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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机》：Martin 博士，您好。首先，再次感

谢您能接受本刊的专访。本刊非常关注“新冠”肺

炎（以下简称“新冠”）对造船行业的影响。我知

道 Clarksons Research 也在做相关方面的分析和研

究，如果可以的话，可否请您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

下这方面的情况。

Martin Stopford ：请允许我先给出我的结论。

受“新冠”的影响，船市下滑是不可避免的。虽然

其严重程度还无法预测，但未来一到两年，船厂必

须依靠反周期订单生存是不可避免的。当下，船厂

的产能相对较低，船队也会有很大的变动。市场对

新船的需求会关联到最新技术，这些技术包括排放

和智能船技术。

“新冠”对船市的影响一部分基于“新冠”本身，

另一部分基于随着病毒的发展，全球经济体应对“新

冠”疫情的成本。目前，全球有超过 60 个国家正

在与“新冠”斗争。相对发达的经济体会投入较多

资金用于对抗该病毒。贸易发展的走向将取决于全

球经济回归正常的速度，而该速度则由测试和疫苗

技术的发展决定，医学技术可以阻止疫情进一步爆

发。还存在的一个风险就是，疫情导致人们行为方

式改变，如人们旅行次数减少，消费模式改变。图

1 所示为造船行业 3 种情境模式（设计航速、减速

航速、环保航速）下的船舶订单量预测。可以看出，

短期内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造船行业会面临困

境。但是在随后的几年内，船舶订单量在不同情境

模式下均会呈现总体上扬趋势。详细模型假设可参

考我撰写的“新冠，气候变化和智能航运 ：2020-

2050 的 3 个预测”报告 *。

“新冠”对船市的影响及航运未来发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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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1（设计航速）本预测假定船队的所有运

行时间都处于设计航速下，假设为 14 节（注 ：过

去十年，船队通常都以比设计航速慢 2 节的航速航

行）。图 1 显示，该航速的新造船需求量将在 2021

年出现剧烈下滑，但在 2030-2035 年，此类船舶的

订单需求将达到 250 百万 DWT 的峰值。该峰值的

出现由两大因素造成 ：一是受海运贸易 3.2% 的年

增长率推动 ；二是 2009-2013 年船市井喷期间建造

的船舶在这个时间段因寿命周期的原因须要换代。

该预测考虑了贸易增长趋势，并假设船队以设计航

速运行。为了满足 IMO 2050 碳排放要求，全球将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零碳推进系统。

