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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造船造船造船造船業的現況與發展業的現況與發展業的現況與發展業的現況與發展 

 

俄羅斯擁有長達四萬四千公里的海岸線以及與其比鄰的兩百海哩經濟海域。俄羅

斯大陸棚蘊藏全球百分之二十五的碳氫化合物原料，海運占了對外貿易的百分之

八十二。俄國每年從自有港口進出口四億噸貨物，其中出口占了三億公噸。沿著

經線流動的十萬公里內陸水路與俄羅斯鐵路網縱橫交錯，形成獨特的物流網絡。 

 

目前約有十五萬人投入俄羅斯造船業。俄羅斯造船業的容積總噸如圖一所示。俄

羅斯造船工業擁有四十五家專案組織與船舶學術中心，超過五十間造船廠與維修

廠，以及超過兩百家的相關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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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造船業的週期發展，以利長期計畫的進行 

- 船體使用壽命的延長提高了造船業的生命週期。 

- 全球金融危機過後（大約過了十到十五年），造船業開始興盛發展。 

- 造船工業的成長持續了大約二十年。 

- 由於經濟全球化與海運物流股份的提升，每一次的高峰都較前一次成長約二

點五倍。 

- 船舶需求量從 2012年註冊的四千萬噸，2050年註冊噸位將高達一億五千萬

至一億八千萬噸。 

 

國際市場至 2050年為止，每年將達三兆六千億。由此清楚可見，關於俄羅斯造

船業每年成長七百五十億的市場分析是十分準確的。 

 

造船業的競爭力來源自： 

- 政府支持。 

- 將造船業集中在西北邊的廣闊地區。 

- 精密的造船學，可直接運用在造船廠。 

- 待完成的船舶製造計畫，該計畫保障產品於全球市場的領先位置。 

- 技術水準不斷上升的技術人員，從多方面精進，包含：流程、技術、計畫方

案、成本精算、週期縮短。 

 

參照表格一可以觀察到其他國外對於船舶工業的支持項目。據研究顯示，俄國政

府對於造船廠現代化、貸款援助、稅務優惠的投資表現仍然差強人意。只有日韓

兩國挹注完整政府資金與創新管理作為供給船舶業的主要手段，成果就是在這兩

國間有著最低的成本、最高的生產效率，以及最高的人均產出。 

 

表格一：海外先進國家對於造船業的支持項目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造船造船造船造船

補貼補貼補貼補貼 

企業改良企業改良企業改良企業改良

更新援助更新援助更新援助更新援助 

稅務及海稅務及海稅務及海稅務及海

關優惠關優惠關優惠關優惠 

信貸優惠信貸優惠信貸優惠信貸優惠 研究開發研究開發研究開發研究開發補助補助補助補助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 + + 歐洲國家的信貸優

惠是根據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

（OECD）規定。 

 

義大義大義大義大

利利利利 

+ + +  

荷蘭荷蘭荷蘭荷蘭 + + +  

芬蘭芬蘭芬蘭芬蘭 + + +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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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南韓南韓南韓 + + +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規

定，期限可達十三

年。 

日韓兩政府補

助百分之五十

的研究開發經

費。南韓每年挹

注兩億五千萬

經費。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 + -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 + +  政府百分之百

補助研究開發 

 

俄國政府投注大筆資金於造船業發展。聯邦目標計劃到2020年將高達5380億（每

年超過 13億歐元）。這筆數目較南韓投入的研究開發補助多了七倍。俄國政府投

入的經費過多，卻未用於刀口，未見實際成效。 

政府首要之務是集中資金於研究開發，研究機構如：PROMETEY結構材料研究

中心、克里洛夫司基研究中心——俄羅斯首屈一指的海洋結構中心、造船及船舶

修繕技術中心，上述機構足以完成任務。 

 

圖二：造船業競爭力發展從屬關係一覽表 

  

 

 

 

 

 

 

 

 

 

 

 

 

 

 

 

 

該如何因應： 

- 強化執行所有長期計畫目標。 

- 有組織性地建立強而有力的科學研究與製造組織。確立合作程度，以利達成

最後目標。 

無政府支援補助 
缺乏造船廠的研究

開發成果 

沒有成品：沒有計畫

方案，沒有建設期限

與價錢成本 

沒有訂單，沒有存貨 

造船廠成本提高 
造船廠缺乏投資資

金進行設備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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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投資手續，改善不合時宜的無效率條件因素，依據不同主題彈性調整出

