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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
航局”）133 米打桩船“三航桩 20”号交船仪式在深圳招商
重工孖洲岛造船基地举行，标志着目前世界最大的打桩
船诞生。

“三航桩 20”号打桩船船长 108 米，型宽 38 米，型深 7.2
米，桩架高度 133 米，主钩起重能力 450 吨，桩架最大起重
能力 700 吨，能够适应在广东深水海域及水下 50 米打桩，
可满足 105 米桩长加水深，直径 5 米桩粗的施工需求。船
舶方案设计合理，设备选型先进，变幅油缸采用荷兰生产
的国际一流品牌“力士乐”，桩架仅靠单台油缸就可以完
成换绞、俯仰等所有动作；液压系统全面改进优化，移船、
起重及变幅三大工况均采用科学合理高效液压系统驱
动，节约油耗 30%以上；配备进口 IHC S-800 液压锤。

“三航桩 20”号釆用数字化船舶建造模式，精心设计，
科学组织，建造过程中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建造进度
产生的影响，在三航局和招商重工共同努力下，比同类船
舶建造周期缩短半年交付。“三航桩 20”号的成功交付
进一步提高了三航局港航施工的优势，巩固了在海上风
电施工领域的领先地位。

“三航桩20”号。

船舶交易市场周评（5月13日—5月 20日）

从自主航行船舶的发
展现状来看，远程遥控结
合部分自主控制功能已经
成为自主航行船舶发展的
主要方向。

远程遥控可以实现船
队集群管理、监控船舶状
态合理配置资源、控制船
舶维护维修、收集数据优
化运营效率等功能，同时
结合大数据、物联网、云共
享等技术可以极大提高船
舶的运营效率及降低能源
消耗。在完全自主航行技
术成熟之前，自主航行船
舶在复杂水域、交通密集、
恶劣天气、设备损坏等情
况下，其自主航行系统无
法满足船舶安全的操控需
求，需要依靠远程遥控功
能切换到人工操控来保障
船舶的运营安全。所以，
远程遥控结合部分自主控
制的自主航行船舶在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是自主
航行船舶商业化运营的主
要形式。

但远程遥控技术在船
舶上的实现也存在一些技
术难点，如船舶大部分的
工作区域需要通过卫星进
行船岸通信，卫星通信的
方式具有易受到天气状况
干扰、通信带宽小和通信
延时大的缺陷。对此，有
专家建议，未来卫星通信
技术的研究重点应集中于
卫星多频段通信技术、数
据压缩技术、数据提取技
术、网络安全技术等，通过
这些技术可以有效的解决
卫星通信的技术瓶颈，促
进远程遥控技术在自主航
行船舶上的发展。

此外，自主航行技术
应用船型的选择是由营运
需求、技术实现和经济成
本所决定的。选择在小型
船舶上应用自主航行技术
可以更快地实现船舶完全
自主化航行，自主航行技
术在商业中也可以快速得
到应用。选择在大型船舶
上应用自主航行技术，实

现远洋自主航行，可以有
效的降低劳动强度、改善
工 作 环 境 、减 少 人 力 资
源。不同的组织应该根据
应用的需求来选择自主航
行技术应用的船型。

也有业内人士表达了
对自主航行船舶发展前景
的担忧。由于存在重大的
安全问题，特别是在拥挤
水域作业的大多数船舶通
常体积更为庞大，完全自
主航行的船舶在没有船员
的情况下自主作业之前，
还有大量的测试工作要
做，也有大量的规章制度
需要整理。

除 了 确 保 船 舶 安 全
外，还需要就共同水域的
管理问题达成一项决议。
现有的国际公约是在假定
船上有船员的情况下制定
的。作为回应，国际海事
组织（IMO）启动了评估和
更新公约的工作，以确保
在 AI 取代人类成为船长
的新现实下的安全。

此外，在人们对自主
航行船舶的快速跟踪研
究、开发和法规更新产生
重大兴趣之前，该行业可
能会从陆地上有关自动驾
驶汽车的决策中吸取教
训，然后将其应用于自动
驾驶船舶上。未来几年自
动驾驶汽车的采用和普
及，可能会给在海上寻找
同样解决方案的公司带来
更大压力。

张宝晨指出，从全球
范围来看，智能航运技术
发展已处于初期阶段，未
来十五年是发展关键期。
虽然我国造船订单量已稳
居世界第一，但是一直存
在“大而不强”的问题，船
舶智能化作为一种新趋势
给了中国“弯道超车”的机
会。在此次技术革命中，
一定要抓住机会赶超。

