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研究

海洋运载工程发展战略研究

DOI 10.15302/J-SSCAE-2016.02.002

海洋运载工程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海洋工程与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海洋运载课题组

摘要：海洋运载装备是认知海洋、开发海洋、利用海洋、维护海洋权益的基础和保障。本文结合海洋运载工程与科技发展的
战略需求，在深入剖析国内外发展现状与差距的基础上，明确海洋运载工程与科技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研究提出我国海
洋运载装备发展的战略定位、目标、战略任务与重点领域，并提出相应的措施和政策建议，供行业相关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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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ine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is the indispensable element requried for the marine exploration, ocean development,
ocean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maintaining China’s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is paper identifies China’s strategic needs for
th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capabilities and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ovides a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to map out the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and trends of future marine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n terms of the strategic positions, goals, strategic tasks and key areas of development for
marine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in China.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measures and advice for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industry to cons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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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备；另一类是为完成特定海上任务以作业为主要用
途的特种船舶及装备。

海洋运载装备是指以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维

本文根据这两大类对海上运载装备与科技发展

护海洋权益为目的的运输与作业装备，是认知海洋、

进行分析和研究，主要包括海洋运输装备、海洋渔

开发海洋、利用海洋、维护海洋权益的基础和保障。

船装备、海洋科考装备、海上执法装备以及相应配

现代海上运载装备类型众多，按照用途和功能可以

套设备等。海洋工程装备另设课题，故在本文中不

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运输为目的的民用商船及装

再重点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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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海洋运载工程与科技的战略需求

业，是劳动、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设计方法、
加工工艺、加工设备、测量监控、质量保证、企业

（一）海洋运载装备与科技是我国提升海洋空间拓
展能力的基础

经营管理等生产全程都渗透着高新技术。海洋运载
装备与机电、钢铁、化工、航运、海洋资源勘采等

目前，我国是海洋大国，但还不是海洋强国。

上下游产业存在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是我国发展先

除了专属的海域外，在公海、极地和国际海底区域

进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工程、生物工程、

等人类公共的海洋区域也存在着大量的资源，越来

医药工程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都需要相应

越引起诸多海洋大国的高度重视。海洋资源的开发

的海洋运载装备来实现。

和争夺也越来越呈现“经常化”“拓展化”和“冲
突化”的趋势。先进的海洋运载装备是增强海洋能
力拓展，支撑海洋事业发展，支撑 21 世纪以海底

（五）海洋运载装备与科技是贯彻落实军民融合发
展思路的重要抓手

深潜、海底观测和深海钻探为三大主要方向的“地

在诸多国防工业部门中，船舶工业军民结合的

球系统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为在国际海底“蓝

特征最为突出，海洋民船与渔业船队素来具有发展

色圈地运动”中取得应有的份额，拓展海洋空间，

国民经济和加强国防建设的双重作用。海洋运载装

有效开发海洋油气资源及矿产资源，必须依赖先

备产业是典型的军民结合产业，技术可共用，平时

进的海洋运载装备。

可完成侦查和探测任务，战时可迅速动员支持军事
行动。寓军于民是许多国家发展船舶工业的战略选

（二）海洋运载装备与科技是发展海洋经济和建设
海洋强国的前提

择，发展海洋运载装备和科技是统筹国民经济和国
防建设，贯彻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思路的重要战略

发展海洋经济，开发油气资源、矿产资源、生

举措。

物资源以及空间资源都需要相应的海洋运载装备；
为恢复与发展西沙、中沙和南沙渔业生产规模与效

三、我国海洋运载工程与科技的发展现状

益，拓展远洋渔业，增大海洋经济的开发规模，迫
切需要先进的海洋渔船装备；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海洋运载装备与科技

战略性物资的进口如石油、天然气、矿石、粮食都

已经发展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有能力为我国的海洋

需要从海路上运输，我国工业产成品的出口也大都

运输、渔业发展、海上维权、海上资源开发和探知

通过海运来完成。此外，海上旅游，大陆及各岛屿

海洋等活动提供大多数门类的高质量的装备。

[1]

