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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UM ELECTRONICS 公司宣布用于船用发动机的

基于 AI 自学习的状态监控技术

Datum Electronics 公司宣布了一项革命性的基

于 AI 的先进状态监测技术，以实现燃油效率的提

高和预防性维护。

基于 Datum Electronics 公司与 Innovate UK 及

Strathclyde 大学在数据收集、运算方法及柴油发

电机组仿真方面的数年合作，在完成一系列设计、

开发和测试工作后，Datum Electronics 发布了其革

命性的基于 AI 的状态监测技术，该技术可提高燃

油效率并降低维护和运营成本。

如果状态监测可提供对功率输出、发动机转速、

扭矩、燃油流量、SFOC 等参数的实时分析，则

Datum Hawk 就是未来。该系统以每秒 2 000 个样

本的速度快速探测问题，并显示发动机各缸有价值

的信息，提供发动机的最新状态。通过整合 AI 自

适应算法，Datum Hawk 旨在极大地提高发动机的

使用寿命。

 “我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专注于扭转

振动，这是最准确、最可靠、性价比最高的状

态 监 测 方 法。”Datum Electronics 公 司 业 务 开

发 经 理 Mark Gladdis 说，“ 考 虑 到 船 舶 客 户 的

需求，我们决定引入最先进的高采样率状态监

测技术，以便能够对发动机或柴油发电机的每

个气缸进行剖析，以获得其轮廓特征，并识别

其中的特定变化。”

除全球经济波动因素，最新的绿色倡议，如

欧盟的欧盟绿色协议、英国的清洁海洋计划以及

IMO 可能采取的进一步措施，被视为一种有针对

性的、自上而下的、能为海事业节约成本的根本

方法。对此，基于对船用内燃机的深入了解，以

及在对其运行管理的基础上，Datum Electronics 希

望能提高到一个新的知情决策水平。这可以通过

基于状态维护来实现，该维护监视特定的参数。

对这些特定参数进行分析，可提供知情决策的基

础，据此优化保养周期，减少停机时间，并能使

发动机更高效、更合规。

适合用于连续测量的最关键参数是瞬时曲轴

扭矩。这是一种高度可靠且容易获得的测量方法，

通过分析，可以了解如燃油喷射器、气缸套和活

塞环等组件的退化情况，并将这些情况与特定的

气缸对应起来。从此种测量中提取信息的关键是

了解曲轴动力学，以及缸内压力与在飞轮处记录

到的瞬时曲轴扭矩之间的关系。

 “瞬时扭矩反映了发动机中发生的一切。这意

味着通过一次简单的测量，Datum Hawk 便能够

提取有关发动机部件的信息，而无须测量单个气

缸中的压力，从而能够及早发现故障，大大降低

维护成本。” DNV GL 海事安全研究中心船舶系统

安全部，Strathclyde 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系教授

Gerasimos Theotokatos 博士说。

与 Datum Shaft Meter 结合使用，Datum Hawk

代表了基于实时状况监控的船舶终极扭矩传感器

系统，可进行突出重点的预防性维护，从而节省

时间和运营成本。                 

（白春艳  编译）

MAN 公司在 2020 年 8 月 26 日的一份报告中证

实，该公司将在 2021 年年底按计划向船厂交付其首

台 ME-GA 低压双燃料发动机。

 该公司正在开发 700 mm 缸径的五缸和六缸发

动机，公司还准备同时交付 600 mm 缸径的产品，

以满足客户需求。

论证测试

这款新发动机经历了 MAN 公司有史以来最密

集的测试计划，自 2019 年以来，在哥本哈根研究

中心进行了 600 多次测试。

今年已将其添加到公司的发动机计划中，并正

按计划进行型式认证。但是，COVID-19 大流行迫

MAN 公司将于 2021 年年底交付首批 ME-GA 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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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MAN 公司原定于 2020 年 9 月进行的公开论证

