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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Ship和“全船维护”的概念

PrimeShip的软件和服务

船体

轮机

营运维护保养

环境应用 轮机机

营运营营运营营

日本海事协会 (ClassNK) 通过一个多世纪的船级业务积累了丰富的技

术经验和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新技术的研发，为海事业提供最

新最好的技术服务而不懈努力。

这些努力和成果的集合形成一个相互协调，综合性的全船维护系统，

即为ClassNK著名的PrimeShip体系。

PrimeShip是ClassNK所专门设计的各种技术服务的统称。而设计

PrimeShip服务套件的目的在于提供从船舶的初始概念到设计，贯穿

建造、营运、管理、维护保养和相关活动的每一阶段的服务，为船舶

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提供全面的安全保障，保护海洋环境。

PrimeShip包括一整套技术产品和服务，并结合ClassNK最新的技术

进展和研发成果不断更新和精炼。致力于创新和卓越品质是PrimeShip

理念的核心元素。

利用PrimeShip产品和服务，有助于在船体结构分析、船舶设计、

装载计划和维护保养管理方面改进可靠性和提高效率。

这套适合船舶整个生命周期的完整方案，

正是PrimeShip的服务特点和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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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体

PrimeShip - SHAFT 轴系校中分析程序

PrimeShip - CRANK 曲轴应力计算服务

PrimeShip - TORRES 轴系扭振分析服务

PrimeShip - ETAS 紧急技术支援服务

PrimeShip - CHEMISYS 化学品综合数据库系统

IMDG/IMSBC装载要求程序PrimeShip - DG/BulkCa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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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Ship - CAP

PrimeShip - OAS

PrimeShip - HULLCare 船体维护信息服务

状况评估程序

油样分析服务

PrimeShip - GREEN/ProSTA 渐进航速试验分析软件

PrimeShip - GREEN/MinPower 最小推进功率评估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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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Ship - GREEN/SRM 拆船管理

PrimeShip - GREEN/EEOI EEOI计算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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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Ship - IPCA

PrimeShip - NAPA Manager

PrimeShip - HULL(Rules)

PrimeShip - HULL(DSA)

PrimeShip - HULL(H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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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Ship - CAD InterfaceS

PrimeShip - CTF for PSPCS

PrimeShip的软件和服务

船舶性能综合系统

NAPA用NK自定义程序

规范计算系统

直接强度评估系统

协调CSR的设计支持软件

2D/3D CAD与规范计算系统之间数据链接的接口程序

编制涂层技术文件 （CTF）的编制支持系统

轮机

营运

维护保养

环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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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体

IPCA

IPCA包括船舶设计阶段用于评估性能特性的Design-IPCA以及作为船上装载计算机用基本演算程

序的Onboard-IPCA Calculation Engine两种专门应用。IPCA作为一款方便实用和功能强大的

软件工具被造船厂和设计师、船东以及船舶营运方等各界人士广泛使用。

◇船舶型线，静水力曲线、舱容，吃水差（固定/自由纵倾）、

　稳性、总纵强度

◇确定性破舱稳性 （D-SDS）

◇概率性破舱稳性（SOLAS第II-1/B-1章）（P-SDS）

◇干舷计算（ICLL1966，JG规范）

◇谷物横倾力矩

主要功能

全套船舶性能计算

IPCA包括船舶设计阶段用于评估性能特性的

序的Onboard-IPCA Calculation Engin

软件工具被造船厂和设计师、船东以及船舶营

主要功能

船舶性能综合系统

PrimeShip-IPCA (确定船舶性能的综合程序) 是ClassNK开

发的一种基于Windows系统的PC程序，用于确定吃水差、

稳性、总纵强度、干舷和谷物横倾力矩以及其他与船舶性能相

关的要素。

主要特点

◆用户友好的输入和输出

◆法规符合性计算（包括2008 IS规则）

◆轻松创建送审资料

◆能够将Design-IPCA的

　数据用于装载计算机并能够用于

◆Onboard-IPCA Engine



■Design-IPCA：基本组合＋任选组合（D-SDS，P-SDS，型线生成器，集装箱配置，谷物横倾力矩）

■Onboard-IPCA （仅限计算功能）：基本组合（包括完整稳性计算功能）

　＋任选组合（包括破舱稳性计算功能）

◇任一货舱进水时的破舱稳性、总纵强度计算

◇根据吃水变化决定各货舱的允许装载量

◇根据吃水变化决定相邻货舱的允许装载量

◇制定装卸货顺序（根据IACS标准格式）

散货船安全（SOLAS第XII章）相关功能

完工资料的详细计算
◇对完工资料进行高精度详细计算

◇轻松创建包括因纵倾产生的排水量修正表、容积曲线、测深/自由液面表、载重标尺等信息的完工资料。

◇为其它程序系统提供以CSV文件形式输出的基础数据及计算结果。

兼容其它系统

基本程序包

联络部门：船体部　Hull Department　
ClassNK Administration Center Annex
3-3 Kioi-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4, Japan
E-mail : hld@classnk.or.jp Tel : +81-3-5226-2018 Fax : +81-3-522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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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体

概 述

Damage
Stability

Calculation

Loading
Manual

Stability 
Information

主要特点

◆无需培训即可操作

◆运用3D模型进行法规符合性计算

◆可轻松创建送审资料

Pr imeSh ip -NAPA Manager（NAPA系统上的名称为

Statutory Compliance Manager），是基于NAPA程序制作的

3D模型应用工具，按照法规进行符合性计算，并能用于创建完

整稳性/破舱稳性手册及装载手册。

◆无

◆运

◆可

Pr im

Statu

3D模

整稳性

NAPA 
Manager
NAPA用NK自定义程序

3D Model on NAPA Database Documents for ApprovalStatutory Compliance Manager



联络部门：船体部 
Hull Department
ClassNK Administration Center Annex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岚皋路567号1602室，

邮编200333
E-mail: support.china@163.net   
Tel: +86-21-2281-6809

3-3 Kioi-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4, Japan
E-mail: hld@classnk.or.jp  
Tel: +81-3-5226-2018  Fax: +81-3-5226-2019