之间的交通都需要大量的运输船 。因此，大力发
展海洋运载装备是发展海洋经济和建设海洋科学强
国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一）我国海洋运输装备与科技发展现状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船舶工业成就巨大，
主要表现在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和技术实力不断增

（三）海洋运载装备与科技是保障国家安全、维护
海洋权益的保证

强。全面掌握了三大主流船型的系统化设计技术，
形成了一批标准化、系列化的船型；基本掌握了

4

6

2

我 国 拥 有 1.8×10 km 海 岸 线，3×10 km 的

一些高技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 [3]。船用低速柴

海疆，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海洋国土与周边国家存在

油机单机功率由 3×104 PS(1 PS=0.735 kW) 提升至

争议，约有四分之一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2]。当前，

6×104 PS，智能型船用柴油机形成系列机型，达

南海局势日益紧张，周边国家大肆侵犯我国海洋权

国际先进水平；船用低速柴油机多种关键零部件

益。发展海洋运载装备与科技对保障国家安全、维

实 现 本 土 化， 成 熟 机 型 本 土 化 率 达 80 %； 船 用

护海洋权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高速柴油机配套产业链逐步完善，主要引进机
型本土化率基本达到 80 % 以上，部分机型达到

（四）海洋运载装备与科技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
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重要途径
海洋运载装备产业是综合性和带动性极强的产

90 %；低压船用发电机形成系列化产品，技术性
能指标接近国际先进水平；船用舾装件产品基本
实现国内自主配套；锚泊机械（含锚、锚链、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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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机）、拖曳机械、舵机等甲板机械实现国内制造；

深载人潜器，元器件与国产化程度将大为提高。在

船用电梯、泵、空压机、海水淡化装置、空调装

深海空间站方面，
“十一五”期间，在国家科学技

置及冷藏设备、消防灭火装置等舱室设备国内制

术部等部委的组织下，从基础研究渠道安排了深海

造能力均有所突破。船舶通信导航和自动化系统

空间站主站、穿梭运载器、水下探测与通信、水面

[4]

已掌握部分核心技术并成功装船 。

保障平台等相关关键技术的研究，形成了一个较为
合理的结构布局。在潜水器研制方面，几十年来，

（二）我国渔船装备与科技发展现状
在数量上，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渔船最多的国
家。据统计，截至 2011 年年底，我国渔船总数为

紧跟世界先进水平，开发了多型无人遥控潜水器
（ROV）和无缆水下机器人 (AUV) 无人潜水器，使
我国无人潜器研制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5]。

106.96 万艘，其中，海洋渔船为 30.26 万艘，内陆
渔船为 76.7 万艘。在装备科技发展上，近海渔船现
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到 2011 年年末，我国海洋渔

四、世界海洋运载工程与科技发展的特点及
趋势

船中机动渔船占 96.03 %，功率超过 1.5×107 kW，
海洋渔船正从“木质时代”向“钢质时代”迈进； （一）世界海洋运载工程与科技发展的主要特点
1. 产业竞争主要集中在韩国、中国、日本和