预测 2（减速船速）此项预测中，船队按目前

市场实际操作方式，以 12 节的航速减速航行。短

期内，预测 2 下 ,“新冠”疫情对全球新造船需求

的影响更为严重，订单需求下跌幅度更大。随后全

球贸易量以年均 2.2% 的速度增长，全球船队以 12

节航速减速航行。这项预测的数据在未来两年内将

出现急速下降趋势，从图2的红线可以看出。但随后，

市场对新造船的需求会上升，2030 年代早期会达到

顶峰 200 百万 DWT。这次需求的增长主要源于在

2010-2015 年船市井喷时建造的船舶须要换代，以

及减速航行的需求 ；“新冠”导致经济衰退期间船

舶早期报废，以及 2020 年代船舶技术的更新升级

都会对该曲线的走向产生影响。反周期订单对预测

时间段内的早几年的船市走向影响很大，船厂和船

东对此应非常关注。

预测 3（环保航速）在此预测内，船舶以环保

航速，即 10 节的航速航行。船队的运输能力降低

了 17%。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和预测 2 相比，

油耗和排放可降低 40%。在早期的几年里，船队以

更低的环保航速航行，会将船队的运输能力降到运

输要求水平以下，但随着“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

衰退，此方面的压力会降低。预测 3 在 2020 年代

早期出现了急剧下滑趋势，这还是因“新冠”导

致的全球经济下滑的缘故。船市在 2025 年之前都

不会复苏，到 2025 年达到 160 百万 DWT 的峰值，

基本与 2011 年的水平相当。如在其它预测中一样，

该峰值的产生主要基于两个因素 ：一是 2009-2012

年船市井喷时所造船的换代需求 ；二是由于航速下

调至 10 节，船队实际运载能力下降，须要进行相

应的补充。同样，预测 3 中反周期订单对预测时间

段内的早几年的船市走向影响很大，船厂和船东对

此应非常关注。该情境模式下，新造船订单需求很

大程度上受技术因素驱动。

上述 3 项预测中，“新冠”疫情期间造船业所面

临的风险都很凸显。还可看到在接下来的 10 年内，

船队换代过程中，新造船产能须要达到怎样一个水

平，才能弥补减速航行所造成的运载能力的下降 ；

以及以低排放的新造船实现降低碳排放的目标。反

周期投资毋庸置疑将是一个重要议题。由于这些涉

及不可预测的行为变量，因此不能精确建模，但这

图 1　2019 年前造船行业 3 种不同航速的船舶订单量及 2020-2050 年“须要”交付订单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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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变量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应加以考虑。

《柴油机》：约十年前，船市出现大衰退，许多

船用发动机制造商受到影响，您认为接下来情况将

如何？

Martin Stopford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

向您介绍一些相关的背景 ：全球造船产量从 1988

年 的 14.4 百 万 DWT（8.5 百 万 CGT） 提 高 到 了

2011 年的 165 百万 DWT（53 百万 CGT），24 年内

提高了约 10 倍。但随后的 10 年，新造船产量缩小

了 40%，2019 年回落到 33 百万 CGT。产能如此大

幅度的缩小，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许多小型的，不景

气的船厂倒闭了，另一部分原因是一些大的船厂采

取了雇员紧缩的政策。上述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对发

动机市场造成影响。

该周期形成的原因大部分应归结于 2005-2010

年新造船和船厂为了扩大产能，进行了过度投资。

随后的 10 年，全球船厂的产能须要调整到供需平

衡的状态。目前已基本接近新的常态平衡，随着

适应新的法规和地缘政治环境的船舶运输需求的增

长，2020 年代将实现新造船产能和市场对新船的需

求基本接近。

我也相信在未来数十年内，根本性的技术和经

济变化将提升对新形式、新设计船舶的需求，其

中就包括采用新的推进系统，以及基于工业 4.0 自

动化技术升级的在船功能系统（on board functional 

systems）。这里指的功能系统包括发动机、辅助动力、

辅助机械、压载水和配平、导航、货物装卸、IT 和

通讯，以及维护系统。

这将一定程度上淘汰老技术，要求造船行业重

新思考基本的设计，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开发船舶电

控、液力和信息化系统。

船队为达到减排要求，将以更低的航速航行，

相应须要提高船舶产能。图 1 显示的 3 条预测线

都在短期内下降，但在随后的几年内新船交付量

将上升。

《柴油机》： IMO 温室气体和限硫令等排放法

规会对造船行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对此，您对船

东有何建议？能否给船用发动机制造商们也提一

些相应的建议。他们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以应对

法规的升级？

Martin Stopford ：首先我想谈谈应对气候变

化的法规。根据 IMO 要求，船东要在 2050 年，将

船队的碳排放降低到 2008 年的一半。IMO 明确表

示，这个标准是最低标准，航运业应该致力于在

2008 年排放水平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温室气体排

放，以及其他排放，包括 NOx、SOx 和颗粒物排放。

柴油机每燃烧 1 t 燃料大约产生 3.7 t 的 CO2。尽管

现在有了替代燃料，尤其是出现了氢燃料电池和氨

燃料电池，但这些技术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发展，

而获得认可则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替代燃料在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还存在难度和潜在的危险 ；替代燃料