NAPA 软件 (上海) 有限公司 售后服务

使用Statutory Compliance Manager时，需要正确安装许可的NAPA软件程序。

使用Statutory Compliance Manager时，能够事先确认所制作的NAPA 3D模型的准确性，包括

船体几何形状、舱室及其他数据，并确认船型与Statutory Compliance Manager兼容。

船型确认

全套船舶性能计算
◇完整稳性计算（2008 IS Code）

 （包括在甲板上装载木材的工况）

◇总纵强度计算（包括基于CSR的计算）

◇确定性破舱稳性计算

◇概率性破舱稳性计算

 （包括在甲板上装载木材的工况）

◇提供给船长的稳性资料

◇装载手册

◇破舱稳性计算书

◇谷物装载手册

Statutory Compliance Manager的内置式安全系统，

可保证即使第三方获得从软件导出的数据库，

也无法访问其中的信息。

创建完工资料手册

安全可导出的数据库

主要功能

系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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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体

HULL (Rules)
规范计算系统

依据ClassNK在审图方面一个多世纪积累的丰富经验，PrimeShip-HULL（Rules）不单单是规范检

查工具，更是一套船舶结构设计的支持系统。

PrimeShip-HULL（Rules）具有多种专门功能，可以让设计流程变得更为高效，包括：用户友好界面，

快速规范计算，简单易懂的计算结果，以及透明的结构尺寸计算报告等。升级后的PrimeShip-HUL

（LRules） 性能强大，功能优化，现在可用于更多的船型。

主要特点

◆检查是否符合IACS CSR及
　ClassNK规范C篇的要求；
◆提高船体结构设计的效率；

◆强力构件的快速计算；

◆用户友好界面；

◆能够生成符合NK格式要求的报告；

◆免费使用。

Prime-Ship-HULL（Rules） 是拥有优质用户界面的规范计

算软件。

利用该免费软件，船舶设计师可简单快速地按IACS-CSR和

ClassNK规范的C篇要求进行构件计算。

即使不熟悉规范的用户使用PrimeShip-HULL

（Rules）丰富的输入支持页面，也能方便的进行

规范计算。

对应NK钢质船舶入级和建造规范

对应IACS-CSR散货船

对应IACS-CSR双壳油船

PrimeShip-HULL（Rules）的构成

PrimeShip-HULL（Rules） 由以下三种对应不同规范的专用软件程序组成。

全面支持结构设计

用户友好界面

— PrimeShip-HULL(Rules)/NK Rule — 

— PrimeShip-HULL(Rules)/CSR Bulk Carriers — 

— PrimeShip-HULL(Rules)/CSR Tankers— 



用户不仅可以对整个横剖面的构件进行

规范计算，还能够对特定的部件进行单

独计算。并且可以快速容易地评估部件

尺寸。

采用PrimeShip-HULL（Rules）透明

计算程序，用户可检查并确认每一步计

算过程。

PrimeShip-HULL（Rules）生成的符

合ClassNK格式要求的报告，能够作为

结构图纸的参考资料提交，进而大大加

快审图速度。

根据IACS CSR和ClassNK规范要求

对船舶构件进行评估的用户，可免费使

用本软件。

输入的数字很容易调整和修改。使用实际的结构形状，用户更容易

输入数据。

ClassNK已经建立了专门的支持桌面，通过电子邮件、电话

和传真回答用户的问题。此外，软件还可通过C la s sNK 

PrimeShip支持网站升级。

采用PrimeShip-HULL（Rules），更容易检查所选构件（例如处所

和构件 尺寸）的最佳参数。

快速计算与透明度

生成符合ClassNK格式要求的报告

免费使用

输入补充的修改 — PrimeShip-HULL（Rules）/NK Rule

最优化功能 — PrimeShip-HULL（Rules）/NK Rule

用户支持
— PrimeShip-HULL（Rules）/CSR Bulk Carriers & Tankers

联络部门：船体部　
PrimeShip-HULL(Rules)/NK Rule
Hull Department　　
ClassNK Administration Center Annex

联络部门：船体开发部　
PrimeShip-HULL(Rules)/CSR Bulk Carriers ＆ Tankers
Hull Rules Development Department　
ClassNK Administration Center Annex

3-3 Kioi-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4, Japan
E-mail : hld@classnk.or.jp 
Tel : +81-3-5226-2017 Fax : +81-3-5226-2019

3-3 Kioi-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4, Japan
E-mail : dhd@classnk.or.jp 
Tel : +81-3-5226-2181 Fax : +81-3-5226-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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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体

HULL (DSA)
直接强度评估系统

PrimeShip-HULL（DSA）是一款基于ClassNK在船舶入级方面长年积累的经验以及汲取尖端研发

成果的先进强度计算系统。

以MSC  Software公司的Patran系统为平台，PrimeShip-HULL（DSA）不仅发挥了Patran软件丰

富多彩的功能，更添加了船舶直接强度评估的独特功能，从而实现了高效计算直接强度这一目标。

主要特点

◆根据ClassNK规范和IACS CSR，

　简捷高效地进行直接强度评估

◆自动识别构件与舱室

◆用户友好界面

PrimeShip-HULL(DSA)是一款根据ClassNK规范和IACS 

CSR规定进行船舶结构直接强度计算的专业软件程序。

能够让用户快速执行多种多样装载工况下复杂的结构强度分

析，使船舶设计工作更加简捷、高效。

技术能力的凝聚

对应IACS-CSR散货船和液货船

对应集装箱船等的ClassNK指南

对应ClassNK规范的矿砂船

PrimeShip-HULL（DSA） 的构成

PrimeShip-HULL（DSA）由以下三种对应不同规范和指南的专用软件程序组成。

— PrimeShip-HULL(DSA)/CSR — 

— PrimeShip-HULL(DSA)/Guidelines— 

— PrimeShip-HULL(DSA)/Ore Carrier— 



软件界面可逐步显示分析程序，输入参数简单方便，即使是新手也很容易实现从导入FEA模型到评

估屈服强度、屈曲强度和疲劳强度等一系列操作。

ClassNK设置了专用的PrimeShip-HULL支持邮件服务，确

保用户的任何问题能够得到快速圆满地答复。通过ClassNK

的PrimeShip-HULL支持网站，还可更新程序、FAQ及获取

其他资料。

用户友好界面

卓越支持

*使用PrimeShip-HULL（DSA） 需要正确安装授权的Patran和MSC.Nastran。

构件与舱室的自动识别

只需简单输入一些参数，便可在FEA模型中自动识别如船体构造、构件和舱室。这样使计算载荷和

腐蚀余量变得更加容易，可更加高效地进行强度评估。

3-3 Kioi-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4, Japan
E-mail : dhd@classnk.or.jp Tel : +81-3-5226-2181 Fax : +81-3-5226-2172