最適宜的做法。 

- 藉由長期計畫培養質量均衡的碩博士人才 

- 利用現階段已有的半成品儲備物進行研究開發，其中包含： 

� 新式鋼鐵（減輕兩倍的船體重量） 

� 新式鋼鐵（符合本國天然氣載運船的標準） 

� 「電子螺絲」（提升百分之二十的船舶裝載效率） 

� 改善動力槳（減低百分之二十五的燃料開銷） 

� 改善船體流線 

� 雷射焊接（從造船業轉移至機械建設的精確性） 

� 雷射計量（從造船業轉移至機械建設的精確性） 

� 機器人化（解決人力缺乏問題） 

� 重型裝置組裝與接合的免起重系統 

� 氣墊重型裝置的運輸系統 

� 船舶結構的無室粉體塗漆 

� 於垂直、架空表面執行自動化技術操作的磁力自動運輸系統，亦可在高處

運用 

造船業的訂單需要更新所有學術中心和設計部門，並將其轉為統一規格的產品

ЗD 電腦設計，當中具備產品生命周期的全面控管、完整交互文件的發行（竣工、

營運、服務）。一個現代工作地點的價格（考量到「硬體」、軟體、培訓、諮詢、

網路等）目前大約 5萬歐元。一位設計師的薪水一年約 1萬 8千歐元，加上 500%

的雜費──9萬歐元，一位設計師一年共約 10萬 8千歐元。 

 

表格二：「聯合造船公司」開放型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企業的現代化與升級 

企業企業企業企業 民民民民生運生運生運生運用產品用產品用產品用產品 實施期間實施期間實施期間實施期間 資本投資資本投資資本投資資本投資 

十億十億十億十億盧布盧布盧布盧布 

現代化與技術升級對現代化與技術升級對現代化與技術升級對現代化與技術升級對

象象象象 

「「「「北德文斯北德文斯北德文斯北德文斯

克造船廠克造船廠克造船廠克造船廠」」」」開開開開

放型股份有放型股份有放型股份有放型股份有

限公司限公司限公司限公司 

開發大陸棚的海

洋技術 

2012- 2020 50,0 船體、機械組裝、管

線、機械製造的生產

現代化。水力工程建

築與運輸改革。 

「「「「星星船舶星星船舶星星船舶星星船舶

修理中心修理中心修理中心修理中心」」」」開開開開

放型股份有放型股份有放型股份有放型股份有

限公司限公司限公司限公司 

偵查平台、開採平

台、供給船 

2012- 2015 10,8 船塢、船身施工跨

距、螺旋加工生產的

技術更新 

「「「「海軍部造海軍部造海軍部造海軍部造

船廠船廠船廠船廠」」」」開放型開放型開放型開放型

股份有限公股份有限公股份有限公股份有限公

司司司司 

油輪、天然氣運輸

船、供給船 

2012- 2017 4,5 造船台生產技術更

新、噴漆室建設、能

源系統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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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的海波羅的海波羅的海波羅的海

