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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AC 呼吁 IMO 在 2023 年之前采取行动

IMO 2020 限硫令已实施，OEM 对实施情况的感想

国际内燃机学会（CIMAC）的温室气体工作组

发布了关于航运业零碳能源需求的政策意见书。工

作组明确呼吁 IMO“在 2023 年前采取约束性的措

施，逐步使用净零碳和零碳燃料”。在评估燃料的

总体温室气体排放时，IMO 还应考虑一种全周期

模式。

只有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才能刺激投资者在生

产零碳和净零碳燃料方面做投资。否则，到 2030

年代此类燃料的供应仍将不足。

内燃机仍是主要动力

CIMAC 指出，尽管内燃机可能仍是未来深海

运输业海上推进系统的主要推动力，但在近海市场，

混合动力和电气化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该声明还指

出，燃料电池在未来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氢燃料为起点

CIMAC 的温室气体工作组还指出，氢燃料很

可能是未来船用主要燃料的起点。净零碳燃料是

指由可再生能源（其含有的碳来自可再生资源，

例如生物质）生产的燃料。 

《The Motorship》指出，从供应的角度，采用

电解产生的可再生电能生产的商用氢的有限可用

性是限制其更广泛应用的因素。但是，CIMAC 明

确指出，在获得足够多的可再生能源（和电力）

之前，通过蒸气甲烷重整、碳捕集与储存（CCS）

或热解相结合生产氢作为一种过渡，可以代表一

种替代方案。

生物燃料

评估认为，生物燃料是近海航运市场最有可能

的替代燃料，而在过渡时期其能否作为深海工业

燃料则取决于能否在不破坏可持续性的前提下解

决“量的限制”。

报告指出，更广泛的技术和运营效率措施，“将

继续成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动力”。

该建议书基于两份白皮书 ：一份白皮书总结了

零碳足迹生产氢的方法 ；另一份则从大型发动机

行业的角度评估了未来燃料的选择。

（白春艳  编译）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从 HSFO 燃料向 VSLFO

燃料的转换过程得到了很好的管理，大多数公司遇

到的困难较小，并且在公司内部得到了解决，船舶

运营商、船东和 OEM 均支持这一点。这一转变被

称为航运业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之一，初步印象是

积极的。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我们为过渡做好

了准备，与客户的沟通清晰，几乎没有听到客户反

馈有问题。” WinGD 的研发总监 Konrad Rass 对《The 

Motorship》杂志说，“虽然现在做出明确的判断还

为时过早，但我们肯定没有看到一些业外人士在

2019 年 12 月之前所预测的灾难性转变。”

位 于 哥 本 哈 根 的 MAN Energy Solutions 二

冲 程 业 务 减 排、 燃 料 和 润 滑 油 部 门 的 负 责 人

Dorthe Jacobsen 也提供了类似的分析，并补充

到，MAN 收到了与气缸状况问题有关的“零星”

报告，包括高度磨损导致的擦伤以及气缸润滑油

的一些问题。

Jacobsen 说 ：“在我听到的最严重的案例中，船

舶工作人员报告说其发动机所有的气缸都拉缸了。”

Rass 说 ：“我们从一艘集装箱船那里得到消息，

有几个气缸套受损，经证实是由未经充分反应的残

留催化剂（cat fines）造成的。”

从小型到大型船舶市场，都有来自船舶运营商

的类似事件报告。但是这类报道事件数量有限，要

得出结论还为时过早。Rass 说 ：“到 2020 年 4 月，

我们应该能更确切地了解低硫油的使用情况。”

残留催化剂

发动机制造商之前已发出警告，发动机在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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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燃油前，应保持燃料和燃料箱清洁，并注意残

留催化剂的潜在影响。Jacobsen 说 ：“我们提供了服

务函（SL2019-674, SL2019-670），说明了在 2019

年清洁燃料箱时须要注意的事项。”