联络部门：船体开发部　Hull Rules Development Department　
ClassNK Administration Center Annex

输入模型 设定载荷

强度评估 应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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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体

PrimeShip-HULL （HCSR）的组件 

什么是HCSR？

支持3种关键的设计要素

HULL (HCSR)
协调CSR的设计支持软件

HCSR（协调共同结构规范）是指原本两套单独的散货船和双壳油船建造规

范【即2006年IACS通过的液货船共同结构规范（CSR-T）和散货船共同结

构规范（CSR-BC）】之间的相互协调。2015年7月1日或以后签订建造合同

的散货船（长度为90米或以上）和双壳油船（长度为150米或以上）必须按

HCSR规定的要求设计。

PrimeShip-HULL（HCSR）具有多种特点，通过“缩短设计交付时间”、“结构优化”和“改善设计质量”，

提高设计工作效率。主要特点如下：

主要特点

◆全面的设计支持工具

◆支持法定规范和直接强度计算

◆生成全船从船首到船尾的模型并进行强度分析

◆免费使用

PrimeShip-HULL （HCSR）是基于一种由下而上的全新概

念而开发。它不仅可利用以前软件开发的知识及最新的技术

资料，还会考虑船舶设计人员的意见和意图。它是一种全面的

支持工具，使船舶设计更加有效，更能满足HCSR的要求。

PrimeShip-HULL （HCSR）由以下两套程序组成：

◇可清晰显示符合规范所需要的尺寸；

◇可任意改变参数，易于进行各类案例分析；

◇与主要的商用3D CAD及其他软件具有强大的数据链接；

◇可快速自动生成直接强度分析的FE模型。

- PrimeShip-HULL （HCSR）/Rules：评估规定要求的法定规范计算软件
- PrimeShip-HULL （HCSR）/DSA：进行直接强度分析的直接计算软件

缩短设计
交付时间 改善

设计质量

结构优化



* 使用PrimeShip-HULL（HCSR）/DSA时，Patran和MSC.Nastran或Hyperworks需自行准备。

根据设计人员发出的请求，此软件不仅可用作强度分

析工具，还可作为进行以下各种不同功能的全面设计

支持工具：

此软件使用HCSR要求的有限元法，能进行强度

评估，功能齐全，可大大缩短分析所用的时间。此

外，此软件还可与Altair的“HyperWorks”软件

或MSC的Patran软件同时使用。

PrimeShip-HULL （HCSR）/Rules

为了快速解决用户任何存在的问题，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技术

支持桌面，并且创建了一个提供最新软件相关信息的网站。此

外，为了帮助设计人员熟悉软件的使用，还可按需要举行培训

研讨会。 

PrimeShip-HULL（HCSR）/DSA*

数据链接

全面支持

◇快速研究横剖面，确定初始尺寸 

◇确定从船首到船尾的结构尺寸

◇采用高透明度计算

◇生成直接强度分析的几何模型

◇能与法定规范计算软件配套使用

◇自动生成FE模型（粗网格/细网格/精细网格）

◇自动生成屈曲板架

◇容易进行结构优化

3-3 Kioi-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4, Japan
E-mail : dhd@classnk.or.jp Tel : +81-3-5226-2181 Fax : +81-3-5226-2172

联络部门：船体开发部　Hull Rules Development Department　
ClassNK Administration Center Ann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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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体

主要特点

◆有效使用CAD和性能数据

◆缩短数据生成时间，防止输入出错

◆对船舶设计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PrimeShip-CAD  Interface涵盖了进行当前和协调CSR（共

同结构规范）的规范计算所需要的所有信息，例如船体横剖面

形状、结构尺寸和舱室数据、总纵强度计算结果等，可有效缩

短数据生成时间，防止输入出错。

数据链接概述

PrimeShip-CAD XML Schema Group是一种XML格式的数据结构文件，可实现ClassNK的

规范计算软件与商用船体2D/3D  CAD软件或船舶性能计算软件之间的数据链接。XML的通用

性可实现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链接，得到众多单位组织和个人的广泛应用。

※使用PrimeShip-CAD XML Schema Group进行的数据链接

2D CAD
　◇DXF, DWG

3D CAD
　◇NAPA Steel

性能软件
　◇PrimeShip-IPCA
　◇NAPA

CAD 
Interface

CAD Interface

2D/3D CAD与规范计算系统之间数据链接的接口程序



组件

数据链接的整体结构

※软件标配功能

※数据链接期间使用的每一款软件，需要有正确安装和运行的环境。

3D CAD 接口

◇NAPA Steel XML Interface *

性能接口

◇ PrimeShip-CAD用IPCA Interface *
◇ NAPA XML Interface *
从性能计算软件生成XML Schema for Performance的接口程序

规范计算接口

◇ CSR规范的PrimeShip-CAD接口

Ship 3D Viewer

◇ PrimeShip-CAD 3D Viewer

能从以DXF或DWG格式的XML文件和2D CAD数据生成规范计算软件的数据文件

能读取“XML Schema for Ship3D”格式的XML文件，并能以3D的型式显示。

进行NAPA Steel与XML Schema for Ship3D之间数据链接的接口程序。

PrimeShip-CAD Interface由以下接口程序组成：

3-3 Kioi-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4, Japan
E-mail : dhd@classnk.or.jp Tel : +81-3-5226-2181 Fax : +81-3-5226-2172

联络部门：船体开发部　Hull Rules Development Department　
ClassNK Administration Center Annex



