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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Diesel & Turbo 更名为 MAN Energy Solutions

按照公司发展战略，MAN Diesel & Turbo 日前正式

宣布将公司更名为 MAN Energy Solutions。

MAN 的发展战略主要有两个核心目标 ：一是在现

有产品范围的基础上，推出帮助行业乃至社会进一步迈

向绿色环保、智能数字化的产品 ；二是从零部件制造商

转变为成套方案供应商。

MAN Energy Solutions 向媒体发出这篇问答式的通

稿，由公司 CEO Uwe Lauber 先生回答了业界关心的主

要问题。

问 ：Lauber 先生，本次更名和品牌设计更新，是公

司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吗？ 

UL: 是的，当然。这次更名传达出公司正在进行战

略和技术改革。我们将产品和服务范围扩大至混合动力、

存储和数字化服务技术。我们将自己定位于成套解决方

案供应商，以应对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巨大挑战——在 21

世纪中期转型为气候中立型经济（注 ：气候中立的概念

与碳中和接近，主要针对温室气体排放，对于那些在所

有减少或避免排放的努力都穷尽之后仍然存在的排放额

进行碳抵偿，方式有植树等）。

问 ：您能对公司的新名称做个介绍吗？ 

UL ：MAN Energy Solutions 代表我们未来将是成

套系统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为了使产品范围符合低碳环

保的大趋势，新名字中突出 energy 一词，是一个可覆盖

整个产品系列的性能特点。

这个名字还代表了我们会聚焦如何通过能源利用，

获得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能源的重要性以及该如何

合理应用恰恰也是我们每个目标客户群的共同关注点。

同样，也适用于船用推进系统、智能电网和高效工业处

理解决方案。未来，航运、能源和工业领域这三大板块，

仍将是我们最重要的核心业务。

问 ：Solutions 应如何理解 ?

UL: Solutions 应理解为某个系统或分系统的成套解

决方案，而不仅仅是提供某个设备。例如，在船用领域，

MAN Energy Solutions 将以专业的技能，提供船舶机舱

全套系统 ；在发电领域，我们将提供整个 EPC 电站。我

们如今在系统方面的专业知识，未来将在混合、存储和

数字化服务技术等方面得到进一步扩展，并将主动为客

户提供支持，简言之，就是为客户提供一套完整的解决

方案。

问 ：那 Energy Solutions 连在一起代表什么 ?

UL: 这个名称代表我们整个产品组合。电站领域可

能是第一个跳入脑海的，Energy Solutions 还代表我们

业务范围所涉及的船用和其他工业领域的相应解决方案。

航运业尤其受到高度环保燃料来源受限的挑战。这就是

为何我们这几年强烈建议船用能源转型，在全球航运业

推广天然气燃料的应用。天然气可通过 Power-to-X 技

术由可再生能源制备，以此来实现气候中立的航运业。

我们在 Power-to-X 方面是先行者，并于 2014 年建立

了第一个工厂。如今，就该技术而言，时机已成熟，我

们将利用可再生能源在航运业去碳化方面一展身手。 

问 ：新战略规划中，MAN Energy Solutions 未来将

活跃在哪些市场？  

UL: 我们仍就将聚焦之前的三大板块——航运、发

电和工业，因为这三大板块仍会是全球经济的核心。 也

正是这三大板块，将成为是否能降低排放，实现气候中

立经济的关键。

最近的研究显示，去碳化的主要挑战在于整合，例

如，如何使用零排放能源发热和制冷，CO2 排放总量的

30% 来源于空调设备。我们刚与 ABB 联合推出一款新

型储存系统——电热能源储存系统（Electro-Thermal 

Energy Storage System, ETES），是唯一一个能同时储

存电力、热能、冷能的系统，并能按需分配给用户。

我 们 的 客 户 将 面 临 未 来 的 诸 多 挑 战， 而 MAN 

Energy Solutions 将通过所拥有的技能与技术，通过以

下方式帮助他们应对挑战 ：向航运业客户提供替代燃料

和混合动力驱动装置 ；提供低排放分布式发电和储能方

案以实现可再生能源利用 ；尽可能地提高工业生产效率。

问 ：公司的新业务预计达到怎样的规模，要达到这

个规模，有一个计划表吗？

UL: MAN Energy Solutions 正努力将战略组合调整

到一个目标收益比，我们希望到 2030 年，可持续性环

保技术解决方案可占公司业务的 50% 以上。

问：最后，请您介绍一下公司的新标语——“Future 

in the Making（未来在于行动）”