尽管如此，许多船舶运营者已经报告了可能与

残留催化剂有关的问题。一些船舶运营者确实将燃

油箱的清洁工作推迟到了全球限硫令生效前不久才

进行。有些船员使用类似燃料添加剂等化学物质来

溶解燃料箱侧面的高硫燃料油残渣。但是，使用燃

油添加剂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对燃油清洁

系统也会产生影响。

Jacobsen 说 ：“燃油添加剂能有效地清洗油箱，

但降低了分离器的清洗效率。”他还补充道，这导

致了进入发动机的残留催化剂比例的增加。MAN

公司见过很多起残留催化剂进入分离器导致高磨损

的案例。

Rass 说 ：“我们听说过一些案例，油箱多年积

累的沉积物被清洗后，会向系统释放出更多的催化

剂。如果分离不充分，残留的催化剂进入发动机将

导致损坏。”

润滑油和进给速度

在 2020 年 1 月之前，那些有稳定运行记录的

发动机上已出现一些零星的高磨损事件，Rass 指出：

“我们已收到了来自更多发动机的反馈，而这些发

动机之前都是正常运行的。”

Jacobsen 指出，船上较旧的润滑系统可能是潜

在原因之一，特别当这些船舶发动机之前并无润滑

油低进给速率的运行经验时，更是如此。

Jacobsen 说 ：“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燃料润滑

系统工作效率降低，船舶发动机从先前的润滑油进

给速率切换到最小进给速率，可能会导致润滑油进

给速度过低。”

MAN 公司建议进给速率从 1.0 g / kWh（或现

有的进给速率）逐步降低，而不是立即转换到低进

给速率。

低温腐蚀

Jacobsen 还 指 出， 自 2020 年 1 月 以 来， 由 低

温腐蚀引起的高磨损也是一个因素。燃油箱中的

HSFO 残留物与 w（S）为 0.50% 的燃油混合，可

能会导致向发动机供应的燃油的 w（S）超过 0.50%。

“在这种情况下，低 BN 气缸油（40 BN）可能无法

提供足够的保护，从而导致低温腐蚀。” Jacobsen 补

充到。

低温腐蚀的第二个原因是船上的储存箱中低

BN 和高 BN 气缸油混合不充分。“当气缸油混合不

当时，它们会分离，更重的 BN 气缸油将沉到容器

底部。到某个时间点，高 BN 油将耗尽，发动机将

开始使用低 BN 油运行。” Jacobsen 说。

活塞环

Jacobsen 还指出，MAN 公司曾在 2019 年建议

所有使用 w（S）为 0.50％的燃料的船舶，发动机

活塞环应更换为带有金属陶瓷涂层的活塞环。

“最新的金属陶瓷涂层环建议（SL2019-685）：

工作人员必须监测活塞环上金属陶瓷层的厚度。” 

Jacobsen 说。

 “我们建议，一旦金属陶瓷涂层的厚度降至

100 μm 以下，船舶运营商应制定计划对活塞环组

件进行大修。一旦厚度降至 50 μm 以下，就应立

即进行大修。” Jacobsen 说。

当金属陶瓷层已磨损，活塞环基底暴露在外时，

缸套表面和活塞环之间的磨损率会迅速上升，特别

是在残留催化剂含量较高时。

燃油系统灵敏度

Jacobsen 还指出，燃料系统已经报告了许多问

题。其中包括因更换黏度不同的燃油时温度变化导

致高压燃油泵咬死的情况。“我们已经看到高压燃

油泵卡死的一些问题。” Jacobsen 说。

与燃料系统中温度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低黏度

燃料气化。在停机期间，燃油系统中已经出现了这

种情况。

在温度范围的另一端，存在的问题是 ：新型燃

料的冷流特性 ；为将汽缸油和燃料加热到可能的不

同的工作温度所涉及到的机舱布置。

虽然从数量上来说，向 OEM 报告的与燃料供

应不兼容有关的事件相对有限，但 Rass 和 Jacobsen

都指出，船东和船员须时刻注意潜在的风险。“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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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TSILA 总裁分享愿景

