或升压至所需

ME-LGI的问世，源自航运界对使

的喷射压力；

用重燃料油的替代燃料的浓厚兴趣。甲

2. 确保液化石油气注入的正确时机

醇和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已经在海上运营

和持续时间。

多年，随着全球液化石油气基础设施的
完善，未来将会有更多液化石油气船舶
投入运营。由于船上已装有使用方便且

带燃油增压喷射阀（FBIV）和气阻的
ME-LGIP气缸盖设计
图片来源：MAN

F B I V- P 。 通 过 转 换 燃 料 汽 门 机 构
（FVT）中的燃料，经由液化石油气管

相对便宜的可行燃料（虽为货物），因
此使用一部分货物为船舶提供动力是有

用 氮 气 清 除 液 化 石 油 气 的

ME-LGIP技术

意义的，其附带的另一大优点是是绿色

ME-LGIP发动机的主要特征包括：

环保。

> 低压供应系统；

路提供氮气。
此外，安全概念要求发动机中的
所有液化石油气管路均设计为带有通风

更换缸套成本太高？
可以这样做
使用Chris-Marine®缸套摄像机，
15分钟即可记录缸套状况，
无需拆装缸盖或排气阀壳！
® ®
Chris-Marine
Chris-Marine
LCCLCC摄像机可检测：
➠➠
活塞环面清洁度
缸套凸台尺寸
➠➠
缸套划痕
➠➠
波形环槽状况
➠➠
腐蚀磨损导致的黑疤
➠➠
缸套内壁磨光情况
➠➠

I I
创新工程始于1962年
www.chris-marine.com
www.chris-mar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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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

硫氧化物

颗粒物

二氧化碳

液化天然气

20- 30%

90- 99%

90%

24%

液化石油气

10- 15%

90- 100%

90%

18%

甲醇

30- 50%

90- 97%

90%

5%

与重燃料油驱动的符合Tier II标准的发动机相比，新燃料排放量更低
资料来源：MAN

切的概括。由于国际海事组织的推动，
海上能源转型促进了全球“转向气体燃
料”，鼓励海运业、燃油供应商、港口
和码头经营者及监管机构开发和改造基
础设施。
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
后，于2016年发起了该倡议，此后在海
运业和政治领域获得了广泛支持。

外管的双壁管道。密封件的任何泄漏都

将于2020年1月在全球范围内生效。这

会相应地排到外管，以避免其泄漏到机

种燃料还为实现IMO的2050年温室气体

舱。

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为符合IMO
MANB&W ME-LGIP双燃料发动

EEDI合规要求给与了支持。

订单
早在2018年初正式亮相之前，
MAN Energy Solutions就已经赢得了

机旨在在柴油或液化石油气的驱动下同

未来液化石油气将作为通用海上运

新型发动机的第一笔订单。当时，韩

样有效地运行。此外，ME-LGIP发动

输的可行燃料，这看起来很有前景，因

国造船企业韩进重工宣布其将在其位于

机对液化石油气成分的要求非常灵活，

为与其他气体燃料相比，液化石油气不

韩进重工建设的菲律宾工厂中为比利时

即使使用含有大量乙烷的液化石油气燃

需要对基础设施（例如加油设施）进行

综合天然气航运公司Exmar建造两艘超

料也能高效运转。ME-LGI（液态燃气

大量的投资。与低温气态燃料相比，作

3
大型天然气运输船。新建的86000m 的

喷射）技术可应用于所有MAN Energy

为一种应用广泛的能源，液化石油气可

运输船将分别由一台独立的MAN B&W

C

Solutions的50缸径及以上的低速发动

用性高，并且更易于存储和处理。

6G60ME-LGIP Mk9.5发动机提供动力。

M

机，可通过订购原装设备获得，也可以
对现有设备进行技术改装。
液化石油气装置
随着ME-LGIP发动机的推出，液化
石油气被纳入了液体环保燃料清单，可

此外，液化石油气传统上比船用

9月，MAN Energy Solutions与

轻柴油便宜，但仍具有相同的性能和效

在奥斯陆上市的BW LPG签署了一

率。重要的是，使用液化石油气货物作

项关于世界上首个将四台MAN B&W

MY

为补充燃料来源，可为液化石油气运输

6G60ME-C9.2重燃料油燃烧发动机

CY

船船东和承租商节省大量成本，包括减

改装为6G60ME-C9.5-LGIP双燃料发

CMY

少燃料加注时间和费用。

动机的合同，这是ME-LGIP发动机的首
个改装订单。该订单包括未来进一步改

为MAN Energy Solutions的二冲程双燃
料发动机产品组合提供动力。这些发动

海上能源转型

装的选择，预计将于2020年开始进一步
改装。

机可从各许可商处购得。MAN Energy

开发将液化石油气作为燃料的ME-

Solutions进一步报告说，它希望在商船

LGIP发动机是“船舶能源转换”项目

2019年初，中国江南造船厂订购

上安装的ME-LGIP与其他双燃料燃烧发

的一部分，该项目涵盖了MAN Energy

了一款燃烧液化石油气的MAN B&W

动机型号相比，在价格上具有竞争力。

Solutions为支持航运业气候零负荷而进

6G60ME-LGIP发动机，将其安装在中

行的所有活动。

国航运公司天津西南海运有限公司一艘

该 项 目 名 称 源 于 德 语

86000m3超大型天然气运输船上。该船

考虑到更加严格的排放限制，许

“Energiewende”，是MAN Energy

计划于2021年下半年交付。除了这艘

多液化石油气运输商要求MAN Energy

Solutions向全球航运业发起的“减少排

船外，合同还包括建造第二艘船的可选

Solutions开发一种以液化石油气为燃料

放及将天然气作为首选燃料”倡议最贴

选项。

液化石油气燃料

的发动机，从而利用其运载的货物作为
燃料，以最可行、方便和经济的方式为
液化石油气船提供动力。
液化石油气是一种非常环保的燃
料，与液化天然气（LNG）极为相似，
而采用液化石油气燃料的发动机将大大
减少排放量，使船舶能够满足严格的
IMO硫氧化物排放法规的要求，该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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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MAN Energy Solutions
MAN Energy Solutions是大缸径柴油和燃气发动机以及涡轮机械的领先提供
商。该公司的产品组合包括用于船舶和固定应用的二冲程和四冲程发动机、
涡轮增压器和螺旋桨。MAN Energy Solutions使其客户（船舶、能源和工业部
门）能够在向碳中和的未来的过渡中实现可持续的价值创造，从而在系统水平
上提高效率和绩效。该公司在250多年来保持高级工程领域的领先地位，提供独
特的技术组合，在全球120多个地点拥有约14000名员工。
www.ma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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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Becker介绍，在没有发动机支撑的理想条件下，四个翼帆将提供足够的动力来以高达10kn的速度推进船舶
图片来源：Becker Marine Systems

利用风力
BECKER MARINE SYSTEMS |

为，很可能必须调整船舶的

箔片。据该公司称，翼帆可

该公司拥有许多高端船

Becker Marine Systems公

操作姿态以利用风力，并且

以相对于视风以较小的角度

舵和节能设备，可为操纵系

司致力于扩展其广泛的船用

气象导航将发挥重要作用。

操作，从而使船舶能够在大

统和节能系统提升效率和性

环保产品和系统。公司现专

但无论如何，这项技术拥有

多数航线上使用翼帆，这是

能。此外，Becker公司还推

注于风力操作船，并推出了

巨大的节能潜力。

一个很大的优势。为了能在

出其他产品，以助力船舶行

一种创新的船帆技术，该技

该研发项目的主要合

桥下通过、在港口安全操作

业减排，包括基于液化天然

术将风力应用于一艘汽车运

作伙伴是总部位于斯德哥尔

并在恶劣条件下“收帆”，

气的岸电系统（Becker LNG

输船设计中。

摩的Wallenius Marine。这

Becker针对新技术开发了一

PowerPac®）和紧凑型船用

Becker Marine

艘现代化汽车运输船的最新

种特殊的收帆装置。

电池系统（COBRA）。

Systems公司董事长

设计包含四个大型贝克尔翼

Henning Kuhlmann说：

帆，每个翼帆面积均超过

“未来我们将在船上看到不

1000m2。据Becker Marine

同的混合推进系统。在某些

Systems公司介绍，在最佳

船舶上，风帆将真正起到辅

条件下，帆能在不使用发动

助推进的作用。”

机的情况下推进船舶，并使

公司正在开发高效的贝

航速达到10kn。

克尔翼帆，它将为商船产生

贝克尔翼帆将由两个垂

巨大的向前推力。Becker认

直部分组成，形成空气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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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Becker Marine Systems
总部位于汉堡的Becker Marine Systems公司是操纵系
统和节能设备（如贝克尔襟翼舵、贝克尔扭曲舵和贝克
尔Mewis Duct®）的市场领导者之一。 这些完善的产品
针对大型油船、集装箱船、客轮、豪华邮轮和游艇进行
了优化。此外，Becker还为船舶行业提供广泛的替代能
源系统。
www.becker-marine-systems.com

改进小倾角齿轮箱设计
REINTJES | Reintjes公司

发生点接触。相比之下，

是船用齿轮箱和传动系统的

Reintjes生产的斜面体齿轮

专业公司，其推出了新一代

通过齿轮滚刀的修正轨迹

WVSA小倾角齿轮箱系列产

进行线接触，从而实现了

品。Reintjes公司表示，这

理想的传动性能。斜面体

款产品的倾角设计得到了改

齿轮的轴线可以是交叉的

进，可以在螺旋桨轴向下倾

或偏斜的。与发动机曲轴

斜的同时水平安装柴油发动

连接的驱动轴和输出轴形

机。为了节省空间并减轻重

成一个角度。中间轴与驱

量，可以在螺旋桨轴轴线和

动轴平行，正齿轮用于离

驱动轴轴线之间存在一定角

合器壳体。首批采用斜面

度的地方安装发动机装置。

体齿轮的Reintjes变速箱经

两速三角皮带传动倒顺车减速齿轮箱ZWVSA 440 UP
图片来源：Reintjes

对于小倾角和V型传

过了广泛的原型测试，并

一个增速传动装置，使该装

不同的工况，因此柴油发动

动系统中的小轴线角，有

于2018年5月收到了订单。

置可安装在靠近发动机的位

机始终在其最佳转速范围内

可能像传统的正齿轮一样

这些变速箱是用于快速

置，因此可实现非常有效的

运行。

通过滚齿来传动。为了将

乘员补给船的两速V型传动

节省空间的布置。由于采用

除了开发带有V型传

它们与传统的锥齿轮区别

倒顺车减速齿轮箱。这些变

了两速布置，带有固定螺距

动装置的系列产品之外，

开来，将这些齿轮称为锥

速箱的设计特征在于使用了

螺旋桨的推进系统可以适应

Reintjes公司还加强了小

形渐开线齿轮或斜面体齿
轮。开发设计了通过滚动
齿条形工具工作的斜面体

倾角传动系列产品的设

> 关于REINTJES
Reintjes总部位于哈默尔恩，成立于1879年，是动力总
成系统，尤其是用于250kW至30MW发动机输出的船用

计。变速箱尺寸为WVSA
442、WVSA 742、WVSA

齿轮，该工具沿进给方向

齿轮箱以及全球范围内可用的传动系统的主要独立制造

1542、WVSA 1942和

倾斜锥体角度。通常，这

商和供应商之一。

WVSA 2242，每个尺寸的

些齿轮在侧翼彼此滚动时

www.reintjes-gears.de

最大减速比约为4.2:1。

汉堡船模试验水池
追求卓越
面向海事行业未来

咨询&设计 | 计算&仿真
模型试验 | 实船测试

www.hsv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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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其双MAN涡轮增压发动机，“Luna”号引航船的最高时速超过30kn

图片来源：MAN Engines/Andrew Chin

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在
引航船Luna上成功测试
MAN ENGINES 两台12缸MAN发动机为荷兰鹿特丹港的引航船“Luna”号提供动力。首次实际
测试证实，MAN Engines的紧凑型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满足IMO Tier III标准。

