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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业的巨大挑战使人们使用现成解决方案的想法成为一种奢望

随着航运业减排节奏的加快，以及对效率的追求，

如今不可能再有一台机适用所有情况。2018 年 11 月举

行的 The Motorship 杂志推进与未来燃料会议上，与会

代表们给出如上观点。

本次会议在汉堡召开。会议首日，针对日益逼近的

2020 限硫令和 IMO 雄心勃勃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代

表们就燃油和推进技术展开了广泛讨论。

第一天会议的主持人由德国造船和海洋技术协会

(VSM) 总负责人 Reinhard Luken 担任。他为讨论定下了

基调 ：“我们正在处理一些可改变游戏规则的问题，这些

问题的解决将对航运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很明显，过去

我们不想冒险，只愿意采用一些现成的方法和工具，如今，

这种想法必须转变。”

IMO 海洋环保委员会的副主席 Harry Conway，作

为减排法规的制定及监管方，提醒代表们既要注意时间

的紧迫，也要注意法规所带来的挑战。但他乐观地认为，

航运业会度过这个难关，行业内的对话对有效的解决方

案而言非常关键。

他表明了须紧缩监管框架这一务实的立场。但对于

一个受到现金状况约束的行业而言，最紧迫且涉及增加

费用的法规，就是已经板上钉钉的 2020 年限硫令。当

天会议的主要争议点，包括上午开场的一个由船东们主

导的开放式论坛，都聚焦该如何更好地应对日益逼近的

硫排放新规。

应对方法

作为引言人的船东们首先介绍了一些应对方法。

包 括 Spliethoff 公 司 业 务 开 发 部 副 主 席 Sjaak Klap 在

内 的 一 部 分 代 表 倾 向 于 选 择 洗 涤 器 ；而 包 括 Royal 

Wagenborg 船队经理 Piter Oosterhof 在内的其他人则倾

向于采用船用轻柴油（MGO）。尽管船舶的实际航行工

况很接近，但荷兰代表们选择不同的应对策略，就说明

了船东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多么复杂的决定。

其他船东也希望能借助一些创新的方法应对硫排放

和 NOx 排放法规。Solvang 的首批烧重油的船舶即将面

临 Tier III 认证 ；而其交由韩国制造的四艘 21 000 m3 乙

烯船将于明年交付。这两批船都将安装开式洗涤器，同

时加装水处理和 EGR 设备，该方案在过去的 4 年里已

经测试论证。船队经理 Tor Øyvind Ask 介绍了相关情况

并与代表们进行了讨论。

同时，化学品船东 John T. Essberger 新造船业务

负责人 Thomas David 介绍了一套高效推进系统，该系

统可以用 MGO 或 LNG，且具有能量储存功能。该系统

由 FKAB 负责设计，现仍在设计阶段，今后将用于一系

列新造船。

两个主旨报告的内容没再讨论硫排放法规。MAN 

Energy Solutions 二 冲 程 发 动 机 业 务 负 责 人 Thomas 

Knudsen 介绍了公司在面临行业低碳化的要求下，如何

灵活运用多种燃料。“我们的策略是通过一些简单的改装，

就可使发动机适应所有燃料。他的同事也通过对 MAN 

LNG 和 LPG 发动机的介绍，呼应了其观点。

开创性的项目

Teekay Offshore 开创性的穿梭油轮设计是主旨报

告之一，报告人为 Wärtsilä Marine Solutions 的商船和气

体船配套销售经理 Stein Thorager。该油轮目前正由韩

国三星重工建造。这艘燃用 LNG 的船舶将不再使用四冲

程主机，通常情况下会以一台二冲程发动机替代。新船

将燃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并将成为首批使用能量储存

技术的商船。

一个由全体代表参加的论坛深层次地展望了未来燃

料。既讨论了符合硫排放法规的混合燃料的出现及其相

关挑战（Veritas Petroleum Services 的 Steve Bee 做引

言），也讨论了其他替代燃料。Skangas 海洋事业部销售

经理 Gunnar Helmen 指出，LNG 作为一种船用燃料在

欧洲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在如今 LNG 配套基础设施大

力发展的情况下。ITM Power 的 Madadh MacLaine 指出，

氢燃料在海事领域的应用正在快速崛起，并举例介绍了

Orkney 岛的一个开创性项目。

下午分会场的主题分为“推进系统”和“未来燃

料”，代表们可自由选择。“推进系统”分会场上，MAN 

Energy Solutions、WinGD 和 MTU 的代表都介绍了各

