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中国国 具具规规规规模模模和和影影影响响响力力力力的的的的绿绿绿绿色色色色色船船船船舶舶舶舶舶技技技技技技术术术会会议议议议议中国 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绿色船舶技术会议
400+ 参参会代会代表表
70+ 船东船东/船/船/// 舶运运营/营营 船舶船舶船舶船舶船舶船船舶管理管理管理理管理管理管理公司公司公
404 + 船厂厂
5+ 小小时以时以时 上自由讨讨论时论时时论时时间间
来自来 于国国国国际海际 事组组组织,织,织, 欧欧盟委盟委盟委盟盟委委员会员 , 美国美国国国海岸海岸海海海岸岸警卫警卫警卫警警警卫卫队以以以队以以以以及中及中及中及中及及中及及中华人华人华人华人华人华人华人华人民共民共民共民共民民共民共民共和国和国和国和国和国国国和 海事海事海事海事海事海海海事海 局的局的局的局
权威威威的政的 策法策法策策策 规解解读

400+ 参会代表
70+ 船东/船舶运营/船舶管理公司
40+ 船厂
5+ 小时以上自由讨论时间
来自于国际海事组织, 欧盟委员会, 美国海岸警卫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的
权威的政策法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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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O 国际海事组织
• 欧盟委员会
• 美国海岸警卫队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 知名船东/航运公司
• 知名船厂
• 船级社
• ......

峰会背景峰会背景

　　绿色船舶技术中国峰会是由上海利奇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所主办的大型国际年会。在过去的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和2019年的八届绿色船舶技术中国峰会中, 来自各国
政府、船级社、船东公司、造船厂、研究机构、技术和
设备供应商以及咨询公司等共计超过2500名专家及决
策者汇聚一堂, 通过绿色船舶技术中国峰会这个平台, 
就国际海事组织、欧盟委员会、美国海岸警卫队及中
国的政策和法规, 新船型的设计和标准, 创新性和可持
续发展的绿色船舶技术等行业热点话题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与交流。

　　2020年的第九届绿色船舶技术中国2020峰会, 预
计将会有超过400名的业内专家, 各个公司的决策者以
及政府官员通过这样一个国际平台, 深入探讨交流目前
大家所关心的行业热点与问题。

演讲嘉宾来自 演讲嘉宾来自 

部分热点议题部分热点议题

首席执行官, 总裁, 副总裁, 总经理, 
总监, 总工程师, 高级经理, 经理, 
造船工程师, 轮机工程师，......

• 船东/船舶运营/船舶管理公司
• 造船厂/修船厂  
• 设计/工程公司   
• 海事研究机构
• 船级社
• 船舶设备供应商
• 港口/港务局
• 解决方案提供商
• 律所
• 船旗国
• 海事局
• 咨询公司
• ......

• IMO, 欧盟, 美国海岸警卫和中国海事局对 新政策法规解读
• 保证船舶能效的 佳方法
• 发动机供应商对于2020限硫令的观点
• 推进性能监控和能效管理的重要性
• 未来的船舶推进
• 在限硫时代的可用燃料及相关挑战
• 关于安装洗涤塔一些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考虑
• 新的压载水处理系统和相关技术
• ......

来自

谁将参加谁将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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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内“雾的工程师”, 有着60多年的历史，独自研发各种系统, 提供高精度的雾。作为“雾的工程师”的池内, 结合长年积
累的经验并通过的科学的方法及独自的技术, 开发各种雾的发生系统来对应各户各种各样的需求并以为产业界的发展作
出贡献为目标。同时产业用喷嘴的进化也是池内公司的历史史命。池内的高精度喷嘴所产生的“雾”在环保行业中可防
止二恶英及酸雨的发生。

www.kirinoikeuchi.com/www.kirinoikeuchi.com/

赞助商赞助商

斯普瑞喷雾系统公司是世界领先的喷雾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专业从事喷雾喷嘴、喷雾系统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  
通过提供高效喷雾技术解决方案, 满足各行业客户 广泛和多样化的潜在需求。公司成立于1937年, 总部位于美国的伊利
诺伊州, 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遍及北美、南美、欧洲和亚洲的12家制造工厂, 遍布5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销售办事
处。

www.spray.com.cnwww.spray.com.cn

健龙电器是一家集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于一体的民族企业。拥有大电流工业插头插座、船基岸基电源插座箱、船用
电缆卷筒、高防护等级的工业连接器、检修插座箱、高防护等级的PC密封箱和密封窗口、新能源车用插头插座等多项高
新技术工业产品, 广泛应用于港口码头、船舶重工、新能源、轨道交通、工业自动化等领域, 在行业中均处于领先位置。