引

EAT系统测试。”

员送到目的地，以便可以安全地将进

符合IMO Tier III标准的系统

航船对于海上航行至关重要，
引航船需要风雨无阻地将领航

AdBlue©流体和废气的均匀混合物，该
混合物在下游SCR转换器中与氮氧化物

来的船引入港口。为了履行职责，引

每台发动机的每个气缸组都安装

航船必须配备功能强大且可靠的发动

了排气后处理系统。该系统引入了尿素
©

（NOx）反应生成水（H2O）和无害氮
气（N2）。
MA N E ngi nes船用产品 销售主

机。对于其最新的引航船，荷兰领航员

溶液（AdBlue ），可降低氮氧化物的

管Claus Benzler解释说：“MAN

协会（DPA）已为其选择了两台MAN

含量。通过SCR混合器分配32.5％的

Engines的工程师已经成功开发出了一

D2862 LE469发动机。这些动力装置不

尿素水溶液，将SCR混合器装入催化

款先进且紧凑的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

仅具有无与伦比的动力/重量比，而且

转化器上游的废气系统中。这会生成

可以省去笨重的部件，例如柴油机微粒

还具有MAN Engines的模块化排气后处
理系统（EAT）。这是使工作船能够满
足IMO Tier III排放标准的SCR系统在现
场进行的首次测试。
现场测试在鹿特丹港进行，
自2017年底以来，长23m的引航船
“Luna”号一直在此为荷兰领航员协
会服务。DPA船队经理Tjeerd de Vos
解释说：“为了满足即将于2021年生
效的更严格的IMO Tier III排放标准，我
们决定与MAN Engines合作，并在船队
的一艘船上对MAN D2862发动机进行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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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Engines公司的紧凑型免维护排气后处理系统，带有选择性催化还原混合器、
AdBlue ©流体计量装置和SCR催化转化器。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可确保符合IMO
Tier III和US Tier 4排放标准。
图片来源：MAN Engines/Andrew Chin

过滤器和氧化催化转化器。”De Vos
还赞赏该系统的优点：“这款SCR系
统非常紧凑、轻巧，因此非常适合我们
的船舶。对我们来说，另一个好处是
EAT和发动机都来自同一制造商。这意
味着我们在两个系统上采用了相同的合
作伙伴，并且可以确保系统彼此完美匹
配。”
根据MAN Engines的介绍，不仅
EAT极为轻巧，而且两个涡轮增压发动
机也非常轻巧。这些轻型发动机单台仅
重2270kg。D2862提供了同类产品中最

装配双MAN D2862 12缸发动机的“Luna”号机舱的视图（每台发动机在2100rpm
时的额定功率为1029kW）
图片来源：MAN Engines/Andrew Chin

好的功率/重量比，在2100rpm的转速下

地专家支持合作伙伴。该公司在祖特尔

以及发动机的性能感到满意。全体船员

可提供1029kW的功率。由于引航船必

梅尔的办公室距离鹿特丹港仅有半小时

特别欣赏发动机的低噪音水平和平稳运

须主动靠在进港的船旁，以便引航员可

的车程。

行。”Benzler也对迄今为止的经验表

作 为 D PA 的 四 艘 引 航 船 之 一 的

示满意：“所需的AdBlue ©流体符合我

“Luna”号也位于该地。如果天气太

们的预期，我们已经完全满足了氮氧化

得益于MAN 12缸发动机的高扭

糟糕，不能用船，那么还可以使用直升

物排放2g/kWh的新限值规定。”先前

矩，船长可以将发动机转速保持在最有

机。“DPA是一个必须提供高水平全天

的IMO Tier II废气排放标准规定的氮氧

效的水平，而不会损失推力。另外，这

候服务的组织，”De Vos解释说：“安

化物排放为7.7g/kW。从2021年开始，

种扭矩实现了最低单位燃料消耗量下的

全、可用性和可靠性是我们的主要诉

将强制执行IMO Tier III标准，要求减少

平稳而有力的加速。

求。我们的船也是如此。‘Luna’号

氮氧化物约70％，具体取决于发动机的

必须时刻准备就绪，即使在困难的条件

最大转速。

以通过绳梯爬上船，所以引航船需要这
种功率。

下，比如浪高3m，也必须能够运行。”

轻巧而强大的发动机
在操纵引航船时，重量轻具有特别

船上的动力装置必须满足此类要求。

的优势。“这些发动机比同类发动机轻

他继续说：“发动机必须每年以高

约1000公斤。”MAN Rollo公司项目经

功率可靠地运转3000个工作小时。”具

理Peter Nieuwveld指出。MAN Rollo公

体来说，这意味着50%~60%工作时间

司是MAN发动机的长期代理商和进口

都在满功率运行。这两个发动机各自驱

商，同时负责发动机的安装，并在整个

动喷水推进器，并且可以使重达50公吨

项目中提供支持服务，但对他们而言，

以上的引航船加速至超过30节的速度。

安装SCR系统的是一项全新的任务。
“SCR系统高度紧凑。该系统

DPA已订购了两艘新的引航船，
以扩大其船队规模。其中第一艘船有
望在2020年投入使用，还将配备MAN
Engines的EAT系统。

> 关于MAN Engines
MAN Engines是MAN Truck & Bus
公司的子公司，负责开发、生产

第一年成功有助于续约

的安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开

最初同意进行现场试验一年，可

发的早期，还没有适用于此安装的详

以选择再延长十二个月，现在已执行此

细安装手册。我们与MAN一起不断学

选项。De Vos从中得出了一个积极的

习。”MAN Rollo公司始终是DPA的本

结论：“总体而言，我们对SCR系统

和销售各种高效的高速柴油和汽
油发动机，其最大功率为1471kW
（2000hp），在许多行业有广泛的
应用，包括航运、船舶和特种车辆
领域。
www.man-engi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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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动力传动装置组合的扩展
ZF | ZF公司的船舶混合动力传动装置
具有耐用的设计、极高的可靠性以及
安装灵活性，其功率范围从约600kW
（ZF 33X0系列）至最大10MW（ZF
83700）。此外，公司还为其传动装置
增加了一个额外的PTI模式，其单独通
过电动机或与传统发动机相结合对螺旋
桨轴施加力。
在较低的功率范围，混合动力传
动装置可与150kWe至600kWe之间的
电动机和逆变器结合使用。ZF CeTrax
中央电驱动系统则是公司开发的一种功
率范围最高达到300kWe的电机。这两
项革新技术在同一个动力传动系统中的
组合使用确保了完美的匹配和理想的动
力开发。

由于增加了PTI模式，ZF 8300船用传动装置可以扩展成为混合传动模式，例如将
其与CeTrax电力传动（ZF内部开发）组合
图片来源：ZF

大型动力传动装置产品组合
“当前市场对混合动力船舶的需
求证明，ZF开发多种混合动力传动装

可提供柔性耦合器、电子泵、控制单元

对比，来监测冷却器状况、离合器或滤

和数字状态监控。

清器状况，或通过传感器来检查燃油状

置是在正确时间做出的正确决定”，德

使用状态监测系统（CMS）监测

况。使用动态负载监控（DLM）系统的

国腓特烈港商用船和快艇全球销售主管

动力传动系统的当前数据和核心部件的

扩展版本可测定系统的振荡和传动系统

Wolfram Frei说到：“ZF正在进一步扩

状态，可以避免故障并有效地安排维护

的实际传递扭矩。这使得在早期监测组

展其混合动力传动装置产品组合，并将

工作。这就缩短了停机时间，降低了运

件性能变化以及油颗粒和含水量状态成

在A和V型产品中加入更多型号。”

营成本，提高了在船上和在港口的安全

为可能。

在这些版本的动力传动装置型号
中，输出轴与输入轴成一定角度，从而

CMS状态监测系统是ZF朝着智能船

性。根据客户要求，状态监测系统可以
设置不同级别来监测推进系统。

节省了许多安装空间。A型和V型版本

标准版本中，状态监测系统通过

的尺寸与标准动力传动装置相同。这将

冷却器前后典型参数（如油压和温度）

舶推进系统迈出的又一步。该智能系统整
合所有重要数据来优化船舶经营、节约成
本，并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重要信息。

会成为一个极大的优点，特别是对于那
些具有特定模型线的游艇建造者而言，
因为它们无需再重新设计推进系统的
基座。“客户可以不考虑改变基座而
在标准和混合燃料推进系统之间二选
一。”Wolfram Frei说道。

> 关于ZF FRIEDRICHSHAFEN AG
ZF Marine为各类船舶（如游艇、水上运动船、高速渡轮、工作船和商用船舶，
功率范围从10kW到12MW）提供推进系统和部件，客户包括全球主要造船厂和
发动机制造商。
产品组合包括全系列动力传动装置（换向、非换向和混合）、螺旋桨、吊舱
（POD）驱动系统、CanBus兼容电子控制系统、方位推进器、隧道式侧推器

可扩展模块化解决方案
除混合动力技术之外，公司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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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帆驱动。
zf.com/marine

选择性催化还原和洗涤器系统的
弹性支架
SB BRONESKE | SB Broneske是排气

有良好的耐热性能；

公司选择了四个固定点和四个锚固点作

管弹性支撑系统的设计者和制造商，其

> 弹性橡胶能有效降低结构噪声；

为最佳弹性支承。但是，必须注意确保

提供的专利产品和免费服务组合已成为

此外，设计支持服务还包括：

较低的固定点具有一致的弹簧行程，这

全球排气系统市场的设计标准。47年多

> 根据最新的DIN标准计算；

样才可以均等地降低结构噪声并防止振

来，该公司始终致力于为复杂造船和改

> 提供振动分析；

动。

造项目的排气系统弹性支撑提供独一无

> 选择性催化还原/洗涤器：五种

在改造应用中，改造的有效性很

船舶标准荷载工况考虑以及不同船型分

大程度上取决于系统寿命。而改造对

析；

船务公司来说往往费钱费时。德国SB

二的减振底座。
每个废弃净化系统都有其独特特
点。例如，配备高压选择性催化还原

> 安装和设计支持的详细说明书；

Broneske公司通过根据DIN标准方法计

（SCR）系统的发动机需要为废气净

> 详细系统的设计支持；

算选择性催化还原SCR/洗涤器上的负

化系统安装可靠且实用的弹性支架。此

>

荷和受力，来支持船厂进行改造项目。

外，减振底座必须满足非常高的要求。
为了在发生火灾时能将排气管稳定到
位，其必须具备一定的抗剪强度；在风
暴中航行时，其必须经受住高强度的复

支架、框架和船舶结构的详细

设计，生产图纸（费用另算）；
> 可提供有限元模型（FEM）分
析（费用另算）
对于方形系统，德国SB Broneske

公司拥有专业且高素质的工程师，
可提供定制产品和内部业务流程，其已
被证实符合国际质量管理标准，并力求
超出客户的预期。

杂动态运动。德国SB Broneske公司根据
客户要求不断提供最优的产品和系统。
德国SB Broneske公司的减振基座
和工程包具有以下优点：
> 为最高负荷（>100t）而设计；
> 抗剪且防火；
>

> 关于SB BRONESKE
德国SB Broneske（Schwingungstechnik-Broneske GmbH）是排气管系统弹性
支承技术专家，在德国汉堡附近的库伊克博恩制造其产品（减振支座、甲板和
舱壁贯穿件、膨胀伸缩波纹管、雨帽和排气挡板等）。

排气管系统安装的减振支座具

www.broneske.de

Minifog
Minifog
marine
marine
XP –XP –
High-pressure water mist system
高压水雾系统

让船舶享受更高的安全保护——套适用于全船各区域的灭火系统。
Top levels of safety on board – our fire protection system

can be deployed in all areas.

www.minimax.com
www.minim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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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SOLAS标准的
船用发动机多合一改装
THERMAMAX |

