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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东中华：
沪东中华
：
谱写船舶转型升级新篇章
——制造业改革开放 40 年发展纪实（四）
本报记者

李佳师

7 月初，沪东中华造船集团（以下简称沪东中华）长兴码头上，工人们正在对一艘 LNG（液化天然气）输运船做最后检修，这艘能够装载
17.4 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气化后能够满足上海市民一个月生活用天然气）的 LNG 船，将在一周后穿越太平洋交付给一家北美的客户，这
是沪东中华交付的第 19 艘 LNG 船。大型 LNG 船是船舶界技术含量最高、附加价值最高的三大明珠之一，目前全球只有 13 家企业能生产，
而在中国，沪东中华是唯一一家能制造这样巨轮的企业。这家企业在改革开放的 40 年里，不断锐意进取、转型升级，谱写了中国制造企业
创新发展新篇章。

主动转型引领行业发展
沪东中华的前身是 1928 年成立的英商
马勒机器造船厂，这家企业从一个占地 14.2
万平方米、员工仅 200 来人的小厂，发展成为
年造船近 200 万吨、年销售规模超过 188 亿
元的综合性海洋装备集团，从造散货轮、客
船，到滚装船、成品油船、化学品船、大型集
装箱船、LNG 船、LPG 船等船品，从满足国内
用户需要，到远销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
南美洲和北美洲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发
展史堪称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船舶工业造船
兴国的奋斗史、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成长史
和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壮大史。
从低端向高端转型，从低价值向高附加
值转型。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陈建良对记者表示：
“ 这些年，
沪东中华主动压减低端产能，大力发展高端
装备制造，通过推行‘横向整合，纵向扁平’
的改革思路，逐步由一家散货船、油船建造
为主的传统造船企业，转型为自主研发能力
强大、产品结构高端、配套能力完善，在国际
市场与世界一流造船企业全面竞争的综合
性海洋装备产业集团。”
回忆当初沪东中华主动研发建造 LNG
船，
陈建良深有感触，
就是这样的主动作为，
为
沪东中华的转型升级打开了新的窗口。
沪东中
华关注到全球市场的变化，
关注到中国经济、
全球经济发展能源结构与环境污染的矛盾日
益加大，
必将对高效、
清洁、
储藏丰富的天然气
有强烈需求，
而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LNG）必
将成为造船业一个新的竞争焦点。

LNG 船是在零下 163 摄氏度低温下运
输液化气的专用船舶，被称为“海上超级冷
冻车”，难度在于储罐必须是独立于船体的
特殊构造，材料必须适应零下 163 摄氏度以
下低温，有很强的技术壁垒，集高技术难度、
高可靠性要求、高附加值含量于一身，被称
为世界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当时只有欧
美、日韩等几个国家的造船企业能够造出大
型的 LNG 船。
1997 年沪东中华决定打造高技术含量、
高含金量的 LNG 船。投入十亿元，攻克超低
温液货围护系统，耐超低温液货驳运系统、
特殊动力控制系统三大核心技术，自主研制
成功绝缘箱、殷瓦管、泵塔三大核心部件，成
为全球 13 家生产 LNG 船企业之一。
陈建良谈及了俄罗斯北极 4 艘 17.4 万立
方米 LNG 船竞标之事，由于该项目具有改
变全球天然气供给格局的重大意义，所以韩
国船厂对此也志在必得，最后因为沪东中华
推出了极具竞争力的技术指标和建造方案，
获得了订单。其中运输中蒸发率仅为 0.1%，
比上一代 LNG 船低温绝缘性能提升 30%以
上，采用新一代双燃料动力系统使得主机日
油耗降至百吨以内，无论是燃气或是燃油运
行模式，均能满足国际海事界最严排放标
准，是目前技术指标最先进，环保性能最优
的 LNG 船。
迄 今 沪 东 中 华 已 经 交 付 了 19 艘 大 型
LNG 船，在建和手持 LNG 装备订单 9 艘。而
即将建造的 LNG-FSRU 被称为海上移动的
LNG 岸站，它可有效减少土地占用，代表了
LNG 存储装备的发展趋势，在国内沿海中小
型城市及东南亚地区具有广泛的应用市场。

