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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潜船发展历史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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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中介绍了半潜船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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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特点、类型等，并对其发展前景做了简要分析。

半潜船是指在装卸作业时船体绝大部分可以潜入水下、

而航行时处于正常吃水状态的一种船舶。船体内部设有很多

压载舱，装卸作业时的下潜和上浮均靠打入压载水和排出压

载水来完成。这种船主要用于运输特大件货物，如海洋平台、

大型钢制结构、浮船坞、挖泥船等，也呵作为救助打捞之用。

由于特大件货物运输具有一定难度，半潜船需具备良好的性

能和独特的构造，以满足安全运输的要求，因而是一种高技

术、高附加值的船舶。

本文对半潜船的发展历史作了回顾，并对其未来发展做

了简要分析。

一、半潜船发展历史

1．早期发展概况

自19世纪末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疏浚设备、浮

船坞、钻井平台等的跨洋运输，均采用拖轮拖带的方式来完

成⋯。这种运输方式的缺点是运输时间长、易发生海损事故。

20世纪60年代初，拖航公司认识到，如果将这些笨重的特

大件货物放到驳船上再拖带运输(“千拖”)的话，将比传统

的拖带方式(“湿拖”)具有更安全、更快捷的优点。至60

年代末，这一运输方式得以实现{ll。

70年代初，开始出现专门设计的半潜驳船，通过压载水

来实现驳船下潜与上浮。但这种半潜驳船也有缺点，即在装

卸作业下潜时，船底尾部要坐在海底，需借助海底反作用力

来支持货物重力。并且常常要派潜水员下水去查看船底情况，

比较麻烦L1’到。

1976年9月，由荷兰WijsmuIler航运公司设计、日本

住友重工建造的半潜驳船Ocean Servant 1号交船，见图l。

该船为非自航、12500dwt，其最大的改进之一是在船首、

尾部的左、右舷各设一个浮力箱，使船身可以平稳地以水平

姿态下潜而不必像以前的驳船那样需要坐底，因而不必对水

深作限制，也无需潜水员下潜查看船底。另外一点是该船配

备了2台500HP的全方位推进器，可用来协助船舶操纵if)。

继Ocean Servant 1号之后，其姐妹船Ocean Servant 2

号也交船。这两艘船已具现代半潜船的雏形，但因为无航行

动力装置，还不属于真正意义的半潜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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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半潜驳船Ocean Servant 1号

2．现代半潜船的诞生与发展

现代半潜船，即自航式半潜船诞生于1979年。该年6

月，住友重工为Wijsmuller公司建造的Super Servant l

号交船，见图2。该船船长139．9lm，船宽32．3lm，夏季

吃水8．5lm，载莺量143iodwt，最大下潜深度15m(甲

板位于水下6．5m)，设有2台艏侧推器，每台功率500HP。

同年8月，住友重工为Wijsmuller公司建造的第二艘半潜

船Super Servant 2号下水，其主尺度、吨位与Super

Servant 1号的完全相同。

图2半潜船Super Servant 1号

1981年9月，Wijsmuller航运公司建造了Swan号半

潜船，其桥楼位于船艉，如图3所示。至1984年又分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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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3艘姐妹船Tern号、Swift号和Teal号。这四艘船实