无论对旧船还是

新船而言，船上的安全都是重中之重，
同时，必须保证船舶遵守安全法规。在
机舱的高温环境中，产生过热的可能
性很高，可靠的防火措施至关重要。对
于旧发动机而言，通常无法获得其3D
细节，而通过Tmax-Retrofit，使符合
SOLAS标准的高性能隔热系统改装成
为可能。
使用Tmax-Retrofit多合一改装
包，较旧的船用发动机也可以升级使
用高温隔热系统。该系统不仅符合
SOLAS标准，其性能甚至优于SOLAS
的相关规定。
Tmax-Retrofit多合一改装包提供
所有服务，从发动机的3D数据获取，

Tmax绝缘保护层不仅达到了SOLAS标准，且实际上优于SOLAS的相关规定，可
为机舱保障安全
图片来源：Thermamax Hochtemperaturdämmungen GmbH

到所研发和安装的隔热系统的热成像。
其中涉及到全面的需求评估，并在必要
Creo制作。这样就产生了耐用的废气

> 可靠性提升；

排气和涡轮增压器保护层的完美

/涡轮增压器保护层。根据需要，该保

> 由于采用模块化设计，可节省

匹配是获得安全和高效的先决条件。只

护层可以可靠地将最大表面温度降低到

有在发动机的3D文件可用时，才可以

220℃以下，甚至是100℃以下。

时需与发动机制造商合作。

安装和拆卸时间。
排气/涡轮增压器保护层被安装在

构建相关系统。因此，Thermamax公

据Thermamax介绍，仿真技术的

发动机上后，该船将100％符合SOLAS

司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对发动机进行三维

使用使该过程特别经济。例如，通过模

标准。Thermamax公司还提供维护服

数据捕捉，扫描获得的结果可用作数字

态分析可以模拟虚拟组件的振动特征，

务，可派专家维护保护层。

3D模型的基础。

从而能够在生产原型之前进行相关设

为了确保新的绝缘系统具有所需

基于扫描的3D数据，公司开发了

计。设计完成后，就可以开始生产绝缘

的性能，进行了热成像测试，从而确认

发动机CAD模型。根据可用数据，生成

系统。Thermamax凭借其生产专业知

该船配备了有效可靠的绝缘系统，其绝

STL格式的多边网络。其被转换为标准

识，可以完全承担生产任务。首先，生

缘性能甚至优于SOLAS的相关规定。

几何形状和自由曲面。根据这些表面模

产原型，而后在公司的试验室对所有材

型和现场照片，Thermamax可以创建

料和组件进行各种测试，以确保其在实

STEP或IGES格式的CAD模型。虚拟

际应用中的高质量；然后，可以安装单

模型完成后，就可以使用所有数据来开

独的Tmax绝缘保护层，其最亮眼的特

发用于发动机的排气或涡轮增压器保护

征包括：
> 100％符合SOLAS标准；

层。
根据0D/1D热计算，可以定义绝
缘材料和厚度，详细结构由专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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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可能达60℃；
> 有效防火，保护人员和机器；

> 关于THERMAMAX
Thermamax是为小型、中型和大
型发动机设计和制造隔热和隔音系
统的全球知名专家。
www.thermamax.com

适用于恶劣环境的高性能联轴器、
扭矩限制器和安全制动器
MAYR |

无论是在船用推进器、移动

式设备（例如，用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及最高水准的测试能力可确保产品符合
相关要求。

的钻井平台）的驱动中，还是在潮力发
电厂中，盘式联轴器的应用都是多种多

适用于港口起重机系统的坚固户外安全

样的。例如，如果船用推进器的主要驱

制动器

动装置是电动机，那么弹簧钢盘式联轴
®

在全球许多大型港口中，ROBA®

器（例如Mayr公司的ROBA -DS）具

stop -S安全制动器在港口起重机的行

有明显的优势。Mayr公司表示，这些

进和提升传动中证明了其价值。这些制

联轴器坚固、可靠且耐高温，因此特别

动器专为在极端环境条件下的户外应用

适合在海上的极端环境条件下使用。

而开发，并因其简单的组装和处理程序

®

高性能且坚固的ROBA®-DS盘式联轴器
特别适合在海上极端环境条件下运行
图片来源：Mayr

此外，ROBA -DS联轴器无磨

以及较长的维护周期而受到客户的好

接线盒，没有任何凹坑和凹槽，可确保

损，从而最大限度减少了维护工作。像

评。制动器在港口起重机行进和提升传

制动器抵抗外部影响所造成的损坏。此

动中具有两个功能。一方面，它们在正

外，制动器主体上的优质底漆、内部组

的尺寸更小、性能密度更高的ROBA -

常操作中起保持制动的作用，这意味着

件的铬或镍涂层以及防锈不锈钢原料可

DS同样获得了挪威船级社的型式认

一旦关闭驱动装置，它们就必须将系统

提供永久的防腐蚀保护。将用于释放监

证，这款全钢联轴器的结构尺寸达到了

安全地保持在一定的位置，即使在暴风

控的微动开关集成在接线盒中，可以起

2200。该证书确保了这款采用常规尺

雨中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在严峻的操

到有效保护作用，从而确保仅在松开制

寸和设计的联轴器的高质量和可靠性，

作情况下或紧急停车或断电的情况下，

动器时才启动电动机。

®

以前的ROBA -D型号一样，Mayr公司
®

®

并确保了海上使用时的操作安全性和功

ROBA-stop -S安全制动器的设计可以

该接线盒还具有足够的空间，可

能安全性。

使其吸收可能产生极高摩擦负载的峰

容纳用于制动器电磁线圈的整流器。此

值。例如，当负载全速下降时，必须可

外，可以集成另一个微动开关，以检查

靠地制动。

摩擦片的磨损情况。

量身定制，认证过载保护

在ROBA-stop®-S安全制动器的基

除了联轴器外，Mayr公司还提供
了针对海上应用的扭矩限制器，该扭矩

在恶劣条件下起保护作用
®

础上，可以将速度计安装在制动器主体

借助ROBA-stop -S，Mayr公司开

上。如果不使用速度计，则用盖子将

社的认证。EAS 元件离合器能够可靠

发了一种安全制动器，专门用于严峻的

线圈架盖起来。如果在零下温度或高

地防止因过载而造成的损坏，可应用于

环境条件和室外应用场合。该制动器符

湿度条件下使用制动器，则建议使用

钻井船或钻井平台驱动器上的方位推进

合IP 67防护等级，因此完全是防尘和

防结露加热系统，该系统可防止制动

器（推进器吊舱）等。

防水的。紧凑而坚固的外壳带有集成的

器内部结霜。

限制器也已获得挪威船级社和美国船级
®

为了将过载联轴节准确地集成到
传动系中，通常必须将这个应用视为
一个完整的组件。特别是在可能遇到恶
劣环境条件的应用中（例如在海上使
用），Mayr公司开发了个性化定制的
解决方案，以防止过载，并且这些产品
均已获得公认的检验机构的认证。公司

> 关 于 M AY R
由家族经营的Mayr动力传动公司成立于1897年，是安全制动器、扭矩限制器
和联轴器的领先制造商。这些产品主要设计用于电动机器和系统。目前，大
约700名员工在位于德国毛埃尔斯特滕的总部工作。Mayr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约
1200名员工。

多年的经验、广泛的开发和设计知识以

www.may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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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Simplex BlueRun，SKF为尾轴管提供了新的水润滑产品

图片来源：SKF

新型水润滑尾轴管系统
SKF SKF推出了一款环保的水润滑尾轴管系统Simplex BlueRun，该系统符合VGP 2013和《极
地水域船舶航行安全规则》要求。该系统可用于开放式和封闭式水润滑尾轴管系统，并可与SKF
的Simplex密封系统结合使用。

S

KF推出的新型水润滑尾轴管系统
Simplex BlueRun是一款符合最新

用于内陆和海域

过滤和处理海水，然后将其泵入尾轴管

由水润滑热塑性聚氨酯（TPW）

衬套，以进行润滑、冷却和冲洗。在此

制成的Simplex BlueRun尾轴管轴瓦有

过程中，避免了过热，并且安全地清除

SKF水润滑尾轴管系列产品包括

分体式和非分体式两种。SKF表示，这

了可能损坏系统的所有颗粒。SKF过滤

Simplex BlueRun聚合物轴瓦、托架衬

两种型号都可以用于开放式和封闭式

装置设计为独立运行或作为船舶控制与

套、尾轴监控系统和水处理系统。通

水润滑尾轴管系统。另外，该公司还

监视系统的完全集成部分运行的形式，

过水润滑作用，SKF的全部产品均符合

提供固定在青铜制成的尾轴管上的托

可以在无人机舱中运行。

VGP 2013和《极地水域船舶航行安全

架衬套。根据“衬套中的衬套”原则，

规则》规定，使船舶运营商能够在特殊

其包含水润滑的Simplex BlueRun尾轴

的保护区内航行，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

管轴瓦。

环境保护法规的环保产品。

SKF的Simplex BlueRun水质系统

环境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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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性维护的磨损测量系统
Simplex BlueRun尾轴监控系统还
提供连续而可靠的信息，以实现计划内

SKF的新型水润滑尾轴管Simplex BlueRun非常环保
的轴瓦更换。

图片来源：SKF

于各种船舶的可靠解决方案。”

在轴瓦中安装两个相同的涡流传

护区作业的船舶，例如邮轮、渡轮、近

新产品还适用于在沿海或特殊保

海供应船、集装箱船和渔船等。

感器。该传感器连接到评估单元，无需
接触即可测量轴的位置。所述测量是在
不旋转的轴上进行的，因此只有通过该
轴的轴瓦壁厚才能确定其位置。新产品
可以与SKF的Simplex密封系统结合使
用，例如Simplex唇形密封、Simplan
端面密封和Carboplan Surface轴向端

敬请访问
MARINTEC 2019
2019年12月3日~6日
N3展馆, N3D5A展台

面密封。
广泛的实践测试
凭借70多年的尾轴管经验，SKF
的船用咨询、安装、改造服务和全球备

空气/排气流量控制
数字控制器及其软件
DIGITAL CONTROLS
AND SOFTWARE

AIR / EXHAUST
FLOW CONTROL

柴油共轨系统
COMMON-RAIL
SYSTEMS

重油共轨系统

件交付服务可确保客户能及时获得所需

HFO COMMON-RAIL
SYSTEMS

的服务。
SKF轴系部件技术总监Michael
Zollenkopf评论道：“随着SKF的
Simplex BlueRun水润滑尾轴管系统的

机械调速器

机械燃油系统

MECHANICAL
GOVERNORS

PUMP LINE
NOZZLE SYSTEMS

推出，客户有多了一种可选择的环保
Simplex解决方案。
新型轴瓦材料已经在实际条件下
测试了11000多个小时。这是一个适用

> 关于SKF船舶有限公司
SKF是轴承、密封件、机电一体

燃烧/点火控制
COMBUSTION /
IGNITION

和培训）的全球领先供应商。SKF
的业务遍及全球130多个国家，在
全球拥有约17000个分销商。
www.skf.com

DUAL-FUEL
SYSTEMS

MOR
EFFICE
LOW IENCY,
EMIS ER
SION
S

尾气后处理系统及涡轮增压器
EXHAUST AFTERTREATMENT
AND TURBOCHARGERS

化、润滑系统和服务（包括技术支
持、维护和可靠性服务、工程咨询

双燃料系统

备件

SPARE PARTS

低压燃气系统
LP GAS
SYSTEMS

持续创新 · PRODUCT INNOVATIONS
着眼未来 · TO MEET TOMORROW‘S REQUIREMENTS
WWW.WoodWard.com