大型集装箱船是造船行业的又一个桥
头堡。除了在 LNG 产业链装备制造领域占
领行业制高点，沪东中华同时也是世界超大
集装箱船建造领军企业，已经交付和正在建
造和手持订单的 8000 箱以上的超大型集装
箱船达到 49 艘。目前正在建造的 22000 箱集
装箱船以液化天然气为主要动力燃料，是世
界最大、集成世界最先进技术、环保性能最
优的超大型集装箱船项目，标志中国海洋高
端装备制造从“跟跑”到“领跑”的飞跃。
沪东中华在海洋高端装备上不断探索、
取得突破，创新产品迭出。承造的全球最大
的 G4 型 45000 吨集装箱滚装船，是全球首创
产品；38000 吨双相不锈钢化学品船拥有 43
个液货舱，可同时运输几十种不同种类化学
品，是世界化学品船的旗舰船型；在建 3000
吨渔业调查船是国内目前最大、最先进的海
洋渔业科考装备。
陈建良深信，只有不断向高端转型，才
能够带领中国造船业从大变强。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沪东中华 LNG 船总建造师何江华站在
即 将 要 交 付 的 17.4 万 立 方 米 LNG 船 驾 驶
舱，眺望遥远的海面和船上纵横交错的液化
天然气管道，心中有点不舍，毕竟这艘船他
和团队一起建造了三年。谈及 LNG 船的竞
争焦点，他认为是技术和能力。沪东中华之
所以能够成为全球 LNG 船的十三强之一，
与公司的投入、技术人员的奋力拼搏和产学
研的协同以及造船技工们的工匠精神密不
可分。

据介绍，目前沪东中华每年投入的研发
经费保持在营业收入的 5.6%以上，每年成功
申请国家专利超过 270 件。公司拥有国家认
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国家认可检测实验室，
国家能源 LNG 海上运输装备重点实验室，
设有企业博士后研究工作站，船体、轮机、信
息化博士工作室。按照“建造一代、研发一
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策略，在 LNG 产业链
领域已经形成了多种装载量、多种动力形式
的船型开发；针对俄罗斯北极二期项目的
LNG-FPSO、LNG-FSRU、FLNG 等 海 工 项
目，已经完成工程化研究。自主研发的薄膜
型 LNG 岸站储罐相比国内目前普遍采用的
“九镍钢+混凝土”LNG 站储罐，具有安全性
能更优、造价更低、土地资源占用更少、相同
体积容量更大的优势，引发国内能源企业的
高度兴趣。
数字化设计、数字化制造、数字化管理
已经成为造船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如何将多
年积累下来的经验数字化，如何把数字化全
面渗透到企业全流程，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
深度融合，是沪东中华不断发力的方向。目
前沪东中华自主研发成功国内唯一拥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舰船全三维设计软件
——SPD/SPDM 造船设计管理软件系统，打
破了国外垄断。在数字样船三维建模，设计
与管理、生产信息协同等方面实现了进口替
代，在全国 200 多家企业、高校、研究院所的
百余型近千个产品上得到广泛应用，为国家
节约软件引进和维护费近五亿元，打破了十
余年来国外软件占领我国船舶工业三维设
计软件市场的状态，开启了船舶工业三维软
件自主创新之路，对中国工业设计软件国产

化具有里程碑意义。
同时，沪东中华紧跟国内外智能装备技
术的发展趋势，学习先进船厂经验，以焊接
机器人应用为基础，大力开展船舶智能制造
研究，开展数字化车间建设，推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与造船管理深度融合，GPS 高
精度测量检测系统、手持信息终端精细化派
工等科技手段已经逐步应用于船舶建造，有
效提升效率和品质。
向高品质推进，陈建良特别提及造船行
业的“工匠精神”，他以焊接为例谈到，即便
是越来越多地采用机器人焊接、越来越多采
用智能制造，但是造船行业依然有非常多是
机器所不能为的地方，在很多特殊位置必须
人工焊接。
“ 在厚度仅 0.7 毫米的殷瓦钢上进
行焊接，就像绣花一样，需要非常稳定的情
绪控制力和非常精湛的焊接能力。”
在沪东中华有非常优秀的工匠精神传
承，一代传一代。张冬伟是沪东中华的第三
代工匠，他对记者说：
“ 造船员工像船上的螺
丝钉，把每一个螺丝拧到完美，是我们的职
责，在沪东有很多这样优秀的焊工。”
陈建良表示，事实上不仅仅是现场工人
需要工匠精神，包括管理人员、现场人员、技
术人员都需要工匠精神，只有每一个环节的
人员都掌握了规范，才有可能实现智能制
造，才能实现管理精细化、技术创新。
现在造船企业培养一个殷瓦焊工需要
20 多万元，年轻人愿意从事焊接技术的越来
越少，如何创造更吸引年轻人进入这个领域
的机制与氛围，如何提高员工的积极性，是
造船业面临的新挑战，也将是下一步国企改
革还需要着重考虑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