UL: 新标语和我们新战略是匹配的。以前我们更注

重遵循传统，我们现在想传达的理念是，好的工程设计本

身并不能成就未来的成功，相反，只有不断改进、合作，

才能获得长足进步。

（高荃  编译）



信息动态2

WinGD 研发部副总裁 Dominik Schneiter 谈公司战略规划

排放法规的日益严格迫使航运业进行技术改革，而

WinGD 正在绘制未来发动机设计的蓝图。公司研发部副

总裁 Dominik Schneiter 先生介绍了公司的战略规划。

2016 年和 2017 年前几个月，公司的订单量和营业

额都不理想。接下来几年，一些行业内的重要决策将对

这两个指标产生深远影响，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IMO 的

2020 年限硫法规。

Schneiter 表示该限硫法规引发了业内大讨论，各

公司纷纷启动新技术和新燃料的研发工作。在以下的采

访中，他介绍了最近市场的表现是如何使 WinGD 确信

减排和数字化战略将使公司在未来的竞争中站稳脚跟。

问 ：在过去的几年里，WinGD 的 X-DF 双燃料发

动机的实船应用实现了几次里程碑式的发展——获得了

来自第一艘 Aframax 油轮和超长集装箱船的订单，装载

在第一艘具有代表性的大型 LNG 集装箱船上并投入使

用。这些跨越式的发展对于 WinGD 而言有多重要？

答 ：我们的 X-DF 双燃料发动机的装机量已经达到

双位数，而 20 X-DF 也将投入使用。订单量将马上达到

100 艘船，因此可以说发展速度非常快。

CMA CGM 订购了最大的 12 缸 X92DF - Ed 发动

机，缸径 920 mm，该机是开创性的，因为在此之前，

许多人不相信集装箱船可以采用双燃料的模式。WinGD

和 CMA CGM 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近几年也一直就此

改革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探讨。但直到 2017 年最终下

订单前，双方还在采用传统重油发动机配套洗涤器还是

采用 X-DF 推进装置之间举棋不定。如今，挑战在于发

动机的开发。时间非常紧迫，但我们相信可以按时交货。

上述集装箱船是第一批用于全球贸易的以气体

为 燃 料 的 集 装 箱 船， 而 由 AET 和 Sovcomflot 订 购 的

Aframaxes 是第一批以气体为燃料的租赁船舶。港口

必须开始基础设施的投资与改建。上述行动会进一步将

LNG 推向市场，有迹象表示，其它船东也在考虑上述方

案与产品。

问 ：对于 LNG 之外的替代燃料，您有何看法？

答 ：我们正在寻找可以适应相同发动机技术的 LNG

之外的替代燃料。我们刚在意大利 Trieste 的 RT-flex 

50DF 测试机上论证了液态 VOC 混合燃料的可行性。我

们将 20% VOC 与 LNG 混合，并向签署了订单的客户展

示并验证了发动机的运行状况。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并可吸引原油运输船采用 LNG 推进模式。

在我们所参与的欧盟赞助的 HERCULES 2 项目

框架下，我们正在研究乙醇作为船用燃料的可行性，并

在试验台上进行了相关试验。同时，我们还在研究木质

素——一种来源于生物燃料的重油替代燃料。这种燃料

必须加热以达到一定的黏度，并且须要过滤以清除一些

杂质。如果存储不当，这种燃料会变为一种类似不新鲜

的黄油的状态。在当前指南下，须要一台独立的燃油系统，

以规避通用性问题。否则，可能会遇到石蜡堵塞管线的

问题。

如果一种燃料状态稳定且不易氧化，就可考虑用于

发动机，即使这种燃料可能会对燃料喷射装置、材料和

摩擦性能等产生影响，我们仍可以想办法加以利用。但

是，我们相信业内应聚焦一种燃料，或尽可能少的燃料。

燃料选择越多，技术挑战越大。重油是过去 30 年的标准

燃料，而我们认为新的标准燃料将会是 LNG。

问 ：在大型船舶的混合推进方面，WinGD 有哪些

举措？

答 ：我们已经能提供这类设备了。例如，在一艘 20

尺柜的集装箱船上，我们安装了 5（MW·h）的储电设备，

并配套提供了电力电子部件和控制装置。问题在于这套

系统的成本还是太高，我们必须控制成本。我们要在用

户提出新的设想前做好相应的准备。

混合动力的关键在于软件。二冲程发动机为确保船

舶稳定航行必须提供足够的冗余，例如，当航行到低水

位和海底高低不平的情况，这时如果你采用了电力推进

模式，就可以减少冗余量，而安装一台相对较小的发动

机也有助于降低 CO2 排放。但与此同时，须要一套强有

力的管理控制系统以平衡发动机与电力储备的关系，并

在瞬间对边界条件的改变做出响应。这是我们所面临的

挑战。

问 ：你 们 最 近 完 成 了 WiDE（WinGD Integrated 

Digital Expert）发动机集成式电子诊断平台以及其姐妹

产品推进分析系统 Propulsion Analytics and Enamor 的

开发。远程发动机诊断技术的发展，是否有助于 WinGD

二冲程发动机混合动力战略的发展？

答 ：我们掌握的船舶操作数据和航行状态数据越多，

就越能更好地迎接上述挑战。我们在波罗的海进行了试

航，第 3 和第 4 套装置正在生产中。2018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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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的发动机合同中，上述系统将是交付标准。