通信导航、渔探功能得到补充强化；远洋渔船装备
设计建造能力不断增强，我国已成功自主设计建造

欧美

了 30 余艘金枪鱼延绳钓渔船，成功研发出大型金

当前世界海洋运载装备发展形成了欧美、日

枪鱼围网渔船、大型拖网加工船以及变水层拖网渔

韩和中国“新三极”。欧美处于海洋运载装备产业

船等高技术和高附加值船舶。

链的高端，以高端产品研发设计和技术创新为制
胜点，投入产出比不断提高。日韩在设计、制造、

（三）我国海上执法装备与科技发展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渔民、渔政、海监、海

营销、配套装备等方面表现出了超强的综合能力，
特别是在总装制造方面已经具有了强大的实力。

事等始终同人民海军站在一条战线上，站在维护海

近 10 年内，我国的船舶研发能力显著增强，具有

洋权益的最前沿；我国以渔政船、海事执法船等为

设计制造大多数船型的能力，生产效率也大幅地

核心的海上执法装备，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数

提高。然而，我国目前面临着总装造船产能严重

量和技术水平上均得到快速的发展，为维护我国海

过剩、船舶产业资源过于分散，集中度低等问题，

洋权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国海洋执法船种类齐

且仍处于中低端产品总装建造阶段，设计研发能

全，数量众多，种类涉及探测船、巡逻船、公务船、

力薄弱，高端设备建造力量不足。我国海洋运输

作业船、救捞船、岛礁后勤保障船等，总数量达数

装备产业要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亟需产业升级 [6]。

千艘。近年来，我国救捞装备发展较快，装备了一

2. 高度重视基础科研和前沿技术

批性能较为先进的舰艇和飞机，建立了多海域的立

坚实的基础共性技术是世界海洋运载装备技术

体化搜寻网络。

不断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世界船舶技术正经历着
一场超越传统的更新与变革，船舶与其他海洋装备

（四）我国海洋科考装备与科技发展现状
我国海洋调查船在经历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的面貌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对海洋运载装备科技
提出了几乎是无止境的需求。先进国家极度重视对

的建造高峰期和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平稳期后，

海洋运载装备科技发展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沿技术

建造数量大幅减少，导致大部分调查船的船龄接近

和基础研究 [7]。

或超过 30 年，没有新的调查船可更换，出现部分

3. 普遍采用工业联盟的科研模式

调查船超期服役的情况。进入 21 世纪后，相关单

以欧盟的“大力神”（HERCULES）计划为例。

位根据情况逐步开始建造一些海洋调查船。
2012 年“蛟龙”号成功到达了 7 062 m 的深海，

“大力神”计划是由欧洲发动机企业瓦锡兰和曼恩
发起，从 2002 年开始推进的长期战略性研发项目。

使我国深海载人潜器技术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部分

主要目标是：到 2020 年，通过将船用柴油机的燃

技术指标处于世界前列。目前正在研制 4 500 m 潜

油消耗降低 10 %，效率提高 60 % 来大幅减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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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的排放。与此同时，将氮氧化物排放量减

“环保、能效、安全、舒适”方面的综合考量，
“绿色”

少 70 %，可吸入微粒的排放量减少 50 %。在该项

现已成为海洋运载装备行业最大的热门话题和机遇

目参与成员中，有 19 个工业界成员、10 所大学、

挑战。由于国际海事的新规则、新规范针对民用船

4 个研究组织、2 家用户和 3 家船级社，分别来自

舶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持续走高的燃油价格也使船

[8]