9886_anz_spi_woodward_135x192_china.indd 1

更高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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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WWW.loran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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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证明各种推进系统的效率
VOITH | 推进系统对近海支援船的效率
有什么影响？自动识别系统（AIS）提
供的船舶定位的现代数据分析已首次用
于证明在执行相同任务的同时使用不同
推进系统的不同近海支援船的性能。
福 伊 特 施 耐 德 推 进 器 （ Vo i t h
Schneider Propellers，VSP）和
福 伊 特 内 联 推 进 器 （ Vo i t h I n l i n e
Thrusters，VIT）由于其独特的工作原
理而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响应。它们
使近海支援船甚至在极端条件下也能安
全工作，包括狂浪、强风和强流。VSP
的快速推力分配不仅可以实现精确的动
态定位，而且还可以大大减少船舶的横
摇运动。
福伊特推进器在动态定位操作过
程中的快速反应时间可降低油耗。此

“Kroonborg”号Walk to work（W2W）船：DP2；2个福伊特施耐德推进器
（VSP）和2个福伊特内联推进器（VIT）；VIT和VSP如右侧所示
图片来源：Voith

外，福伊特推进器还具备坚固耐用、
维护成本低的有点。自2007年以来，

艘由VSP提供动力，五艘由方向推进器

通过将为期两年的数据进行分

VSP证明其可以在严峻的海上应用中使

提供动力，两艘由常规可调桨和船舵提

析，并结合气象资料，可以获得有关船

用。第一艘动态定位船是挪威Ostensjö

供动力。

舶推进选择对近海支援船性能的影响的

拥有的“Edda Fram”号。

记录并从欧洲中期气象预报中心

“Kroonborg”是一艘功能非常强

获得了这段时间的气象资料。开发了

大的DP2近海支援船。该船配备VSP作

一种算法，将自动识别系统数据（船

为主要的推进方式，并结合使用了多个

位）、气象资料和平台位置以逻辑方式

VIT。VIT用作船首推进器，工作时噪声

联系起来。因此，可以从统计学角度确

低，相对于其推进功率而言具有较高的

定船舶的状态。随后进行了区分：在平

推力。

台附近待命；平台处于动态定位模式；

为了证明配备VSP的船舶与装配

在港口停靠。

重要信息。

> 关于VOITH
Voith Turbo公司拥有90多年的
经验，可提供量身定制的推进系
统，确保操纵精确、迅速和安
全。公司的产品组合包括提供无
级、精确和迅速的全方位推力

其他推进系统的船舶相比，能在多恶劣

常规船舶，最大工作波高可以达

的海况下工作，公司与Maritime Data

的 福 伊 特 施 耐 德 推 进 器 （ Vo i t h

到2.0m。装有方向推进器的船舶，最

Schneider Propellers，VSP）

Systems公司合作，对2014年10月至

大工作波高可以达到3.5m。而值得注

和不需要轴、传动轴或齿轮的

2016年10月期间北海北部的自动识别

意的是，使用VSP驱动的三艘船能够

福伊特内联推进器（Voith Inline

系统数据展开了分析。具体分析对象是

在高达5m的波高下工作，因此表现

“Brent”油田中的四个石油平台，如

最好。
VSP的快速推力分配得到了近海

图2所示。

Thruster，VIT）和福伊特内联推
进器（Voith Inline Propulsor，
VIP）。福伊特线型喷水推进器
（Voith Linear Jet，VLJ）融合了

自动识别系统数据清楚地标识了

平台经营者的明确认可，他们认为这

推进器的最佳性能和喷水器的最

11艘近海支援船。这些装有不同推进系

种推进器是船舶工作取得成功的主要

佳性能。

统的船舶为四个平台提供服务。其中三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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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极地探险游轮的推进齿轮箱

重量约为22.5t的推进齿轮箱，长度为3.9m，宽度为2.6m，高度为2.4m

图片来源：Keller

KELLER | 变速箱专业公司Keller将为

和驱动可控螺距螺旋桨，而推进变速箱

合器，因此可以用一台或两台柴油机驱

世界第一艘注册的极地6级探险游轮

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动变速箱，也可以用一台或两台柴油机

“Hondius”号提供推进变速箱。该

其基本概念包括一个变速箱，该变

驱动动力输出轴。推力轴承必须设计为

探险游轮是由荷兰公司Oceanwide

速箱由两台功率分别为2130kW的柴油

在不同负载下运行的形式。此外，变速

Expedition订购的，并在克罗地亚的

发动机和一个输出轴驱动，以驱动螺旋

箱的推力轴承具有特殊的设计，可以吸

Brodosplit船厂建造。该船于5月交付，

桨。为了确定齿轮箱的尺寸，必须考虑

收来自螺旋桨切冰操作的高轴向推力。

2019年夏季开始运营。

输入轴上由扭转振动计算得出的最大扭

这款变速箱设计的其他两个特点是

矩，还需考虑离合器、冷缩配合和齿轮

高效率和低噪音。Keller公司以静音和

装置。

高效齿轮箱而闻名，借助最新的Keller

2016年12月，为这艘船舶提供动
力传动系统的德国Schottel公司下单购
买变速箱时，Keller和Brodosplit均未

在端口侧驱动轴上方是辅助动力输

磨齿机，已经制造出额经过优化的齿

从劳埃德船级社确切了解极地6级（LR

（PTO）出轴，用于驱动发电机。在每

轮，该齿轮已在公司的测试台上成功进

PC6）的最新设计标准。“Hondius”

个输入驱动装置上都有一个液压多片离

行了测试。

号是世界上第一艘根据LR PC6等级建
造的船舶，满足了LR船级社对极地6级
的最新和最高要求。
在设计初期，所有参与方都清楚极
地探险游轮的设计标准与以前的标准有
很大不同。主机必须能够以全螺距启动

> 关于C.U.W. KELLER GMBH & CO.KG
在海上作业中，特别是在疏浚和海工行业中，Keller齿轮箱在甲板和机舱的表
现令人满意。公司产品包括用于挖泥泵、喷射泵、起货机、发电机和分动箱
传动装置的输出功率为15MW或更高的螺旋桨传动装置，以及专用刀头和刀轮
齿轮装置。
www.keller-getrieb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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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机械混合燃料推进解决方案
SCHOTTEL | 德国Schottel与丹麦的拖
曳与救助公司Svitzer密切合作，在最近
开发的Schottel Y型混合动力推进器技
术的基础上，开发了一种新的混合燃料
推进概念的设备，该技术将安装在船舶
左舷和右舷的方位推进器连接起来，使
得可以用任一主机驱动两个推进器。
两家公司目前正在讨论一项试点
项目，使用新的机械混合技术改装现有
的一艘直接驱动型拖船，使其更环保，
更具成本效益。
Svitzer在全球范围内运营着约430
艘船规模的船队，并高度重视船队现代
化的创新和计划。Svitzer创新小组负
责人Thomas Bangslund密切参与了同

资料来源： Schottel

操作轻便模式下的SYDRIVE-M

步机械混合驱动系统的开发。他表示，
Svitzer深信新型Schottel SYDRIVE-M

机都不需要提供全功率。在此同步轻载

器之间的连接在短时间内即可断开，每

在船舶改装和新建项目中的运营和环境

操作模式下，有一个主推进发动机是不

个推进器都分别连接一个发动机。这

效益。

需要的，从而提高了燃油效率，减少了

时，该系统与其他常规直接驱动的推进

工时并降低了维护成本。

系统相同。

拖船和作业船的运行状况是——
约90％的时间在以低发动机负荷运行。

此外，使用中的主机可以在接近

为了优化这种类型的推进系统，常规的

最佳的负载和更好的特定燃油消耗范围

混合燃料推进系统为每个推进器都配备

内更高效地运行，从而减少燃油消耗和

对于任何直接驱动的船舶，

两个独立的动力源，这些推进器通常配

排放。这与传统的拖船相反，传统的拖

Schottel的新型SYDRIVE-M系统可提

置有主机和较小的电动机。这些额外的

船使用两个发动机，在相对较低的负荷

供能够进行消防操作的设备，而无需

电气组件使所述混合推进概念更加复杂

下运行效率低下、油耗更大、产生的排

对中型或重型滑动离合器、CP推进器

和昂贵。

放量更大。

或专用发动机等组件进行额外投资，

基于用于方位推进器的独特的
Schottel Y型混合动力上齿轮模块开发
的Schottel SYDRIVE-M是一款新型可

以实现消防泵供电。在SYDRIVE-M
全推力操作模式

消防模式下，用分离的主机通过其前

在需要全负荷推进时，两个推进

部PTO驱动消防泵。该Schottel公司
介绍，可以将SYDRIVE-M系统集

变、纯机械混合推进系统，无需附加
任何其他电子组件或齿轮箱。根据德国

消防模式

> 关于SCHOTTEL

成到大多数具有直接推进的典型船

Schottel公司的介绍，该系统在其三种

自1921年以来，位于德国施派的

舶中，而无需更改设计。它适用于

主要操作模式下具有许多优势。

Schottel集团是开发和制造方位角

Schottel Rudderpropeller和Schottel

推进和操纵系统、额定功率高达

EcoPeller系列方位推进器，功率从

操作轻便或自由航行模式
Schottel SYDRIVE-M的核心功能
是机械连接两个推进器和两个主机之
一，以进行所有轻载操作，而这两个主

54

船舶与港口中文版

2019年第2期

30MW的成套推进系统以及各种尺
寸和类型船舶的转向系统方面的世
界领导者。销售和服务点大约100
个，有助于保障全球服务。
www.schottel.de

1000kW到3000kW之间不等。可根据
要求对特定的Schottel方位推进器和
发动机型号进行改装。该系统已申请
专利。

适用高、低黏度货物的通用货船泵
LEISTRITZ | Leistritz泵专业公司推出
了一种独特的五螺杆单轴流设计的高效

> 主轴的推力补偿可避免磨损和不
希望的轴承载荷；
> 适用于从煤油到沥青的各种黏

螺杆泵泵，可实现大容量卸载。该系统
可确保有效清除油箱和吸入管线内的

度；
> 无需强制驱动惰轮转子或单独润

残留。据Leistritz公司介绍，各种黏度
的货物-从煤油到沥青-都可以以每小时

滑轴承；

3

1700m 的速度卸载。
Leistritz L5NT/L5NG泵是专为高
流量运行而设计的，所需功率较低。

> 可与各种驱动装置（例如电动
马达、液压马达、柴油发动机）结合使
用；

例如，在泵送沥青或6号燃油时，其效

> 可作为潜水泵或干式泵；

率比离心泵高约40％。这样可以降低

> 超过90种不同的L5泵型号和应

装机发动机功率、减少燃油消耗量。

用，可在各种船舶和轮船码头上使用，

Leistritz表示，由于可用的底板和端盖

特别是在装载、卸载、输送或混合作业

加热装置，可以确保泵中的热量分布达

中用于泵送沥青、燃料和/或润滑油。

到最佳效果。这种泵特别适用于泵送温
L5泵的工作数据：

度范围为150℃~280℃的沥青。

> 最大压差-15bar；

这种泵的维护十分便利。轴承和密

>

封件都安装在驱动侧，因此不必完全拆
卸泵即可更换或维护组件。为了确保均

最 大 泵 送 能 力 ： 1 7 0 0 m 3/ h

（7500GPM）；

匀的热量分布，这种泵可以配备底板和

> 最大粘度：100000 mm2/s；

盖子加热装置。

> 最高温度：280℃（536℉）。

Leistritz L5货船泵的示例
图片来源：Leistritz

可以为这种泵选择性配备可调速控
制装置，可在卸载期间的不利的抽吸条

> 关于LEISTRITZ

件下使用。该公司表示，货船泵可以非

90多年来，总部位于纽伦堡的Leistritz Pumpen GmbH已开发、制造和销售适

常令人满意地清空油箱和供油管，并可

用于多种行业的螺杆泵，包括造船、船舶、石油和天然气行业。Leistritz泵具有

缩短卸载时间。
其他优点包括：

带单或双蜗壳设计的内部或外部轴承。该产品组合包括带有2至5个主轴的L2、
L3、L4、L5系列产品，并可为广泛的应用提供解决方案。
www.leistritz.com

Cyber Security Management IEC61162-460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e
of maritime solutions

Ship Performance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KVM Solutions up to 4k Resolution
UPS for ECDIS Installations
NMEA Interfaces