我们承诺为所有在用的 X-DF 发动机提供 WiDE 改

装服务。我们也看到数据的快速反馈和由此积累的经验

为 LNG 技术的开发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这有助于我们分

析实船运行状况，掌握边界条件相关信息，为下一阶段

的设计做支撑。我们看到远程诊断在优化双燃料技术方

面的巨大潜力。

问 ：除此以外，WinGD 对传统 X 系列二冲程发动

机做了哪些改动？

答 ：我们没有改变该型系列机的产品型谱框架，但

我们对整个型谱做了升级。升级后的型谱中，你能看到

有 X62B、72B 和 92B 等。B 版本机是功率密度提高版，

因此相同机型，功率输出更大，而且减功率设计使相同

功率下油耗更低。我们的双燃料发动机的结构，包括轴

承和燃烧室，都针对更高的燃烧压力做了改进。这种设

计还可用于柴油机版本的发动机，以应对更高的燃烧压

力及更大的扭矩。回顾过去一百多年来发动机设计的改

进，大多关乎燃烧压力和平均有效压力的提高，以及功

率密度和油耗方面的优化。

问 ：WinGD 最近宣布与现代重工合作，将发动机

诊断技术集成到该造船厂的发动机宽广智能船舶系统

（wider smart ship system）中。你们预计还会有更多的

船厂就智能系统集成与你们开展类似合作吗？

答 ：不仅是造船厂，还有其他高水平的系统设计公

司，如 ABB Agile 和 Kongsberg Kognifai，如果他们有

兴趣与我们合作，我们也非常欢迎。

我们的核心业务还是发动机。良好的发动机性能监

控有助于可预见性维护，并将正确的数据传输给船上或

岸上的发动机操作人员，以确保发动机正常运转，或在

发动机将发生故障前给出早期警示。

这是我们的关注点，因此我们会将这套监控装置集

成到其他系统中。主机通常是主要的能源消耗源，同时

也是运营成本的大头。应保持一种开放创新的心态，为

性能监控系统发挥其作用提供机会。

问 ：IMO 通过了初步的温室气体减排战略。作为发

动机开发商，你们对如何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有何建议？

你们预计这个战略会对 WinGD 的业务带来什么影响？

答 ：减少 CO2 排放可通过几种方式实现，其中一种

方式就是提高发动机效率，但仅通过这种方式达到零排

放是不可能的。碳中和燃料和混合动力提供了另外的选

择。总的来说，减小船用内燃机的尺寸，采用其他辅助

减排设备，以及使用碳中和燃料是实现 CO2 减排的有效

手段。

另外，我相信 2025 年以后，能效设计指数会更加

严苛。我希望之后每 5 年的降低幅度不要超过 5%，因

为如果还是维持现行的降低幅度，挑战系数太大。话虽

如此，法规的严格化往往是科技进步的助推因素，而我

们也因这种压力变得更为强大。我不将日益严格的法规

看作是风险，而将其视作内燃机发展的机会。

（高荃 编译）

ABB 公司和燃料电池专家 Ballard 动力系统公司将

联手设计、制造和验证一种功率为 3 MW 的船用燃料电

池。该燃料电池的功率较之以前安装在船上的燃料电池

的功率大很多，相当于一台类似尺寸的传统船用发动机

的功率。在研制初始阶段，合作双方将集中力量开发客

船用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通过一种电化学反应，这种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PEM) 利用氢将化学能转换成电能，这种反应不涉及燃

烧，产生的副产品只有热量和清洁的水，因此如果氢是

通过可再生能源获得的，则将形成一条无排放的能源链。

Ballard 动力系统公司首席商务官 Rob Campbell 指

出 ：“迅速发展的船舶市场为零排放燃料电池技术提供了

令人兴奋的增长机会。Ballard 动力系统公司之前的开发

经验，包括在陆用集装箱式兆瓦级 PEM 系统的开发经验，

为我们开展船用燃料电池的高效合作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和知识储备。”ABB 公司已开始了相关开发工作，包括

研究、试验和试点安装启用等。据报道，由 ABB 公司主

导的，和皇家加勒比海游轮公司合作开展的某试验项目，

同样采用了 Ballard 公司的燃料电池。

（李积轩 编译）

ABB 和 BALLARD 公司联手研制 3 MW 船用燃料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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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发动机行业高管圆桌会谈

编者按：近期 ,《Diesel & Gas Turbine Worldwide》杂志邀请了大功率发动机行业的高管们来谈谈他们对一系列行

业话题的见解。主要目的是通过这次圆桌会总结当今市场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参加会谈的高官们包括 Shunichi 