自公司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而“未来燃料”分会场探讨

了近期 LNG、LPG 和乙烷等低闪点燃料的在船应用项目。

Luken 先生对当天信息量巨大且热烈的讨论进行了

总结。“我们看到行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加剧。当

情况不明朗时，船东倾向于观望。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么做。

航运业须做出关键性的选择和投资决定。一件事是明确

的——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找到解决方案。”

会议结束后，举行了由 WinGD 赞助的饮品招待会，

以及 Wärtsilä 赞助的晚宴。与会代表们借此机会放松心

情，相互交流，对当天密集的讨论内容及时消化。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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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还有重新分组的分论坛。

更好的船

如果说本次会议貌似更侧重能效公式中的燃油，第

二天的开场分论坛——建造更好的船舶，则从船舶设计

本身，探讨了燃油之外的减排策略。两位船舶设计师，

Deltamarin 的 Mia Elg 和 Houlder 的 David Wing， 通

过真实的案例——Viking Grace 客滚船的著名试验和

Wightlink 的新造混合动力渡轮，达成了基本共识 ：优化

船舶设计的工作并未在船舶服役后即停止。现代化的监

控措施意味着一旦船舶开始航行，船舶相关的更为真实

的数据的有关应用能进一步提高船舶能效。也就是说，

以前只能在下一艘姐妹船上实现的能效提升，如今能在

系列船中的第一艘船，或是那些不会再造姐妹船的船舶

上，或是原型船上得以实现。

“建造更好的船舶”分会场另一个讨论议题是现代化

高效船舶不断提高的复杂度。EcoTune Marine 的创始人

及总经理 Heino Eckerich 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船舶能效

提升的手段越来越多。EcoTune Marine 正在试验一个综

合气体发生装置，该装置能产生氢气，作为燃料增效媒

介喷入发动机。在获得理想的试验结果后，SAL Heavy 

Lift 与之签订了合同，自 2019 年 4 月起，将这项名为

FS Marine+ technology 的技术应用于 4 艘船舶，不仅包

括辅机，还包括 MAN B&W 主机。

FS Marine+ technology 可全自动化运行，但从整

船布置而言肯定会增加整体复杂性。现代船舶的集成化

问题日益突出，对供应商、船厂和船东都提出了相应要

求。WinGD 销售与市场部副总裁 Rolf Stiefel 先生指出，

这种日益复杂化的要求须要各相关方改变以往的工作模

式，展开更加广泛深入地合作，提高船舶设计的集成化

程度，以实现日益严苛的环保要求和法规下效率的提高。

Stiefel 先生举了一个例子，WinGD 曾与 Wärtsilä 和 GTT

合作，为 9 艘特大型集装箱船（由法国船东 CMA CGM

订购）设计 LNG 燃料系统。三家公司的这种合作已成

为一种正式的合作模式，并将应用于其他气体船项目中，

提高集成效率。

限硫燃料分论坛出席人员很多，说明大家对 2020

年的限硫令都非常关注。虽然关于 0.5% 硫含量的燃油

信息很少，但是，主要的燃油供应商都做好了供货准备。

船东的关注重点应在应变措施的管理上，以应对可能出

现的各种问题，Lloyd’ s Register Marine & Offshore 的

全球运营经理 FOBAS 称。该分论坛由 Intertek 技术总

监，International Bunker Industry Association 的现任主

席 Michael Green 主持，参会代表们一致认为，无论最

终市场上出现何种方案，燃料质量问题的影响力将进一

步提升——这也成为一直以来，伴随着每次燃料相关规

定的重大改变时，都会出现的一种现象。

其他观点

第二天会议最后，针对限硫令，LNG 和洗涤器的

支持派，都各自举例论证自方观点。SEA/LNG 的 Steve 

Esau 认为，行业利益相关方的联合行动，能推动 LNG

作为船用燃料的商业化进程，并介绍了全球基础设施建

设的进展，LNG 船项目和资金需求。DFDS 的可持续发

展及环保部的 Poul Woodall 是洗涤器的反对者，他认为

主流媒体（甚至是一些航运业出版物）对洗涤器的环保

作用进行了错误地报道。LNG 和洗涤器都不是限硫令的

完美解决方案，但在出现商业化的零排放技术和燃料之

前，两者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会上还首次颁发了该杂志设立的“The Motorship 