在生产时如何避免产生碳排放，以及替代燃料的成

本都是行业须要考虑的。

减速航行  船舶减速航行时，要充分考虑排放、

运输效率和安全问题。自 2008 年以来，商船船队

已证明了减速航行的好处，大多数船舶的发动机以

比设计最大持续功率（MCR）低 20% 的功率运行。

随着减排压力的增大，根据实际的贸易情况，将船

的平均航速降低到 10 节，甚至是 10 节以下，成为

一种颇具吸引力的做法。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减速

航行也很受欢迎，因为航速和油耗之间近似三次方

关系。如果造船厂和推进系统制造商能开发出价格

适中、结实耐用，且能满足主要应用目标的系统，

那么减速航行的效率优势就更加突出了。

在全转速范围内优化发动机性能  在全转速范

围内优化发动机性能指的是 ：某些船舶，在某些环

境下，必须快速航行 ；而在其它情况下，则开得慢

很多。通过全转速范围内优化发动机性能可提供经

济性和排放的最佳解决方案。我们可以称之为“优

化航速灵活性”。

使船舶运营商能够优化运输系统  为船上和岸

上的管理人员提供“排放”和“运行经济性”两者

关系的数字化信息，基于时间序列信息，跟踪关键

绩效指标（KPIs），在所有情况下显示最具经济性

的运行“决定”。提供关于船舶系统、船舶和发动

机性能的准确和经验证的数字化信息对于船舶商业

运行（如租船业务）而言非常重要。理想状态下，

这些“决定”是由门到门运输的费用和排放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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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物流系统  尤其是在近海海运贸易中，船

舶运输因其极低碳排放的优势，可在某些线路上代

替卡车、火车甚至飞机运输。但同样非常重要的是，

在长途贸易中，大型集装箱船往往集中在某个单一

的中转港口，这时可采用 Amazon、Uber、UPS 等

公司开发的物流管理技术，使运输的最后一段由高

效的近海航运公司承担。

一个主要的挑战在于提高海上营运船队的效

率。海运业数千年的传统是，船舶作为一个独立

的业务单元存在。船员通常都向在船上工作的上

级汇报。许多航运公司的大型散货船在岸办公员

工很少，通常，平均每艘船只有 1.5 人在岸上开

展相关工作。如今的航运业非常复杂，尤其是在

相对短的航线上开展贸易时，系统非常低效的原

因是航运公司从大型船队运营上得到的真正有价

值的东西很少，也即一家大型航运公司仅仅是船

只数量较多而已。

关于应对温室气体排放法规的一些建议  我认

为，未来应该像经营一家航运企业那样管理一支船

队。对此我的一些想法和理解可以参考图 2。船队

的船舶通过云端连接，可以通过微服务通讯系统和

在岸上的办公室连接，也可与关键的利益相关方，

如造船厂、设备制造商、港口、海岸警卫队、管理

机构和船旗国相关部门等进行连接。航运企业的管

理将由技术团队负责船上系统的相关工作，开发出

新的算法以改进性能，并高频率地发布升级版。这

些资源可帮助航运公司优化整个运输业务。图 2 显

示的系统所基于的模型目前一级方程式赛车队正在

使用，他们正在想方设法协调赛车的技术操作，并

在特定赛道和天气条件下优化操作。

《柴油机》：也就是说，您认为从环保和经济的

角度，减速航行的确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Martin Stopford ：这 个问 题关 乎 发动 机运

行在较低航速水平时，发动机的设计改进。正如

我之前所说的，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

就目前的技术而言，减速航行是最直接的减少排

放的方法，但须要更多的船舶加入减速航行的队

伍。我还想再次强调 ：具备为船舶运营方提供具

有转速和功率灵活性的产品的能力，在未来将显

得非常重要。

《柴油机》：柴油将不再是船舶的主要燃料了

吗？现在已有船舶以 LNG、LPG、燃料电池和电能

等作为动力。如果我们要为传统的柴油机设定一个

期限，您认为何时，传统柴油机将被更绿色的动力

系统完全替代？

Martin Stopford ：船用柴油机未来的不确定

性对于当今的航运业投资者而言是一个大问题。船

舶的使用周期一般为 25 年到 30 年。因此，航运公

司今天订购一艘船，它肯定希望这艘船在其寿命周

期内是可用于商贸运输的，从而使投入的资金可以

图 2　通过 IT 和数字化技术，像经营一家航运企业那样管理一支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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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这是一个为了说明发展趋势的猜想式预测，不是一个预判，其准确度很大程度上不能保证。
图 3　针对 IMO 2050 CO2 排放目标的技术预测