际上都是由油船改造而成的，所以船型与Super Servant号

不同。这四艘船基本数据见表1。

图3 Swan号半潜船

表1 Swan号等半潜船基本参数

1982年，Wijsmuller航运公司又续造了Super

Servant 3号和Super Servant 4号。这两艘船与1979年

建造的Super Servant 1、2号属于姐妹船。同年，丹麦

Lauritzen公司建造了Dan Lifter号和Dan Mover号半潜

船。这两艘船是仿Super Servant系列船的，其主要技术

参数与后者相同IlJ。

1983年一1984年，Wijsmuller公司又建造了Mighty

Servant 1号、Mighty Servant 2号和Mighty Servant 3

号半潜船，其参数及外形见表2和图4。这3艘船的性能与

前面的半潜船基本相同，但尺度、吨位更大一些，可以运输

更大、更重的货物。该系列船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尾浮力箱是

可移动的，可以沿着甲板轨道移进首部上层建筑中的专门设

计的空档内，这样就在甲板上形成了一个面积达5600m2的

无障碍区域，使特长、特大件货物可以伸出舷外和船尾⋯。

1985年4月，Wijsmuller公司收购了Lauritzen公司

的Dan Lifter号和Dan Mover号半潜船，并将其分别更名

为Super Servant 5号和Super Servant 6号。

表2 M ghty Servant系列半潜船主要参数

图4 Mighty Servant 1号半潜船

1987年，前苏联建造了一艘半潜船Transself号，船型

与Super Servant系列船相似。该船船长173．0m，船宽
40．0 m，型深12．0m，夏季吃水8．8 ITI，最大下潜吃水21．0

nl，甲板面积132 X40m2，载重量34030t，航速14kn。

自1990年4月起，此船长期由Wijsmuller公司代为经营。

1 994年，荷兰Wijsmuller航运公司与Dock Express

航运公司合并组成DOCKWISE航运公司。

1999年10月，DoCKWISE公司投资建造了Black

Marlin号半潜船。图5所示的就是由台湾高雄船厂建造的

Black Marlin号。该船总长217．8m，船宽42．0m，型深

13．3 nl，夏季吃水10．1 1 m，最大下潜吃水23．33m，甲

板面积178．2 X42 m2，载重量57，02 It，航速13kn。

幽5 BIack Mar in号

2000年4月，Black Marlin号的姐妹船Blue Marlin

号在台湾建造。2003年10月，DOCKWISE公司委托韩国

现代重工尾浦造船厂对Blue Marlin号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

改造。改造后的Blue Marlin号甲板面积达178．2×63．0

1112，载霞量升至76，06It，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半潜船。

DOCKWISE公司现经营着近lO艘半潜船，是世界上

最大的半潜船公司。

3．国内半潜船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中远集团广州远洋运输公司从国外购

进2艘半潜驳船：红河口号和沙河口号。沙河口号1978年

在日本建造，总长125m，载重量11，496t。2003年4月4

日在海南三亚市海域下潜作业时沉没，被打捞后报废13J。红

河口号也是1978年建造，总长134．5m，型宽34．2m，航

速10kn，载霞量13，299t，90年代初更换为马耳他船旗，

船名变更为“发展之路”。2005年底，出售给香港子公司。

2002年12月17日，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在广船国际定

造的半潜船“泰安口”号交船(图6)。该船总长156m，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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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32．2m，型深10．0m，夏季吃水7．5m，下潜吃水19．0m，