13 个国家 。

东节能的动力十足。远洋渔船等其他作业船舶也越

4. 成体系发展，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

来越注重高效节能、安全环保。市场的力量、技术

为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海洋运载装备的发

的进步、法规的完善、气候变化和全社会的环保压

展呈现出体系化发展的特点。美国根据调查船的大

力都要求全球船舶在未来十年采用更加绿色的新技

小将其分为全球级、大洋级、区域级和近岸级四

术和新概念。

个等级，并根据海洋研究的需求，有侧重地发展多

2. 集成化

功能大型海洋综合调查船，实现一船多用，出一

随着海洋运载工程任务需求的不断增加，海洋

次海完成多项任务，使调查船利用率最大化。为满

运载装备逐渐向功能综合集成化方向发展。集成化

足安保、警戒、执法、救捞、援助等多样化任务

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设备集成；二是功能集成。

的需求，美国、日本等国正在推动海洋安全保障装

执法船作为海上的执法力量，需要应对大范围的海

备体系化发展，统筹考虑天、空、水面、陆地等

上执法区域，为了提高执法效率，增加对出现事故

装备技术及一体化信息系统技术的发展，以形成

的快速反应能力，海上执法船普遍开始装备较为先

配套完整的装备系列，并系统地进行技术研究和

进的雷达、通信系统。针对科考任务需求的不断增

装备建设。

加，使海洋主要国家新开发的调查船配置了更多更

5. 注重海洋运载装备的军民结合

为精良的船载探测设备，逐渐向多功能化、大型化

海洋交通运输力量在战时又是实行物资供给

方向发展 [9]。

和兵员运输，赢得战争胜利的生力军。渔船装备同

3. 智能化

时在敌情观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外对海

智能化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船本身的智

洋运载装备的军民结合相当重视。美国在其颁布的

能化，主要是自动化问题；二是船舶作为海上与

《商船法》中的许多条款中均涉及商船的军用等内

岸上组成的大网络上的一个节点，船与船之间和船

容。德国根据英国马岛海战的经验，提出了平战结

与岸之间实现无障碍信息交流以达到智能航行的目

合、军商结合的方针，即在商船设计和建造中要注

的。日本等国正在开发以航行自动化为目标的智能

意建造一些符合战争需要、在短时间内可改装的商

船舶——“一人船舶”。为提高捕捞效率，缓解劳

船，为此还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如《航海安全保证法》

动力资源日益短缺的问题，自动化、信息化装备和

和《海上交通安全保证法》等。

手段将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一些新型的远洋渔
船配有全自动鱼类处理系统。

（二）面向 2030 年的世界海洋运载工程与科技发展
趋势

4. 深远化
人类走向深海和远海的步伐逐渐加快，相应

世界海洋运载装备呈现以“绿色船舶技术”为

的海上装备也呈现深远化的发展趋势。日本无人

基础，以“综合集成”“智能化”和“深远海”为

遥控潜航器目前已具备下潜到 10 000 m 以上的深

主要的发展趋势，通过采用先进技术，把使用功能

海进行作业的能力。新发展的深海潜器可更好地

和性能要求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要求紧密结

应用于海洋矿物与生物资源、海洋能源开发、海

合，在船舶设计、制造、使用与拆解的全周期中，

洋环境测量等多方面科学考察活动中。与此同时，

节省资源和能源，减少或消除环境的污染，保障生

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均已提出深海空间站的

产和使用者的健康安全，提供友好舒适的环境。

构想，美国准备发展深海空间站计划，英国计划

1. 绿色化

开发水下星球大战系统，俄罗斯计划开发新一代

世界海洋运载装备的“绿色化”应该是对装备

的深海空间站装备体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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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国海洋运载工程与科技面临的主要
问题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认可的品牌产品。国际市场份
额大的品牌设计方案主要来自欧美的设计公司，性
能指标十分先进，而且还在不断升级换代，而我国

我国海洋运载装备与科技的发展虽然取得了长

自主设计开发的产品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内外的需求，

足的进步，但是也积累了一些根本性的矛盾，暴露

大大削弱了我国海洋运载装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出一些影响我国海洋运载装备的主要瓶颈问题，如
果这些问题悬而不决，我国海洋运载装备产业的长
远发展将会受到极大的阻碍。

（二）我国海洋运载装备与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
1. 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我国船舶科技创新能力较差。新船型开发中的

（一）我国海洋运载装备与科技发展的主要差距

设计理念与新技术应用程度与先进国家相比仍有差

1. 缺乏核心关键技术

距。一些产品的研制处于模仿与跟随状态。新概念、

自主技术少，模仿跟踪多。多类高技术高附加

安全环保的产品研发力度较弱，技术储备不足。科

值船舶设计仍未摆脱依赖国外的局面。有些出口船

技创新能力的欠缺严重影响着运载装备发展的可持

舶基于国外图纸进行二次开发，独立的原创性设计

续性。

尚待扩展；一些新型高端产品的设计与建造尚未涉

2. 前瞻性的技术开发欠缺

足。主要船用设备依靠引进国外专利技术，缺乏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科研取得了很大的进