Miyanaga（三菱重工社长兼首席执行官 ), Karim Amin( 西门子发电与天然气部门销售和客户运营主管 ), Jatila 

Ranasinghe(GE 通用电气产品管理和应用高级总经理 ), Christian Strahberger( 肖特尔集团首席执行官 / 总裁 ), 

Fabrizio Mozzi( 博杜安公司总裁及总经理 ), Sunit Kapur( 辉门动力总成点火装置全球副总裁和总经理 )。

D&GTW（杂志名缩写）: 全球的经济现状对您的企

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Shunichi Miyanaga: 与许多大型跨国公司一样，全

球经济的起伏有可能对我们的业务产生重大影响。随着

目前经济的复苏，我们对 2018 的商业前景感到乐观。

话虽如此，风险依然存在，我们会持续并且敏锐地关注

那些可能会影响三菱业务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

像全球化（以及相应出现的反全球化行为）、突破

性技术、贫富差距和老龄化社会这些当下热门话题，会

让人们怀疑现有的知识和对未来的期望。制造业所面临

的“认同危机”就是这一现象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美国，

制造业曾经是支撑中产阶级的基石，而在今天，它仅能

为美国提供 9% 的就业机会，这一数字远远小于二十年

前。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就像社会的任何领域一样，

这些变化意味着我们无法再遵循 20 世纪的行事原则。数

字化、产业链全球化和自动化正不断地改变着制造业，

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我们的经营方式才能取得成功。

三菱重工的成功从历史上看得益于日本经济的腾

飞，但现在我们要更多地扩展海外市场以寻求发展。这

意味着我们既要面对不同层次的竞争和风险，也须要对

当地市场有更深入的了解。为此，我一直致力于企业的

改革，包括管理方针、业务实践和企业文化。在合作伙

伴和客户的推动下，我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创

新的、真正的全球制造商。

Karim Amin: 能源市场正在从以热力为主的集中化

发电模式转向可再生能源驱动的，分散的能源环境模式。

其主要原因是可再生能源的电力价格已经下降到具备全

球竞争力，太阳能和风能的比例已经上升到 40％。

与此同时，燃气轮机市场与 2011 年相比已缩减了

约三分之一。2015 年，资本在可再生能源上的投入已首

次超过传统能源。燃气轮机的市场正在经历剧烈的变革；

然而某些市场对高效燃气轮机依然有着明确的需求，燃

气在这些市场中的价格仍然处于高位。此外，发电厂须

要在可再生能源出现浮动的情况下，具备稳定电网的能

力。同时，燃气发电厂也具备灵活、稳定、安全、可靠、

可快速安装的优点。因此，我们相信燃气仍然是可再生

能源的最佳补充。我们的 HL 系列能够满足所有市场需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 HL 系列加入到产品系列中的原因。

2016 年我们所接获的订单中 35% 以上都是 H 级涡轮机。

Jatila Ranasinghe: 全球电力市场仍然面临挑战，

从我们的订单上看，两个领域出现了增长，一是在中产

阶级数量增加的发展中国家 ； 二是作为一种既能提供可

靠的基础负载，同时又兼具运营灵活性，可以满足可再

生能源发展和间隙需求的理想能源。石油价格的下跌，

以及随之而来在石油和天然气勘探设备上支出的减少，

使我们销售的产品结构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们必须

迅速适应现状。所幸拖船、渡船、商船和海军船只这些

市场仍然坚挺， 能够帮助我们渡过困境。这一局面使我

们下定决心对从研发路线图到生产和销售的每一项活动

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另外，我们认为今后价格的压力将

会持续增加，交货期限也会缩短。

Fabrizio Mozzi: 造船行业经历了艰难的几年，自

2008 年经济衰退以来，行业萎缩了约 40％。特别是游

艇市场，由于大多数人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市场遭受到

了重创。而我们的核心业务，专业海运市场主要的需求

减缓出现在石油、天然气行业和渔业， 从地理位置而言，

主要在俄罗斯。

受 2014 年以来地区动荡和贸易限制的影响，俄罗

斯及其周边国家的海运业异常低迷，而卢布汇率的剧烈

动荡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稳定的局面。总的来说，这一

情况造成了进口产品价格的升高，并且促使许多企业，

包括我们，减少来自特定地区的特定产品的进口量，同

时寻找其他汇率更有利地区的产品作为替代。

出于环境保护的考虑，欧盟已经开始通过政策来减

少船只的数量。因此，来自欧洲的渔船订单数量正在减少，

船用发动机的需求也相应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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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全球人口数量