（综合整理人民网、国
际船舶网、中国船检、中国
船舶报、中国水运网、网易
智能等媒体报道。）

5 月 20 日，上海航运交易
所发布的上海船舶价格指数为
951.90 点，环比上涨 1.16%。其
中，国际油轮船价综合指数和
国际散货船价综合指数分别下
跌 1.30%、0.47%；沿海散货船价
综合指数和内河散货船价综合
指数上涨 2.75%、1.46%。

因大宗散货货盘供给差
异，海岬型和巴拿马型船运价
下跌，灵便型和超灵便型船运
价反弹，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
指数 BDI连续 17个交易日下跌
后 3连涨至 427点（周二），环比
下跌 1.39%，二手散货船价格跌
多涨少。本期，5 年船龄的国
际 散 货 典 型 船 舶 估 价 ：
35000DWT—1003 万美元、环比
上 涨 1.70% ；57000DWT—1665
万 美 元 、环 比 下 跌 2.17% ；
75000DWT—1621 万美元、环比
下跌 0.72%；170000DWT—2389
万美元、环比微涨 0.06%。近

期，国际干散货船各大船型 1
年期期租租金环比分别降低
1%—2.5%不等，跌幅收窄，预
计二手散货船价格走势短期震
荡向下。本期，国际二手散货
船买卖成交量小幅回升，共计
成交 12 艘（环比增加 5 艘），总
运力 56.26 万 DWT，成交金额
12130 万美元，平均船龄 9.42
年。

OPEC+俄罗斯等国继续推
进减产，欧美多国持续放宽疫
情管制提振需求前景，加之疫
苗研制传出积极消息，国际油
价大幅上扬至两个月以来的新
高，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 34.65
美 元/桶（周 二），环 比 上 涨
15.58%，国际原油运价小幅波
动，成品油运价大幅下挫，二手
油轮船价以跌为主。本期，5年
船龄的国际油轮典型船舶估
价：47000DWT—2525 万美元、
环比下跌 0.17%；74000DWT—

2419 万美元、环比下跌 1.87%；
105000DWT—3765 万 美 元、环
比下上涨 0.79%；158000DWT—
4689 万美元、环比下跌 1.41%；
300000DWT—8103 万 美 元、环
比下跌 3.73%。全球石油市场
的前景“有所改善”，需求略高
于预期，原油及燃料需求正自
谷底回升；油价下跌的痛苦影
响到所有生产商，产油国供应
在近期油价大幅下跌后正遵守
承诺实施减产；鉴于全球经济
衰退，消费者行为谨慎，南亚、
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地区的
疫情高峰可能尚未到来，在相
当一段时间内，全球原油消费
将保持在较低（低于 1 亿桶/日）
的水平；国际油轮各大船型 1年
期期租租金分别下挫 0%—10%
不等，跌幅减少，二手油轮船价
短期或以跌为主。本期，国际
二手油轮市场成交一般，共计
成交 6 艘（环比持平），总运力

77.08 万 DWT，成交金额 15350
万美元，平均船龄 14.5年。

国内沿海散货运输市场在
煤炭运价领涨的带动下，金属
矿石和粮食运价普涨，且船东
报价坚挺，二手沿海散货船价
格继续上涨。本期，5 年船龄
的国内沿海散货典型船舶估
价：1000DWT—182 万人民币、
环 比 上 涨 4.16% ；5000DWT—
887 万 人 民 币 、环 比 上 涨
0.32%。

随着全国疫情防护等级下
调，沿海散货货盘增多，加上北
方发运港口船舶压港等货以及
长江封航影响船舶周转效率，
可用运力减少，支撑运价上涨，
预计沿海散货船价格短期稳中
看涨。本期，沿海散货船成交

量一般，共计成交 7艘（环比减
少 2 艘），总运力 0.84 万 DWT，
成交金额 3680 万元人民币，平
均船龄 12.76年。

内河散货运价基本平稳，
二手内河散货船价格大船价
涨、小船价跌。本期，5 年船龄
的国内内河散货典型船舶估
价：500DWT—52 万人民币，环
比下跌 0.35%；1000DWT—114
万人民币，环比下跌 1.88% ；
2000DWT—241万人民币，环比
上涨 4.88%；3000DWT—338 万
人民币，环比上涨 2.69%。本
期，内河散货船市场成交量基
本活跃，共计成交 97 艘（环比
持平），总运力 19.02万 DWT，成
交金额 21023万元人民币，平均
船龄 8.53年。

