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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信息孤岛”，拥抱船舶智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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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智能、互联

海兰信集团亮相 2017 Marintec China，全面呈现

智能航海和智慧海洋两大核心业务

海兰信船舶智能导航系统产品推介会圆满举办

海兰信与全球最大卫星链路供应商
SpeedCast 和全球卫星通信领域

硬件制造商 Cobham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高大上”引领智能航海 强强联合助力智慧海洋
海兰信积极布局航海智能化和海洋信息化业务链

助力海洋强国建设

中船电科、海油发展、海信院、遥感所、海兰信
签署“中国近海雷达综合监视监测系统”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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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之星 Top2
按照年度原创稿件投稿次数进行提名，再根据稿件质量在全集
团范围内投票，票数最多者为原创之星

○  优秀记者 Top5
以按时、保质交稿作为评选标准，由内刊委员会评选最敬业者

○  优秀编辑 Top1
以栏目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按时性、创新性等作为评选标准，
由内刊委员会评选最敬业者

奖项设置

努力成为全球智能航海的引领者，中国智慧海洋的建设者

贡献海洋，献身国防

客户至上，奋斗为本

愿景

使命

核心价值观

了解行业信息，市场动态
了解公司及各子公司发展状态
交流工作心得、技术经验、创新方法
结识更多的同伴
讲述海兰人自己的故事，创造海兰人自己的奇迹

在这里，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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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船舶和船舶、船舶和岸端以及船舶内部各种信息

数据间存在“信息孤岛”的实际问题，数据无法汇集到一起；

如今，船舶朝着更智能的方向发展，全船的数据信息逐步实

现了互联互通。这一转变意味着：船舶智能时代近在咫尺。

为更好地迎接船舶智能时代，近年来，以“努力成为全

球智能航海的引领者、中国智慧海洋的建设者”为愿景的北

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航海智能化和海洋信

息化系列产品，为我国船舶配套企业直面智能化挑战、抢占

智慧海洋发展新机遇作了率先示范。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智能船舶 1.0 研发专项”中，海兰

信负责牵头“船舶辅助自动驾驶系统开发”课题，还主要承

担了全船网络的设计，参研了包括仿真验证、船岸一体化通

信系统等项目。据悉，该公司将在已有综合导航技术基础上，

通过开展海洋环境及航行态势的综合感知、船舶航线与航速

综合优化以及避碰辅助决策等技术的研究，开发出具有感知、

决策及执行功能的船舶辅助自动驾驶系统，实现船舶航速及

航迹的自动控制、开阔水域的自动避碰驾驶，并完成实船示

范。同时，该公司将主导制定出国内第一部全船信息交互标

准，为智能船行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前，业界普遍认为，智能船舶就是未来船舶发展的主

要方向。面对智能船舶的巨大市场，我国船配企业必须加速

智能升级，在技术变革时期把握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只

有这样，才能助力我国船舶工业在船舶智能时代的竞争中占

领技术高地。那么，到底何为智能船舶呢？“就目前而言，

智能船舶的‘智能化’主要体现在 5 个方面，即航行、能耗、

运维、船体和货物。”海兰信航海事业部总经理覃善兴说，

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智能航行表现为自动根据气象、海图

和航行任务规划航线，这样规划出来的航线一方面安全性高，

可有效规避妨碍航行区域，避免搁浅，另一方面因为充分考

虑了船舶个体的属性，综合经济性指标好；能耗管理主要是通

过对船舶主辅机、锅炉等设备的能耗分布进行分析，实时监

控全船动力和设备输出工况，分析全船的能耗状态，辅助决

策船舶设备的使用方案，让船舶各设备系统工作在最佳状态，

从而达到能耗优化的目的；智能运维表现为对船上各设备实

行健康管理，实时分析设备状态及发展趋势，提供故障诊断

与状态预警等分析，能够提前预判出设备的重大隐患，智能

规划设备维护计划、物料配置方案等。此外，智能船舶的“智

能化”还体现在船体安全和货物的智能化。覃善兴表示，目前，

货物的智能化是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当这 5 个方面都实现智

能化后，紧随其后就是要考虑智能靠泊的问题了。

覃善兴表示，在智能船舶研制这项系统化工程中，海兰

信主要负责的是智能航行的内容，并承担了船舶通信应用与

数据采集设备研发。这一系列内容正好与该公司智能航海业务

完美契合。作为我国船配企业中的佼佼者，17 年来，海兰信

在智能航海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完善的导航整体

解决方案、机舱自动化、船岸一体化产品体系，推出了包括

智慧桥·综合导航系统（INS+）、船载航行数据记录仪（VDR+）、

船舶远程监控管理系统（VMS+）等在内的一系列产品，通

”刊首语
PREFACE

打破“信息孤岛”，拥抱船舶智能时代
中国船舶报记者 郭佳泰 北京报道

让船舶更“聪明” 管理起来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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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技术手段大幅度提高了船舶配套设备与系统的自动化率，