正在增长，同时人们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越来越多的

人倾向于走出家门旅行。因此，投资者在扩大游客运输

上的投入可能会变得更加积极，这将会对我们的业务产

生积极的影响。

Sunit Kapur: 包括美国、加拿大、中国、日本以及

欧洲在内的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投资能源市场，

这些都是我们最有可能扩展业务的地区。在德国我们拥

有坚实的客户基础，我们加强了工程资源并加大投资力

度来增强我们用于固定式和发电机市场的工业点火产品

系列。

在这些地区，清洁能源法规仍然是投资背后的主要

驱动力。我们看到以使用火花点火技术的天然气 / 替代

燃料发电来取代核电、煤电或柴油发电的趋势还在继续。

通过使用采用创新技术以及先进的火花塞和线圈技

术的点火装置，发动机制造商能在减少相对燃料消耗并

提高整体发动机性能的同时，以更清洁的方式提高发动

机的总比功率输出和效率。

D&GTW: 您认为关键的市场指标 / 新趋势都有哪

些？您又是如何调整业务来顺应这些变化的？

Miyanaga: 为了促进企业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我

们在 2016 财政年启动了市场与创新总部。市场与创新

总部通过调查寻找商业环境和技术趋势，以及特定地区

的社会趋势和技术需求，来分析三菱重工的市场机遇和

风险。除了构思多样化战略来帮助企业扩大和加强日本

和海外业务，市场与创新总部还会提出有关商业机会、

产品和服务的建议，并通过与客户和业务伙伴的合作验

证其可行性。

Amin: 我们认为“3D”——去碳化（Decarboniza-

tion）、去集中化（Decentralization）和数字化（Digitalization）

将会成为主要趋势。在巴黎举行的第 21 次缔约方会议

（又称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大多数国家同

意到 203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55％。这意味着为

了实现进一步的去碳化，传统的发电行业（即便在未来

也必须存在）必须更少地使用 CO2 密集型技术。而燃气

发电厂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关键的后备作用，提供清

洁、安全和经济的电力。至于去集中化电力供应，我们

提供了全面的产品组合，包括航改型和工业用燃气轮机、

燃气发动机，小型汽轮机和工业发电厂解决方案。西门

子的 SGT-800 工业燃气轮机目前已经累计运行超过了

500 万 h。对于第三个 D，即数字化的解决方案，我们

的全面数字化程序 Power Generation 4.0 可以帮助生产

设施按照工业 4.0 的标准进行数字化生产。另外，我们

还在不断加强对机器和工厂数据的智能分析能力。我们

的数字化发电厂概念创造出一个可以对发电厂实施全面

虚拟规划、模拟和运行的集成平台。最后，端到端式的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能够为产品提供协调一致的数据和应

用规划。

Ranasinghe: 我们发现风能和太阳能的使用在发达

国家正迅速增加。GE 的燃气轮机能够很好地帮助这些

国家去应对由可再生能源使用的增加带来的间歇性和负

载波动。例如，一个 2×19HA 燃气轮机能够增加 175

（MW·min-1）来满足上述需要，同时可满足降低 15％

排放的要求。在效率达到 64% 的同时，HA 燃气轮机也

可以帮助这些国家满足排放的要求。

航改燃气轮机技术也有能力协助可再生能源的增

长。我们的拖车牵引 TM2500 解决方案，为南澳大利亚

提供了超过 276 MW 的电力，其快速响应能力既可以支

援可再生能源，防止停电状况的发生，又能够解决自然

灾难发生后的救援和传输问题。

我们还在密切关注液化天然气（LNG）的供应情况。

LNG 的使用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从哥伦比亚和牙

买加等国家启用天然气发电厂就可见一斑，这些国家以

前不得不主要依靠柴油和其他不太环保的燃料发电，但

是液化天然气的可及性改变了行业现状。

Strahberger: 数字化无疑是最重要的市场指标之一，

它将在未来几十年引导整个海事部门的走向。它不仅为

新玩家进入市场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会推动全球化数据

基础设施的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将 Schottel 发展成为智

能推进系统的领先供应商。由于具备合理的公司结构，

我们能够以非常灵活和灵敏的方式应对并快速适应新的

市场情况。整个公司从研发到服务销售都是如此。  

Mozzi: 石油价格是我们持续监测的一个关键市场指

标。船东 / 船舶运营方会在石油价格较低时进行投资，以

降低总拥有成本，但油价过低会对石油和天然气造船业

的投资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我们一些面向国际石油

和天然气市场的造船业客户已经受到了影响。

尽管市场低迷，我们依然选择把重点放在加强企业

在传统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中的地位，因为我们有信心：石

油行业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是一个推动全球经济的主要

驱动力。客运仍是海运业务中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因

此我们正在投资新的产品，以求最大限度地降低总体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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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本，以及最大限度地简化安装来吸引那些希望扩大