轮机轮机轮机轮机环境应用环境应用环境应用环境应用

营运营运运营维护保养养维护保养保保养

船体

主要特点

◆采用云计算系统

◆用户友好界面

◆使用简单方便，无需操作手册也可

◆使用简单方便，无需操作手册也可

系统构筑的用于编制涂层技术文件的支持工具，使用这种工

具还可轻易完成PSPC规则要求的相关涂层记录。

◆采

◆用

◆使

◆使

系统

具还

PrimeShip-CTF的概念

CTF 
for PSPC
涂层技术文件 (CTF) 的编制支持系统

可利用网络从
世界各地访问

数据中心内的服务器造船厂用户 输出报告



使用PrimeShip-CTF时，需要合适的网络连接环境

主要功能

系统要求

内容组成部分易于理解

编制相关涂层记录

涂层技术文件（CTF）的编制和管理

数据通信安全性

◇船厂验证的检查报告

◇船厂验证的IR

◇输出PDF文件格式的报告

◇易于确认相关记录状况

◇Form PSP（一次表面处理）

◇Form SSP（二次表面处理）

◇Form CA（涂层施工）

（全面喷涂和预涂装）

◇Form DFT（干膜厚度）

◇Form NCR（不符合报告）

利用密码化通信 （SSL） 功能，

可以安全使用该系统。

3-3 Kioi-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4, Japan
E-mail : svd@classnk.or.jp Tel : +81-3-5226-2027 Fax : +81-3-5226-2029

联络部门：检查本部　Survey Operations Headquarters
ClassNK Administration Center Ann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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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应用环境应用环境应用环境应用

营运营运营运营维护保养养维护保养保保养

船体船体船体船体

SHAFT
轴系校中分析程序

主要特点

依据在轮机检验方面积累的丰富专业知识以及对轮机损伤报

告深度分析的成果，ClassNK制订并发布了新的轴系校中指

南。PrimeShip-SHAFT以该指南为依据，为客户提供轴系校

中计算服务。这PrimeShip-SHAFT服务的基石。ClassNK

在这些指南的基础上，提供了轴系校中计算系统。

GUIDELINES ON SHAFTING ALIGNMENTGUIDELINES ON SHAFTING ALIGNMENT

Part A Part A GuidelinesGuidelines on Shafting Alignmenton Shafting Alignment
Taking into AccountTaking into Account
Variation in Bearing Offsets while Variation in Bearing Offsets while 
in Servicein Service

June 2006June 2006

Part BPart B Amendment of the Guidance to Amendment of the Guidance to 
the Rules and its Explanatory the Rules and its Explanatory 
NotesNotes

NIPPON KAIJI KYOKAINIPPON KAIJI KYOKAI

轴系校中指南針

近年来，由于船舶的大型化及设计局限，船体结构很容易变形。同时，大

型低转速主机的轴系刚性不断增加。这些因素的综合是导致大吃水差船

舶有关校中的主轴承损坏的主要原因。通过对这些轴系校中相关问题的

全面分析，ClassNK已发行了新的“轴系校中指南”，以防止此类损坏的

发生。

PrimeShip-SHAFT计算软件

发动机轴承受损的原因

近年来，大型二冲程主机轴承损坏成上升趋势。在

轴承损坏报告的各种情况中，有一些因温度变化和

船体挠曲变形等因素导致发动机轴承空载而造成

损伤的情况。

ClassNK依据这些指南，开发了全新的PrimeShip-SHAFT计算软件工具，

利用这个工具用户可以轻松地确定轴承最佳位置。

◆轴系校中相关的指南和软件

◆轴系校中相关的指南和软件



近年来，大型二冲程主机轴承损坏成上升趋势。在轴承损坏报告的各种情况中，有一些因温度变化和

船体挠曲变形等因素导致发动机轴承空载而造成损伤的情况。

发动机轴承受损的原因

利用分析和测试等进行验证

〈船体挠曲度的测量〉

〈有限元分析〉

#1 #2 #3 #4 #5

基准线

轻载状态

满载状态

#1 #2 #3 #4 #5

0.24mm

热态

冷态

〈温度变化〉 〈船体挠曲〉

这些指南的准确性通过有限元分析及实船测量进行了验证。

3-3 Kioi-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4, Japan
E-mail : mcd@classnk.or.jp Tel : +81-3-5226-2023 Fax : +81-3-5226-2024

联络部门： 轮机部　Machinery Department
ClassNK Administration Center Annex



轮机
环境应用环境应用环境应用环境应用

营运营运营运营维护保养养维护保养保保养

船体船体船体船体

CRANK
曲轴应力计算服务

主要特点

PrimeShip-CRANK 是一款设计成依据ClassNK钢质船舶

入级及建造规范D篇第2章及IACS UR M53而进行的评估柴

油发动机曲轴强度的曲轴应力计算服务。

◆曲轴应力计算服务

◆符合NK规范及IACS UR M53

计算方法及评估准则

PrimeShip-CRANK提供基于ClassNK累

积的百年入级建造经验及规范而制定的严密

方法进行曲轴强度评估，准确度高。

对用在NK船级船上的柴油发动机，ClassNK

可在图纸认可过程时进行曲轴强度评估；此

外，对非NK船级船舶，经船东或管理者申

请，也可利用PrimeShip-CRANK高可靠性

的曲轴强度评估系统进行第三方评估。

高应力区域的评估

能够对以下会产生高应力的区域进行应力计算，对曲轴总强度进

行评估。

◇曲柄销和曲柄臂间的圆角过渡

◇轴颈和曲柄臂间的圆角过渡

◇曲柄销上油孔的出口区域

对组合式曲轴的红套部位也可进行强度评估。

PrimeS

入级及建

油发动机

◆曲轴

◆符合



基于规范的曲轴评估

PrimeShip-CRANK的评估依照ClassNK规范D篇2.3中规定的简化计算公式进行评估。此外如果

申请方提出，还可采用《附录D2.3.1-2（1） 曲轴计算指南I》或《附录D2.3.1-2（2）曲轴计算指南II》

规定的详细计算方法。

曲轴强度符合声明

确认曲轴强度满足ClassNK规范D篇第2章后，为申请方颁发符合声明。

如何申请

如需PrimeShip-CRANK评估服务，请联系ClassNK轮机部。

3-3 Kioi-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4, Japan
E-mail : mcd@classnk.or.jp Tel : +81-3-5226-2023 Fax : +81-3-5226-2024

联络部门： 轮机部　Machinery Department
ClassNK Administration Center Annex



轮机
环境应用环境应用环境应用环境应用

营运营运营运营维护保养养维护保养保保养

船体船体船体船体

TORRES
轴系扭振分析服务

主要特点

轴系设计时必须进行扭振评估。特别是使用柴油发动机驱动

的轴系，各气缸的内部燃烧会产生激振扭矩，所以对扭振的评

估是必不可少的。ClassNK的PrimeShip-TORRES是一种

进行扭振分析和评估的服务。

◆轴系扭振分析服务，

　使用全新的扭振计算程序TORRES

（TORsional vibration RESponse analysis）

◆依照NK规范及IACS UR M68进行分析

评估准则

PrimeShip-TORRES是依据ClassNK

积累的经验和丰富规范知识开发的分析

和评估服务。

PrimeShip-TORRES能用于设计阶段

和轴系改装（例如更换螺旋桨）期间对扭

振的评估。这项服务是防止由于扭振而

引起轴系损坏的至关重要的工具。

对扭振应力、转速禁区及传动装置的颤

振等轴系扭振中不可或缺的项目进行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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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 Speed