造船工廠造船工廠造船工廠造船工廠」」」」開開開開

放型股份有放型股份有放型股份有放型股份有

限公司限公司限公司限公司 

核動力破冰船、線

性柴油破冰船、漂

浮核動力發電站 

2012- 2018 10,0 運算碼、裝配焊接、

造船台與加工生產的

現代化、清理與噴漆

室建設 

「「「「北方造船北方造船北方造船北方造船

廠廠廠廠」」」」開放型股開放型股開放型股開放型股

份有限公司份有限公司份有限公司份有限公司 

海洋漁船、科學研

究船、破冰船、石

油天然氣平台服

務船 

2012- 2020 13,5 三跨度船塢建設、管

線製造工間現代化、

西式加工、河畔延伸

與其他 

「「「「波羅的海波羅的海波羅的海波羅的海

琥珀造船工琥珀造船工琥珀造船工琥珀造船工

廠廠廠廠」」」」開放型股開放型股開放型股開放型股

份有限公司份有限公司份有限公司份有限公司 

載客渡輪船、漁

船、載重一萬兩千

噸的貨船、牽引船 

2012- 2017 11,0 船體製造現代化、造

船台延伸、管線製造

工間與電鍍工間改造 

「「「「中間中間中間中間-涅夫涅夫涅夫涅夫

斯基造船廠斯基造船廠斯基造船廠斯基造船廠」」」」

開放型股份開放型股份開放型股份開放型股份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金屬與複合漁

船、牽引船 

2012- 2017 4,0 玻璃塑膠生產改革、

實驗生產與船具工間

建設、因應金屬造船

發展的造船台改革 

在必要經費的分配下，短期之內就可實現科研院和設計部門的工程改革。而改革

後，設計效率增加至少兩倍。工程改革成本的全面投資報酬率在短期之內就清楚

可見。政府除了出資購買船舶之外，也應當提供對船東的保障，確保他們能根據

「價格- 品質」準時收到最好的船舶。 

設計出設計出設計出設計出具有具有具有具有突破性突破性突破性突破性的的的的船舶的關鍵性決策船舶的關鍵性決策船舶的關鍵性決策船舶的關鍵性決策：：：： 

 
- 研究開發與設計先進、特殊船舶的國家經費。 

- 提供船東交貨期、工作質量和設計先進的保障。 

- 造船廠的市場專業化與合作，瞄準全球市場，目標成果──世界船舶市場的百

分之十以上。 

- 去除商業與軍事部門的造船廠。造船廠應由水文學和市場專業化劃分。 

- 每間造船廠都應具備設計分部，將商用船舶的草稿設計修改成施工設計文件

檔案。 

- IT、程序、文件檔案的規格化。 

- 生命週期控管電腦環境的設計、工程與管理活動的完整翻譯。 

- 建立設計與生產活動具有科學根據的預算。開始船舶設計的價格制定程序。 

- 開始驗船師的要求改進程序。這些程序由國家資金撥款補助。 

- 開始船舶消費性質量的獨立評估程序。開放型股份有限公司「聯合造船公司」

主要造船企業的現代化與技術升級。 

表格三：至 2030年期間俄羅斯對民生運用海洋技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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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四：至 2030年期間為止「俄羅斯石油公司」開放型股份有限公司對海洋技

術的需求 

產品名稱產品名稱產品名稱產品名稱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主要船舶與設施類型主要船舶與設施類型主要船舶與設施類型主要船舶與設施類型 

開採平台開採平台開採平台開採平台 106 

開採平台、施工平台（海

上鑽井平台、海上防冰固

定平台） 

偵查平台偵查平台偵查平台偵查平台 15 
半潛式鑽井平台，型號

CS 50、型號 Arctic 

碳烴化合物碳烴化合物碳烴化合物碳烴化合物開採供給船開採供給船開採供給船開採供給船 88 

開採供給船、施工潛水

艇、港口運輸-施工複合

船、ASD 船、漏油應急

反應船 

平台補給船平台補給船平台補給船平台補給船 46 
補給船，包含運送船錨的

功能 

油輪油輪油輪油輪 85 載重超過七十噸的油輪 

破冰船破冰船破冰船破冰船 34 

功率可達 25 兆瓦的線性

柴油-電力破冰船、功率 7

兆瓦的輔助破冰船、功率

4兆瓦的港口破冰船 

科學研究船科學研究船科學研究船科學研究船 20 
2D地震偵測船、3D地震

偵測船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394  

至 2020年為止的現代化計畫列於表格二。 

破冰船，當中包括： 
� 核動力破冰船「首領號」，功率 110兆瓦 
                                      1艘 

� 通用核動力破冰船，功率 60兆瓦 
                                  5艘 

� 線性柴油破冰船，功率 25兆瓦、18兆瓦 
                                 12艘 

� 輔助破冰船、港口破冰船，功率 4- 7兆瓦 
                                42艘 

開發大陸棚的海洋技術： 
� 偵查平台、開採平台       約 130座 
� 供給船、工業用船、輔助船   80- 90艘 

油輪（包括）、散裝貨船、通用與多用途船、

木材運輸船                   約 230座 

海洋載客渡輪                  25- 30艘 

科學研究船                    27艘 

北部地區漂浮核動力發電站              7座 

漁船（大型與中型）            約 180艘 

俄羅斯船舶更新的其他船舶（河運用船、混

合用船（河- 海）、工業用船、國用船艦、偵

查艦，以及其他船隻） 
約 850艘 天然氣運輸船，包括冰用等級   將近 40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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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30年期間俄羅斯對民生運用海洋技術的需求和「俄羅斯石油公司」開放型

股份有限公司對海洋技術的需求列於表三、表四。 

因此，截至目前為止造船企業的現代化與升級的計畫的存在確定了俄羅斯對海洋

技術的需求。為了完成這些任務，務必確保固定的國家補助、研究開發的資金， 

以及本文中條列出的其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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