这对船舶运行水平的提高很有帮助。在相关技术的基础上，

海兰信一直持续推进着船舶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开发。目前，

海兰信船舶智能化管理系统已完成系统整体 Web 化、实现了

AP 无线定位与能效系统的整合，成为国内首套船队智能化管

理系统，推动实现航行更安全、更节能、更高效。今年年中，

该管理系统在安吉航运有限公司 2 艘 3800 车位汽车运输船上

进行了实船应用，实现了 2 艘汽运船的智能化管理。截至目前，

该管理系统已安装应用于安吉航运 10 余艘船舶，助力安吉航

运船队领跑国内船岸智能化管理，打造“互联网 + 船队”的

高效运营模式。

简单来说，智能航行就是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船舶从

开始到结束全程实现智能化，这与国际航标协会 IALA 提出

的“E- 航海”构想，有异曲同工之处。“E- 航海”构想指的

是通过电子信息方式整合所有导航设备，特别是电子设备在

船端和岸端收集和显示的海事信息，以增强船舶航行过程中

的安保能力，并提高航行安全和效率。要实现这个构想，船

载系统、岸基系统和数字通讯三大部分缺一不可。2015 年，

海兰信推出的“海兰云”（Hi-Cloud）概念，正好满足数字

通讯的要求。

“‘Hi-Cloud’概念刚被提出时，主要是为了解决船岸

一体化的技术，为船岸一体化方案搭建一个信息中心框架，

助力公司既有产品的更新、维护、检验及大数据挖掘，为船

东创造价值。” 海兰信总工程师李常伟说，现在则不同，应

用到智能船舶上，“Hi-Cloud”的内涵逐渐清晰，不再只扮

演“信息中心”的角色。除了提供信息推送服务外，“Hi-Cloud”

还有提供船舶设备状态监控与远程诊断、趋势分析、数据分

析、船队管理、智能化船务信息管理等服务。“‘Hi-Cloud’

更像是一个管理平台，旨在使变得更‘聪明’的船舶的管理

更简单，让船东对船舶管理更扁平化，航管与物流、营运协同，

实现全程透明，提高船东的竞争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加快”

一词表明，过去 5 年，我国在海洋科技领域取得的一系列成果，

为建设海洋强国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现在已到了

全面加快海洋强国建设的时候。

2015 年 6 月，海兰信宣布正式投资香港劳雷，全面进军

智慧海洋领域，旨在完善业务战略布局，成为智慧海洋领域

领先的设备供应商以及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近年来，该公

司智慧海洋业务的显著特点就是“两网一机动”的海洋综合

监测能力与数据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已形成近海雷达网、海

底观测网、水下仪器装备、海洋立体监测与信息服务、海洋

无人机动平台等系列核心产品。“两网一机动”包括近海雷

达网和海底观测网以及海上无人机动平台。凭借小目标雷达

探测技术、海底网观测技术与装备以及主要的海洋传感器、

无人装备等核心技术和产品，该公司海洋综合监测能力已基

本形成。

今年年初以来，海兰信先后在海南、浙江、福建、天津、

山东、辽宁等沿海省市实现近海雷达网的业务应用，目前正

在有序推进和拓展其他沿海省份岸基雷达网的规模建设和数

据服务，计划 2 年内初步实现中国近海海域海上目标的全覆

盖实时监测。同时，雷达网的功能也正在进一步提升，着力

融合溢油、海浪、浮冰等特种雷达功能，使之可以助力环境

保护、航运安全等应用拓展，发展成为全智能复合雷达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海雷达网应用过程中，海兰信采取的是“企

业自筹资金建设、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推广效果已初步

显现。在加速“编织”雷达网中国近海雷达网同时，海兰信

组织筹划与相关院所成立海洋数据联合研究中心，为海洋渔

业、港口航运、海上搜救、海洋资源开发、近海养殖、科研、

海上权益维护等多领域涉海客户提供及时、定制化的海洋信

息服务，积极为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和智慧海洋建设作贡献。

海底观测网主要由岸站、主接驳节点、次接驳节点、海

底仪器接口模块（SIIM）和科学仪器设备等 5 部分组成，用

于为水下观、探测装备 / 设备提供长时间、不间断的电源及

通信信道，实现水下多参数、大范围监测，为海上石油天然

气开发、海洋科学研究以及其他海洋应用提供科学数据。

除近海雷达网和海底观测网等固定海域监测模式外，海

兰信正在根据客户需要筹划海上无人机动平台的打造及运营，

即结合海上无人机、海面（波浪能、复合动力）无人艇、水

下无人潜器组建无人机动编队，为客户提供指定海域、特定

时期内“海面 + 海中 + 海底”的海域立体监测数据服务。

另外，海兰信控股子公司广东蓝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聚

焦以“智慧海洋”为主线的海洋综合管理的软件市场，加快

市场布局，先后在浙江、大连、温州、海口等地开拓新业务，

与去年同期相比，新签订单增长 54%；以国家海岛监视监测

信息支撑体系系统框架为样板，深化业务应用；完成多处省

市智慧海洋工程需求、设计、开发、试运行和验收。

围绕“国际化驱动本地化、资本驱动实业、军民深度融

合相互驱动”的“三驱动”发展战略，海兰信在智能航海和

智慧海洋两大业务领域深耕细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当前，

在智能化革命来势汹涌和国家加快海洋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下，

海兰信将努力保持在智能航海的领先地位、积极投身智慧海

洋建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不

忘初心、牢记“贡献海洋、献身国防”的使命，始终坚持“客

户至上、奋斗为本”的核心价值，坚持自主创新，为船舶智

能化时代的到来和国家海洋强国建设不断贡献力量。

“编织”近海雷达网提升海洋立体监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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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资讯
INFORMATION

”

展会资讯海兰人

2017 年 12 月 5 日，全球最具影响力和规模最大的
海事专业会展—2017 年中国国际海事技术学术会议及展
览会在上海拉开帷幕。本次海事展，海兰信围绕“智能
航海”和“智慧海洋”两大主题，携核心技术产品和最
新研发成果为行业人士全面展现了集团最新面貌和业务
布局。

在智能航海区域，海兰信聚焦船岸一体化系统解决
方案，展示了船舶智能导航系统、Hi-Cloud（海兰云）、
Evolution V5 综合监测报警和控制系统等，打破“信息
孤岛”，有能力为客户提供船舶智能化综合解决方案。
在智慧海洋区域，海兰信呈现“天、空、岸、海、底”
海洋立体观监测系统，重点展示了近海雷达综合监控系
统、海底观测网系统、无人机动智能平台系统、国家海
域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等，为涉海用户提供定制化的