与扭振相关的重要项目的评估



如何申请
PrimeShip-TORRES的应用申请需提交至ClassNK船舶和工业服务部。

如需该项服务，请在申请时将计算所必须的有关图纸和数据等资料一并提交到：

基于规范的评估准则

所有评估依据ClassNK规范和指南的D篇第8章及IACS UR M68进行。

全面的分析报告

完成评估后，将提供全面的分析报告。对出现的扭振应力和其发生时的发动机转速以及许用应力等

相关信息进行图示。

船舶和工业服务部　Marine and Industrial Service Department
ClassNK Administration Center Annex
3-3 Kioi-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4, Japan
E-mail : mid@classnk.or.jp
Te l : +81-3-5226-2175/2176
Fax: +81-3-5226-2177

实际负责计算的是轮机部。
有关PrimeShip-TORRES计算的技术咨询，请直接联系轮机部。

3-3 Kioi-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4, Japan
E-mail : mcd@classnk.or.jp Tel : +81-3-5226-2023 Fax : +81-3-5226-2024

联络部门： 轮机部　Machinery Department
ClassNK Administration Center Annex



轮机轮机轮机轮机环境应用环境应用环境应用环境应用

营运
维护保养养维护保养保保养

船体船体船体船体

ETAS
紧急技术支援服务

主要特点

PrimeShip-ETAS 是在船舶遇到触礁、搁浅、碰撞或爆炸等

严重事故时，为保证船舶安全、防止海洋污染或将其影响最小

化而向船东和管理者提供的一种应急技术服务。与船东和海

上救助团队紧密联系过程中，ETAS小组作为强大的后盾，提

供专业的支持，防止营救作业使状况恶化，或将对环境的不良

影响降至最小。

◆利用计算机进行受损船舶的稳性和强度分析；

◆全年365天、一天24小时无间断服务；

◆符合MARPOL 73/78附则1关于5,000DWT
　以上油船的“Shore-based Computer 　　
　Programs（岸基计算机程序）”的要求。

PrimeShip-ETAS：紧急技术支援服务

破舱稳性和剩余总纵强度

使用专用软件并结合录入每艘船舶的舱室配

置和容积等数据，ClassNK ETAS小组可迅速

对受损船舶的稳性和剩余总纵强度进行计算。

快速出结果和可靠对策建议

完成稳性和剩余强度计算后，ETAS小组向客户报告计算结果，并建议客户采取相应对策，包括货

物的转移/卸载及压载水的驳运/排出顺序，以便进行施救。此外，施救结束后，对船舶是否拥有足

够返航到修船厂的稳性和剩余总纵强度提出建议。

Prime

严重事

化而向

上救助

供专业

影响降

◆利用

◆全年

◆符合
　以上
　Pr

毎日新聞社 提供



ETAS专家小组由训练有素，经验丰富专家级的验船师和造船技师组成，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应对客

户的紧急联络。

MARPOL 73/78公约附录Ⅰ中要求的“Shore-based Computer 

Programs”PrimeShip-ETAS符合MARPOL73/78公约附录Ⅰ中对5000DWT及以上油船须配备岸

基计算机程序的要求，并且可将PrimeShip-ETAS的地址作为联系地址收录在MARPOL73/78公约附

录Ⅰ要求的船舶油污应急计划（SOPEP）上，作为在船舶受损情况下进行稳性和总纵强度评估之用。

PrimeShip-ETAS也符合美国对进入其水域的油船应备有OPA90要求的船舶应急预案的要求。

PrimeShip-ETAS适合所有类型的船舶，不仅仅是油船和化学品船。目前，PrimeShip-ETAS的注册船

舶超过1,200艘，包括散货船、气体运输船及其他船舶。

全年365天、一天24小时无间断服务

适合所有类型船舶

TANKER
CHEMICAL
BULK
GAS
ASPHALT
OTHERS

※截止于2014年12月

注册ETAS的船舶

液货船
40％

化学品船
35％

气体
运输船
10％

散货船
10％

3-3 Kioi-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4, Japan
E-mail : svd@classnk.or.jp Tel : +81-3-5226-2027 Fax : +81-3-5226-2029

联络部门：检查本部/应急技术支援部　
Survey Operations Headquarters/
Emergency Technical Assistance Service Department
ClassNK Administration Center Annex