测试改期了。该论证测试有可能在 2021 年年初以

不同的形式开展。

新的 EGR型式

该报告主要揭示 MAN ES 将提供一个低压发动

机 EGR 版本，以确保发动机在柴油模式或者气体

模式下运行均符合 IMO Tier Ⅲ法规。

高压 EGR 版本、SCR 版本和无后处理系统的

基本版发动机，都可以确保在气体模式下运行符

合 IMO Tier Ⅲ标准。SCR 版本还将确保在柴油

和气体模式下均符合 IMO Tier Ⅲ标准。但是，推

广负责人 Thomas S. Hansen 指出 ：EGR 版本还将

提供“显著”的性能改进，新发动机的燃气消耗

率约可下降 3％，在柴油模式下燃油消耗率降低

5％。他补充说，这也将显著降低 EGR 版本的预

期甲烷泄漏量。

Thomas S. Hansen 指出，该解决方案借鉴了该

公司在开发 EGR 时积累的大量经验。公司拥有超

过 200 个 EGR 解决方案订单，以及 30 个正在服务

的版本。高压 EGR 版本将与基础款 MAN B ＆ W 

G70ME-C10.5-GA 同时交付。

燃气系统

除 了 新 型 EGR 外，Thomas S. Hansen 还 展 示

了 ME-GA 设计的一些附加特征。作为一种旨在为

LNG 船运业的船东提供较低 CAPEX （资本支出成

本）的设计，ME-GA 版本包括低压压缩机。该压缩

机成功降低了设计的前期成本。

Thomas S. Hansen 还概述了机舱和燃气供应的

设计。燃气阀单元（GVU）有两种版本（壁挂式

和橇装式），可以安装在燃气安全区域之外，从而

释放机舱空间。旁通系统和气体调节阀无须放气管

道就能确保系统泄压。该设计还包括一些已经应用

于 ME-GI 平台的方案。Thomas S. Hansen 称 ：“我

们采用了 ME-GI Mark Ⅱ的扫气概念，没用氮气吹

扫整个系统，而是在发动机末端施加氮气并简单地

使其逆向流动。”他还指出，简化的解决方案减少

了管道和部件的数量，并将体积降低了 50％。

在安全进气阀的设计中也类似地聚焦可靠性，每

个安全进气阀都包含一个窗阀，双重安全功能有望在

零部件发生故障的情况下显著降低气体泄漏的风险。

活塞环概念

发动机设计还采用了已在 ME-GI 发动机上使

用的标准 3 活塞环组件。这些活塞环在 ME-GA 测

试中达到了性能指标，并且在 ME-GI 发动机中具

有可靠的服务记录。

“我们最近已经将 ME-GI 发动机的大修间隔时

间延长了 50％。”新技术总监 Kjeld Aabo 说。此外，

他认为与其他设计相比，气密底环不易受污染影响。

自适应气缸控制

该设计还包括一种采用新算法的自适应气缸

控制技术，以确保每个气缸均在其最佳气缸压

力下运行。新概念已成功应用在 ME-GI 发动机

上，现在正应用到所有新的双燃料发动机订单中。

Thomas S. Hansen 指出，该解决方案可以自动运行，

在不增加机组人员监控要求的情况下提高了效率。

燃油比控制

Thomas S. Hansen 还讨论了 MAN ES 如何提供

解决方案，以确保 Otto 循环的 ME-GA 发动机在

稀燃时不接近“爆震”（在引燃燃料喷射之前自燃）

或“失火”。

MAN ES 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即“燃油比

控制”，它改变了气体和液体燃料喷射的比例。

Thomas S. Hansen 补充说 ：“对于采用新的 EGR 解

决方案的船舶来说，这种解决方案不是必要的。”

避免碰撞：二冲程入口点火创新

Stevie Knight 写道，我们已经习惯了发动机燃烧

室内的气体几乎要爆炸的状态，但是，有一种方法

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假设有一种燃烧过程不符合“吸收-挤压- 爆炸-

吹扫”的规律？这种燃烧过程有以下特点 ：有提高

效率的潜能，很少甚至没有氮氧化物产生，碳氢化

合物燃烧更彻底，机械应力更小，以及燃料的灵活

性。这些特性对于海洋工业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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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被称为“入口点火（EI）”，分为压缩和燃烧

两个阶段，并在不同的腔室中完成。

但是，效率或者成本会受到影响吗？还是两者

都会受到影响？“不会受影响的。”开发人员，前

NASA 科学家 Peter Cheeseman 博士解释到，“相反，

其每个阶段都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尽管仅用一对气缸即可完成此过程，但为了获

得最佳效率，Cheeseman 的概念分为四个阶段——

尽管从技术上讲，该发动机为两冲程。首先将空气

引入第一个气缸，在此空气被部分压缩 ；然后被推

入第二个腔室，再次压缩（在此压力可能会超过

7 MPa），并打开一个通向储气箱的止回阀。Peter 

Cheeseman 博士解释说 ：“到目前为止，它基本上

只是一个两级空气压缩机。”