主的核心关键技术。

步，基础共性技术已有相当实力，试验能力达到了

2. 关键配套能力薄弱

国际先进水平。但是综合来说，与先进国家相比还

我国海洋运载装备关键配套产品缺乏长期持

有一定的差距。我国一直缺乏对海洋运载装备设计

久性的跟踪技术引进，特别是未及时适应船舶大

理念、运动性能、载荷预报及结构响应等基础技术

型化和高技术化的发展趋势，没有对配套设备进

的系统性和深入性研究。

行高起点的有针对性的科研开发。目前，在船舶

3. 标准建立和品牌建设重视不够

方面本土化设备平均装船率仍停留在 30 %~50 %，

我国海洋运载装备制造产业一直注重产品建造

基本解决了船用动力装置的国产化问题，初步解

这种有形的东西，对技术标准的研究和品牌建设这

决了甲板机械的国产化问题，舱室设备的国产化

种无形的东西始终缺乏应有的重视。目前，欧洲和

问题远未解决；导航通信自动化系统的国产化问

美国的大型公司、总包商和专业设计公司在海洋运

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海洋工程装备方面

载装备领域处于领先优势，并通过专利形成了相当

配套能力更加薄弱。

程度的垄断。在国际技术导向与规则制定中缺乏与

3. 高端产品总体设计能力偏低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在高端海洋运载装

造船大国、强国相适应的话语权。
我国船舶工业始终处于对国际海事新规范、新

备方面总体设计能力不足，水平不高。尤其是大型

规则、新标准的被动接受和应对上。缺乏主动适应，

船舶、高技术船舶和高端装备的概念设计、基本设

积极研究，主导制定的精神。失去标准的话语权，

计严重依赖外国公司，我国企业仅具备详细设计、

我国船舶工业将始终处于危险之中。

生产设计和工艺设计的能力。
4. 系统集成能力较差

4. 产业链发展不均衡
我国船舶产业在产品制造上能力较强，但是在

我国船用配套设备各门类、各领域发展不均衡，

研发设计、产品品牌、供货模式和服务能力等方面

低端配套设备过度竞争，高端配套设备依赖进口，

与欧美、韩国、日本等均存在较大的差距。存在着

船用配套设备总体发展水平不高。船用设备仍局限

设计体系不完整，服务体系不健全，配套发展落后

于单体供货，不适应国际船舶配套设备集成供货趋

等问题。

势，限制了市场的开拓。

在产品设计上，很多的概念设计都来自于国外。

5. 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较少

同时，配套设备、专用装备的发展滞后于建造的发

尽管我国已具备规范化、系列化生产与建造国

展。我国核心船舶配套设备基本采用引进许可证或

际市场上大多数主流船型和设备的能力，但缺少具

与国外合作方式生产，缺乏自主技术，对引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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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化又不够，对外依赖性较强。我国船舶配套本

和保卫海洋国土提供先进可靠的装备；推动我国装

土化率仅能达到 50 % 左右，相对日本、韩国 85 %

备产业的升级；实现海洋运载装备总装制造、动力

以上的水平仍有较大的差距。船舶配套产品缺乏全

与配套装备制造产业链的均衡发展；为建设海洋强

球维修服务网络，极大地限制了整体船舶产业链的

国提供装备实力保障。

发展。产业链上价值量最高的环节恰恰是我国船舶
产业最弱的方面（见图 1）。

发展思路：以发展“绿色技术”和“深海技术”
为两个着力点，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应对国际造船
与海运产业的绿色技术革命热潮及海洋资源开发与
核心利益保护两类严峻的挑战。我国海洋运载装备

欧美
日韩
中国

品牌 服务

标准 高端设备制造

总装制造

创新 研发 设计

价
值
量

科技发展的思路可以总结为：倡导自主创新、引领
绿色技术、拓展海洋空间、打造自主品牌。
（二）战略目标
1. 2020 年战略目标
以绿色船舶技术和深远海运载与工程装备技

其他

术为重点，统筹民用开发与海洋维权、运输能力
与综合制海，以占领科技制高点、提高产业的内
产业链

图1

世界主要造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链位置比较

涵质量为基点。基本实现高技术、高附加值新型
船舶及其配套设备的自主研制能力；基础共性技
术水平大幅提高，缩小与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
具备自主研发新型海洋运输装备的能力；掌握绿