www.jlbox.com.cnwww.jlbox.com.cn

长原喷雾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国内领先的喷嘴生产企业，以IATF16949认证的高品质和大规模的产品生产能力赢得了
全球2000多家客户的信赖。
船舶脱硫行业长原公司目前合作企业有包括瓦锡兰在内的国内外十多家客户，用于海洋脱硫的喷嘴有多种可供客户选
择，并可提供2205、2507等多种材料。

www.penzuicn.comwww.penzuicn.com

www.pyxis-marine.comwww.pyxis-marine.com
启盘海洋科技专注于研发制造海洋领域的环保监测技术，在船舶脱硫废水监测、压载水TRO监测、海上油田回注水监测
等多个领域内持续投入并推出创新产品。
应对即将生效的2020限硫令，推出了WWM-1000洗涤水监测方案，从安装、船检、运行维护几个阶段进行全方面定
制， 让洗涤水监测这个模块能“傻瓜化”运行，确保脱硫塔的快速交付与船舶长期合规运行。

GTT公司在深冷液化天然气储运的围护系统领域是资深的专业工程技术公司。公司业务主要包括工程技术、服务、咨
询、培训、维护及技术研究。
与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船厂及船东合作, GTT致力于以下商务领域：LNG运输船, 超大型乙烷运输船, 多种气体运输船、浮
式LNG单元，浮式储存单元及再气化单元，陆上储罐和加注船。
GTT在创新方面的实力完全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和国际规范, 这也使得GTT可以为整个LNG产业链提供解决方案, 包括
LNG作为商船及邮轮船舶推进燃料方面、及支线船或驳船进行LNG的分销方面。

www.gtt.frwww.gtt.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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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赞助商

www.fptindustrial.comwww.fptindustrial.com

菲亚特动力科技专注于道路及非道路用车辆、船舶和发电机组使用的动力总成的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线包括提供42
到1006马力的6个发动机系列，扭矩输出200到500牛米的变速箱，轴荷为2到32吨的前、后车桥，以及为工业应用提供
市场上 全马力段的天然气发动机系列，覆盖136马力到460马力。对研发的专注使其成为全球工业动力总成的领导者。

www.thermofisher.comwww.thermofisher.com

赛默飞世尔科技（纽约证交所代码：TMO）是科学服务领域的世界领导者。公司年销售额超过240亿美元，在全球拥有
约70,000名员工。
我们的使命是帮助客户使世界更健康、更清洁、更安全。我们帮助客户加速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解决在分析领域所遇
到的复杂问题与挑战，促进医疗诊断发展、加速药物上市进程、提高实验室生产力。
借助于首要品牌Thermo Scientific、Applied Biosystems、Invitrogen、Fisher Scientific和Unity Lab Services，我们
领先结合创新技术、便捷采购方案和全方位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公司网站：www.thermofisher.com

www.munters.comwww.munters.com

蒙特是空气处理节能方案的全球领导者和优秀合作伙伴。凭借创新型技术，我们的专业工程师深入各行各业帮助客户创
造完美的气候条件，在航运、制药和锂电等行业尤为显著。自1955年蒙特就一直引领空气处理行业的发展方向。目前，
蒙特全球约有 3900名员工，生产和销售网络遍布 30多个国家。

www.jsxchj.comwww.jsxchj.com

江苏新超合金科技有限公司依托于母公司原材料及其加工优势、业务范围主要以：高端合金材料、配件和设备的开发应
用，逐步实现材料、配件和产品加工的成套供应、公司专业供应船舶行业使用的超级不锈钢 双相钢钢板 管、管件、法
兰、预制管
本公司资质：
挪威船级社（DNV）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
中国船级社（CCS）wps认证
挪威船级社（DNV）wps认证

https://www.outokumpu.com/https://www.outokumpu.com/

奥托昆普是不锈钢的全球领导者。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以客户为导向和有效率的竞争优势，在2020年成为不锈钢行业的
佳价值创造者。凭借我们的专业知识，可以为各种用途生产定制化的不锈钢。我们的生产基地位于芬兰，德国，瑞典，
英国，美国和墨西哥，并在全球范围内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2017年，奥托昆普的销售额达到64亿欧元，不锈钢销量达到240万吨。奥托昆普在30多个国家拥有10,000名专业人
员，总部位于芬兰赫尔辛基，并在纳斯达克赫尔辛基上市。
我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不锈钢的发明：奥托昆普开发出 早的奥氏体，马氏体和双相不锈钢。

www.abb.comwww.abb.com

ABB船舶部在中国开展研发、制造、销售和工程服务等全方位业务活动，致力于为广大客户提供创新、可靠、安全、环
保的一体化电力解决方案以及一流的优质服务，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保障船舶在船期寿命内的优质表现。