Award”奖项。The Motorship 的推进与燃料年会至今已

经举办了 40 年。实际上，本次会议再次回到最初使用的

“推进与未来燃料”这个主题，是为了致敬 40 周年，40

年时光的验证，使我们可以分辨出那些推动技术进步的

项目与合作。面对当今行业挑战，组织方最终决定表彰

那些减排效果得到具体量化的项目。在 4 家入围公司的

各自介绍之后，最终的获奖方得到注册代表们的几乎全

票通过（详见本刊第 13 页的信息）。

会议第 3 天，部分会议代表在德国的 Puttgarden

参观了 Scandlines 旗下的 Deutschland 号渡轮。接待

方向代表们介绍了该船是如何实现零排放的。其实早在

2013 年，Scandlines 就在大力减少温室气体方面表现突

出。该公司在当年启用了两艘电池混合动力渡轮（航线

为 Puttgarden-Rødby），以及两艘全球最大的混合动力

姐妹船——Berlin 和 Copenhagen 号（航线为 Rostock-

Gedser）。

该公司新任命的首席运营官 Michael Guldmann 

Petersen 介绍了公司是如何通过将燃料电池代替柴油

发电机组来实现零排放的。洗涤器使混合动力渡轮可

在北欧排放控制区满足硫限值法规。而特别写入合同

的 1.5% 硫含量燃料意味着相比传统的 3% 硫含量的

重油，该渡轮可以借助洗涤器节省燃料开支。展望未

来，Scandlines 希望能引进纯燃料电池船舶，以消除

烟囱的温室气体排放。如果在此基础上还能对来自风

电场的电力加以利用，就能实现一条完全零排放的供

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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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Energy Solutions 的二冲程家族再添新员——ME-LGIP 发动机