5. 没有形成真正的产业大联盟

色 海 洋 运 输 装 备 的 核 心 研 发 技 术。 完 成 低、 中、

我国海洋运载装备的研发体系是封闭式的。很

高速柴油机及气体机典型机型的自主开发，部分

多单位在相同的领域进行着众多的重复性研究工

机型形成批量生产能力。形成全系列的我国海洋

作，研究力量分散，很难形成有创建性的和综合性

运输装备的品牌产品。全面实现近海渔船装备的

的研究成果。另外，由于没有协调和统筹，多渠道

标准化，基本具备大型远洋渔业装备自主研发、

的国家科研经费投向了很多重复的或者过时的研发

设计能力、制造能力，初步形成海洋渔业装备产

项目。造成了大量宝贵的科研经费的浪费。由于机

业链。基本完成海上执法船舶体系的建设工作，

制的原因，上下游之间也难以形成产业联盟来进行

建成南海大型浮式保障基地，初步具备全海域定

海洋运载装备的联合研发工作。

期巡航和重点海域值守的能力，形成与军事应用

6. 没有充分发挥军民融合的国家优势

密切协同，覆盖水上和水下，近中远海不同层次

海军装备研制生产过程产生了大量先进的军工

的海上安全保障体系。通过开展具有世界先进水

优势技术和产品然而这些军工优势技术与产品并未

平的重大科技工程，带动海洋科学研究运载装备

有效地应用到海洋运载装备的研制和生产过程中。

的全面进步；发展一批先进适用的海洋科考船及

同时，渔船、远洋运输船舶等在设计与建造时没有

相关海洋科学研究的设备；引导形成较完整、配

考虑战争期间的军事动员性能，军民融合的国家优

套、专注的海洋科学研究运载装备设计、建造以

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及配套设备生产的工业能力。
2. 2030 年战略目标

六、我国海洋运载工程与科技发展的战略定
位、目标与重点

形成比较完善的海洋运输装备与科技发展创
新体系。船舶基础共性技术水平与世界水平同步，
海洋运输装备的前沿科技水平进入世界前列。使

（一）战略定位与发展思路
战略定位：为我国探索海洋世界、开发海洋资
源、支撑海洋运输、拓展海洋空间、维护海洋权益

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绿色海洋运输装备在世界上
发挥主导作用，能耗与减排率达世界领先水平；
使我国船舶动力与配套研发和制造能力超越日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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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欧美等世界一流强国，成为世界第一的船舶动

段时期内我国社会经济及国防建设的实际需要，我

力研发和制造强国。全面实现近海绿色节能渔业

国海洋运载装备应重点发展以下内容。

装备体系，完全具备新型远洋渔业装备体系研发、

（1）建立和完善海洋科考装备体系，形成近海、

设计、制造能力，建成体系完整的海洋渔业装备

远海、远洋和全球级的综合调查船、专业调查船和

产业链，实现渔业装备强国目标。全面实现我国

特种调查船组成的完备海洋科考船体系，提升我国

海洋执法装备与科技发展的整体战略规划，具备

海洋科考水平和海洋调查能力。

全天候、全海域保卫和长期值守的能力，技术先

（2）建设和完善海洋开发装备体系，具备最先

进的、潜海陆空天立体的海上安全保障体系全面

进的深海资源开发技术，优化海洋油气、矿产等资

建成，形成军民融合，能够有效维护我国全海域

源开发装备的结构，形成由采集、钻探、生产、输

海洋权益的强大力量。形成完整的海洋科学研究

运等组成的海洋开发装备系统，为我国海洋油气开

运载装备体系，深海空间站、常规科考船和部分

发向深远海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科考设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全面形成深
海科研领域的装备优势。