或更新船队的投资者。

与工业和发电行业相比，海运市场仍是一个相对较

小但重要的市场，我们也正在通过微调和多样化投资来

提高各种产品的多功能性，并根据市场需求做进一步地

细化，特别是我们的发电机产品系列，目前 13~2 000 

kVA 都有相应的产品。

Kapur: 我们认为有几个市场指标在推动着发电行业

未来的业务增长。一种趋势是“按需供电”的增加，这

是一种能实现更高能源效率并更好应对电网需求季节性

波动的模式。这种模式还可以应用在移动供电上，允许

在短时间内在偏远地区建立发电厂，支持勘探、基础设

施建设等工作。最新型的发电机组可以支持定制化设计

和尺寸，以满足多种形式按需供电的需求。

为了满足这些定制功率的切实需要，我们在不断地

扩充点火产品系列并支持定制化设计。例如，我们引入

了新的电极材料，以确保在使用腐蚀性更强的化学燃料

时电极可以达到预计的使用寿命。通过工艺创新，开发

出了“近净成形”的独特电极形状，在满足特定的发动

机燃烧性能要求的同时可降低总体成本。

我们也将总体拥有成本控制视为一个关键的趋势。

而无论是柴油机减排技术导致的高成本，原油和天然气价

格的波动，还是与减少发动机运行停机时间相关的设计费

用，火花点火发动机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随着点火

系统的技术革新，终端用户的总体拥有成本将持续改善。

D&GTW: 在你们的业务范围内，世界上哪些地区最

具备增长潜力，为什么？

Miyanaga: 我们认为美国是我们最希望拓展也最具

增长前景的市场。40 多年来，三菱重工一直在美国建立

长期业务，我们雇用了数千名美国员工，并一直将技术

创新作为美国业务的核心。我们在美国的业务已从一个

部门发展到现今 ：拥有 7 000 多名员工，遍布 30 个州 ,

超过 100 多个办事处。美国是三菱重工在日本以外的第

二大销售市场，年营业收入总额达 61 亿美元。

此外，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机会也令

我们感到兴奋。三菱重工曾为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做

出过巨大的贡献，通过支持发电厂、铁路网络、交通监控

系统等项目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增长。现在，我们在亚太地

区的 8 个国家拥有 50 多个办事处，共计约 12 200 名员工，

年营业收入总额约为 58 亿美元，不仅为当地制造业基地

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还与当地十几家学术机构开展了合

作，这使我们成为了这一地区备受欢迎的企业。

我 们 和 日 立 合 资 的 企 业， 三 菱 日 立 电 力 系 统

（MHPS）正在为印度尼西亚的大型发电厂项目 Jawa-2

提供高效燃气轮机和核心部件，预计将于 2018 年完成。

除此之外，我们还为东南亚的客户和当地政府提供发电

和垃圾管理解决方案。交付马来西亚吉隆坡市的大型市

中心区域冷却系统也是我们近年来的成功案例之一。而

位于越南河内专为波音公司生产飞机部件的工厂从开设

至今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未来，三菱重工将会着力拓

展越南和缅甸市场，特别是越南，我们在那里的业务涉

及多个领域，包括造船、发电和航空航天。就像刚才提

到的，今年是为波音 737 和 777 飞机生产部件的 MHI 

Aerospace Vietnam Co., Ltd. 成立 10 周年，三菱重工

在越南的业务还包括 MHI Engine System Vietnam Co., 

Ltd. 的柴油电力机组销售和售后服务。

Amin: 虽然电气化趋势是全球性的，但我们预测未

来几年化石燃料发电市场仍会平稳发展，一些地区甚至

还会出现强劲的增长。

国际能源机构（IEA）预测，中国将逐步从煤炭发

电向清洁能源发电转型。这会导致未来几年内中国市场

对燃气轮机需求的增加。我们认为在欧洲，尤其是在德

国和英国，也会出现一定的需求增长。德国在停止核能

计划后可能会转向燃气发电站来保障基础负载。非洲也

被视为一个具备发展前景的市场，虽然市场发展会受到

项目融资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大型蒸汽轮机市场最具

增长潜力的地区是土耳其。

我们认为使用当地的廉价煤炭发电会在土耳其成为

趋势。最后，鉴于小型煤炭和生物燃料发电站的建设，

我们预计南美洲的小型蒸汽轮机市场会有所增长。

Ranasinghe: 东南亚和南美洲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两

个地区。受中产阶级崛起和工业产出增加的影响，我们

看到东南亚地区对电力的需求在不断地增加，这意味着

对煤炭、可再生能源和液化天然气的需求会日益增多。

在拉丁美洲，我们认为由于需求的增加以及当地页岩气

资源的开发，使用天然气发电将会成为趋势所在。近期

墨西哥解除了对能源部门的管制，其发电能源正在向天

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方向转型。

Strahberger: 在今后的数年里，人口仍将是亚洲经

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亚洲的民众渴望改善他们的经济

状况，这有助于吸引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并有望促进长

达数十年的贸易增长。另外，在老牌的经济体中，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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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欧洲，我也看到了通过资产基础升级来适应新技术的