其他沥青船



轮机轮机轮机轮机环境应用环境应用环境应用环境应用

营运
维护保养养维护保养保保养

船体船体船体船体

CHEMISYS
化学品综合数据库系统

PrimeShip-CHEMISYS是一款方便而有效的工具，主要用

于化学品船的设计和营运。

PrimeShip-CHEMISYS （Search ＆ Data）

◆判断各船舶或货舱与各种货物之间兼容性的系统

◆提供各船舶或货舱当前可装载的信息

◆化学品的附加数据服务

　PrimeShip-CHEMISYS （Onboard）

◆货物配载计划和货物装卸作业的船上辅助系统

主要功能

设计支持系统（设计人员用）

◇化学品货物数据库系统

◇船舶的数据库系统（结构及舾装件）

◇货物适宜性搜索系统（符合IBC规则）

信息服务（船东用）

◇可通过互联网查询船舶状态/货物适装性服务

主要特点

PrimeShip-CHEMISYS（Search＆Data）包含两种专业应用。对于设计师而言，PrimeShip-

CHEMISYS（Search＆Data）可提供简单便捷的搜索和参考系统，以便确定化学品装货的适宜性。

对于船东而言，PrimeShip-CHEMISYS（Search＆Data）是一种轻松评估船舶状态并确定是否适

合装货的工具。

PrimeShip-CHEMISYS（Onboard）可协助船舶管理公司进行货物配载计划和货物装卸作业。

PrimeShip-CHEMISYS （Search＆Data）

化学品综合数据库系统



化学品附加信息服务

List of chemical products which can be loaded

Chemical products which can/cannot be loaded

List of chemical products which cannot be loaded

Output

SEARCH

Database

List of tank structure and equipment/installations

CH

Chemical
products

Chemical
tankers

SEARC

base

SEARC

信息服务-货物适装性服务
【船东用】

除上述服务外，PrimeShip-CHEMISYS （Search＆Data）网站还为用户提供多种化学品的典型特性的

参考数据。

装载状态清单

船舶清单

设计支持系统概述
【设计人员用】

◇货物操作的检查清单功能

◇货舱材料/涂层和货物之间兼容性判定

◇装载到相邻货舱内的货物间的反应性判定

◇各货舱的装载货物记录（过去3次的）显示

◇依照MARPOL公约附则Ⅱ执行的货舱清理以及处置程序的显示等

PrimeShip-CHEMISYS （Onboard）

■CHEMISYS （Search＆Data）【设计支持系统】：Microsoft Office Access 2003或2010

■CHEMISYS （Search＆Data）【信息服务】：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ver.9或更高版本

■CHENISYS （Onboard）：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或更高版本

系统的使用环境

Design data

3-3 Kioi-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4, Japan
E-mail : ned@classnk.or.jp Tel : +81-3-5226-2042 Fax : +81-3-5226-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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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机轮机轮机轮机环境应用环境应用环境应用环境应用

营运
维护保养养维护保养保保养

船体船体船体船体

主要特点

◆可装载货物的清单

◆易于进行装载必要条件的检索

◆适用于固体散货装载

◆易于创建船舶特性数据库

PrimeShip-DG/BulkCargo是一款依据SOLAS及IMSBC

规则，搜索可装载货物的应用软件。该软件不仅可以实现让用

户轻松理解各类型货物的装载要求，还具有非常有用的一项

特色功能，即可以显示运输危险货物对船舶构造和设备要求

的逆向检索功能。

DG/
BulkCargo
固体散装货物/危险品装载要求程序

ClassNK Manager

依据以下要求进行的可装载货物检索

装载要求搜索

船舶数据库生成器

◇SOLAS第Ⅱ-2章第54条（2000修正案及以后的为第Ⅱ-2章

　第19条）“危险货物运输”的特殊要求

◇IMSBC规则中规定的构造和设备的特殊要求

主要特点

◆可

◆易

◆适

◆易

Prim

规则

户轻

特色

的逆



（1） 船舶信息包括构造、装载设备信息的输入

（2） 显示检索结果

颁发危险货物运输的符合证明及IMSBC规则适装证书时，

须进行图纸审查及上船检验。

注意事项

检查构造和设备详情船舶信息

可装载货物清单

可装载货物

不可装载货物，
未满足标准项目

PrimeShip-DG/BulkCargo的使用流程

3-3 Kioi-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4, Japan
E-mail : eqd@classnk.or.jp Tel : +81-3-5226-2020 Fax : +81-3-5226-2057

联络部门：材料舾装部　Material and Equipment Department
ClassNK Administration Center Annex



轮机轮机轮机轮机环境应用环境应用环境应用环境应用

营运营运营运营
维护保养

船体船体船体船体

HULLCare
船体维护信息服务

主要特点

PrimeShip-HULLCare是一项对世界各地检验分部的海量

的船级检验数据进行收集并整理分类，为每艘船提供量身定做

的维护信息而专门设计的信息服务。运用丰富多彩并且直观

的显示方法，让船东和管理者可以掌握每艘船的船体维护保养

信息。通过PrimeShip-HULLCare获得的丰富信息，可轻松

制定适宜的船舶维护保养计划。

◆通过网络可以实现一周7天，一天24小时无论

　在何处都能获取丰富的检验信息

◆为符合加强检验程序 （ESP） 船舶提供支持

P

的

的

的

信

制

◆

◆

扩展和更新

PrimeShip-HULLCare使用安全加密算法的网络构架，用户通过网络可实现在世界任何地方全

天候访问。

通过互联网可全天24小时使用

PrimeShip-HULLCare向用户提供最新的丰富信息，

包括：

◇测厚报告和测量位置

◇进行货舱和压载舱状况评估而拍摄的照片

◇修理计划和修理方法

◇涂层维护的技术详情

◇状况评估计划（CAS）报告

◇IACS  S31的要求（现有散货船的货舱肋骨更换要求）
多种搜索功能选择让搜索PrimeShip-HULLCare庞
大的数据库信息变得快捷有效。



修理计划/涂层维护保养/
CAS报告图像

联络部门：船级部　Classification Department　　
ClassNK Information Center

1-8-5 Ohnodai, Midori-ku, Chiba 267-0056, Japan
E-mail: cldji@classnk.or.jp  Tel : +81-43-294-6940  Fax : +81-43-294-6924