创新、智能、互联

海洋数据信息服务，服务海洋经济发展，为“一带一路”
建设提供支撑。

期间，来自工信部、海军、海警局、海事局、救助
打捞局、招商局、中远集团、中船重工、中船工业、中海
油、扬子江、中海电信、安盛船务等相关领导和客户莅临
海兰信展台参观指导，并对海兰信发展智能航海和智慧海
洋业务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肯定。展台现场气氛热烈，
受到了国内外船东、船厂、设计院等客户的纷纷关注，逾
万人来到海兰信展台参观，并赢得了参展观众及行业人士
的好评。

海兰信以不断创新的姿态，积极推进智能船舶技术
发展，让船舶航行更智能、管理更简单；打造海洋生态数
据产业平台，创新服务模式，推进海洋信息化建设。

海兰信集团亮相2017 Marintec China，全面呈现智能航海和智慧海洋两大核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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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资讯海兰人

12 月 5 日，海兰信举办了包括 HLD-INS600 智慧桥
综合导航系统、Hi-Cloud 海兰云和 Evolution V5 综合

12 月 5 日， 海 兰 信 在 2017 中 国 国 际 海 事 技 术
学术会议和展览会上与全球第一大卫星链路供应商
SpeedCast 和全球卫星通信领域首屈一指的硬件制造商
Cobham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正式建立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海兰信创始人申万秋、魏法军，Cobham 

海兰信船舶智能导航系统产品推介会圆满举办

海兰信与全球最大卫星链路供应商 SpeedCast 和全球卫星通
信领域硬件制造商 Cobham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监测报警和控制系统三个部分在内的 2017 船舶智能导航
系统产品推介会。其中，2015 年，海兰信提出了“海兰云”
概念，通过把互联网思维应用于智能航行，旨在“让船舶
管理更简单”，辅以用户端或移动端体现高效管理，不断
满足客户需求。在本届海事展上，Hi-Cloud 海兰云正式
使这一概念落地开花。海兰信聚焦船岸一体化系统解决方
案，提出 Hi-Cloud 海兰云，打破“船舶信息孤岛”，为
船东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通过此次新产品推介会，海兰
信向与会专业人士展示了海兰信航海智化最新研发成果和
业务战略布局。展台现场气氛热烈，推介会受到了国内外
船东、船厂、设计院等客户的积极关注，与会人数愈百人。
通过现场互动和系统演示，海兰信船舶智能化产品赢得参
展观众及行业人士的阵阵惊叹，进一步加深了海兰信在行
业界的影响力。

CEO Jensen Casper，Speedcast CEO Tim Bailey 出
席了本次签约仪式。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内容，Cobham 将为海兰信提供
最可靠的产品和最专业的硬件技术支持以及最完备的售后
服务体系，SpeedCast 将为海兰信的客户提供安全、稳
定、高覆盖率的全球网络解决方案，以及最贴心的 IT 技
术咨询支持和跟踪保障。海兰信 Hi-Cloud（海兰云）整
体方案所追求的可靠、稳定、安全以及全球支持得益于
Cobham 与 SpeedCast 在硬件与网络的有力支撑。三
方举办战略合作签约将齐力为客户提供更加安心、舒心的
体验，同时享受数据的智能化服务。

海兰信创始人魏法军表示，“此次与 SpeedCast 和
Cobham 合作，不仅可以为 ‘Hi-Cloud’提供全球卫星
链路以及相关软件和硬件支持，还可以利用 SpeedCast
和 Cobham 深厚的技术沉淀和丰富的经验，让我们的客
户不论身在何处，也能享用世界级的服务和网络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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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资讯海兰人

12 月 6 日，在第 19 届中国国际海事技术学术会议
和展览会上，本着“需求牵引、市场主导，政策扶持、
企业自建，资源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由海兰信、
海油发展、海信院、遥感所等合作方发起设立“三亚海
兰寰宇海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兰寰宇），
在现场举行了揭牌仪式。各方将以此为平台，建立长期
稳定的战略与股权合作关系，建设覆盖全国的 “近海雷
达综合监视监测系统”。出席签约仪式的有中船电科、
海油发展、海信院、遥感所、海兰信等协议签署方代表。
国家海洋局、国家海警局、福建省海洋渔业执法总队、
中船集团、中船投资、中船电科、青岛市蓝色硅谷管理局、
海兰信等有关领导和业内专家在现场进行了鉴签。

12 月 6 日，在第 19 届中国国际海事技术学术会议
和展览会上，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兰信）、中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电科）、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油发展）、中
电科海洋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信院）、
三亚中科遥感研究所（以下简称遥感所）等国内五家典型
涉海单位共同签署了“中国近海雷达综合监视监测系统”
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要求，五家典型涉海单位将
利用各自优势，在制度建设、市场推广、平台建设、数据
采集与应用、技术研发等方面，发挥业务协同优势，合作
建设“近海雷达网”，力争实现合作共赢。这五家国内领
先的典型涉海单位强强联合、资源共享，将推动我国近海
雷达网的快速布局和建设实施。

  海兰信、海油发展、海信院、遥感所等合作方发起设立
“三亚海兰寰宇海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船电科、海油发展、海信院、遥感所、海兰信签署
“中国近海雷达综合监视监测系统”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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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资讯海兰人

12 月 6 日，在第 19 届中国国际海事技术学术会议
和展览会上，海兰信举办了首届全球优秀服务代理商颁
奖仪式。海兰信创始人魏法军、海兰信集团副总裁陈炜，
获奖服务代理商 MEC、Navicom Electornics、大连七
海电子、宁波宏州电子的有关负责人出席了本次颁奖仪
式。颁奖仪式上，海兰信创始人魏法军表示，“非常感
谢服务合作伙伴长期以来对海兰信的信赖和支持，此次
评选颁奖活动，既是对海兰信过去 10 年以来全球服务网
络建设和管理的一次总结，也是服务体系自我提升的过
程，海兰信将不断强化全球服务网络的规范管理、提升
全球服务网络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与合作伙伴共赢发展！”