（3）提升海洋运输装备体系，顺应国际海洋运
输装备发展的趋势，发展绿色船舶技术。形成世界

3. 2050 年战略目标

领先的高效节能、超低排放的海洋运输装备系统。

到 2050 年，形成世界上最完备的海洋科考、

完全具备开发和建造高附加值高技术船舶的能力。

渔业资源开发、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海上运输、海

（4）建设现代化渔业装备体系，形成由中小型

上执法及海上综合保障装备体系，拥有世界上最为

渔业装备、大型远洋渔业装备、远洋渔业综合补给

优秀的海洋运载装备研发体系和创新能力，为推动

加工仓储船等优化组合、交叉发展的立体式海洋装

我国建成海洋经济强国、提高保卫海洋安全和保护

备体系。

海外利益的能力、有效维护以南海为重点的海洋权

（5）创新开发深海空间站，为掌握深海资源的

益提供强有力的装备保障。成为世界第一海洋运载

海底开发前沿技术、开展深海科学研究提供深海空

装备强国。

间站这类新型的深海运载与工程作业技术与装备。
（6）整合和壮大海洋执法装备体系，建立统一

（三）战略任务与重点

的海上执法管理部门，加速研发水下安保运载与作

我国海洋运载装备的发展将围绕着“知海”
“用
海”和“护海”三大方向、八大重点展开，形成海

业装备，建立海底安全保障平台。
（7）创建海上综合保障基地，为海上科考、渔

陆联动、军民结合的一体化海洋装备系统（见图 2）。

业开发、油气开采、海上执法和海上军事行动提供

这需要强大的工业基础。

有力的保障。
（8）发展绿色船舶动力与配套装备新兴产业，

知海

科考船体系

用海

护海

海洋开发装备体系

海洋执法装备体系

海上运输装备体系
渔业装备体系

重点突破高效燃烧、排放和振动噪声控制技术、高
增压技术、多种燃料发动机技术、电力和混合推进
系统技术、船舶动力总能利用技术、关键制造和工
艺技术。完成一系列大功率自主品牌气体燃料（柴
油 / 液化天然气）中速发动机系列机型开发，使海
洋运载装备产业从“注重造外壳”型向“注重造内脏”

深海空间站体系

海上综合保障基地

型转变。

绿色船舶动力与配套装备新兴产业

七、保障措施与政策建议
图2

我国海洋运载装备发展的战略任务与重点

（一）做好战略统筹，启动重大工程
统筹八大重点装备体系的发展，把战略研究转

（四）近期重点任务
根据我国目前海洋运载装备的现状以及未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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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海洋运载装备与科技实施路线图。制定详细的
中长期技术发展路线，实施五年滚动修订，把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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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载装备与科技发展作为推动海洋开发的抓手，长

（五）加大海洋运载装备基础科技的投入力度
确立海洋运载装备基础科技研发的战略地位，

期坚持不懈的实施落实到滚动的装备计划中。提供
技术发展参照与指导，弥补专业规划的不足，分阶

制订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成立海洋运载装备领域

段、分步骤攻克关键装备与技术。实施两项重大科

高技术基础科研专项，重点支持和引导大型联合研

技工程，结合南海的紧迫需求，带动船舶与海洋装

发项目，充分发挥相关高校和船舶研究与设计单位

备产业与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做好海上运载装

的力量，尽快提升我国海洋运载装备基础研究的

备的军民融合统筹工作。由政府牵头，军队参与，

水平。

推进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促进军用技术与民
用技术在海洋运载装备建设中的融合，大力发展军

（六）加强标准研究和品牌能力的建设
加强国际标准规范的研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

民两用的运载装备。

规范的制定。重视品牌建设，逐步建立知识产权保
（二）自主创新驱动，实现转型升级

护意识，建立保护机制，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以自主创新为驱动，以发展“绿色、深海、智
能化和综合集成”技术为着力点，进行结构调整和

八、结语

转型升级，在产能过剩的船舶工业群体和成长中的
海洋装备制造业中，培育绿色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

我国海洋运载装备的发展恰逢海洋大开发的历

新兴产业，尤其要重视绿色动力 / 配套技术与产业

史机遇。新的形势对海洋运载装备产业和技术发展

的发展，实现从生产规模和制造吨位增长型发展道

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装备科技的变革和进步，才

路向技术和效益增长型发展道路的转变、从海洋和

能使我国海洋装备产业实现结构调整和升级，才能

造船大国向海洋和造船强国的过渡。

使我国的海洋装备产业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有力支
撑。本战略研究将为我国海洋装备的发展方向、重

（三）以南海开发为契机，实现陆海的统筹发展

点以及路径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我国南海拥有丰富的海洋渔业、油气及矿产资
源，未来南海将掀起海洋开发的热潮。我国海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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