表 1　不同动力形式船舶数量（5 000 GT 以上）1

发动机类型 数量 百万载重吨 平均载重吨/艘 占比约/%
二冲程柴油机 25 717 1 851 71 960 77%
四冲程柴油机 5 718 60 10 622 17%
柴电混合动力 1 220 34 28 394 4%

蒸汽轮机 299 25 84 678 1%
无动力2 163 23 155 119 0%

机械/电力混合 103 8 74 281 0%
联合动力 18 2 93 548 0%
燃气轮机 14 0 14 217 0%

电池和柴油机混合 34 0 13 910 0%
核能 7 0 7 547 0%

蒸汽往复 1 0 1 152 0%
合计 33 294 2 003 60 161 100%

注 ：1. 数据来源为 Clarksons Research World Fleet Register 数据库，数据统计截止到 2020 年 4 月。

    　　　　　       2. 船舶本身没有推进器及主机，不具备自航能力。

得到回报。问题在于，如今 94% 的商船（5 000 GT

以上）使用的是柴油机，如果算上柴电混合动力，

这个数字可以达到 99%，见表 1。

由此看来，直到 2030 年代，大多数商船船队将

继续以柴油机作为动力。我在图 3 中给出了一个非

常粗略的预测。该预测假设下一个十年，发动机制

造商在柴油机减排方面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而

采取的技术就是我之前所提到的技术。

图 3 也指明了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内，造船行业

将面临的技术挑战。须要在此说明的是，实际的订

单可能会和该图纵坐标显示的“估算新船需求”有

出入，这是因为投资人的反周期订单须要经过长期

观察才能确定。

主要的投资对象是未来十年船舶的推进系统。

如表 1 中所示，如今全球 5 000 GT 以上的货船，

99% 依靠燃用石化燃料的发动机作为推进动力，其

中 77% 是二冲程柴油机，17% 是四冲程柴油机，4%

是柴电混合推进，1% 是蒸汽轮机。在该吨位水平下，

唯一一类非石化燃料驱动的船舶就是 7 艘核动力破

冰船。IMO 法规要求，2050 年温室气体排放要降

低到 2008 年的一半。尽管排放不能精确定量，但

这意味着从 2008 年的大约 9 亿吨碳排放，降低到

2050 年的 4.5 亿吨。

根据预测，到 2050 年，新造船总量会达到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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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DWT。投资人的问题在于对于货运商船而言，