12 月 6 日，在第 19 届中国国际海事技术学术会议
和展览会上，海兰信与印度通导设备服务公司（Adrie 
Marine Electronic Solutions Pvt Ltd）举行了海兰信销
售服务授权签约仪式。AMES 是 UMMS Holdings Pte 
Ltd. 的子公司， UMMS Holding Pte Ltd 是一家多元化
公 司， 由 UMMS Shipmanagement Pte Ltd, UMMS 
Logistics Pte Ltd, 和 Adrie Marine Solutions Pte Ltd
组成，UMMS Shipmanagement 拥有和管理 40 多艘
船舶，其中一些属于日本船东，Kaisen 航运公司在中国
舟山造船厂建造他们的船只。通过本次签约，海兰信将
进一步加强在印度区域的服务力量，实现对印度港口的
产品备件的全面覆盖。

海兰信首届全球服务代理商颁奖仪式圆满成功

海兰信与印度服务代理商 AMES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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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盛况
EXHIBITION POMP

展台布局 
EXHIBITION BOOTH

展示主题：智能航海 + 智慧海洋              展位号：W4A11 号              展位面积：150 平米

接待台 洽谈区 VIP 室

展会盛况海兰人



10

展台布局 
EXHIBITION BOOTH

智能航海区域参观

智慧海洋区域参观

展会盛况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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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展示
PRODUCTS

海兰信：航海智能化与海洋信息化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智能航海 Intelligent Navigation 

展品一：智慧桥·综合导航系统（INS）

雷达界面 海图界面 Conning 界面 人机交互界面

该系统满足国际最新标准认证，集成了导航设备、MFW 多功能工作站、监控台为一体，能实现信息与功能的
融合。系统每个 MFW 工作站都能提供综合的海图雷达、ECDIS 航线规划、航线监控、TCS 航迹控制、CONNING
航行状态及数据显示、CAM 中央报警管理、传感器监视等功能，同时具备叠加小目标图像、叠加气象导航信息、
航线优化、NAVTEX 显示等特点。除能替代传统的雷达、电子海图、Conning 等设备，还可提供船舶远程信息服务，
用户通过海兰信“海兰云”（Hi-Cloud）可实时了解船舶或船队的综合状况，并能对系统进行远程诊断和远程维护，
能极大降低维护成本，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

展会盛况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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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展示
PRODUCTS

智能航海 Intelligent Navigation 

该系统能实现对轮机设备不间断地监测和对各类泵组、阀门和风机等辅助设备的控制，同时实现液货管理和
电站管理。系统拥有开放式的网络架构和丰富的第三方系统接口，具备成熟的远程通信功能，可对船舶设备信息
进行远程诊断维护，为船员提供远程技术支持。

展会盛况海兰人

展品二：综合监测报警和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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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盛况海兰人

展品展示
PRODUCTS

智能航海 Intelligent Navigation 

展品三：海兰云 Hi-Cloud

INS+
（移动端 Ipad 展示）

VDR+
（移动端 Ipad 展示）

VMS+
（移动端展示）

VMS+
（PC 端展示）

海兰云，英文简称 Hi-Cloud, 是海兰信专为船东、船长以及船队管理者等提供的专用数据服务。海兰云一端
连接船端设备，另一端连接岸端的用户终端或移动终端，能提供船舶设备状态监控与远程诊断服务，信息推送服务，
趋势分析服务，数据分析报告，船队管理功能，智能化船务信息管理等服务，具有节约成本、故障预防、船舶优化、
资源共享等几大功能。用户通过浏览器或移动端（如 Ipad/ 手机）即可随时随地查看船舶实时数据或历史数据，
掌握船队状态、航行状态、报警状态、设备状态、天气情况等、并能对船端设备进行远程诊断等 , 从而实现船队
智能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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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盛况海兰人

展品展示
PRODUCTS

智慧海洋 Smart Ocean

展品四：近海雷达综合监控系统

展品五：无人机动智能平台系统

该系统能实现对海域目标，特别是海上极小目标（RCS ≥ 0.1m2，物标高度≥ 1 m）进行全自动、全天候实
时观监测，支持多传感器融合、多站点组网，能为对海监控任务提供高度融合的实时海上态势认知信息，为海上
监控执法、安全生产、港口监控、预报减灾、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观监测任务提供信息化手段，提升管理效率。
同时可拓展海浪、溢油探测算法及功能处理模块，实现在同一硬件平台下对小目标、海浪、溢油的全自动探测。

该系统是通过岸基船队综合管理系统，借助符合卫星通
信链路，对多种自主无人艇、无人机、水下机器人进行统一
管控的综合性探测设备搭载平台系统。该系统包括柴油动力
高速无人艇系列、电动力低速测量船系列、太阳能动力无人
艇系列、海浪能水面无人艇系列和无人机系列等，可通过搭
载不同的任务载荷，在广阔的海域进行较长时间的路径跟踪
和位置保持，并通过复合无线通讯系统，将监测数据传输到
船队服务管理系统，并可在不同的操作终端进行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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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盛况海兰人

展品展示
PRODUCTS

智慧海洋 Smart Ocean

海洋立体观监测系统主要通过分布于天、空、岸、海、底的环境观测、侦察、探测、监视的各种传感器、各
类基站及组网技术，辅以志愿船、科考船等手段获取观测海域的区域数据与信息，实现海洋水文气象监测、海洋
生态环境监测、海域动态监控、海洋环境探测等能力，并通过网络通讯传输至数据应用示范系统，进行实时信息
展示。

展品六：海洋立体观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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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盛况海兰人