丰富多彩的信息显示

PrimeShip-HULLCare利用表格、照片及图纸等不同的格式显示设计，让用户能更好更直观的把握本船的

实际状况。图片显示的是经过处理的缩略图，点击放大后更好的查看。

测量点损耗以颜色编码显示

测厚记录表

实质损耗部分以高亮格
显示

显示缩略图

检验照片图像



轮机轮机轮机轮机环境应用环境应用环境应用环境应用

营运营运营运营
维护保养

船体船体船体船体

CAP
状况评估程序

主要特点

PrimeShip-CAP（状况评估程序）是一种质量评估工具，用于

认证和记录超出老龄船舶的常规船级和法定检验要求范围外

的状况评估。

◆船东可全面把握船舶实况

◆通过船上检查结果将船舶的状况分为从1（高）

　到4（最低）四个等级，易于掌握船舶状况。

◆制定船舶维护保养计划更加便捷有效

Sample for Rating

目的和好处

由声誉良好的船级社进行的状况评估程序（CAP），俨然成为评估船舶船体结构状况的标准方法，

ClassNK的PrimeShip-CAP能满足世界上主要油船租家的要求。

◇PrimeShip-CAP根据船上检查提供独立的第三方船舶状况评估。根据船上检查的结果将船舶的

　状况分为从1（最高）到4（最低）四个级别，并颁发证书及详细报告。

◇PrimeShip-CAP报告对分级进行了详细描述，对船舶必要的升级或修理提供照片和分析数

　据。根据损伤记录、疲劳强度评估及检验时的状况，对今后的维护保养提出合理建议。

◇良好的PrimeShip-CAP评级，例如1级或2级，有力的证明该船舶维护良好，从而有益于船舶租用。

主

PrimeShip

认证和记录

的状况评估

◆船东可全

◆通过船上

　到4（最

◆制定船舶



依据全面的外观检查、测厚及船体总纵强度评估的结果，对每一船体舱室内的每一结构件进行CAP

评级。最终的整体评估级别是由所有构件中评级最低的决定的。

基于损伤记录及疲劳强度评估结果
对关键位置给予加强

外观检查

通过疲劳强度评估及全面分析船舶损伤历史记录，事先了解可能存在问题的地方，进行船上外观检

查，从而确保对船上关键区域进行全面有效地检查。

UTM（超声波测厚）

依据对舱室或构件相关的损耗分布区域达90％的

测厚，并通过S曲线法，对总体腐蚀进行评估。

利用实际测厚数据对船体总纵强度进行评估。

CAP的实施

■PrimeShip-CAP覆盖了船体，轮机及货物系统。

■PrimeShip-CAP虽以老龄油船及散货船为主要适用对象，但也可适用于其他各船型和船龄的船舶。

适用范围：

3-3 Kioi-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4, Japan
E-mail : mid@classnk.or.jp Tel : +81-3-5226-2175/2176 Fax : +81-3-5226-2177

联络部门：船舶和工业服务部　Marine and Industrial Service Department
ClassNK Administration Center Annex



轮机轮机轮机轮机环境应用环境应用环境应用环境应用

营运营运运营
维护保养

船体船体船体船体

OAS
油类分析服务

主要特点

PrimeShip-OAS是一项基于JIS或ISO标准的燃油分析服

务以及作为螺旋桨轴状态监测一部分的尾轴滑油分析服务。

◆燃油分析

◆润滑油分析

燃油分析

除了提供基于ISO 8217或JIS K2205标准进行常用的燃油分析服务外，PrimeShip-OAS可依客户

要求进行利用FIA燃烧试验装置进行燃料的着火性及燃烧性相关试验。PrimeShip-OAS分析向船东

提供以下信息：

（a）一般性状

　　密度、运动粘度、闪点、流动点、水分、残碳、灰分、硫含量、芳香烃指数（CCAI）

（b）金属元素

　　V、Na、Al、Si、Zn、Ca、P、Fe、Pb、Sn

（c）燃烧试验

（d）沥青质

（e）铁谱分析

　　直读法、显微分析法

燃烧试验使用FIA-100FCA方法
（标准：IP541/06）

ClassNK指南

Prime

务以及

◆燃油

◆润滑





轮机轮机轮机轮机
环境应用

营运营运运营维护维护保养养保保养保养

船体船体船体船体

①详细计算结果
②海流曲线
③航速-转速曲线
④航速-功率曲线

输入
◇船舶主要参数
◇航速试验测量数据
◇气象条件
◇自航系数等　

分析步骤
①对风、波、水温及水密度
　增加的阻力的修正
②海流修正 
③排水量修正
④浅水域修正

输出

软件架构成

PrimeShip-GREEN/ProSTA是一种进行渐进航速试验时，

在各种风、海流、波浪、浅水域和排水量状况下对速度进行修

正的软件，符合ISO 15016：2015标准的要求。

◆渐进航速试验的速度-功率性能分析符合

　ISO 15016：2015标准

◆用户友好界面

◆输出透明且通俗易懂

◆自动生成可供船级社认可的输出结果和图表

◆免费使用

渐进航速试验分析软件

主要特点

打印提交

确认输出

输出

输入数据

航速试验

GREEN/
ProSTA





轮机轮机轮机轮机
环境应用

营运营运运营维护保养养维护保养保保养

船体船体船体船体

GREEN/
MinPower
最小推进功率评估软件

可采用指南的第1级和第2级评估。（如果船舶能达到

这些评估级别之一，则认为船舶有足够的功率。）

◇第1级：根据MEPC.232（65）决议，低于第1级的船

　舶必须安装功率不小于决议所述特定船型最小功率

　基线规定的动力设备。

◇第2级：此评估程序假定，如果船舶有足够的装船功

　率能在顶风顶浪的状况下以某一定速度前行，那么

　船舶同样能在任何其他方向的波浪和风的状况下保

　持航向。评估时，需要输入自航系数、空气阻力和附

　加阻力。

◇采用一种以船舶主要参数为计算参数的简化公式，

　可便捷地估算波浪中的附加阻力。

◇波浪中的附加阻力可采用NMRI法根据船舶航线进

　行估算。

此软件用于评估20,000DWT或以上的散货船、液货船及多用途船在

恶劣海况下要求的最小推进功率，采用IMO MEPC.232（65）决议通过

的“确定船舶在恶劣海况下保持操纵性的最小推进功率的临时指南

（2013）”中规定的方法。

主要功能

◆易于按照“最小推进功率临时指南”评估在恶劣海况下

　保持船舶操纵性的最小推进功率。

◆可采用指南的第1级和第2级评估。

◆基于Microsoft Excel的独立软件

◆用户友好界面

◆自动生成可供船级社认可的输出结果和图表

◆免费使用

 

主要特点



系统架构

免费使用

PrimeShip-GREEN/MinPower系统要求

硬件要求

Microsoft Windows的打印功能

软件要求

OS：Windows 7（64位）
Office：Microsoft Excel 2010（32位）

此软件免费使用。

输入

◇船舶主要参数

◇自航系数

◇船体和上层建筑的前方和侧方受风面积，

　实际舵面积

◇螺旋桨敞水特性

◇发动机制造厂提供的发动机扭矩-速度限制曲线

◇船舶型线

◇长波峰不规则波的附加阻力等

分析选项

可供分析选项如下：

◇方型系数k和自航系数

　①经验公式

　②船池试验结果

◇空气阻力系数

　①风洞试验结果

　②藤原 （Fujiwara） 公式

　 （ITTC 7.5-04-01-01.2：C.3）

　③ITTC 数据集 （ITTC 7.5-04-01-01.2：C.2）

◇长波峰不规则波的附加阻力

　①船池试验结果

　②NMRI方法 （ITTC 7.5-04-01-01.2：D.1）

　③简化公式

输出

◇提交第1级和第2级评估结果

输出

打印提交

输入数据

3-3 Kioi-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4, Japan
E-mail : eedi@classnk.or.jp Tel : +81-3-5226-2058 Fax : +81-3-5226-2059