可能性。新的法规要求，如减排标准，同样会促进对这

些市场的投资。

虽然对于我们而言，规模最大、增幅最快的依然是

东南亚市场，但是 Moteurs Baudouin 凭借数十年来在地

中海市场保持的高市场知名度和市场地位，我们在毗邻

地中海核心区域的市场也具有非常大的潜力。同时，我

们也在探寻美洲市场，当地较为宽松的排放管制允许我

们使用传统产品系列打开市场，之后再逐步推广我们满

足 EPA4 级标准的产品系列，以延续公司过去几年在美

国取得的成功。

Kapur: 作为一家全球供应商，Federal-Mogul 的核

心优势之一是可以提供满足全球和本地客户需求的多元

化全球业务。

在发电行业，我们认为有两个关键地区最具发展前

景 ：一是发动机的研发和生产地区，二是使用这些发动

机的地区。

发动机的主要制造商大多分布在美国、西欧和日

本，Federal-Mogul 在这些地区开设了研发中心并雇

用了本地工程师，协助客户现场使用新的发动机平台。

Federal-Mogul 还在美国密歇根州普利茅斯、德国博斯

切德、中国上海和日本新横滨设立了点火技术中心和工

程办事处。

至于发动机的购买方，我们认为中东和东南亚的市

场前景最为广阔，因为这些地区正着力完善其基础设施，

并在向清洁能源的方向转型。此外，中国最近在环保方

面的监管要求将为未来的天然气和替代燃料发电提供扩

张的机会。为了支持这些地区，Federal-Mogul 在当地

开设了地区分销中心，并配备了现场销售工程师，他们

将与专业的分销服务合作伙伴一起确保快速的交付、响

应和技术支持。

D&GTW: 在整个行业范围内，近期哪些技术、经济、

监管或其他方面的发展会在未来数年内对您的企业造成

最深远的影响。

Miyanaga: 我们都知道制造业和工业界正在经历变

化，这个变化会一直持续下去直至一个新局面的形成。

三菱重工一直在不懈地努力着，确保我们做好准备迎接

即将到来的变革。其他因素中，我们认为技术和商业模

式（如自动化和数字化）会对行业产生直接和实际的影响。

2016 年 4 月，三菱重工启动了“共同技术框架”，

以巩固公司的技术、市场及采购等职能。共同技术框架

由首席技术官（CTO）监督管理，涉及技术战略办公室、

市场和创新总部、价值链总部、ICT 解决方案总部以及

研究和创新中心多个部门。

新框架旨在加强三菱重工的技术和市场的基础构

架，优化公司整体（包括采购）的价值链，并加强三菱

重工的中长期企业竞争力。

Amin: 在《世界能源展望 2017》中，国际能源机构

提出电气化将是未来世界能源的主要发展趋势。这意味

着对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的需求会日益增加。在这一趋

势下，2016 年对发电行业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对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的投资。

未来的客户将不仅限于发电厂，还包括工业客户，

电气化也会在地区层面推进。可靠的电力供应是经济发

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是传统发电厂的建设速度赶不

上需求的增长速度。这些地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快速

部署高效的移动发电能力来促进经济的发展。针对这一日

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我们专门开发了 SGT-A45 型燃气轮

机——一种可集成到移动装置中的新型航改燃气轮机。它

的安装周期仅需 2 周。对于工业客户，西门子还推出功率

输出可达 57 MW 的升级产品，SGT-800。迄今为止，我

们已售出超过 325 台 SGT-800 型涡轮机，亚太地区对此

型号的需求显著，目前销售量已超过 100 台。

Ranasinghe: 包括 3D 打印在内的增材制造正在并

持续对我们的行业产生重大影响。GE 正是这一领域的领

跑者，现在我们的燃气轮机中已经拥有超过 9 000 个 3D

打印部件。借助 GE 航空事业团队的技术，GE 的动力团

队已可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提高新零件的生产效率，并

同时降低生产成本。例如，使用 3D 打印部件的 DLN-

2.6e 燃烧系统可以使 HA 燃气轮机达到 64% 的效率。我

们的小型燃气轮机，如最新推出的 LM9000，也使用了

3D 打印部件。

Strahberger: 市场低迷呼吁创新。 最近，我观察到

海运行业在两个方面经历着剧烈变化 ：数字化和混合动

力。在这两个方面，Schottel 的目标是为拖船和渡轮等

小型船舶以及内陆和近海船舶提供解决方案。虽然混合

动力技术本身并不复杂，但是可以在数字化和其他许多

方面 ：如辅助系统 / 无人船舶，资源透明化以及其他新

的服务理念做进一步完善。我相信数字化将从根本上影

响船舶的运营和管理方式，未来的航运操作将从机舱转

移到驾驶室，最终将会在岸上进行。

沿着当前道路发展，未来许多任务可能需要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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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来实现自动化。自动化将有助