Wartsila 公司船舶业务总裁 Roger Holm 表示，

面对航运业的环境挑战，需要新的运营方式以及新

的燃料。

Roger Holm 认为，通过优化运营、改善连通性、

选择恰当的燃料，将有助于减少航运对环境的影响。

 

2020 年来到，航运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长

期以来，航运业一直是世界贸易的无声推动者，负

责将能源、原材料和消费品运往世界各地，并连接

沿海社区。由于该行业会对环境和地球造成影响，

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IMO 在 2018 年 4 月公布了温室气体减排初步

策略，旨在到 2050 年将航运业的排放量减少一半。

现在，业界有信心证明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Roger Holm 指出，去年市场方向发生了明显

变化。他给出了解决近十年航运业面临的最大问题

的具体步骤 ：船舶将使用哪些燃料和技术来减少并

最终消除排放？

 “2019 年，海事界讨论环境问题的方式发生了

相当大的变化，”Holm 解释说，“航运涉及到大量

的贸易，而且已经是最环保的货物运输方式。但是

还可以做得更好。在 2019 年，业内很大一部分人

承认，航运业须自行做出改变。”

最典型的例子是 2019 年底公布的一项提议，

即建立一个研究信托基金，通过每吨 2 美元的船

舶燃料税提供资金。今年初，几家银行制定了一

套为绿色船舶投资融资的原则——“Poseidon 原

则”。在这一年中，许多项目将行业相关者聚集在

一起，探讨如何实现 IMO 的目标。比如，“实现零

排放”（Getting to Zero）联盟，共有 74 家公司参与，

Wartsila 是这个国际合作项目的成员之一，该合作

旨在到 2030 年开发出一艘零排放远洋商船。

“对话内容在迅速变化，我相信我们会看到讨

论在加速。”Holm 说，“对于我来说，梦想是，航

运业有一个‘绿色标签’，表明它是高效和环保的。”

共同问题的集体解决方案

继续进行对话至关重要。Wartsila的核心观点是，

航运业面临的环境挑战必须由业内共同解决，而不

是由单个公司解决。公司的愿景是建立一个“智能

海洋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业内各方通过采用

尖端技术共同协作，以推动整个物流链的运输效率。

“这不仅仅是关于燃料，”Holm 说，“还涉及到

如何与整个生态系统连接和协作，以及如何通过以

不同方式使数据流动起来以提高效率。” 

 “准时航行”的概念突出了这种方法。传统的

做法是货船的航行速度会超过必要速度，以免错过

宝贵的港口停泊位或避免合同处罚，但最后往往不

得不在锚地等待空位。由于船舶在更高的速度下将

消耗更多的燃料，而且，在锚地等待意味着有更多

的排放物靠近人口密集区，因此减少等待时间对环

境和效率都有巨大的好处。

 “准时航行”依靠互联互通和航行规划技术，

促进港口和船舶之间互通准确的到达时间。Wartsila

已经与船舶运营商合作，通过其现有技术实现“准

时航行”。

Holm 说，由于缺乏连通性以及数据和通信方

式的多样性，当今在全球范围内应用该概念还是一

个挑战，但是他预计航运业将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在提高燃料效率和排放效益方面，早期采用者有着

明显的优势。

 “研究不同领域的数据是降低油耗的重大机遇，

但这也要求打破海事界的壁垒，这将是障碍之一。

要使它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须要付出相当多的努

力，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海事界的各个角落开始使

管清洗油箱可能是一次性的风险，但机组人员仍须

要注意其他风险。” Jacobsen 说。

在过渡期间，一些运营商推迟了从 MGO 到

VLSFO 的转换，而燃油供应商和船舶运营商称，

VLSFO 燃料的组成可能会在 2020 年期间缓慢改变。

（白春艳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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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概念。”