VEINLAND GmbH  Pappelallee 19 | 14554 Seddiner See  +49 (33205) 26 97-0  www.veinlan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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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用且成本效益高的船用照明系统
WISKA 海上照明专家WISKA提供广泛的照明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拥有坚固耐用的设计和
较高的能源效率，适用于各种应用。

当

LED照明应用于船
舶行业时，对

产品的要求非常苛
刻：高光输出、最
少的维护、较长
的使用寿命和较
高的耐候性。当
产品用于户外照明
时，要求则更为苛刻。
WISKA公司将塑料与LED
技术相结合，提供了可满足公海
应用各种要求的强大照明系统。
多功能灯具4000
LED多功能灯具4000现在是
WISKA照明系列的经典产品。这是第
一款为海洋市场生产的用塑料制成的

LED Ex 4200–经过改进的设计，可确保更大的抗冲击和抗振动能力
图片来源：WISKA

LED灯具。从那以后，它已在全球数千
个小时的运行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这款由挪威船级社认证的灯具之

因此，WISKA除了推出4000之外，还

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由最少的系

推出了更多LED内部开发产品-LED泛

像4000一样，4200灯具不包含任

统组件组成并且无需维护。由于省去

光灯5000和LED Ex灯具4200，公司在

何容易发生故障的驱动装置，并且单个

了普通的灯罩，因此无需采购和存储

不断急性研发，从而可以使产品更加有

的组件数量尽可能少，从而使LED Ex

备用配件，安装也大大简化了。 不再

效地降低能耗和成本。

4200可靠且免维护。
WISKA目前正在进一步开发该产

需要费时的拧紧和拧松外壳来更换光
源。只需将LED灯管卡入支架即可，无

为50000个工作小时（L70/B10）。

LED Ex灯具4200

品。通过调整安装部件和支架，可以使

LED多功能灯具4000的成功使

外壳更加紧凑。这将减轻灯的重量，

由于采用了透气性概念，因此这

WISKA扩大了其产品范围。WISKA将

并使接线盒更易于接近且易于安装。此

款灯具的标准电气系统对渗透的水分和

公司的Ex技术和LED技术结合，创造了

外，改良后的设计可确保产品具备更佳

冷凝液具有更高的抵抗力，能够抵抗短

令人印象深刻的照明概念。 该产品根

的冲击和振动性能。

路和腐蚀，最终提高了操作安全性。

据ATEX和IECEx进行认证，使其适用

需任何其他工具。

于1区危险区域。

LED泛光灯5000

该产品也由无腐蚀塑料和不锈钢

LED泛光灯5000是WISKA内部开

在节能和成本效益方面，LED照

制成。这种材料使其可以抵抗盐水、紫

发部门的最新成果。迄今为止，铝因为

明系统是船舶设计者和建造者的首选。

外线、振动和冲击。该灯具的平均寿命

其导热性佳而一直是泛光灯外壳的首选

新一代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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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外壳，这款产品的导热性和耐腐蚀
性非常优秀。据WISKA称，这种灯具非
常适合在海上极端天气条件下使用。
LED泛光灯5000也有“窄”和
“宽光束”透镜形状，可满足广泛的照
明要求。这样可以改善光分布，并根据
需要提供聚光或广角光分布。目前正在
对泛光灯5000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包括
改进外壳设计以减轻重量。新版泛光灯
具有更紧凑的尺寸，以简化组装，并使
产品在海上经常遇到的极端环境条件下
更加坚固。
> 关于WISKA
WISKA Hoppmann GmbH是海上
照明系统、电气设备、冷藏集装
箱承座和CCTV视频监控的全球领
进一步开发的LED泛光灯5000的外壳设计将稍作改良
图片来源：WISKA

先的供应商之一。成立于1919年
的WISKA一直在开发和制造符合

材料。但是，铝容易受到环境和机械影

灯5000的外壳材料是一种由塑料和金属

“made in Germany”品质的产

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型LED泛光

成分构成的特殊混合物，归功于这种材

品，用于要求苛刻的海洋环境。
www.wiska.com

KRAL WUXI.
克拉尔 无锡 连接山脉之国与文明古国
PUMPS – AS POWERFUL AS NATURE.
螺杆泵-如大自然一般强大
FLOWMETERS – AS ROBUST AS NATURE.
流量计-像大自然一样坚固

Meet us in Shanghai.
Marintec China.
Booth N3B2A-07.

KRAL GmbH, 6890 Lustenau, Austria, Tel.: +43 / 55 77 / 8 66 44 - 0, e-mail: kral@kral.at
KRAL (Wuxi) Machinery Technology Co., Ltd., 214100 Wuxi, China, Tel.: +86 / 183 411 460 03, e-mail: haichao.li@kral-china.cn
KRAL_183x125_Ship & Offshore_China.indd 1

www.kral.at
05.11.2019 10: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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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救生设备产品组合
海上平台。
d-i还因出色的合作在2017年被德
国帕彭堡的Meyer造船厂评为“年度最
佳合作伙伴”。d-i强调其经验丰富的工
程师、技术人员和生产专家与客户紧密
合作，以开发定制的救生设备。

> 关于D-I DAVIT

INTERNATIONAL- HISCHE
GMBH
d-i davit international-hische
图片来源：d-i davit

救生艇用吊柱系统

GmbH是航海业创新型救生设备
和起重机械的全球领先制造商，
其起重机可适用于各种类型的远
洋和内河航道船舶以及离岸能源

D-I DAVIT INTERNATIONAL-HISCHE | 公

在提供这些设备之后，d-i获得了

司的新型ALH.23自动释放钩可与davit

STX最高质量年度供应商奖。该表彰

的救生筏一起使用，该产品符合最新的

不仅反映了系统本身，还反映了服务

SOLAS和船用设备指令要求。其最大

质量，包括灵活的合作和有效的项目

技术知识和全面的帮助。其产品

承重量为2.3t（23kN），一个人即可轻

管理。该公司已在其他船舶类型上成

已通过各大主要船级社的测试和

松操作。为了最大程度地简化维护，释

功提供了类似的定制系统，包括商用

认证。

放钩各部分均选用了最好的耐海洋环境

船、游艇、特殊用途船、海军舰船和

行业。该公司于1985年在德国苏
林根成立，拥有遍布全球的代理
商和服务站网络，可为客户提供

www.di-hische.de

抗腐蚀材料。
近年来，该公司推出了新一代功
能强大的绞车，可安装在大型邮轮上。
绞车有能力吊起重达50吨的船只。
邮轮客户需要这种提升能力，因
为在当今许多新型邮轮中，救生艇的尺
寸已大大增加。一些救生艇每艘最多可
搭载400名乘客。
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公司的两艘
“绿洲级”邮轮中的第一艘，即“海
洋和谐号”，在圣纳泽尔港的STX
France船厂安装了18台这种类型的绞
车。第二艘船于2018年交付。这些绞
车的特殊安全功能是自动回收系统。当
船漂浮时，钩竿释放了重达100公斤以
上的模块，回收系统立即将空模块吊起
约三米，保证船员和物资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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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筏维护用起重机

图片来源：d-i davit

船用消防系统
MINIMAX | 在海上，安全是最重要的。
在发生火灾时，通常不可能迅速逃脱，
而且往往不太可能迅速获得外部帮助。
可靠的消防系统有助于挽救生命、保护
宝贵的财产和环境。
除了许多火灾隐患之外，恐慌和机
动性受损是火灾后的典型危险源，在选
择灭火系统时必须考虑这些危险。全方
位服务的提供商Minimax提供从规划到
实现的消防保护，并考虑了针对船舶上
各种可能发生的火灾风险的特殊要求。

Minifog船用XP系列

图片来源：Minimax

统可保护最大容积为8235m3的机舱，而
3

该公司还提供用于船舶和平台机舱

Minimax实际上提供了整个消防系

新一代喷嘴仅需0.077L/min/m 水量，相

的替代系统MX 1230船用灭火系统以及

统的供应链，确保系统是最先进的，并

当于节水90％。由于一个喷嘴可以保护

经过验证和测试的洁净灭火剂Novec TM

在需要时可靠地运行。该公司不仅从事

达32m2的机舱面积，因此与早期的传统

1230。由于这种灭火剂既不腐蚀也不导

研发工作、风险分析和技术设计，也在

系统相比，所需的洒水装置明显更少。

电，因此不会因短路或敏感组件上的残

公司内部生产关键组件，并提供专家工

Minimax表示，使用Minifog船用XP水雾系

留物而损坏机舱。这使得MX 1230船用

程师为客户提供防火系统的规划和安装

统可以满足最小化船舶空间和重量的要

系统可以非常高效、经济地保护敏感组

服务。需要批准组件时，公司将文件提

求，同时还可以保证最高的安全要求。

件。

交给船级社，并在船舶调试期间对系统
进行验收。售后支持包括系统定期检
查、维护和保养。

> 关于MINIMAX
超过110年以来，Minimax一直是消防领域的领先品牌之一。Minimax Viking集
团在全球拥有8800多名员工，集团总部位于德国巴特奥尔德斯洛，拥有多套

专家团队根据国家和国际船级社

研发、生产设施。无论是用于汽车厂、发电厂、物流中心、办公室和行政大

的相关安全法规以SOLAS和IMO的建

楼、数据中心还是船上，Minimax均可在具有火灾威胁的地方提供量身定制的

议，设计和开发量身定制的消防系统。

系统。公司还提供全面的安装售后服务。
www.minimax.com

例如，Minimax公司的Minifog船用XP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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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海上和陆上应用的
耐用开关设备
了盐雾测试，检查开关设备
在腐蚀性环境中的特性。

户外测试设施
Steute委托IFAM在赫尔
戈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户外

极限开关设备在标准试验室条件下进行测试
图片来源：Steute Technologies GmbH＆Co. KG

试验室与实际应用环境之间

测试。选定了Extreme产品系

的差异

列中的多个样品（包括位置

Steute认为，尽管这种

开关、脚踏开关和紧急拉线

标准化的测试能提供丰富的

开关），并将其安装在户外

信息，但不一定能再现实际

水域一年。一些设备还被安

应用环境中的情况。例如，

装在潮位不断变化的潮汐水

腐蚀试验是在恒定条件下进

域中，以评估他们在北海低

行的，而实际上磨损水平会

潮和涨潮时的性能极限。

发生变化（温度、湿度、水
STEUTE | 极 端 温 度 、 盐

铝外壳制成的特殊外壳。螺

水、藻类和藤壶生长、

钉和其他紧固元件由不锈钢

因此，在实际条件下进

在盐水和飞溅水中使

长期振动、爆炸性环境，

制成。对于某些应用场合，

行腐蚀测试更具参考意义。

用一年后，开关设备的外观

在海事应用中，开关设

例如石油钻机，以及石油、

IFAM（弗劳恩霍夫制造技术

和进行的性能测试都证明了

备承受高程度的磨损。

天然气和其他燃料油轮，产

和先进材料研究所）在其位

不同产品系列的各个设备都

Steute‘Extreme’系列

品还满足防爆要求。

于北海赫尔戈地区的外部试

对盐水具有耐蚀性。Steute

验场中就能展开此类测试。

公司指出，增强塑料外壳的

在这里，可以在真实的码头

状态特别好，而带有金属外

开关设备专门针对恶劣的
环境条件而开发，适用于

广泛的测试

流和潮汐、冲击波等）。

适用于盐水环境

潮湿、脏污、高温或低

Steute针对这些特殊应

环境中测试部件，这里的使

壳的设备的涂层系统也被证

温、高压清洁和长期受盐

用场合提供各类的开关设备

用环境是动态的并且会受到

明非常适合海事应用。仅需

水腐蚀的场合。

和传感器。在开发过程中，

天气变化的影响。还可以在

要改进几个小问题，就能

必须测试并证明这些产品在

此测试其他因素对产品的影

将改进后的设备和一些新

此类不利环境中的适用性。

响，例如结垢、藻类和藤壶

Extreme产品在赫尔戈进行

该产品系列中的传感器

测试是在Steute试验室或专

的生长等。

进一步测试。

和机电开关设备在许多结构

业的第三方试验场所进行

细节上与“常规”工业开关

的，测试流程都是标准化、

设备不同，例如采用了特殊

可复制的。举个例子，根据

密封或使用增强塑料和耐盐

DIN EN ISO 9227标准进行

专为极端条件而开发

> 关于STEUTE
Steute是为复杂和关键应用开发和生产安全可靠的开关
设备的全球知名厂商。Steute公司拥有各类系列化产
品，也可为客户定制解决方案。产品应用主要分四个领
域，这些领域的产品各具核心竞争力：无线、自动化、
Extreme和Meditec。
www.steu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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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室测试辅以实际测试：六个月后进行中期分析，并在海
洋条件下对Extreme开关设备进行为期一年的室外测试
图片来源：Steute Technologies GmbH＆Co. KG