现如今并没有一种零碳的推进系统。未来，最有可

能实现零碳的解决方案就是氢 / 氨燃料电池产生的

电能。但是，这种规模的电池系统在 2020 年代的

晚些时候才可能具备商业化可行性。另外，提供和

运输“绿色”氢 / 氨储存罐（在其生产过程中不产

生碳排放）将是困难而且昂贵的，因为这种类型

的清洁、绿色燃料在陆上就会很抢手。因此，为

了应对碳排放挑战，必须循序渐进。图 3 就给出了

2020-2050 年的 3 个技术发展波段。

技术波段 1  该波段始于一个新造船需求断崖

式低谷（2020-2024 年）。而后期对该缺口的弥补

或可通过反周期订单实现。在此，须要特别注意 ：

这里的数据不是对将要下订单的新造船 DWT 的预

测。过去，在类似的情况下，当新造船的需求如此

下挫时，投资仍在继续。投资背后的驱动力可来自

流动资金、反周期订单、对获取最新技术的渴望，

或当时正处于技术变化的新纪元。第一个波段不可

避免的包括柴油机作为动力的船舶。柴油机是非常

高效的，在没有可行的零碳替代品之前，持续投入

柴油机都是一种最高效的选择。与此同时，要采用

工业 4.0 技术优化整个船上平台。这将涉及船上功

能系统根本性再设计，包括在船上主要的 8 个功能

区引入数字化集成的操作系统，并通过控制器区域

网络技术，如目前在许多其他运输车辆上用到的

CANbus F2 系统。另一个挑战是要说服投资者相信，

在投资柴油机作为动力的船舶时，船舶在其正常寿

命周期内都是可以用于商业贸易的，不会被提前淘

汰。如果这些问题可以解决，用于开发的时间就不

会是无意义的浪费，最终将开发出迈向波段 2 和波

段 3 的技术框架。波段 2 的船舶主要采用气体机和

混合动力推进系统，波段 3 的船舶可能会采用燃料

电池，或其他形式电池的全电力推进系统。

技术波段 2  如前所述，该技术波段的船舶主

要采用气体机和混合动力推进系统，始于 2020 年

代早期，持续到该预测的终点 2050 年。在决定波

形走向时价格因素将是非常关键的。柴油机作为船

用动力是一种为人所熟知的技术，可靠且价格相

对而言也不是很高。气体和混合动力船是很重要的

船舶设计研究方向，尽管其技术先进，但价格相对

便宜、性能可靠且具备商业化可行性，因此有望在

散货船和集装箱船板块获得成功推广。最初，此类

船舶的价格会比较贵，但是其可节约碳排放指标

20%~30%，因此可平衡其较高的价格。

技术波段 3  第 3 个波段包括零碳推进系统，目

前零碳推进系统研究刚起步，离大规模推广还有距离。

第一代商用燃料电池和电池推进系统可能要到 2020

年代中期才能推出 ；电池供应网络也须要时间，因为

在经销这类商品时，还存在技术和安全性方面的问题；

另外，这种推进系统和其电池供应的成本估计会比碳

氢化合物高。因此，投资者无论如何选择，都将是艰

难的决定。

乐观估计，到 2050 年，图 3 的技术波段预测可

使碳排放降低到 3.28 亿吨，大大低于 IMO 设定的

目标值 4.50 亿吨。到 2050 年，整个柴油机动力船

队将逐步淘汰，但这个过程应该以一种有序的方式

进行，让投资者可以使船舶在正常寿命周期结束后

才被淘汰。以柴油机作为动力的新造船在 2040 年

左右将完全被新型推进方式的船舶所取代。但届时，

仍将有运营中的气体和混合动力船船队。新造船的

费用，无论是购买费用还是运营费用，都未经仔细

测算。这项工作须要在日后进行。

数字化革命和新的推进系统  改变的第二个压

力来自数字化技术的工业 4.0 革命。到目前为止，

因通信质量差与数字技术能力有限，航运业还不可

能达到这一步。

但在过去的几年里，卫星通信技术的极大进步，

深度学习系统的发展，以及远程信息处理、数据加

工和其他组件的低成本化，已经对经济体产生了翻

天覆地的影响。现在这些技术对于远洋船而言已经

具有可行性。实际上，使用半自动化功能来确保船

舶运行的所有方面都处在性能峰值水平，提供船舶

本身及其运行的管理信息的能力，或许可以改变未

来船载系统的设计和管理方式。

双燃料和电池混合动力推进 / 辅助系统  新

一代双燃料发动机已经可以在基础设施跟得上的地

区，使用对气候更加友好的化石燃料，如 LNG ；

并且能够根据主观意愿混合和切换燃料。虽然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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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船舶功能系统的集成

术仍是一项高成本的技术，但它可以大大降低排

放。我的猜想是，新一代船舶可能会采用混合燃料，

也可能以电池系统作为备用动力，这使得柴油机能

在大多数情况下以优化的 MCR 运行。因此，气体

和柴油的区别会非常模糊化。混合动力船消失的速

度将完全取决于是否有一种可用的零碳替代能源出

现，这种能源或许是燃料电池，甚至可能是核能。

这毋庸置疑将取决于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以及

由此产生的法规和管理的压力。

《柴油机》：智能航运将快速发展吗？

Martin Stopford ：航运业如今已准备好采用

工业 4.0 技术。如今，工业 4.0 革命还未深入航运业，

但在陆上行业已非常普及。我们看到车辆设计，尤

其是小汽车和卡车设计行业，以及其物流链已经出

现了一些非常具有鼓舞性的数字化技术应用案例。

船舶设计方面，尽管自主航行船舶吸引了很多目光，

但我感觉最重要的是要聚焦船上系统的数字化。

图 4 简单总结了一艘典型的散货船的 8 个主

要船上功能系统。虽然最近数十年，模块造船和

区域舾装成为了造船业的焦点，但我认为我们仍

要关注船上系统的集成。集成系统的好处在于它

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动化技术和算法相结合，从而

可开展数据核对和其他目前需要人为干涉的各

种工作。目前已有一些致力于系统集成的公司，

如 ABB、 Kongsberg、Sperry Marine、 Wartsila 和 

Valmet 等。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当下的趋势是开发这

些系统的公司在集成过程中都使用自主开发的网

络。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希望最终其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系统能在行业范围内获得认可。这就存在一