甲板面积126X32．2m2，载重量17，860t，服务航速14kn，

续航力12，000海里|4I。“泰安口”号半潜船采用了世界上最

先进的SSP电力推进系统，360度全回转螺旋桨；采用自动

操纵动力系统，电脑与卫星配合，在海上停泊保持船位不变

时也不用抛锚，只要在电脑中设定好停船点的经纬度，就会

牢牢地停在这一点上，误差率仅为半径1．5m的范围。2003

年8月28日，广州远洋在广船国际定造的另一艘半潜船“康

盛口”号交船15l。该船是“泰安口”号的姐妹船，性能、主

尺度均相同。这2艘半潜船投入运营后，我国在特大型货物

运输能力方面跃居世界第二位I“。

图6泰安口号

除了上面介绍的半潜船之外，还有少数改制船投入营运。

例如，2008年，中远船务舟山公司将一艘约7万吨的散货

船改造成半潜船，交付给挪威船东。该船船型与Swan号相

似。

二、半潜船前景展望

1．国内半潜船发展前景

2008年8月28日，中船黄埔和广船国际联手为中远航

运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的两艘5万吨半潜船中第一艘开工建

造。2009年3月30日，第二艘开工建造。按照建造合同，

首制船将于2010年9月30前交付船东，第二艘于2011

年3月30日交付。两艘船均采用数字化操控、电力推进等

先进技术，不仅为目前亚洲在建主尺度与吨位最大的高技术、

高附加值特种运输船，同时也是全球最先进的大型海上工程

设备专业运输船。技术设计由芬兰Delta Marin和上海船舶

研究设计院共同完成。总长216．6m，型宽43m，装货甲板

长178m，宽43m，最大下潜吃水为26m，上浮装载货物

最大吃水为10m，举力5万吨川。

2．国际上半潜船的动态与未来市场预测

以往半潜船一直处于寡头垄断状态，然而许多人看到半

潜船的优点，使半潜船从以前的寡头垄断市场转变为垄断竞

争的市场。目前半潜船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有三家，其中

DOCKWISE有各类半潜船共计22艘，OCEAN

HEAVYLIFT(OHL)现有半潜船4艘，全部为油轮改造而

来，nuRsTAR将两条半潜驳船改造成带有自航能力的半潜

船。半潜船运输市场还存在其他潜在竞争对手，主要有

SEAMETRIC、ROLLDOCK、COMBI—LIFvr三家。从竞争

势态上可以看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半潜船市场【8l。

半潜船具有多方面优点，比如上浮下潜功能，动力定位

系统19J。续航力强，可采用双船作业，以及可运输门机、大

型挖泥船等多功能性110I。正因为半潜船拥有这些特点，现在

石油开采、各方面作业等对半潜船需求量越来越大111l。

然而，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持续扩大，国际经济环境脆

弱，使得未来半潜船运力需求短期内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8l。

同时，早期半潜船老化严重，DOCKWISE的半潜船平

均船龄22年，许多油轮改装船也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所

以半潜船的更新换代也有迫切期待。

随着中国造船业、制造业的发展，船舶分段、大型钢结

构、港口吊机甚至石油平台的主要构件越来越多地在中国制

造，其运输必将成为半潜船的一个重要市场I引。随着我国海

洋能源的开发、航道疏浚、大型机电设备运输以及国防建设

的需要，半潜船有着广阔的市场需求，可以深信，半潜船必

将大有发展前途191。

三、结语

通过对半潜船的发展历史所做的简要回顾，以及对目前

市场状况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到半潜船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越来越多的航运公司进入这一领域，将加剧特大件货物运输

市场竞争，但同时也会促进半潜船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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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钟毓凌 半潜船监控系统仿真软件的设计与实现 2009
    随着现代船舶自动化水平的提高，计算机仿真技术在船舶自动化中的广泛应用，船舶仿真培训软件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了满足半潜船船员

的培训需求，本文选用Windows2000操作系统作为开发平台，以VisualC++6.0作为开发工具开发出半潜船监控系统仿真软件。

    本文详细讲述了半潜船监控系统仿真软件的实现过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详细的阐述：

    1）对仿真对象半潜船“泰安口”进行介绍，在基于实船操作规范和安全保证的前提下，建立半潜船船体参数模型，船舶设备模型和作业过程模型。

    2）该监控系统采用软件工程和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建立基于C/S网络结构，采用TCP/IP网络协议和Winsock网络通讯技术。数据库设计分为内存实

时数据库和历史数据库两种。内存实时数据库即内存映射文件是整个系统数据处理、数据组织和管理的核心，对于要实时更新的变量存储在内存实时数

据库中，以保证系统运行的实时性。历史数据库采用ADO数据库访问技术将数据存储在SQL Server数据库中。

    3）详细介绍了监控系统框架结构和系统功能，给出了系统原理图。在VisualC++6.0面向对象的编程环境下，采用了进程通讯、内存映射文件技术、

动态链接库技术，多线程技术、多媒体定时器等计算机仿真技术，实现了半潜船压载、船舶电站、燃油、滑油等多种监控报警系统的仿真。

    该仿真监控软件的核心功能是监控信息的实时操作和实时控制，充分利用了现有的局域网资源，支持远程监视和控制，提供了开放的接口函数，具

有良好的开放性和实用性。在局域网内通过了测试，运行状况良好。

2.期刊论文 章晓彤.谢志达 海上特种杂货运输市场的领跑者--中远集团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改革创新纪实 -中国远

洋航务公告2006(4)
    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是中远集团旗下、新中国第一家远洋运输企业,目前拥有和控制着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以特种船为主的远洋杂货运输船队.在成功

摆脱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发展困境后,企业连续五年保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近两年更实现经营效益连创历史新高,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24.54%和

24.95%,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127.27%和129.75%.广远还在中国资本市场打造了上市以来载誉无数,被国际权威机构评为中国25家最受尊敬上市公司、成

功入选上证50指数样本股的"中国远洋第一股"--中远航运;在国际半潜船市场建造独步全球的高智能半潜船,令四海同行为之侧目;组建实力位居亚洲第一

、世界第二的沥青运输专业公司……这一组组雄辩的数字、一项项耀眼的成果,凝聚着自主创新的汗水与智慧,是广远坚持科学发展的结晶.

3.期刊论文 仲伟东.王忠复.ZHONG Wei-dong.WANG Zhong-fu 半潜运输船的自主研究开发 -上海造船2010(4)
    回顾了半潜运输船的发展概况,总结了708所自主研发该船型的历史,着重阐述了该船型的总体设计技术,并对3万t半潜船作了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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