游轮和渡轮用轻质门
PODSZUCK | 总部位于基尔

和渡轮在内的各类船型。

的Podszuck专门为海事部门

A30型门的最大净开度为

制造各种防火门。这种防火

1357x2530mm，最大净开孔

门可用于各种类型船舶的内

面积为2.85m2（IMO MSC.1/

部和外部区域，包括游艇、

Circ.1319）。A60门的最大

游轮和商船，以及海上能源

尺寸为1180x2200mm，最大

平台和其他浮动装置。

开孔面积为2.59m2。

嵌入式内部轻质A30/

这种新产品具有不同

A60-门LMD-HSL 1（-30）

的门槛和门框设计，包括窗

已成功完成测试，并已通

户、磁铁、闭门器、不同的

过挪威船级社认证。这种

表面（镀锌和底漆、304和

单扇铰链门的保温层更轻

316不锈钢、层压、箔膜或

更薄，因此门扇的厚度仅

喷漆）、密封、紧急开启方

为42mm或48mm（包括门

式以及多种选择的锁、把手

扇U型材），使其适用于包

和门板。所有门都100%在德

括海洋和河流游轮、游艇

国基尔定制。

作为欧洲领先的海事结构高强度门制造商之一，Podszuck通
过广泛的测试来确保其产品的高质量 图片来源：Podszuck
> 关于PODSZUCK
Podszuck GmbH成立于1919年，专门从事船舶和海上结
构物（包括集装箱船、游轮、渡船、游艇和海上平台）
的高强度门的设计、工程和制造。所有防火门均经过各
大船级社和监管机构的认证，包括ABS、BV、GL、LR、
RINA、RRS、德国海上职业联合会（SBG）、加拿大交
通运输部（TC）和美国海岸警卫队（USCG）。
www.podszuck.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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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床钻机MeBo可在2500m的水深下工作，并可钻探最大200m的岩心

深海钻井专业机械
BAUER BAUER Maschinen公司设计和制造旋转钻机、隔水墙设备和各类相关工具，该公司
还提供用于在岸和离岸勘探、开采和保护宝贵的自然资源的设备。

B

auer Maschinen公司是基础工程机械领域的专业公司，

物或海床太硬，用水下液压锤打桩可以迅速达到其极限。有

为在岸和离岸各种项目开发系统。该公司在建设项目方

时即使使用更大的液压锤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更大的

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并为海上领域提供广泛的设备组合，包

液压锤会引起更多的水下噪音。这时，就需要使用特定的机

括可再生能源工厂的海上基础、海底勘探以及天然海洋矿产

器来打桩和清除障碍物。

资源的勘探和开发。
该公司表示，从海上进入可再生能源市场是一个巨大的
挑战。为了为想要在奥克尼群岛附近的试验场中安装流式水

顾名思义，潜水钻可以潜入预打的桩中，夹紧并钻出桩
中的物料和/或钻穿桩下的障碍物。这降低了打桩阻力，然后
可以将桩打入先前计算的深度。

轮机的涡轮机制造商承担基础工程，Bauer开发了一种新型

除了用于基础工程的设备，Bauer在取心井设备的制造

的钻机，该钻机由一艘具有重型起重机的专用船舶安装在海

方面也具有丰富的经验。公司可以对该技术进行改良，以用

床上，然后通过船舶的远程控制进行钻孔和基础工程。

于海床应用场合，目前主要用于科学应用场合，但在将来会

凭借在开发用于流式水轮机的水下钻机方面的经验，
Bauer还开发了另一种新型钻机，即潜水钻。如果出现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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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地用于商业应用场合。
海床钻机MeBo针对该市场进行了优化。该钻机是与不

新一代
Service Loop

潜水钻可以潜入预打入的桩中，夹紧并钻出桩中的物料和/
或钻穿桩下的障碍物
图片来源：Bauer

来梅大学一起开发的，多年来已成功用于两种不同的设计
中。该钻机设计用于在2500m的水深中工作，并且可以在
海床外深达200m的地方钻取岩心。所获得的岩心直径约为
50mm，并被存储在筒匣中的钻头中，直到到达表面为止。
该设备由船上的某个装置控制，数据和动力传动通过专用

igus e-loop
®

电缆传输，该设备也可通过该电缆放置和拉动。
目前，使用MeBo的大多是科研人员，但该技术也适
用于矿产资源勘探，包括巨大的水下硫化物储量的勘探。
这种矿石可能富含铜、锌和其他工业金属。这些矿藏通常
位于大陆架边缘，水深范围为1500m至4000m，其坚如岩
石，硬度最高为40MPa。
Bauer与不来梅Harren & Partner航运公司一起，为此
目的开发了一种新型设计，该设计适用于深海钻井。该技
术可在Harren＆Partner船队的船舶上使用。

相较于以往的service loop，新一代方案将
减少75%的维护
l 拥有非常圆润的内腔设计，不伤管线，
拥有可控的最小弯曲半径
l 耐磨的PU外护套保护电缆和软管不受冲击
l 模块化设计可打开，且可更换的部件，
拥有跌落安全设计
l 易于装配设置进行改造
l

欢迎莅临上海国际海事展上的
igus展位：N3展厅C6Z展位

> 关于BAUER
Bauer Maschinen公司设计和制造旋挖钻机、隔水墙
设备及各类相关工具，自2001年以来一直作为Bauer
集团内的独立实体在市场上运营。该集团与其子公司
一起提供全套专业基础工程设备以及用于勘探、开采
和保护珍贵自然资源的设备。
www.bauer.de/bma

www.igus.com.cn/e-loop plastics for longer life
电话：+86 (21)-8036-6900 cnmaster@igus.net

®

“igus”和“plastics for longer life”等注册商标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均受法律保护。

CN-1252-e-loop 87x248M.in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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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开创性的云技术，可以优化港口的船舶经营和操作程序

图片来源：WAGO

智慧远洋航线云技术
WAGO 交付、收集、分析和使用数据。除了PFC100和PFC200物联网控制器之外，WAGO还
通过新的万可云（WAGO Cloud）扩展了其数字性能产品组合，该技术是一项开创性技术，
可使航运业更加高效地运作。

云

通信为航运业带来了新的可能性。通过油耗监控或预

构协议，用于自动化系统和更高级别的控制系统之间的直接

测性维护应用程序，可优化设备或系统的性能。这些

通信。使用了加密的消息队列遥测传输（MQTT）协议，用

功能使用户能够检测故障并在故障导致严重损坏或失效，

于与云解决方案进行通信。

从而可能影响船舶经营（例如可能导致停工）之前进行维
修。自2018年欧盟“监测、报告和核查体系（Measuring,
Reporting and Veriﬁcation，MRV）”法规生效以来，航运公
司都有义务监测各类关键数据。

云解决方案-仅需几个步骤
WAGO I/O-SYSTEM 750和750 XTR都可连接到传感
器，并且用PFC控制器传输数据。最新一代的PFC控制器打

对于船舶运营商而言，万可云可以随时随地管理和监控

通了从传感器到云端的链接，并具有所有必要的海事认证，

所有WAGO PFC控制器及其应用程序和数据，这就能够实现

以及在危险区域使用的许可。使用应用程序进行IEC编程，

数据监测的目的。万可云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在微软Azure云

仅需几个简单的步骤即可将控制器转换为物联网设备。完成

上运行的组态软件。仪表板显示文本、表格、图表、显示元

这些步骤，就能将状态信息（例如运行/停止、连接状态、设

素和命令按钮，以方便直观地进行操作。提供了OPC UA架

备信息和IEC程序中定义的变量）传输到云中并进行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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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了然——在船舶控制中心可清晰看见数字化产生的影
响。云连接为航运业提供了新的通信可能性
图片来源： WAGO

WAGO认为网络安全是数字化的强制性标准。PFC100和
PFC200物联网控制器符合最高的安全要求
资料来源： WAGO

操作。这意味着敏感数据不会离开公司。

制，可防止网络犯罪。安全性是船对陆通信以及船上子系统

因此，WAGO PFC100和PFC200控制器构成了一个可

中数据记录、控制、监视和联网的重要前提。

链接来自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的平台。这些模块化且可扩展

作为WAGO集团的成员，软件开发商M＆M也是工业和

的控制器收集各种现场信号，以所有常见的工业协议进行通

技术软件系统的合作伙伴。M＆M与微软在数字化方面紧密合

信，甚至可以使本身没有互联网接口的传感器和执行器实现

作，例如云和物联网。但客户不是只能选择使用微软云，万

云连接。

可控制器也可以将数据传输到其他云平台。

使用云技术在全球和全天候提供数据的一项要求是稳定
的互联网接入。如果在海上航行时中断连接会怎样？或者如
果发生电源故障会怎样？如果是这样，甚至缓存在RAM存储
器中的数据也会丢失。因此，WAGO提供了一种在不稳定情
况下备份数据的选项：一旦再次建立连接，信息就可以缓存
在SD卡上，并在稍后发送到云端。

The timekeeper on
the seven seas

防黑客安全保护
可以从世界任何地方查看过程数据，这听起来很实用，
但是安全吗？Wago认为网络安全是数字化的强制性标准。因
此，PFC100和PFC200物联网控制器符合最高的安全标准，
它们直接通过SSL/TLS 1.2安全协议在控制器中加密数据。它
们还可以选择通过OpenVPN信道将数据安全地传输到更高级
别的系统中。基于Linux®的WAGO控制器具有集成的安全机

WEMPE - the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master and slave clock systems
for the cruise and shipping industry

> 关于WAGO
WAGO集团是电气互连、自动化产品以及接口电子产品
的国际领先供应商。这家家族企业是弹簧压力连接技术
的市场领导者。WAGO自1951年成立以来，一直在不

Please visit us at
Marintec Shanghai
Booth N2B6A-03
German Pavillion

断发展壮大，目前在全球拥有约8000名员工，其中超过
3500名员工在德国明登（北莱茵-威斯特法利）总部和
德斯豪森（图林根州）总部。公司2017年的销售额为
8.62亿欧元。
www.wago.com

gerhard d. wempe kg
division chronometerwerke
steinstr. 23 20095 hamburg germany
P: +49 40 33448 899 F: +49 40 33448 676 E: chrono@wempe.de
www.wempe-maritim.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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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造船企业需要发起一场新的数字化攻势，重点关注将数字船舶模型作为数字孪生的基础

图片来源：PROSTEP

用于造船业的CAD/PDM集成平台
PROSTEP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专家PROSTEP开发了一个集成的平台概念，该概念可
优化造船和操作流程，并为创建数字孪生奠定了基础。
洲造船企业较早开始对其内部和