种危险，市面上会出现许多不同的系统。汽车行

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当时监管部门要求提供

准确的遗漏信息）就遇到了相同的问题。1983 年，

Bosch 和 Intel 开发了 CANbus 系统，这使得汽车上

各个单独的系统可通过电控单元（ECU）构建，仅

须将 ECU 插入 CANbus 主干，汽车上其他所有功

能系统也采取相同的处理方式。一旦该系统建立，

硬接线将被基于 CANbus 协议绕过“主干”的数字

指令替代，如此就可避免使用大量的线缆，汽车的

可靠性和效率也大大提高。

须要从根本上重新考虑船舶系统的架构  我认

为开发新一代零碳船舶，商船的内部设计就要全部重

新考量。如果未来的商船要达到安全和可靠的目标，

自动化在船系统必须是集成化的，以确保其安全、可

靠，并可在不影响船上其他系统的前提下进行系统升

级。在一艘典型的商船上，会有 8 个主要的功能系统

（见图 4），这些复杂系统的数字化系统集成是关键。

每个系统都是高度专业化的，系统设计方必须

开发出高效、高度集成并易于升级的系统。确保系

统供应商之间一定程度的竞争也很重要，每个功能

系统必须能和船上的其他系统有效通讯。

正如之前提到的，汽车行业也曾面临相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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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用于船舶的 SCANbus 网络，或可按 NMEA2000 协议开发