Anglo Eastern 船舶公司有 600 余艘船只。2019

年 11 月，该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整个船队

执行 Wartsila 的航行规划，推广使用发动机性能和

燃油效率监测系统。船队运营解决方案（FOS）集

成了其他流程，以优化航行规划、气象定线、燃油

消耗和速度。这种功能是准时航行的先决条件。

 “这是朝着连接生态系统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

我们很荣幸与行业主要参与者之一合作。” Holm

说，“他们与我们有着相同的想法，即利用数据优

化运营。”

但是，船东无法独自最大限度地提高航运效

率。正如“准时航行”所示，港口也必须发挥作

用。港口周围的地区自然也对更加有利的、可持续

的、更安全的海运业务感兴趣。根据 SEA20 倡议，

Wartsila 正在组织港口城市间的高层会议来讨论这

些问题。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6 月在 Helsinki 举行。

 “在大型沿海城市中，海港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相信这些城市可以成为推动海洋生态系统更广

泛合作的关键参与者。” Holm 说。

LNG的持续作用

使用数据和生态系统方式来优化运营将有助于

船舶减少不必要的燃料支出。但这只能解决航运面

临的环境挑战的一部分。而船舶应该使用哪种燃料

来减少排放，在业界的讨论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

在航运业尚没有无碳燃料可供使用时，有很多关于

“未来会出现哪些燃料”的讨论。

没有人确切知道燃料的发展方向，但我们会看

到比今天更多的燃料组合。对燃料灵活性的需求体

现在多个领域，内燃机就是其中之一。例如，现在

有可使用重油和液化天然气的双燃料发动机。在未

来，可能会使用氢气和液化天然气的混合物。我们

需要尽可能适应未来需求的技术，在须要时，这些

技术应该可以进行转换。

Wartsila 为航运和发电市场提供双燃料发动机

已有近 30 年的历史，其发动机均可以转换为使用

多种清洁燃料，包括氨、氢和甲醇的混合物。但直

到零碳燃料大规模出现之前，最好的船舶燃料选择

之一就是已经在使用的燃料——液化天然气。

 “我们认为 LNG 将在所有航运领域中得到应

用。” Holm 说，“从某种意义上说，LNG 燃料也是

通向未来的桥梁，到 2050 年 LNG 仍将在市场上扮

演重要角色。但即使现在使用 LNG 燃料，当出现

新燃料时船东也能使用，如合成 LNG 燃料或氢和

LNG 的混合燃料，以减少碳含量。”

优化和数据

对灵活性的需求也适用于等式的另一边——通

过数据改进操作。随着数据使用和燃料的快速发展，

对于一艘必须服役 20 年或更长时间的船舶来说，

选择错误的技术存在重大风险。必须采用面向未来

的系统以及灵活的动力，Holm 说。

他还认为 ：“内燃机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件

事是如何利用数据使你的资产最大化。今天的船舶

和 10 年后的船舶在使用数据和燃料方面会有很大

的不同。但是要达到目标我们必须开始行动，不能

等待三年，直到道路变得更加清晰。” 

这种快速变化的一个例子是对船舶自主性的

推动。Holm 解释到，追求更高的自主性是为了

进一步优化操作，而不是为了减少机组人员数

量。Wartsila 正在与新加坡港口和拖船运营商 PSA 

Marine 合作开发一艘智能拖船。该拖船集成了多种

系统，以提高安全性和效率。

 “我认为这一发展的核心是优化。”他说，“我

们已经在汽车行业中看到了这一情况，在该行业中，

数据被用于优化混合动力汽车中电池和发动机的使

用，并帮助驾驶员安全驾驶。航运业也有类似的情

况，虽然有些范围将以无人驾驶作为目标（例如在

一些沿海航运业），但我们认为提高优化程度是实

现更高自主性的主要目标。”

 “很少有公司可以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这一问

题。” Holm 说，“我们是其中一个，事实上，这完全

符合我们的目标，即利用智能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我们来说，推动这一发展就是推动我们的业务。”

（白春艳  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