于增加船只的运营时长，降低成本并让操作人员从单调

乏味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以便更好地应对越来越复杂的

船舶技术和劳动力的相应短缺。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工

操作变得不再必要，只是任务范围会发生改变。

Mozzi: IMO Tier III 和 EPA 4 环保法规的出台会在

发动机、船舶和船队设计和运营方面对发动机制造商、

造船厂和船东造成影响。受维护计划、消耗品、人员培

训（船长和工程师）引起的变数，以及各船只使用的管

理系统不同的影响，船队的管理将变得更加复杂。另外，

使用在市场上仍然可以合法获得的老式技术发动机的船

队在维护和补给上由于零配件的可及性问题会受到影响。

对于发动机制造商来说，由于关注的点不再仅限于

发动机的性能和固有的总体拥有成本，而是要开发并交

付一套包括后处理部件在内的完整系统，导致挑战增加，

毕竟这些工作并非我们传统上的核心业务。

在技术上，环保机构将继续聚焦降低排放、保护环

境 ；而行业、运营商和最终用户则继续追求更高的功率

密度和更低的总体拥有成本，这给发动机制造商带来更

多的挑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虽然 IMO Tier III 和

EPA 4 的管控范围正在扩大，全球仍存在很多排放监管

力度较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对于我们发动机制造商而言

具备巨大的潜力，允许我们在短时间内保持利润的增长，

同时着力解决在生产和产品管理方面日益增加的挑战。

Kapur: 随着发动机效率的提高，我们看到排放法规

上的变化正推动发动机和燃烧策略在发电行业内的快速

变化。总的来说，这对 Federal-Mogul 点火系统未来的

业务和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增加燃烧室内的气

缸压力和液相湍流可以实现更高的空燃比 λ。从火花塞

设计角度看，这意味着标准的 J 型电极将不再适用，而

电极保护则是必须的。凭借 Federal-Mogul 的创新能力

和灵活的组装工艺，可以实现不同的电极保护的精确设

计和低成本制造。

此外，持续稳定并且可预测的点火有助于使燃烧稳

定周期最大化，帮助制造商以更可持续的方式获得最大功

率。增加发动机增压和冷却废气再循环（EGR）的比率有

助于实现气缸压力最大化，同时通过降低相对峰值燃烧温

度来控制 NOx 的产生量。所有这些都得益于点火系统和

火花塞技术的进步，包括开发新的贵金属材料基体，更高

性能的介电陶瓷以及更稳定、精确的焊接工艺。

(Vivid 编译 )

FuelSave 公司近期推出了 FS Marine+ 系统 , 该系

统将甲醇和水的混合乳状液喷入燃油发动机 , 可以以合

同担保的形式确保将燃料总成本降低 10%。

该系统利用船上的氢合成气发生器将甲醇和水组成

的气态和液态混合溶液喷入燃烧室。据称该系统可提高

燃油效率 11.8%，减少高达 36% 的 NOx 排放，并能减

少 40% 的滤纸式烟度（一种微粒排放测量法）。

该系统将有助于船龄较长的船舶达到国际海事组织

（IMO）Tier Ⅰ 和 Tier Ⅱ NOx 排放要求。虽然该系统单

独使用并不能使新造船满足 IMO Tier Ⅲ，但可以与排放

后处理设备配套使用，以提高燃油效率。

该系统可用于绝大多数二冲程和四冲程机，使用重

油、船用柴油和粗柴油（gas oil）均能达到最佳效果。

位于德国罗斯托克大学的独立实验室 FVTR 对该系统开

展了相关试验。另外，该系统还安装在一艘欧洲最大的

起重船上，进行为期 30 个月的试验。

由于采用了更清洁的燃烧从而使气缸头更加清洁、

气缸的润滑效率更好、炭沉积极少，试验证明，较之不

采用该系统的船用发动机，磨损减少，发动机的振动也

明显降低，且该发动机的进气歧管温度降低了 50 ℃。

FuelSave 公司的共同创始人 Mark Sima 称，“基于

来自发动机维修和保养公司的独立分析和报告，以及来

自罗斯托克大学的试验机构的报告，我们对该产品推向

海事市场充满信心。我们的定价模式是 ：在 5 年的标准

担保期内仅用 3 年时间获得投资回报 ；为使投资回报率

最大化，可以延长至 15 年。”

该系统自动运行，不须要对船员进行培训。目前，

该系统已经通过了 DNV·GL 船级社认证并能用于任何

船舶的改装。

FuelSave 公司计划在今后两年推出该系统，届时，

该公司希望该系统能通过所有的主机制造厂的认证。

（李积轩 编译）

FuelSave 公司燃油增压器可节约至少 10% 的燃料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