他们当时开发了 CANbus 系统来应对该问题。每个功

能都有对应的 ECU，通过 CAN 总线与其他系统进行

通讯，并通过严格的协议来确保信息仲裁等。汽车各

项运行功能都有对应的 ECU，可以插入 CANbus。

主要问题在于这是否就是商船未来将使用的

系统，这种系统的框架如图 5（SCANbus 为船舶

CAN 总线，Ship Control Area Network）。目前仍

存在很多困难。和汽车相比，商船都很大，而且

复杂得多，产量也少很多（一年大约 2 000 艘，而

汽车的年产量可达上亿）。但我怀疑这是否是一个

令人信服的论据。更大的问题在于，这须要设备

制造商采取一定程度的合作，但目前看来，我们

几乎看不到合作的迹象。汽车制造商已足够强大，

可以主导 CANbus 系统的发展。而造船厂，在经

历了一个艰难的 10 年萧条期后，是否能足够坚强

地在这方面跨出技术革新的一大步，还是个未知

数。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或许中国的船企可以

迎接这个挑战。

《柴油机》：发动机研发机构和发动机制造商应

该聚焦哪些问题？

Martin Stopford ：他们应该关注那些能使现

有技术和系统更加高效的技术。就算对知名的研究

机构而言，零碳燃料和推进系统都是许多年以后才

可能实现的目标，而且即使达到了该目标，这种燃

料的价格都将远高于原油。因此推进系统的相关企

业在开发未来技术的同时，仍要专注并持续投入资

金于现有系统的优化。在此过程中，新一代数字化

技术、信息和通讯技术都将发挥作用。

为此，船用发动机制造商必须和船厂紧密合

作，改进现有推进系统的性能，填补那些高难度的、

不确定的技术空白，直到颠覆性的新推进系统出

现。或者可以这样总结，不要太过专注于开发新

技术，如氢 / 氨燃料电池等，而忽略了现有系统

在降低碳排放方面的能力和前景。

一块重要的工作是开发在船系统，采用数字化

信息和深度学习技术，使主机和辅机运行集成化，

从而使它们工作更高效（就像一级方程式赛车队

的技术研发团队所做的）。将此方法用于商船是一

个很大的挑战。船舶行业已经有了一个 CANbus

协议——NMEA2000，尽管该协议目前仅适用于

较小船舶。在远洋船上使用类似技术的挑战很大，

主要因为以下两点 ：一是此类船舶的复杂程度要

远高于汽车 ；二是如前面所提到的，此类船舶的

制造数量少很多，大约是每年 2 000 艘，而与之对

应的是汽车的年产量可上亿。但是在船舶领域采

用类似技术的好处非常大，因为大船制造采用标

准的协议，我们可以称为 SCANbus，可为自动化

流程，海上软件升级和功能系统自动化程序的应

用提供一个通用的平台。

另一块重要的工作在于近海航运。对于船舶推

进和信息管理方面新技术的开发，近海航运或可称

为一个很好的平台。沿海和近海航线上的船舶贸易

以及与岸上的联系更多，船舶航行计划也很复杂。

对于新推进系统硬件和智能化软件系统而言，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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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测试环境。挪威在这块做了非常多工作。例

如，Yara International ASA作为知名的化学品船船东，

正在建造 100 TEU 的自主航行集装箱船，一年的运

输量和化学品货车 40 000 车次的运输量相当。挪威

在近海快艇和沿海船舶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在聚焦全球化 50 年后，未来数十年，人们的

目光可能会更多投向 B2B 航运服务模式，通过该

技术连接相隔遥远的区域经济体，包括亚洲、欧

洲或是任何其他区域。海运相较于陆运和航空

运输的碳排放减少量会引起广泛的兴趣。采用

UBER 信息化技术管理门对门运输的沿海航运业，

会将运输中产生高碳排放的货物从已经超负荷的

道路和铁路运输转到近海运输。这将提高对小型

船舶的需求，但会尽可能采用最大的小型船舶，

以确保规模经济效益。近海航运业也为新数字化

技术提供了理想的测试环境，包括在船系统、电

池和半自主航行船舶等方面。

《柴油机》：您对发动机制造商，尤其是中国的

发动机制造商有一些其他的建议吗？或者提醒他

们要特别注意哪些趋势？

Martin Stopford ：我想从我之前的谈话中提取一

些内容来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开发出一个标准化的

适用于大型商船的 CANbus 协议，并使所有船厂和设

备制造商都愿意采纳和支持，对于未来十年船舶工程

和造船行业的挑战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是全球

最大的造船国，最好能参与到这块工作中。

《柴油机》：Clarksons  Research 的数据库在航运

业非常有名，请问该数据库近年来做了哪些升级？

Martin Stopford ：谢谢您的这个问题。在过

去的 20 年，Clarksons Research 一直致力于开发一

个全球船队数据库，该数据库可以满足我们所有

客户的需求。尽管航运业是我们主要的客户，但

是我们一直认为造船厂、设备供应商也是我们非

常特别的市场板块。也正因为如此，1999 年，我

们成立了造船预测俱乐部，该俱乐部的成立就是

为了通过我们的信息、分析和预测，帮助船厂和

船舶设备制造商们规划其业务发展。

在此过程中，我们改变了我们船队数据库的

结构，加入了一个完全独立的数据库。该数据库

聚焦每艘船的船用发动机、辅助设备和船上设备。

数据库经过扩充，纳入了应对法规的相关设备，

如洗涤器、压载水管理系统等。

鸣谢 ：感谢 Martin 博士为本专访投入了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为我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前沿信息。感

谢 Clarksons Research 上海办公室在专访期间给予

本刊帮助，包括对本专访的中文译稿进行校对。

*Martin 博士同时完成了另一份独立报告“新冠，气

候变化和智能航运白皮书：2020—2050 的 3 个预测”

（ Whitepaper: Coronavirus, Climate Change & Smart 

Shipping | Three Maritime Scenarios:2020–2050）。该

报告已由 Marintec China 和 Seatrade Maritime 联合发

布。 网 址 分 别 为 ：https://www.marintecchina.com/

en-us/Press-Room/White_Paper 和 https://www.

seatrade-maritime.com/whitepapers-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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