信息流方面仍然存在接口缝隙，特别

跨公司业务流程进行数字化，但

存在于研发者和生产者之间，在与合

欧洲造船企业应该从何处开始实

领先优势正在缩小。因此，他们需要发

作伙伴和供应商交换信息时，以及将

施数字化措施，以便快速获得效益？

起一场新的数字化攻势，重点应集中在

船舶文件移交给船东和运营商时。这

PROSTEP认为可持续数字化攻势有三

数字产品模型、索赔咨询等方面。最重

里的一个特别挑战存在于机械CAD系

个起点：第一，创建数字平台；第二，

要的举措是创建一个与所有相关IT系统

统与造船业专用应用程序（如AVEVA

确保数字一致性；第三，业务流程的数

集成的数字平台。PROSTEP公司为此

Marine、CADMATIC或NAPA）之间的

字化。

开发了一套标准解决方案。

信息交互，因为这些意图驱动系统不

各种IT系统的集成是有效信息流和

记录明确的几何形状，而只记录其生

信息状态连续比较的基础。PROSTEP

成方式。

开发了一个基于OpenPDM集成平台

欧

造船业数字化的目标是创建可在
整个生产周期中使用的数字产品模型，

创建数字平台

并确切反应船舶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

不同的系统理念不仅使各种CAD

的数据中心，除标准CAD和PDM/PLM

结构状态。从中派生出交付产品的后期

系统与下游应用程序（例如生产控

系统外，许多相关的造船专用系统都

数字孪生的数字母版，不仅支持对现有

制程序）之间的横向数据交换变得困

可以快速连接到该数据中心。标准的

业务流程的优化，还支持结合正在进行

难，而且还使与全公司范围的产品数

解决方案不仅可以通过常见的PDM/

的操作的数据来开发新的增值服务和面

据管理和企业资源规划应用程序的纵

PLM系统（如3DExperience、ARAS

向服务的业务模型。

向整合变得困难。后者是文件的一致

或 Teamcenter）管理与造船相关的数

PROSTEP强调，欧洲造船厂、他

管理、变更的可理解文档以及与数字

据，还可以将模型从机械CAD系统转换

们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需要更加一致地

船舶模型的其他信息对象建立关系的

为意图驱动的CAD系统，反之亦然。

实现业务流程数字化。目前，在数字

先决条件。

66

船舶与港口中文版

2019年第2期

来自CATIA V4、V5、V6或西门

子NX的机械CAD数据可以以这样一
种方式来准备，即它们可以在AVEVA
Marine或CAD-MATIC等意图驱动系统
中被引用和/或本地编辑。PROSTEP开
发的转换器能够识别几何模型中包含的
特征信息，并将模型作为原生几何模型
在任何CAD系统中使用。该解决方案支
持完全参数转换和纯几何转换，并可以
直观地识别结果的不同质量。除了转换
几何图形外，还可以简单地引用源系统
和目标系统中组件目录中的信息，并在
目标系统中生成新的几何图形。
OpenPDM Ship为减少工程工作量
做出了重大贡献。无论是通过机械CAD
系统还是造船CAD系统生成的，CAD
数据都易于重复使用。通过保留所有参
数、拓扑引用、属性或分类特征的设计
意图，可以在转换期间保持最高的数据
质量。转换结果在任何时候对客户都是
可理解和可重复的，这样客户就可以逐
步地扩展它们：从参考几何图形的交换

端到端数字化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协调经典机械CAD系统和造船专用CAD系统的不同
建模理念
图片来源：PROSTEP

到异构CAD环境中的双向工程。
船舶数据越来越感兴趣，以便进一步处

因此，造船商，船运公司和船级

理这些数据并利用他们自己的信息来完

社必须就如何共同应对数字化的挑战达

集成平台的使用是对工程、生产、

善这些数据。当然，必须确保造船厂的

成一致，以造福所有人。现在可利用的

分类和操作流程进行持续、跨系统数字

知识产权不受到威胁。PROSTEP拥有

技术解决方案。PROSTEP不仅为船舶

化的先决条件，但不会自动导致数字信

专门知识和技术，可以只传输运营商实

行业的公司提供造船集成平台，而且还

息对象的连续使用。此外，还必须确定

际需要的信息，并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

可以为他们制定数字化战略和实施必要

由哪个过程在哪个时间点需要哪些信息

对这些信息进行保护。

措施提供有力的支持。PLM咨询和软件

业务流程的数字化

公司是船舶行业公认的合作伙伴，其客

对象，由谁传递它们，以及目前传输在
什么地方受到媒体中断的阻碍。基于价

从数字船舶模型到数字孪生

值流分析，PROSTEP使用标准化方法

已交付船舶的数字模型构成了建

评估信息流并发现冗余、瓶颈和中断。

造数字孪生的基础。只要他们愿意共享

改进措施可以直接从分析结果中得出。

信息，它们的使用为参与船舶开发、制

根据信息流分析的结果，可以开
发或实施业务流程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造、运营和使用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
了好处。数字孪生可以：

户包括挪威船级社、德国吕森造船厂、
Meyer集团和蒂森克虏伯船舶系统公司
（TKMS）等知名公司。

> 关于PROSTEP
PROSTEP AG是一家领先的、供

PROSTEP为无图纸生产、3D装配规划

>

或电子备件目录的创建等流程开发了合

维护流程；

于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的

适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也适用于

>

各个方面。该公司为客户的数字化

造船业。
在3D PDF技术的帮助下，还可采
用一些初始方法来实现基于纸张的流程
数字化以进行船舶分类（船级批准）。
船级社和船舶运营商都对提供数字

运营商对船舶更高效的操作和
邮轮客户的新客户体验，例如

通过虚拟旅行；
>

船级社为备件物流或预测性维

护开发新的增值服务；
>

如果船舶运营商向船厂提供运

应商中立的咨询和软件公司，致力

转型提供支持，并帮助客户为工业
4.0做准备。其系列产品包括PLM
战略咨询与流程优化、系统选择与
实现、PLM集成与迁移，以及安全
的数据交换和转换。
www.prostep.com

行数据，则可以优化下一代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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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theon Anschütz通过Synapsis NX
揭示了集成导航系统新标准
图片来源：Raytheon Anschütz

创新的NX导航软件
RAYTHEON ANSCHÜTZ | 在船舶数字

示或操作控件的面板，以获得最大化

持特殊的客户要求，例如直升机跟踪和

化时代，领航员和船舶经营者仍然将

的图表窗口，从而支持航线监测任务。

制导。该软件还可以与固态监视雷达结

简单的操作以及直观、易于使用的用户

又比如，航线规划现在是向导程序指导

合使用。

界面列为愿望清单的第一位。这也不足

的过程，并且非常直观（例如，对航路

为奇，因为“人为错误”（例如由于数

点进行拖放）。

Synapsis NX基于现代和模块化软
件技术，旨在成为未来数字化桥楼的平

据显示不正确或不一致、操作混乱或工

其他功能增强包括清晰明了的航

台。桥楼导航系统还提供许多新的有用

作量大而导致的错误情况评估和错误决

线管理器和完整的航程计划工具（包括

功能和服务，可辅助船员以提高安全性

策）在许多调查中被列为全球航运事故

与船岸数据交换的接口）。

和效率。

Radar NX在跟踪和抗杂波干扰处

一种新型的“人工智能”技术可

全新ECDIS NX和Radar NX软件

理方面为客户提供优化的性能。它还包

确保在整个系统中使用一致的数据、目

是基于经验丰富的领航员和专业用户界

含先进的智能雷达视频合并功能，将多

标和一致的警报处理方式。

面设计师的专业知识开发的。

个雷达收发器的视频集成到一个雷达视

的主要原因。

据Raytheon Anschütz介绍，该软

频中。

例如，对传感器数据进行分析，检
查其完整性，将其捆绑并作为最可靠的

件以其一致的用户界面、无与伦比的使

数据和当前设置的分组为操作员

数据集分配给任何连接的工作站。在后

用直观性以及增强的态势感知而引人注

提供了清晰的态势感知，使操作员可以

台观察目标，并在任何雷达或ECDIS显

目。开发这些操作概念是为了满足操作

获得清晰的概览、感知准确的态势以及

示器上以一致的名称显示目标。 最后，

员的期望并支持他们在日常任务和用例

快速读取雷达图像信息。

中央桥楼警报管理系统收集网络中的报

方面的常用交互模式。
该软件可以灵活地适应新的用例

雷达软件具有可扩展性，可以包

警，并就系统配置和状态确定情况是否

括基本IMO标准以外的其他功能，以支

足够危急而需要发出警报，或者只向值

或集成新的功能，而不会使显示器过载
或使用户感到操作复杂，这是桥楼数字
功能扩展时的重要前提。
该公司表示，ECDIS NX已获得了
宝贵的用户反馈，指出自去年推出以来
其无与伦比的直观使用性。ECDIS NX
包含简化航程规划的智能功能。
例如，用户可以决定隐藏带有指

68

船舶与港口中文版

2019年第2期

班人员发出较低优先级的警报。
> 关于RAYTHEON ANSCHÜTZ

Raytheon Anschütz表示，这些功

Raytheon Anschütz在航海领

能不仅适用于新船。即使单独安装，

域 拥 有 超 过 11 0 年 的 经 验 和 专

任意一个全新的Synapsis NX应用程

业知识，是为各种船舶量身
定制先进集成导航系统、导
航传感器和转向控制解决方
案的全球领先供应商之一。
www.raytheon-anschuetz.com

序都已包含智能功能，并为实现未来
的数字化功能（如避免碰撞的辅助功
能、航路规划、港口停泊等）做好了
充分的准备。

用于状态监控的无线传感器系统
NORIS | 2018年，Noris集团公司推
出了其新型无线传感器系统的概念：
NORIFID。NORIFID的意思是指集成
到该创新产品中的RFID技术。
遥测系统包括一个阅读器和一
个应答器，设计用于无线传输来自运
动部件的测量值。测量元件独立运行
并具有自己的无线能量供应。因此，
NORIFID为状态监控以及预测性维护
应用中的磨损测量打开了新的视角。因
此，可以对用常规的方法不可能或仅在
付出很大努力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测量的
运动部件中进行测量。去年，NORIS
还扩展了传感器系统以测量扭矩。
准备批量生产

创新的无线传感器系统NORIFID现在可以进行批量生产

图片来源：Noris

风能、船舶和海上系统的供应商
对该技术特别感兴趣。他们建立了几个
联合项目，这使得传感器系统现在可以

个信号转换器。电压由外部电源提供。

测系统也是基于雷达的系统的更具成本

投入市场并进行批量生产。通过与知名

应答器装有变压器、集成电路和测量组

效益的替代方案。

齿轮制造商的合作，已成功进行传感器

件（例如Pt100或应变仪），并安装在

NORIFID既不需要复杂的现场校

系统的测试，以测量轴承温度，例如行

活动部件上。应答器不需要电源，因为

准，也不需要下游评估单元。 阅读器

星齿轮中的温度。在运行过程中测量轴

它的定位方式使它由于物体的运动而周

的尺寸和设计与传统传感器非常相似，

承负荷，以提供有关齿轮状况和维护周

期性地通过阅读器，并通过感应电压供

因此可以以节省空间和简便的方式放置

期的信息。

电。然后，应答器记录测量值并将其无

在发动机和齿轮上。紧凑的应答器和传

也可以可靠地检测出过多的轴承

线传输到阅读器。根据要求，测量信号

感器很容易适应测量对象的环境，并且

负荷，并采取纠正措施。这样可以减小

可以转换为电压或电流信号，并由阅读

NORIS已经为不同类型的应用提供了

轴承尺寸，而不会发生操作故障的风

器输出。

多种版本。扩展产品的多种选择也使遥
测系统具有高度的灵活性。 例如，可

险。除了测量高端轴承和行星齿轮中的
温度外，传感器系统还可用于测量电动

用户友好型版本的范围

机中的转子绕组温度。 这样可以精确

创新的传感器系统的优势在于其

确定工作点，从而可以在不增加装置尺

紧凑性以及成熟技术的应用。因此，遥

以使用一个阅读器来评估多个应答器，
并且可以通过将天线频带附加到轴上来
几乎实时地连续记录测量值。

寸的情况下大幅提高额定功率。
功能性
该公司表示，NORIFID的操作既
简单又创新。无线能量和数据传输是通
过交流高频磁场（13.56MHz RFID）
进行感应耦合来实现的。阅读器包括
一个变压器、用于分析的电子设备和一