展品展示
PRODUCTS

智慧海洋 Smart Ocean

展品七：表面桨推进装置

展品八：广东海岛领海基点监视监测系统移动版
                国家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
                入海污染源普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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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布局
BUSINESS STRATEGY

全球智能航海的引领者

展会盛况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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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盛况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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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布局
BUSINESS STRATEGY

中国智慧海洋的建设者
构建“天、空、岸、海、底”海洋立体观监测系统

展会盛况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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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盛况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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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有您海兰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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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有您
THANKS FOR YOU

因为有您的关注和陪伴，海兰信的航程才更加精彩
领导关怀、客户信赖、同业者交流

期间，来自工信部、海军、海警局、海事局、救助打捞局、招商局、中远集团、中船重工、中船工业、中海
油、扬子江、中海电信、安盛船务等相关领导和客户莅临海兰信展台参观指导，并对海兰信发展智能航海和智慧
海洋业务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肯定。展台现场气氛热烈，受到了国内外船东、船厂、设计院等客户的纷纷关注，
逾万人来到海兰信展台参观，并赢得了参展观众及行业人士的好评。

军方研究院导航室领导来访公司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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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有您海兰人

军方机关领导来访公司展台

中国 HJ 局舰船处领导一行来访公司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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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有您海兰人

中国 HJ 局东海大队装备技术处钱卫军领导一行来访公司展台

东海救助局副局长领导一行来访公司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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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有您海兰人

交通部海事局领导一行来访公司展台

中船集团总经理吴强领导一行来访公司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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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有您海兰人

中远海集团副总经理王宇航领导一行来访公司展台

中远海工副总韩承敏来访公司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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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有您海兰人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与信息化管理本部总经理刘一凡来访公司展台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船舶事业部副总经理蔡钿来访公司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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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有您海兰人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船舶事业部装备总监领导一行来访公司展台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物探事业部副总经理吴海京一行来访公司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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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有您海兰人

泰和海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工董岳年来访公司展台

扬子江船厂董事长任元林来访公司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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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有您海兰人

山海关船厂物资采购部部长李建堂一行来访公司展台

上海船舶设计研究院智能船专项组组长李鑫等领导一行来访公司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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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有您海兰人

701 所作系科科长胥文青来访公司展台

708 所项目总设计师张福民一行来访公司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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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有您海兰人

大连海事大学专家一行来访公司展台

战略合作伙伴 COBHAM 来访公司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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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TELAND 供应商合作伙伴来访公司展台

Rockson 人员接待来访的国际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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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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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MEDIA COVERAGE

“高大上”引领智能航海 强强联合助力智慧海洋
——海兰信积极布局航海智能化和海洋信息化业务链，助力海洋强国建设

中国船舶报记者 /刘志良 郭佳泰

新一代船舶智能导航解决方案
HLD-INS600 智慧桥综合导航系统可
根据用户要求进行灵活配置，让船
舶航行更加安全、可靠、智能、高效；
落地开花的“海兰云”（Hi-Cloud）
打破船舶“信息孤岛”，为船东提
供更加优质的服务；Evolution V5
综合监测报警和控制系统具备成熟
的远程通信功能，为船员提供远程
技术支持……这一系列“高大上”
的产品均出自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之手，同一时间出现
在第 19 届中国国际海事会展上，向
与会的国内外业界人士展示了近年
来我国船舶配套企业在船舶通信导
航设备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对我
国船配企业“走出去”、加强国内
外的合作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玩转高科技 布局两大产业链
船舶通导设备是船舶工业发展

链条里不可忽视的一环，据悉，这
一环恰恰是我国船舶工业发展的薄

弱环节。因此，大力开展船舶通导
设备研制，对提高我国船配企业通
导设备制造水平、提升我国船舶智
能化管理水平和海洋信息安全性，
以及推进我国船舶通导设备国产配
套率提升意义重大。

深耕海洋 17 年，海兰信已在
智能航海装备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
从自主研发我国第一台船载航行数
据记录仪（VDR）到提供智能航海
系列产品，海兰信先后攻克了船舶
综合导航、雷达极小目标探测、海
浪探测、溢油探测、船岸数据压缩
传输、船舶辅助自动驾驶、船岸一
体化信息服务等多项关键技术，始
终保持着持续务实和不断创新的精
神，最终实现了由设备供应商向系
统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转型，为提高
我国船舶通导设备国产配套率提供
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多年来致力研制高科技船舶配
套产品，海兰信一直坚持“自主研
发为基础、国际合作创一流”的研

发理念，围绕“智能航海”和“智
慧海洋”两大主题，已形成航海智
能化和海洋信息化产品系列。12 月
5 日，海兰信举办了 2017 船舶智能
导航系统产品推介会，重点展出了
HLD-INS600 智慧桥综合导航系统、
“Hi-Cloud”、 Evolution V5 综合
监测报警和控制系统等航海智能化
产品。通过此次产品推介会，海兰
信向与会专业人士展示了其在“智
能航海”领域的最新研发成果和业
务战略布局。展台现场气氛热烈，
推介会受到了国内外船东、船厂、
设计院等客户的高度关注。通过现
场互动和系统演示，海兰信航海智
能化产品赢得参展观众及行业人士
的阵阵惊叹，进一步加深了其在行
业界的影响力。

除积极布局“智能航海”产业
链外，为积极响应国家海洋战略、
助推海洋经济发展，海兰信还在积
极打造“智慧海洋”发展格局，联
合国内典型的涉海单位努力构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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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海雷达网，尝试搭建一个基于
客户需求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
平台，为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作贡献。