 “在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Peter Cheeseman

博士说，“燃料被喷入相邻的腔室，在其通过滑阀

之前有足够的时间与经双重压缩的空气充分混合，

然后通向下面的燃烧室，遇到极热的气体即被点燃。

实际上，排气门在前一个循环中关闭得较早，因此，

尽管压力较低，气缸仍有足够的热量来启动燃烧。”

通常情况下，点燃预混燃料，会导致可怕的压

力峰值。但 EI 避免了这种情况。“当人们第一次接

触到这个概念时，会产生典型的误解……人们已习

惯了燃料点燃时产生的压力脉动，以至于这种连续

平稳燃烧、没有蓄压的概念，令人惊讶。”他解释到。

该原理非常接近布雷顿循环 ：即恒压燃烧。他

强调 ：“但在实用的、可实现的发动机中，要了解

其工作原理，须要同时了解正时和特殊设计的滑阀。

滑阀的叶片不是上下移动，而是横向移动穿过

入口 ：随着活塞下降，微小的三角形缺口形成精确

开口并慢慢变宽，从而改变阀的几何尺寸。正时还

控制着功率输出和扭矩。

当它打开时，每个狭缝处会出现“小火焰”，

气体从狭缝处进入主燃烧室并被点燃。“这种模式

类似于多头本生灯。”Peter Cheeseman 博士说。

值得注意的是，整个燃烧室中没有火焰蔓延，

未燃烧的燃料 - 空气混合物没有积聚，在其进入燃

烧室时已全部点燃，压力波动也很小。

在点火过程中，这种燃烧概念允许从预混合区

域到燃烧室的路径是连续的，因此，当活塞下降吸

入气流时，其后面的储气箱也得到了换气。事实上，

滑阀仅在燃烧结束时才最终关闭，以将燃烧室与储

气箱隔离。当热气体继续将活塞向下推时，喷油器

再次将燃料喷入混合室。

分阶段压缩

Peter Cheeseman 博士解释说 ：“分阶段的主要

优点是各种元素可以针对每个特定阶段的压力和温

度进行优化”。例如，由于第一个腔室实际是一个

空气压缩机，因此它不必采用厚壁设计，耐热性也

不必很高，并且表面积可以更大。第二级段活塞的

直径较小：为了降低热量损失，它的体积较小。但是，

第三个主燃烧室却大不相同 ：在传统的发动机中新

鲜空气将冷却气缸壁，而入口点火发动机在进气冲

程中没有冷空气进入。Peter Cheeseman 博士指出 ：

“第三个气缸始终暴露在高温气体中，没有热循环。”

但是，他补充说 ：“大多数标准发动机都竭尽

全力来制造湍流以混合燃料或传播火焰，湍流可以

帮助提高传热效率。”相比之下，EI 点火模式几乎

没有湍流，并且湍流只局限在滑阀入口周围。因此，

第三主燃烧室在高温环境运行时，避免了火花点火

（SI）和压缩点火（CI）发动机常见的极不稳定的

热循环和压力峰值。

鉴于这些气体保留了大部分热量，因此有必要

将它们推到更大的第四气缸中，在此燃烧气体膨胀

至接近大气压的水平，从而将大部分能量吸收。结

果是每个周期有两个交替的动力冲程。有一个环节

需要额外的支持 ：起动。“由于没有剩余的热气体

来点燃，因此将火花塞引入混合室，尽管对其的需

求不多于一个循环。”Peter Cheeseman 博士说。

优点

在防治污染方面的好处 ：入口点火模式为均质

燃烧，就像火花点火发动机一样，避免了热点和

Diesel 循环的污染。它还能以最小空燃比（2.8）进

行稀燃燃烧，实现常规燃料的完全燃烧。这是一个

很大的优点，“当空燃比高于 2.8 时，燃烧的尾气中

含有一氧化碳，当空燃比低于 1.7 时，则会产生大

量的氮氧化物。当空燃比在 1.7~2.8 之间时，则无须

处理这类排放问题。”Peter Cheeseman 博士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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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效率也很高，因为入口点火模式避免了敲