国际油轮船价普跌 沿海散货船价普涨
 王朝

自主航行船舶如何以自主航行船舶如何以““智智””取胜取胜？？
近日，我国首艘自主航行集装箱船“智飞”号在青岛造船厂有限公司举行建造开

工仪式。该船是我国首艘具有智能航行能力、面向商业运营的运输货船，也是目前
在建的全球吨位最大的智能航行船舶，计划于 2021 年下半年进行测试运营。

智能航运已经成为航运业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船
舶自主航行技术是实现智能航运的关键技术。近十年
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及高速处理器的高速发展，自主航
行技术的发展已经初具雏形，一些主要
组织和厂家在自主航行船舶领域已经取
得了成果。那么，我国自主航行船发展
现状如何？需要解决哪些方面的技术和
问题？未来其研发又将走向何方？

在“智飞”号开工建造之
前，智慧航海（青岛）科技有限
公司已经投资建设了自主航
行系统试验船“智腾”号。

2019 年 5 月 16 日，“智腾”
号在青岛智能航运技术创新
与综合实验基地首次亮相。
该船船长 21米，宽 5.4米，设计
航速 14 节，包含自主驾驶系
统、态势感知系统、通导系统、
动力控制系统、全船数据平
台、船岸通讯系统；具备自动
避碰、自主航行水下避碰、自
主靠离泊、自主循迹和自主航
行控制功能。

据工作人员介绍，“智腾”
号自主驾驶系统核心在于融
合水动力特性和控制技术，建
立无人船的三自由度操纵模
型和控制方法，在螺旋桨、舵
和其它推进器之间完成最佳
推力分配。在符合推进器硬
件约束的条件下使无人船具
有位置、艏向的保持和调整能
力，实现高速状态下沿指定航
线航行的能力和自主离靠泊
能力。

“智飞”号正是在“智腾”
号研发测试的基础上而开工
建造的。“‘智腾’号为自主航
行系统的研发提供测试平台，
加快研发成果转化。给后期
300TEU 无人自主航行集装箱
试验船‘智飞’号的建造提供
依据和支撑。”该工作人员表
示。

“智飞”号总长约 110 米，
型宽约 15 米，型深 10 米，设计
航速为 12节。据了解，该船集

成并安装有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
院、智慧航海（青岛）科技有限公司等多
家科研机构和企业完全自主研发的自
主航行系统，采用中船重工第七〇四所
研发的大容量直流综合电力推进系统，
首次在同一船舶上实现直流化、智能化
两大技术跨越，具有人工驾驶、远程遥
控驾驶和无人自主航行三种驾驶模式，
能够实现航行环境智能感知认知、自主
循迹、航线自主规划、智能避碰、自动靠
离泊和远程遥控驾驶。通过 5G、卫星通
信等多网多模通信系统，可以与港口、
航运、海事、航保等岸基生产、服务、调
度控制、监管等机构、设施实现协同。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主任张宝晨表示，“智飞”号还将配
备船舶航行辅助系统，以便在人工驾驶
模式下为驾驶员提供信息、环境认知、避
碰决策、安全预警等全方位的辅助支持。

目前，参与该船智能航行系统和相
关技术与设备研发的交通运输部水运
科学研究院、大连海事大学、哈尔滨工
程大学和中船重工第七〇四所等多家
研发单位的科研人员正在夜以继日的
攻克各种技术难关，努力按计划完成研
究开发任务。

船舶自主航行有着至
关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
减少驾驶员直至实现无人
自主航行，可实现船舶设
计建造的革命性突破，同
样载重能力下节约超过
20%的建造成本，20%的运
营成本，减少 15%的燃油
消耗并大幅度降低排放。
一项研究预测，在未来 25
年间，每艘无人驾驶船舶
将节省燃料、船员用品和
薪金 700 多万美元。这对
于万亿美元的船舶、航运
市场而言，空间巨大。

正如 AI和自动化在其
他领域的应用前景一样，
人们也希望自主航行船舶
能够提高安全性、提高效
率，并将人类从不安全、重
复性的任务中解放出来。

Allianz 的最新研究显
示，75% 到 96% 的海上事
故是由人为失误造成的。
如果自主和半自主航行系
统能够帮助减少对人类的

依赖，那么自主航行船只
最终可能会让海上航行变
得更安全。即使船上依然
有船员，从船上的传感器
收集的数据与 AI 算法相
结合，将有助于船员做出
更明智的决定。