> 关于NORIS
自1925年以来，位于纽伦堡的Noris集团一直是造船和运输技术的测量和自动
化领域的领先制造商之一。 它的产品范围包括使用信号处理和可视化设备测
量速度、温度、加速度和压力的传感器。该公司还提供完整的自动化系统，
用于远程控制和监测船舶推进系统和辅助系统。
www.noris-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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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Phoenix Contact

通过性能监测提高节约潜力
PHOENIX CONTACT 通过PSMnet，Phoenix Contact提供了一套性能监测系统，通过持续的
在线监测来支持船员与岸上员工之间的合作。

经

济 船 队 管 理 的一 条 基 本 标 准 是

集了各部门的基本数据，然后报告给

Phoenix Contact的性能监测PMSnet

以 最 低 的 运 营成 本 来 完 成 所 有

岸上。

通过基于Web的用户界面手动输入以

运输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增加

这些信息已经允许对船舶的性能

及通过自动收集测量数据，为联合供

新船舶的载货能力似乎是一种显而

进行初步评估。船上与强大的卫星连

应相关数据提供了独特的机会。无论

易见的办法。但节省的潜力也可以

接功能相结合的数字化选项为获取细

数据源是什么，所有信息都收集在具

在现有船队中加以利用。除了跨学科

粒度数据提供了基础。新技术或优化

有统一时基和自洽数据格式的数据池

的专业知识，确定这种优化策略还需

技术带来的选项是向数字性能监测系

中。这种类型的数据记录是所有进一

要记录硬技术数据和船舶经营的财务

统过渡的理想选择。这对于将验证义

步计算的基础，因此是整个船队进行

成本。性能监测系统是支持技术和商

务付诸实践和实施公司内部努力以提

船舶分析和可比性的先决条件。

业人员完成此任务的一种行之有效的

高透明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工具。

在船上，PMSnet为增强工作顺
序和执行重复性任务提供支持。这些

为了记录和记载船上的测量值、

手动或自动采集

值的自动获取使船员不必在本地安装

条件和事件，通常在船舶的各个区域

然而，并非所有模拟或手动

的显示器上跟踪数据。数据显示在

都有各种程序和工具。在报告中，汇

过程都已转移到数字世界。因此，

由船员完成的每日报告模板中，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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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测量取代了手动读取值

图片来源：Phoenix Contact

监控整个船队的基本性能数据

图片来源：Phoenix Contact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错误并节省工作

行期间的估计燃料消耗量。如果发生

（监测、报告和核查体系）和IMO-

时间。

争议，PMS-net通过提供所有参数的

DCS（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收集系统）

一致集合来使情况清晰，然后可以在

的监管要求，所有航运公司都有义务

一个评估流程中对其进行审查。

记录其完整的排放相关数据。

每日更新的燃料/润滑油库存
借助PSMnet，岸上的员工也拥
有强大的工具。所有重要的运行数

作为直接测量排放的替代方法，
相关且有意义的前后评估

它们可以将消耗量、伴随相关事件

据、状态信息、船舶参数、计算和保

船舶的燃料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

行进的距离以及运输的货物的数据传

存的文件都可以在一个单独的环境中

是直接相关的。为了满足欧洲MRV

输给主管部门。作为一种报告工具，

进行评估。该系统既允许对一艘船进

PMSnet免费提供这些数据，从而减

行详细的个别考虑，也允许对整个船

轻了从船队经理那里收集必要信息的

队进行评估。

负担。

此外，还有其他好处。在航运业
中，燃料和润滑剂是一个重要的成本

> 关于PHOENIX CONTACT
Phoenix Contact是电气工程、电

性能监测系统的用户还可以使用
记录的数据，通过对外部涂层的前后

子和自动化领域的组件、系统和解

评估、发动机参数的修改或用电量的

差异经常在船舶加油过程中发生。借

决方案的全球市场领导者。公司成

核算来评估对构造措施的修改。

助PSMnet，船上储存的各种燃料的

立于1923年，产品范围包括接线

船体检查功能记录了细分为船

库存每天都可以在岸上获得，必要时

盒和插塞式连接器、电缆连接技术

体或推进器等各个船舶区域的相关

可进行检查。

和安装附件。电子接口和电源、基

数据（积垢、清洁、涂漆），包括照

因素。然而，目标值和实际值之间的

此外，燃料和润滑油的消耗被证
明是评估船舶效率的一个重要参数，

于以太网和无线网的自动化系统、
安全解决方案、电涌保护系统以及
软件程序和工具，为安装人员、系

片文档。因此，PMSnet为提高效率
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需要单独编

因此在船舶经营者与租船者之间的合

统操作员和设备制造商提供全面的

译数据，系统将以各种数据格式（例

同安排中也很重要。在租船合同中，

系统。

如pdf或电子邮件）提供客户特定的

在某些框架条件下定义了一次海上航

www.phoenixcontact.com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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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M：防篡改以提供最大的安全性

图片来源：RWO Veolia

Link易于阅读的界面

图片来源：RWO Veolia

智能舱底污水监控系统
RWO VEOLIA | 航运4.0为系统维护提

这样就可以轻松记录系统是否

供了巨大的机会。实时数据通信将报告

已按照法律要求进行操作。此外，船

为 了 完 成 舱 底 污 水 管 理 ， RW O

船舶的当前状态和准确预测其未来状

上的船员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来改善工

引入了CBM-Link。在排放舱底污水之

态。这里的关键词是预测性维护，预测

作流程和工作条件。易于使用的触摸

前，CBM是最终的控制级别。紧凑型

性维护将使船运公司能够安全、经济高

屏可对系统信息进行简单、实时的概

系统具有一个三通阀，其可使处理过

效地（尤其是可持续地）运营船队。

述，例如舱底污水和阀门位置的百万

的舱底污水流入，清洁排水管。该系

分率（ppm）值，从而可以及时进行调

统可独立监控是否满足排放的水中最

自1973年以来，《防止船舶海上
污染国际公约》（MARPOL 73/78）
旨在保护海洋免受有害物质的侵害。
附件I于1983年引入，不仅涉及事故
情况下向船外排油，而且涉及机舱舱
底污水的处理。但是，借助数字化技
术，如今，船东、运营商以及船员比

整和维护。

大含油量（例如0.5或15 ppm），并自
> 关于RWO VEOLIA

动将其直接排放到船外或排入舱底污

总 部 位 于 不 来 梅 港 市 的 RW O 是
Veolia水务技术的海洋水处理的
技术品牌，是船舶和海上钻井平
台上水和废水处理系统的领先供
应商。 产品组合包括饮用水和工

水箱以进行进一步处理。
可以通过数字和模拟界面查看和
读取所有操作模式、阀门位置、系统
配置和ppm水平。该系统具有防篡改功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确保遵守环境

艺用水、含油水、压载水和废水

能，可防止非法排放受油污染的水，从

保护法规。

的处理，以及广泛的售后服务。

而保护船舶经营者使其免受巨额罚款。

www.rwo.de

LINK是一个软件系统，可提供并

RWO为舱底污水领域的绿色运输
做出的贡献是增加了新的油水分离器
（OWS）控制器和智能的清洁舱底污
水监控系统CBM-Link。新的OWS控制
器可实现对系统数据的实时监控。船

Ve o l i a 集 团 是 优 化 资 源 管 理
的全球领导者。该集团在全
球拥有超过163000名员工，
设计并提供水、废物和能源

存储有关系统操作以及舱底污水成分
的详细信息。 该等信息可以实时可视
化，从而可以及时调整系统模式。Link
还可以将信息发送到岸上，在岸上可

员现在可以通过LAN接口访问，并且可

管理解决方案，为社区和产

以对其进行分析并用于预测何时需要

以以数据日志的形式向主管部门和船

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维护或备件。这使员工可以提前做出

www.veolia.com

级社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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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以优化供应链。

船用灵活电力电子技术
LIEBHERR | 由Liebherr公司开发的
这种新型变频系统提供了改良的效率
和较高的灵活性。Liduro Marine LCM
300系列低压变频器在2018年德国汉堡
海事展(SMM)上发布，其功率范围从
110kW到5000kW，电压范围从380V
到690V。据公司介绍说，该系统非常
适合用于船舶的主传动和操纵推进器，
以及海上起重机的绞车和驱动。
由于与传统系统相比，电气传动
系统的效率得到提高，所以其优点特别
在于部分载荷操作。这是一个显著的优
势，因为电气化在当今航海业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动系统的制造商

船用Liduro低压变频器

图片来源：Liebherr

和运营商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去削
减运营成本并减少排放。此外，电力传
动的另一个优点是具有更高的操纵性，

功率密度和110kW至2000kW的大功率

该系统的巨大好处是单独传动解

特别是适用于港口停靠作业，因为其具

范围以恰到好处的两种尺寸提供卓越性

决方案提供的高灵活性，即使在紧凑的

有变速和无极操作的特点。

能。

安装空间中亦是如此。这为控制室或配

Liebherr新型系统的核心部件是新

Liebherr称，快速可靠的保护功能

电站内的集成和布局提供了广泛的可选

型LCU 300系列大功率电子模块。高效

保证了安全和超长的使用寿命。电源模

择方案。Liebherr储能系统、电机和发

块可以配置成传动或再生装置。

电机可以方便地连接至变频器柜，从而

3

的液冷模块因其高达13.5MW/m 的大

提高系统效率。
变频器系统符合国际船级社协会
（IACS）要求。

> 关于LIEBHERR
Liebherr集团由11个产品部门组
成，其助力众多行业实现技术进
步。其中，总部位于瑞士比勒的
Liebherr Component Technologies
AG专门从事机械、液压和电气传
动及控制技术用高性能组件的开
发、设计、生产和修复。
www.liebherr.com/frequencyLiebherr LCU 300系列Liduro电源模块有两种不同尺寸

converter-system

图片来源：Liebh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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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住舱控制系统
有助提升
乘客舒适度和船舶能效
BECKHOFF | 智能住舱控

般来说，客舱能耗可占到客

制系统需保证极致的乘客舒

船总能耗的30％。

适度，并要求操作简单、

由 于 基 于 P C 的 控

节 能 环 保 。 B e c k h o ff 公 司

制系统支持BACnet、

的紧凑型BC9191是一款经

Modbus、KNX、SMI、

济、高效的独立住舱控制设

DALI、DMX、sACN、

备。它具有预安装的标准功

OCA和PJLink等多种标

能，可满足各个住舱的控制

准，因此它不仅提供了

需求，从而简化了调试和维

HVAC和舱室自动化系统的

护。它可直接与输入/输出

可连接性，而且还实现了视

组件和舱室控制单元集成。

听和多媒体系统的集成控

B e c k h o ff 公 司 的 经 济

制，甚至是和豪华邮轮上的

型CP6606平板电脑带7英

舞台表演和演出娱乐系统的

寸触摸屏，它是集人机界

集成控制。

面和控制单元为一体的设

借助全面的Twin-CAT

备，可以通过如BACnet或

自动化软件套件，可轻松实

Modbus进行通信。基于

现IoT云连接（用于数据存

PC的控制系统，其所具备

储和分析目的）和语音便

的开放性有助于和第三方设

捷控制。为了简化工程，

备集成，也有助于和高级控

TwinCAT楼宇自动化软件为

制系统集成，从而实现对船

系统集成商提供了完整的解

舶上所有HVAC系统的同步

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可显著

控制。确保了最佳舒适度的

减少工程时间，同时提供最

同时，显著降低了能耗，一

大的灵活性。

> 关于BECKHOFF
位于德国威尔的Beckhoff Automation GmbH＆
Co. KG专业提供基于PC的控制技术，其技术具有
开放、模块化和可扩展的特点，可用于游艇、货
船 和 邮 轮 上 各 类 控 制 应 用 。 除 了 照 明 控 制 、 H VA C
和住舱控制外，PC控制技术还有助于灵活、经
济高效地实施各类测量、发动机监控和状态监控
www.beckhoff.com/ship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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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住舱控制系统可提升乘客舒适度，并具有操作简单和节
能环保的特点
图片来源：Cunard Cruis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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