MAN 新机——ME-LGIP 的命名有点绕口，它即不

叫 ME-LPGI， 也 不 叫 ME-LPIG。ME-LGIP 中 的 ME

指代的是 MAN 的电控发动机，LGIP 是“Liquefied Gas 

Injection for Propane”的缩写。其与 LNG 发动机以及

ME-GI（Gas Injection）发动不同之处在于，燃料在喷

射时是气态还是液态。ME-LGIP 中的“P”指代丙烷，

加入该字母，可与烧甲醇的 ME-LGI 发动机区分开来。

丙烷和丁烷是 LPG 的两种主要成分。

除了具有与 LNG 类似的环保特性外，LPG 不须

要低温储存，因此几乎可在任何一个港口加料。另一个

优势在于，其价格近年来低于重油。MAN 及 DNV•GL 

2016 年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2014~2016 年这个周期内，

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VLGC）的发动机采用 LPG 代替

重油（HFO），可节省 250 万美元。

IMO 的 2020 限硫令使价格问题更加复杂。一艘

VLGC 新造船采用 LPG 发动机，可比采用 LNG 发动机

节省费用。但与采用烧重油加洗涤器模式的船舶相比，

费用又会略微高一些。但两者与烧低硫燃油（LSFO）相

比，又都有较明显的价格优势。MAN 称，重油及低硫燃

油价格较容易波动，而 LPG 的价格相对稳定。

如果价格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刺激人们在过去的

几年内关注 LPG 的还有另外一些优势。2018 年 1 月，

即在 MAN 宣布与现代重工合作开发 ME-LGIP 之前的

一个月，韩国宣布了第一个专门的 LPG 加料设备计划，

2019 年，一艘新的燃气轮机驱动的近海渡轮将成为其第

一个用户。

早期采用方

MAN 公开该型发动机研发计划后，各种官宣接踵

而至。2018 年 3 月，比利时的 Exmar 选择该发动机用

于其两艘 VLGC 新造船，这两艘船将于 2020 年第 3 季

度 交 付 ；5 月，Dorian LPG 发 布 了 与 Hyundai Global 

Services 签 署 的 备 忘 录， 采 用 LPG 发 动 机 对 10 艘

VLGC 船进行改装，以满足 IMO 的 2020 年限硫令。

市面上第一批 ME-LGIP 发动机将用于 BW LPG

气体运输船的改造。这次改造任务是一个大合同中的

一部分，该合同相关内容对外公布的时间就在 MAN 向

媒体、合作伙伴和潜在客户发布新机的 3 天前。进坞

改 造 计 划 安 排 在 2020 年，4 台 烧 重 油 的 MAN B&W 

6G60ME-C9.2 机将由 6G60ME-C9.5-LGIP 双燃料发

动机代替。

合同中对船队其他船只的改造也有涉及，作为一种

可选项。BW LPG 现拥有 35 艘 VLGC 船和 3 艘大型气

体运输船，以及几艘租赁船和共有船舶。其技术及运营

副总裁 Pontus Berg 称，船队中有 17 艘 VLGC 船适合

改造。其对 LPG 作为船用燃料的前景非常看好。

LPG 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我们很高兴现在在船舶

领域，它也成为一种适用的燃料。采用 LPG，使我们能

轻松满足排放法规，其安装费用与 LNG 发动机相比是便

宜的，在任何地方均可获得 LPG。我们的客户非常愿意

采用 LPG 作为船用燃料。

MAN 认 为 LPG 的 使 用 非 常 简 单， 并 预 测 ME-

LGIP 可在 LPG 运输船用二冲程发动机市场获得超高的

市场占有率。在航行距离长的远洋 LPG 运输船及 VLGC

船上，会有许多改装机会。如今，共有 60 艘这类船舶，

均使用 MAN ME-C 发动机，这些发动机都可经改装后

使用 LPG。 

改装机会

除了上述的一些改装机会，MAN 相信这类改装的

前景是非常巨大的。目前在役的 MAN ME-C 发动机共

有 3 000 台，都是潜在的改装对象。在一些板块，改装

有一个促因——发动机还可使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当

原油处于动态时，气体会挥发，这就意味着穿梭油轮和

原油运输船可成为早期的受益对象。

MAN Energy Solutions 二冲程单元的销售推广副总

裁 Bjarne Foldager 解释到 ：“ME-LGIP 还可烧液态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我们这样考虑是因为 IMO 日后必然会

聚焦至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减排问题。因此，我们认为

ME-LGIP 非常适用于穿梭油轮和原油运输船。

在其他应用板块，价格优势仍是具有说服力的因素，

但是 MAN 有信心，从长期来看发动机转向使用气体燃

料是不可回避的趋势。MAN 预测，到 2030 年，全球超

过 20% 的船舶将使用气体作为燃料，这与其他行业利益

相关方的看法是一致的。

ME-LGIP 基于上述技术改进，与之前的 ME-GI 和

ME-LGI 机共享同样的平台。燃油增压喷射阀（FBIV）

经调整可适应 20~60 MPa 的喷射压力。燃料系统组件包

括 ：燃气供应系统，用于从在用油轮获取 LPG，并确保

温度、压力和燃料质量符合发动机要求 ；配气机构，确

保在停机和维修时发动机可安全脱离，包括氮气扫气系

统，带分离罐的排气系统，当须要排气时，可防止 LPG



信息动态4

IMO 采取进一步行动，推进温室气体减排战略

挪威 Air Products 公司开发碳捕集装置

国际海事组织（IMO）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 73

届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至 26 日在英国伦敦召开，

15 日至 19 日还召开了船舶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组第 4 次

会议。IMO MEPC 73 会议进一步推进了温室气体减排

战略的实施。后续行动方案计划用于应对 2018 年 4 月

召开的 MEPC 72 会议上确定的温室气体减排框架协议

的时间表。

IMO 秘书长林基泽对大会通过后续行动方案表示肯

定，认为该举措就如何在 2023 年前进一步推动船舶温

室气体减排设立了明确的目标。

2019 年 1 月 1 日起，5 000 t 及以上的国际航行船

舶强制收集和报告年度燃油消耗。MEPC 还成立了工作

组，对将于 2019 年上半年开始的第四次 IMO 温室气体

研究的范围进行讨论。

泄漏。

Foldager 补充到 ：“在气体模式，ME-LGIP 发动机

可仅用 3% 的预喷燃油，并可以低于 10% 的负荷运行。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发动机能够不须要预喷燃油。”