联络部门：EEDI部　EEDI Department
ClassNK Administration Center Annex



主要特点

GREEN/
SRM
拆船管理

◆有害物质清单编制软件符合“拆船公约”*要求

◆材料声明 （MD） 以电子数据形式进行管理

【对于供应商】

主要特点

拆船管理

◆有害物质清单编制软件符合“拆船公约”*要求

◆材料声明 （MD） 以电子数据形式进行管理

PrimeShip-GREEN/SRM能使供应商加强对造船厂要求的响应，及时提交“材料声明”和“供应商符

合声明”。此外，供应商还可将MD上传至软件中的MD库，以便造船厂自行查找MD。

【对于造船厂】

为了替代基于客户端/服务器的IHM编制软件PrimeShip-INVENTORY，ClassNK开发出了网页版

软件“PrimeShip-GREEN/SRM”。利用云计算技术，PrimeShip-GREEN/SRM必定提高用户的

生产效率。

轮机轮机轮机轮机
环境应用

运营运运运营运运营维护保养养维护保养保保养

船体船体船体船体

＊《2009年香港国际安全与环境无害化拆船公约》

PrimeShip-GREEN/SRM是一种编制有害物质清单（IHM）的

重要软件工具，2009年5月通过的“拆船公约”要求500总吨及

以上的所有船舶须备有有害物质清单。PrimeShip-GREEN/

SRM允许供应商和造船厂以电子文件的形式进行信息往来，可

减少编制有害物质清单时的纸质文件工作。

PrimeShip-GREEN/SRM能使造船厂通过在系统里向供应商要求递交MD/SDoC来编制IHM

（Excel格式）,并且可设置含有有害物质的MD在船上的实际位置。采用PrimeShip-GREEN/SRM，

无需在IHM里输入MD数据，将自动计算各位置的有害物质量。



拆船公约

2009年5月，IMO通过了拆船公约。公约一旦生效，所有500总吨及

以上的船舶（在国内拆解的内航船除外）按规定须在船上配备一份“有害

物质清单”。

访问PrimeShip-GREEN/SRM

使用PrimeShip-GREEN/SRM时，需要网络浏览器（例如Internet Explorer或Firefox）。

请访问以下主页进行用户注册。

造船厂按以下步骤编制有害物质清单：

〈第1步〉提交船舶所有采购产品的材料声明（MD）

　　　　及供应商符合声明（SDoC）。

〈第2步〉筛选有害物质超出阈限值的所有产品。

〈第3步〉标记这些产品的位置，并计算每个位置的有害物质量。

〈第4步〉按正确格式编制有害物质清单。

新船IHM的编制

https://www.psgreensrm.com

PrimeShip-GREEN/SRM的概念

截　图

3-3 Kioi-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4, Japan
E-mail : srpt@classnk.or.jp 

联络部门：拆船公约专家组　Ship Recycling Team
ClassNK Administration Center Annex

供应商

造船厂
＜船舶＞

采购品

船舶信息
位置

NK

SDoC MD

MD程序库

船舶位置信息

调查委托 /答复（代理输入）

审查委托 /评价

船舶数据移交

清单

MD

船东

要　
求

要　求

要　求

船用
产品制造商

零件
制造商

造船厂

材料
制造商

（制定清单）

材料声明等提出

材料声明等
提出

材料声明等提出

MD,
SDoC

MD,
SDoC

MD,
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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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营运运营维护保养养维护保养保保养

船体船体船体船体

主要特点

PrimeShip-GREEN/EEOI是用于为检查船舶营运时的温室

气体（CO2）排放水平而对船舶能效营运指数（EEOI）进行计

算及分析的系统。

GREEN/
EEOI
EEOI计算分析系统

◆按照IMO指南（MEPC.1/ Circ .684）

　进行EEOI计算

◆通过计算结果可以直观地掌握营运船舶的能效

◆依据与NK-SHIPS的数据链接，

　易于注册管理船舶

◆免费使用

PrimeShip-GREEN/EEOI包含两个专门应用：用于数据输入的“EEOI-Onboard”和用于EEOI计算

和分析的“EEOI-Web”。

EEOI-Onboard

船上数据输入的专用软件

◇航行信息的登记

◇营运数据的录入（航行距离、燃油消耗）

EEOI-Web

EEOI计算及分析用网页版软件

◇趋势图/数据显示

◇EEOI目标值设定

◇船队中各船EEOI比较

◇与同一船型内的EEOI平均值的比较

Prim

气体

算及

EEOI计算分析系统

◆按

　进

◆通

◆依

　易

◆免

PrimeShip-GREEN/EEOI包含两个专门应

和分析的“EEOI-Web”。

主要功能



与NK-SHIPS的数据链接

通过与NK-SHIPS的数据链接，可很容易地进行NK船级船舶的注册。

此外，其他船级的船舶也可以通过只输入基本信息即可完成注册。

计算结果的分析

兼容其它系统

除了单独通过EEOI-Onboard进行数据输入的基本技术指标，还具有从现有电子记录系统输入数

据的功能。

免费使用

本系统免费使用。用户提交使用该系统申请后，将通过ClassNK门户服务网站访问该系统。

（https：//portal.classnk.or.jp/portal/）

PrimeShip-GREEN/EEOI系统要求

EEOI-Onboard

硬件要求

内存：1GB或以上（推荐）
HDD：600MB硬盘空间（推荐）

软件要求

OS：Windows 7/Vista SP2或更新版本/XP SP3
浏览器：Internet Explorer 8/7/6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

OS：Windows 7/Vista SP2或更新版本/XP SP3
浏览器Internet Explorer 8/7/6
Adobe Flash Player

EEOI-Web

◇通过用趋势图显示CO2排放水平、CO2指数（每一海里CO2排放量）、载重指数和EEOI。实现用

　户可视化确认能效的变化及其成因。

◇通过设定各种计算和显示条件，可以进行与船舶营运特性相适的数据分析。

◇因为基本数据及计算结果能以CSV文件形式下载，轻松实现与其他系统的数据利用和数据输入。

3-3 Kioi-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4, Japan
E-mail : eedi@classnk.or.jp Tel : +81-3-5226-2058 Fax : +81-3-5226-2059

联络部门：EEDI部　EEDI Department 
ClassNK Administration Center Ann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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