12 月 6 日，海兰信、中船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中海油能源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中电科海洋信息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三亚中科遥感研
究所等国内 5 家典型涉海单位共同
签署了“中国近海雷达综合监视监
测系统”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合作
协议要求，5 家典型涉海单位将利
用各自优势，在制度建设、市场推广、
平台建设、数据采集与应用、技术
研发等方面，发挥业务协同优势，
合作建设“近海雷达网”，力争实
现合作共赢。这 5 家国内领先的典
型涉海单位强强联合、资源共享，
将推动我国近海雷达网的快速布局
和建设实施。

据介绍，近海雷达综合监视监
测系统适用于岸基、船载、石油平台、
岛屿等，是一个全自动、全天候实
时处理，支持多传感器融合、多站
点组网的全方位、立体化监控系统。
该系统以雷达、光电观察设备、船
舶自动识别系统（AIS）、全球定位
系统（GPS）等为主要传感器，通
过先进的雷达信号处理算法及独特
的自适应门限设计，实现对海上目
标（RCS 不小于 0.1 平方米，目标
高度不小于 1 米）的全自动跟踪、
探测，并通过与光电设备联动功能
实现对目标的精确识别，为对海监
测、执法、管理等提供高度融合的
实时海上态势认知信息，并具备溢
油探测、海浪探测及导航避碰功能。

聚焦新趋势 探索发展新模式
当前，船舶工业处于深度调整

期，船配企业在为客户提供产品的
时候不能只考虑到产品的性能，只
关注产品的更新换代，还应该注重

产品的附加值，给客户提供更优质
的售后服务。差异化竞争和定制化
服务是船配企业占得竞争先机的有
力武器。与此同时，国家大力发展
海洋经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
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更是对
高端海洋设备实施国产化研发与改
造、海洋相关技术与装备的国产化
提出了新的要求。

作 为 走 在“ 智 能 航 海” 前 沿
的船配企业，海兰信在准确把握船
舶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趋势的同
时，还着力为船东提供更优质的产
品技术与服务，致力为客户提供更
好的定制化增值服务。12 月 5 日，
海兰信与全球第一大卫星链路供应
商 SpeedCast 和全球卫星通信领
域首屈一指的硬件制造商 Cobham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建立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根据战略合作
协 议，Cobham 将 为 海 兰 信 提 供
最可靠的产品和最专业的硬件技术
支持以及最完备的售后服务体系，
SpeedCast 将为海兰信的客户提供
安全、稳定、高覆盖率的全球网络
解决方案，以及最贴心的 IT 技术咨
询支持和跟踪保障。通过强强合作，
海兰信不仅为自身航海智能化产品
赢得了高附加值的相关软件和硬件
支撑，同时为其客户赢得了更加安
心、舒心的体验服务。

作为中国智慧海洋的建设者，
海兰信也在积极探索海洋服务新模
式，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创新
模式，近海雷达综合监视监测系统

以“企业自筹资金、政府购买服务”
模式建设，在全国具有典型的示范
效应，目前已在浙江、海南、山东
与福建等沿海省份获得广泛应用，
并在杭州 G20 峰会与厦门金砖国家
峰会圆满完成了“核心区的海域安
防监控任务”有关安全保障工作。
同时，本着“需求牵引、市场主导，
政策扶持、企业自建，资源互补、
互利共赢”的原则，海兰信、中海
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电科
海洋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三
亚中科遥感研究所等合作方发起设
立三亚海兰寰宇海洋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并举行了揭牌仪式。各方将
以此为平台，建设覆盖全国的“近
海雷达综合监视监测系统”，并建
立长期稳定的战略与股权合作关系。

秉承“三个驱动和一个转变”
的发展理念，即“国际化驱动本地化、
资本驱动实业、军民深度融合相互
驱动，从提供海洋装备向提供信息
服务转变”，海兰信一直没有放慢
创新驱动发展的步伐，主动开展新
产品研发，持续将目光聚焦在提升
产品质量、提高产品智能化水平、
完善售后服务体系上，积极与国内
外相关单位加强合作。今后，该公
司将在“努力成为全球智能航海的
引领者，中国智慧海洋的建设者”
指引下，为提高我国船舶通导设备
国产配套率、助力船舶工业转型升
级、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作出更多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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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我国海洋事业尤其是海洋装备技术领域将迎来一个“加速”

发展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海洋装备技术企业又该如何转型、创新发展，迅速融入到国家海洋强

国建设事业中去，是众多海洋装备技术企业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海兰信深耕海洋领域 17 年，在智能航海装备与智慧海洋技术领域形成了较多积累，同时也形成

了符合海洋产业的“三驱动、一转变”的发展理念，即“国际化驱动本地化、资本驱动实业、军民深

度融合相互驱动，从提供海洋装备向提供信息服务转变”，为我国海洋装备技术企业加速融入到我国

海洋强国事业中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智能航海引领者  智慧海洋建设者
——海兰信从设备供应商向信息服务商的转型之路

中国海洋报记者 /汪涛

从 2001 年研发船载航行数据
记录仪，到 2004 年成为海军装备
供应商，到 2010 年在创业板上市，
再到 2015 年进入海洋监测领域，
海兰信实现了四次意义深远的转变：
从单一自主产品供应商到系列化产
品供应商、再到高技术含量的系统
集成服务供应商；从单一的远洋商
船领域到包括商船、公务船、渔船、
海工船、舰船、以及物理海洋、海
洋探测、海洋测绘、水下工程、海
底观测、海上无人系统的全领域；
从智能航海领域到海洋监测领域；
从民品为主、军标为辅到军民业务
齐头并进。

“这 4 次转变的背后，既是海
兰信不断加快海内外并购步伐，完
善业务布局，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结
果，也是海兰信深耕海洋，‘三驱动、
一转变’发展理念的成功实践。”
海兰信负责人如是说。