MAN 及其早期的 LPG 用户相信，新型船用燃料将

有很大的市场，行业整体在继续转离液态碳氢化合物。

MAN 通过 ME-LGIP 扩大了发动机型谱，以应对未来船

用燃料的复杂多样化。

到目前为止，Air Products Norway 一直聚焦用于气

体运输船和其他惰性气体应用领域的氮分离系统的开发。

该系统的进气由压缩器经空心聚合物纤维包裹的薄膜模

块完成。这种方法可分离“快”气体，如氧气和氢气，

此类气体可穿过膜壁而逃离系统，只剩下“慢”气体氮气。

氮气用于化学品运输船、成品油运输船、LNG 运输

船以及冷藏船的惰化管。逸出的氢气也可以使用。

“这个过程很简单。装置本身也很小，无需溶剂

或 化 学 品， 没 有 运 动 件， 因 此 非 常 可 靠， 维 护 起 来

也 很 方 便。”Air Products Norway 业 务 部 主 管 Rune 

Damsgaard 称。

该公司有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如果船舶废气通过

一个非常类似的系统后再排出，就能过滤掉 90% 的碳。

Damsgaard 表示 ：“很明显我们已经实现了滤膜的

工业化制造，我们与挪威科技大学合作，对聚合物的结

构进行改进，使其可以适用于不同用途。我们可通过这

些滤膜对燃烧产生的大多数气流进行脱碳处理。聚合物

是标准化的，称为聚砜。聚砜是一种载体，也是为滤膜

提供强度的材料。真正起作用的是上面的镀层，可控的

挤压力可使气体穿过滤膜。”

在挪威的 NorCem 水泥厂，对一个集装箱式的处理

系统进行了小规模的测试，结果非常理想。水泥厂排气

的一部分通过特制的滤膜，结果显示该系统可去除 90%

的 CO2。

水泥厂的废气其实很难处理，酸度很高且清洁度很

差，但我们的化学阻隔滤膜模块可以对其进行处理。挪

威科技大学提供了滤膜的结构设计方案。

Damsgaard 指出，碳捕集可作为应对 IMO 2050 

CO2 减排目标的一个非常好的变通方法。IMO 的减排目

标是要在 2050 年减少 70% 的 CO2 排放。“我们希望参

与到减排行动中。目前公司正对该技术进行工业化设计，

使其可以满足现实要求。我们在挪威的实验室测试了大

概 6 个不同的系统，这些系统均可分离 CO2，但实验室

和工业化之间存在差异。今后会有相关机构开展认证工

作。”

现实环境下，我们的产品有许多应用方向。“一家

我不太方便透露名称的公司开发了一套抽吸系统，可在

港口连接船舶的烟囱。利用我们的技术，可在船舶停泊

港口时分离 CO2，对其进行液化处理，并通过油船运输

到挪威的西海岸。”Damsgaard 称 ：“现在如何实现批量

生产是主要的考量。Air Products 已具备生产的各要素，

该系统即使不能彻底消除航运业的 CO2，至少能够确保

其不进入大气。CO2 液化及运输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但人们必须掌握如何将其卸载到封闭系统里，否则，前

期的工作都是无用功。”

截止到 2018 年 11 月，Air Products 还在等待政府

的资金使该技术得以商业化。等待时间不会太久，挪威

政府机构挪威水资源和能源局在赞助绿色环保项目方面

一向非常积极。作为主要的石油输出国，挪威也很有可

能成为 CO2 储存的主要候选国。

Damsgaard 还解释道 ：“CO2 处理的思路是通过油

船运输到北海，并将其泵入海底深处达数百万年之久。

油田或许是 CO2 储存的理想区域。

（高荃 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