www.ridgechina.comRIDGE
Focus On Your Focus

GSCC 2020GSCC 2020 第九届第九届绿色船舶技术中国绿色船舶技术中国20202020峰会

08:50-09:00 大会主席 致辞大会主席 致辞

• MEPC75次会议的总结
• 执行2020年全球硫化物排放限制
• 关于压载水管理公约的 新信息

• 国际可持续航运的挑战和阻碍
• 关于欧盟MRV机制的 新信息
• 欧盟条约和法规的执行对船东带来的影响

09:00-09:40 IMOMO的 新政策法规解读的 新政策法规解读

09:40-10:20 欧盟的 新政策法规解读盟的 新政策法规解读

议程议程 第一天 / 星期四, 2020年4月23日第一天 / 星期四, 2020年4月23日

• 美国海岸警卫队在海事环保方面目前的工作
• 关于美国压载水管理法规及压载水管理系统型式认可方面的 新信息
• 关于船舶废气洗涤塔认可的相关政策

• 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做了些什么
• 中国排放控制区的 新进展
• 政策法规展望

10:20-10:50 茶歇茶歇

美国海岸警卫队的 新政策法规解读美国海岸警卫队的 新政策法规解读10:50-11:30

中国海事局的 新政策法规解读国海事局的 新政策法规解读11:30-12:10

12:10-13:30 午宴午宴

14:05-14:40 保证船舶能效的 佳方法证船舶能效的 佳方法
• 测量和监控船舶的方法
• 减少燃油消耗和船上能耗
• 通过软件提升燃油效率：理论和实践
• 提高运营效率
• 收集数据用于性能表现分析

13:30-14:05 绿色船舶设计绿色船舶设计
• 符合环境和法规要求的新型设计理念
• 船体和船型设计的 新发展
• 把握新船能效设计/运营指数(EEDI/EEOI)的要点和实施方法

14:40-15:10 茶歇茶歇

• 数据资源有助于船体污染预报及图层规范
• 数据的组合和发挥的作用
• 新的数据建模及它在其他行业内的应用

15:10-15:45 运用大数据预知船体污染控制的要求及它对船舶能效的影响运用大数据预知船体污染控制的要求及它对船舶能效的影响

16:55 第一天大会  结束第一天大会  结束

• 发动机使用低硫油
• 为适用新燃料的改装
• 用发动机技术达到排放合规

15:45-16:20 发动机供应商对于2020限硫令的观点发动机供应商对于2020限硫令的观点

• 螺旋桨推进力的实测
• 通过对照达到节省燃料和减少排放
• 把所有推进数据转化为可量化的关键业绩指标(KPI)

16:20-16:55 推进性能监控和能效管理的重要性推进性能监控和能效管理的重要性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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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40 茶歇茶歇

12:25-13:30 午宴午宴

• 哪一种选择 具经济和环保效应? 低硫油, 液化天然气/液化石油气, 生物质柴油, 氢, 氨或是其他？
• 短期和长期的推进解决方案
• 发动机技术的发展

09:00-09:35 未来的船舶推进未来的船舶推进

关于安装洗涤塔一些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关于安装洗涤塔一些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考虑
• 洗涤塔的现有需求
• 未来洗涤塔安装的趋势预测
• 在船型和设计方面的考虑
• 改装方面的挑战
• 成本对照

11:15-11:50

• 了解现今的新品润滑油如何在在提升性能的同时保护发动机方面更进一步
• 减轻酸腐蚀的风险
• 对于适用于2冲程和4冲程发动机的新品润滑油的分析

润滑油的创新润滑油的创新10:40-11:15

• 战略
• 执行
• 挑战

来自船东的案例分析：压载水系统来自船东的案例分析：压载水系统14:40-15:15

16:00 大会  结束大会  结束

15:30-16:00 自由讨论时间自由讨论时间

15:15-15:30 抽奖时间抽奖时间

• 符合IMO2020规定的一些选择
• 对于炼油厂的影响
• 对于船东/航运公司的挑战

09:35-10:10 在限硫时代的可用燃料及相关挑战在限硫时代的可用燃料及相关挑战

• 洗涤水测量的挑战，比如：校准/气泡/维护
• 正确光源的选择及自动再校准
• 适当的气泡消除

11:50-12:25 如何克服洗涤水监控设备带来的挑战如何克服洗涤水监控设备带来的挑战

• 评估新系统的认证情况及可行性分析
• 审视压载水管理技术及创新范围的将来
• 重点关注效率提升方面的机会，因为更多的数据被延时获取的

14:05-14:40 新的压载水处理系统和相关技术新的压载水处理系统和相关技术

• 对应Tier III系统的现状和经验
• SCR将来的发展
• 针对改装的重点

13:30-14:05 减少Nox排放的 新SCR技术减少Nox排放的 新SCR技术

Apple Watch Series 5iPhone 11 Pro Max Apple TV 4KMacBook Pro

议程议程 第二天 / 星期五, 2020年4月24日第二天 / 星期五, 2020年4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