2017 年国际海事组织
（IMO）海上安全委员会第
98 次 会 议（MSC 98）上 ，
就已经将“自主无人船舶”
纳入为新增议题。

无人船分为远程遥控
船与自主航行船，欧洲的
智能船舶研发主要集中在
这一板块。他们更倾向于
从小型船舶（如 拖 船 、渡
船）开始实践，优先研发远
程操控、自主航线规划、自
主避碰等技术。2018年 11
月，由瓦锡兰动态定位系
统的自主控制器控制航
速、预定义航迹和航向位
置 的 85 米 长 渡 船“Folge⁃
fonn”号自动靠泊系统试
验成功。该船从离开码

头，驶离港口，驶向下一个
停泊港口，到进港的整个
靠泊过程实现了自动化操
作，没有人为干预。 2017
年 6 月，罗·罗也曾展示一
艘 遥 控 商 船 ，这 艘 长 28
米、名为“Svitzer Hermod”
的拖船安装了以罗·罗动
力定位系统为关键设备的
遥控系统，实现了停靠、解
锁、360 度旋转等智能操
控。

回顾国内，2017 年年
底，珠海万山启动建设了
亚洲首个无人船海上测试
场，该测试场可就自主感
知、避障、远程控制、协同
控制等自主船舶相关项
目，为国内外的科研机构、
企事业单位开展第三方测
试服务。青岛、珠海两个
智能船舶实验基地一南一
北，遥相呼应，为我国无人
船的研发提供了有力的实
验场地支撑。 2018 年 12
月工信部等三部委发布

《智能船舶发展行动计划
（2019—2021 年）》。 2019
年 5 月 七 部 委 联 合 印 发
《智 能 航 运 发 展 指 导 意
见》，“智腾”号首次亮相；
7 月发布《数字交通发展
规划纲要》，组织实施国家
重点科研计划《基于船岸
协同的船舶智能航行与控
制关键技术》项目；12 月，
中国自主研发的首艘具备
自主航行功能的“筋斗云
0”号货船在珠海首航，成
功完成首次自主货船货物
运载。今年，“智飞”号开
工建造……这无一不预示
着中国也正在加快规划部
署智能航运未来发展。

武汉理工大学船舶与
海洋工程学科首席教授吴
卫国表示，与国外相比，国
内的智能船舶发展在技术
研发与市场应用等方面虽
均处于初级阶段，但目前
国内也正在积极开展智能
船舶领域的研究探索。

﹃
双
智
﹄
的
探
索
试
验

全球加快自主航行船舶研发步伐

船舶行业转型升级的积极尝试

大海中航行的货轮。 本报资料室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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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引航艇“甬港引 35”号
 通讯员 施天翼 文/图

近日，全国引航系统首艘满足船舶发动机 C1/C2 排
放标准（船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中国第一、第二阶段排放
要求）的引航艇——“甬港引 35”号交接仪式在宁波舟山
港举行，标志着浙江省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在打造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港口、推进引航服务“绿色
化”“智能化”的道路上更进了一步。

据悉，“甬港引 35”号船长 40 米，主、副机均采用了满
足我国船舶发动机 c1/c2 新排放要求的新一代高压共轨
电喷机型发动机，其中主机功率 1200 千瓦，航速可达 14.5
节，是针对宁波舟山港港域海况特点和引航生产需求设
计建造的专业引航艇。该轮借助高压共轨与 ECU 控制多
次喷射技术，可降低 90%的黑烟排放、15%的燃烧噪音、6%
的油耗，充分体现了低碳、环保、经济的绿色发展理念。

同时，“甬港引 35”号采用了全数字化自动电站、PMS
自动功率管理、全船设备数字化集中监控、智能化燃油管
理系统等新技术，能实现自动确定主机经济转速、自动报
警、远程监控等多项功能，在数字化智能化方面也走在全
国先列。

“甬港引 35”号在操纵性、舒适性等方面也有较大提
升。该轮新增了船艏侧推、带滑差齿轮箱，采用了新型
ZF 离合器，峰值冲击扭矩下降 40%，响应速度提升 35%。
同时，该轮所有舱室均布置在水线以上，舱内采用减震悬
浮地板，各房间配备独立洗漱台盆，整体环境更加明亮、
舒适、安静，能更好地保证船员长时间在海上工作的状
态。

“甬港引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