缸极限。“因此我们可以选择达到最高压缩压力而

燃料不会自动点燃。”Peter Cheeseman 博士补充说。

此外，EI 发动机的效率曲线相当平坦 ：这似

乎与较低的压缩压力并驾齐驱，因此，发动机在

最大最小转速范围内均应证明是高效的。Peter 

Cheeseman 博士预测到 ：“在高转速和低转速下，

它有望比 SI 或 CI 发动机的效率更高。”

替代燃料

 “重要的是，分阶段意味着发动机可以燃烧几

乎任何与空气混合的燃料。”Peter Cheeseman 博士

说，“包括氨、丙烷和各种醇类——但额外的分阶

段控制层也意味着它可以采用更加复杂的燃料，比

如氢气。”但最适合的是液化天然气。“因为液化天

然气具有很高的辛烷值，压缩比可以很高，而不会

有自燃危险。此外，从港口到港口，它被证明是一

种成本效益高的解决方案。”但是在他看来，从长

远的角度 ：“我认为我们正在关注合成气体。”

Peter Cheeseman 博士承认，虽然这种发动机目前

还在设计阶段，只存在于纸上，但人们似乎越来越感

兴趣 ：替代品正在开发中，但内燃机的功率密度仍然

难以超越。然而由于内燃机技术“在可预见的未来

可能与我们同在”，他总结到，匹配更清洁、更环保、

更高效、更灵活的发动机，例如入口点火式的混合解

决方案，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必要。

（白春艳  编译）

低硫燃料预计将继续引发困扰

劳氏船级社燃油分析和咨询服务（FOBAS）的分

析表明，在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6 月间，与燃烧有

关的事故急剧增加不应与不合格的低硫燃料油挂钩。

 在 2020 年 6 月发布的公告中，FOBAS 强调，

在过去的 8 个月中，大型二冲程发动机气缸部件损

坏的报告数量几乎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与使用

高硫燃料油（HSFO）相比，改用极低硫燃料油的

船舶发生低温腐蚀的可能性较小，因为这种新燃料

中所含的残余催化剂浓度相对较低。但有报告发现

由金属与金属之间接触引发的微磨损和擦伤导致的

粘着磨损。 

根据 ISO 8217 标准对可疑燃料进行了测试，结

果令人满意。事实上，FOBAS 数据表明 ：与高硫

燃料油相比，各种点火参数改善了约 10％，除了

几个来自 Santos 的和一个来自 Houston 的样品。

“考虑到大型二冲程发动机在燃烧具有不同

点火质量的燃料时的稳定性，并参照 CIMAC 指

南，不应将燃料质量与所报告的问题直接联系起

来。”FOBAS 指出。

考虑到对可疑燃料样品进行的 ISO 8217 标准分

析基本令人满意，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从船上

获得的信息不足以得出结论。但是，FOBAS 表示，

经验指出了四个主要问题 ：1）最常见的情况是，

尽管发动机制造商已建议，但硬涂层活塞环并未在

发动机上使用。2）在某些情况下，气缸润滑油的

进给速度过低或过高，会导致润滑油缺损或沉积物

形成。3）气缸润滑油的选择也是一个因素 ：经常使

用 BN 70 润滑油会导致钙沉积物的形成。（FOBAS 注

意到行业建议，这些油比 BN 40 油具有更好的分散

性。）4）发动机缺乏维护或发动机部件在接近其使

用寿命的情况下更有可能报告问题。

自 2020 年 3 月以来，随着船舶运行调整以适

应超低硫燃油（VLSFO），问题的数量一直在下降，

但是业内关于硫合规性的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不

合格的 MGO 在 2020 年 5 月达到了峰值，Veritas 

石油服务公司（VPS）预计还会出现另一个问题。

而这一次，燃料质量已被确定为问题所在。

2020年5月，VPS记录了95例（2.8％）MGO样品，

其闪点低于 60 ℃，这与 SOLAS 要求不符。VPS 称，

由于 COVID-19 大流行导致全球陆地和航空运输部

门的需求减少，相关燃料价格下降，这为将这些较

低闪点的燃料混合到船用燃料中提供了商业动机。

2020 年 5 月以来，问题的数量一直在下降，但

是 VPS 预计，由于陆地和航空燃料价格再次走低，

不合格的 MGO 将在 2020 年 9 月再次出现激增。

（白春艳  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