国际化驱动本地化
21 世纪初，我国海洋事业全面

发展，海洋装备技术产业也迎来了
快速发展期。然而，由于起步晚、
基础薄弱，虽然我国海工装备发展
前景非常广阔，但在核心技术方面
仍然受制于人，与一些海工装备制

造强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如何缩小这种差距，打造属于

我们国家自己的海洋装备技术品牌。
这也是海兰信成立以来一直在思考
的问题。

“在资本、人才和知识全球高
速流动的背景下，国际化和本地化
这两个过去常被分离的概念正变得
越来越统一。海兰信的国际化驱动
本地化发展理念努力将这种‘统一’
转变为了实践。”海兰信负责人表
示，自成立之初，海兰信就遵循“自
主研发为基础、国际合作创一流”
的研发理念，打造属于我们国家自
己的航海及海洋信息化品牌企业。

船舶“黑匣子”（船载航行数
据记录仪，VDR）是一种专门用于
记录和保存船舶航行过程中重要信
息参数的智能化记录设备，其功能
相当于飞机上的“黑匣子”。海兰
信的国产品牌就是从“黑匣子”开
始的。

早期我国航海船舶“黑匣子”
被日、美品牌占据，基本没有国产
的。海兰信的成立打破了这一格局。
2001 年 2 月 14 日，海兰信公司正
式成立。当年，海兰信自主研发的
第一台 VDR 就通过了中国船级社
（CCS）认证，填补了国内空白。
2002 年，海兰信自主研发的 VDR

在渤海轮渡“兴鲁”号上安装，我
国第一台 VDR 设备实船安装成功。
自此，我国航海船载航行数据记录
仪 有 了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民 族 品 牌。
2003 年，海兰信引入投资，注册资
本增加到 1000 万元。

借助黑匣子的成功，海兰信的
业务快速发展起来，产品也从黑匣
子发展到了船舶导航设备，成为拥
有船载航行数据记录仪、船舶远程
监控管理系统、船舶操舵仪、雷达、
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综合船
桥系统等众多自主品牌的民用航海
电子领域龙头企业。2004 年，海兰
信成为海军装备供应商，拥有齐全
的军工资质，产品已应用到首艘航
母“辽宁舰”。

然而，打破垄断只是第一步，
如何保持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才
是关键。在以后公司的发展过程中，
海兰信紧跟国际技术前沿，深度参
与国际合作，有效缩短研发周期，
保持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至此，
国家化驱动本地化的发展理念逐步
形成并不断完善。

2012 年，海兰信以“船舶导航
信息技术工程实验室”为龙头，汇
集了 200 余人的国际化研发团队，
与俄罗斯、意大利、挪威、德国等
国家建立了不同方式的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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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海兰信收购国际知名海
洋仪器设备公司劳雷海洋，业务从“航
海”拓展至“海洋”。劳雷海洋业务涵
盖物理海洋、海洋测绘和水下工程，是
中国市场上领先的海洋信息解决方案提
供商，与国外优秀的海洋探测传感器供
应商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通过与国际知名品牌企业与技术团
队的合作，海兰信业务产品的技术水平
始终与国际看齐。经过 17 年的发展，
海兰信已发展成为国际知名、国内领先
的品牌企业。目前，海兰信在美国、法
国、俄罗斯、西班牙、加拿大、新加坡
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80 多个服
务网点，拥有一支专业高效的服务团队
和可提供全球及时响应的服务网络，有
能力为客户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

资本驱动实业
虽然海洋装备技术领域有着广阔

的市场空间，但其科技含量高、市场规
模小、项目周期长等特点，有着较高
的准入门槛，让许多人望而却步，企业
生存环境较为艰苦。然而，海兰信却
晒出了喜人的成绩单：其 2017 年三季
度的财务报告显示，公司业绩维持高
速增长。公司预告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7193.63 万 ~8199.73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43%~63%。

“公司的快速发展除了得益于准确
的市场定位、深入的产品研发、完善的
服务体系外，还要归功于企业资本驱动
实业的战略发展思路。”海兰信负责人
表示。通过上市公司的平台优势，不断
克服行业发展的阻力，使企业快速参与
到国家智慧海洋建设中去。尤其是近年
来，国家持续推进海洋信息化战略，海
兰信迅速响应、聚焦海洋。目前，海兰
信立足智能航海和智慧海洋两大业务领
域，已经形成了智能航海产品系列和智
慧海洋产品系列。

据介绍，自 2015 年海兰信收购劳
雷海洋、聚焦海洋以来，相继完成了一
些列资本并购：除了启动对常熟电子

100% 股权的收购外，海兰信还参股
及收购了劳雷绿湾、边界电子、广
州蓝图等众多公司，业务领域涉及
海洋数据加工、海底传感器等多个
领域。随着相关资源整合的逐步完
善，海兰信率先打造“海空天一体化”
海洋监测网及数据平台，形成“近
岸”+“近海”+“中远海”及“海
面”+“海下”结合的“海空天一体
化”海洋监测能力。

与此同时，海兰信还研发了海
上无人机动平台系统，打造无人远
程、遥测遥感新探索时代。搭建“天、
空、岸、海、底”五位一体的海洋
立体观探测系统数据平台，创新海
洋服务模式，为涉海用户提供定制
化的海洋数据信息服务。

通过一些列的资本运作，海兰
信将进一步突出和强化智慧海洋主
业，完善现有的智慧海洋战略布局，
巩固和强化作为智慧海洋领域领先
的设备供应商以及系统解决方案提
供商地位。同时，加快建立海兰信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立体海洋监测
网和海洋基础数据平台，实现向海
洋大数据运营服务商的转型升级。

2017 年以来，海兰信近海雷达
网建设频出硕果，海洋信息化业务
加速发展。建设中的中国近海雷达
网，已在海南、浙江等沿海省份获
得示范应用，未来将进一步覆盖中
国近海、中远海等领域。“这表明
在海洋监测领域，海兰信已经具备
了海洋立体综合监测能力。”

海兰信的近海雷达网建设还在
业务模式上进行积极探索与创新，
通过提供系统与装备，搭建基于客
户需求的服务平台，进而通过客户
牵引推动一个持续发展的生态产业，
通过为多个涉海客户服务促进客户
间的信息共享。接下来，海兰信将
继续全力推进全国近海雷达网的建
设，完成中国近海雷达网全国布局，
从而为国家近海搜救及海洋信息服
务发挥作用。

军民深度融合相互驱动
近年来，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全面提

速，各项政策红利逐步释放，军民结合
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向深度融合的方向
大步迈进。在今年的中央军民融合发展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国家主席习
近平提出要加快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格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军民融合
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军民融合由初步融
合向深度融合过渡、进而实现跨越发展
的关键期，海兰信的军民深度融合相互
驱动发展战略正好搭上了国家政策红利
的快车道。”

据介绍，海兰信的两大产品系列同
时面向军用和民用市场，已覆盖航海领
域的多种船型，海洋领域的物理海洋、
海洋探测、海洋测绘、水下工程，海底
观测、无人机动平台等 , 一直是中国救
捞、海事、渔政、海监以及海警的供应商。
同时，长期服务于远洋运输、海洋工程、
海洋科考、海洋环保以及海洋渔业等领
域。曾圆满完成神舟七号至神舟十号载
人航天飞行海上应急搜救保障任务，圆
满完成金砖国家峰会核心区的海域安防
监控任务，参与国家智能船核心研发项
目，以及国家重大科考及海洋科研项目。

“海洋军工装备是海洋力量的重要
载体，通过军民融合、技术集成、优势
互补，军民共建海洋综合观测体系，可
以满足保卫国家权益的需求，可以加速
构建对海洋环境的立体探测能力。通过
一系列的军民融合项目，海兰信将完全
融入到海洋强国建设事业中去，坚定地
成为海洋强国建设的建设者之一。”今
天的海兰信，像一艘巨轮航行于广阔的
海洋，坚定“国际化驱动本地化、资本
驱动实业、军民深度融合相互驱动”发
展战略，以“智能航海的引领者，智慧
海洋的建设者”为航向，努力为加快海
洋强国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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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海兰信海兰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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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海兰信
TODAY’S HIGHL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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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海兰信海兰人

努力成为全球智能航海的引领者、中国智慧海洋的建设者
To be the global leader in Intelligent Navigation
and China Oceanology Devel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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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海洋、献身国防
Contributing to the ocean, dedicated to national defense

今天的海兰信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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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海般的胸襟和国际化的视野，坚定“国际化驱动本地化、资本驱动实业、军民深度融合相互驱动”发展
格局，深入践行国家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海洋强国战略，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坚持企业愿景、使命、核心价值观，
不断打造业务生态链，构建海洋大数据生态产业平台，实现由设备供应商向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海洋信息服务
商的转型，推进智能航海和智慧海洋领域的创新发展，为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今天的海兰信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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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兰人展会感言海兰人

”
栏目编辑：樊慧颖

海兰人展会感言
RECOLLECTIONS

本次展会是海兰信历年来最成功的展会，展品效果基本达到了行业一流水准，这是我们 10 年前梦想达到的水
平。然而，展会的成功还只是面子上的成功，要真正转化为企业的市场成功，我们还需要“里子”，这个里子就
是产品的品质和服务，产品的质量要过硬，性能要先进，智能化的解决方案要能带来切实价值，服务要越来越专业。
通过此次展会，我们看到了海兰信成为行业领导者的希望，也同样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航海事业部   覃善兴

本次展会展台及展品布置非常出色，除中船等超级展台外，至少能排进前五，现场客户的评价很高；目标客
户基本上都已到场，受现场气氛和效果感染，评价基本都为正面。签约仪式较多、吸引眼球，一定程度上展现了
海兰信在各个产品、合作伙伴、服务网络等方面的优势。

航海事业部   章蓝天

本届展览，从展示面积、展品看，参展规模均创历史最高。从展示效果看，突出了公司“智能航海”和“智
慧海洋”两大业务，展台设计突出船岸一体化和海兰云，产品演示和视觉效果引人注目。展会期间活动紧贴市场，
围绕航海业务和海洋业务进行精准策划，实现互动，为集团业务的下一步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企划部   徐永强

随着公司集团化战略发展，以及近两年以来海洋业务的持续投入和拓展，海兰信业务已不单单是航海业务，
海兰信品牌形象已不单单是船舶通导设备供应商。本次海展，全面塑造并提升了集团品牌整体形象，海兰信已由
设备供应商向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海洋信息服务商实现转型，并在现场向行业进行了清晰展示和深度传播。

企划部   陈冬

海兰信本届展台设计很有特色，展示主题非常鲜明，展台够大、有气势， 符合海兰信大公司形象；AMS、
INS、Hi-Cloud 产品真实，互动性强；对海兰信 AMS、INS、智能船、Hi-Cloud 感兴趣的客户不少，也吸引了很
多国内外同行前来参观。海兰信已成长为让客户和同行尊敬的行业典范代表。

航海事业部   黄文斌

海兰信此次参展水平非常高，同行和客户也都认可了我们国内第一品牌的形象。
航海事业部   刘文明



努力成为全球智能航海的引领者
中国智慧海洋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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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环保科技示范园

邮编：100095
电话：+86 10 59738989
传真：+86 10 59738737
网址：www.highlander.com.cn 

Beijing Highlander Digital Technology Co.,Ltd.
Address:  Building 10#, Courtyard 7# Dijin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hina
zip code:  100095    
Tel:             +86 10 59738989 
Fax:            +86 10 59738737 
Website:   www.highlander.com.cn 

（地锦路 7 号院 10 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