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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0C/J和M25C/E中速船用柴油发动机

应用和安装服务
投资购买卡特彼勒和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合资开发的

船用动力解决方案，您将在发动机正式投入使用前广泛

受益。您购买的解决方案将囊括应用、安装工程和项目

管理，包括：

•	 咨询与规划

•	 推进发动机和发电机组定制化方案

•	 技术协调

•	 提交发动机接口和系统图纸

•	 项目执行

遍布全球的马克经销商网络随时随地为您提供支持，

助力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提高运行性能并确保最大

化正常运行时间。23家马克经销商，在世界各地设有31

个分支机构，随时为您提供以下服务：

•	 新发动机调试

•	 定期保养

•	 发动机和零部件检修

•	 发动机和零部件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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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机升级

•	 交付原装配件

•	 工厂现场技术和支持服务

•	 定制化培训



船用柴油机领域两大巨头强强联合，致力于满足全球航运及石油产业

客户需求。双方已签订合资合同并获得营业执照，标志着卡特彼勒和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的全新合作关系扬帆起航，进入船用动力领域

新纪元。

卡特彼勒带来设计和制造方面的专业技能、独特的全球经销商网络支

持以及由马克MaK品牌支撑的德国船用柴油发动机技术。中国船舶工

业集团公司提供卓越供应链、量产效率和内部船厂客户。在位于中国

安徽省安庆市、占地272英亩的工厂齐力协作，相信本伙伴关系势必为

全球市场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卡特彼勒凭借先进工艺技术和精益求精的产品质量为合

资企业增加价值。卡特彼勒生产体系（CPS）确保各个生

产步骤质量统一，致力于提高效率和持续改进。与此同

时，卡特彼勒大量投资研发领域，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安庆中船柴油机有限公司成立于1960年，是中国船舶工业

先锋。近年来，公司发展成为中速发动机领域的龙头供应

商。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荣获ISO 9001认证，并经营坐

落于安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年产能达600台发动机

的现代化工厂。而合资企业则与CSSC工厂毗邻。

卡特彼勒和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合资企业      单一解决方案

携手共进 马克品牌
德国企业马克Mak拥有逾80年柴油发动机制造验，1997
年成为卡特彼勒大家庭一份子，2000年更名为Caterpillar 

Motoren GmbH & CO. KG。一向以卓越质量、可持续船用

动力著称的马克品牌深受客户满意。

马克品牌在卡特彼勒专有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支持下，已

然成为商用船舶动力首选。其产品系列不断完善，融合

卡特彼勒工程技术创新成果，同时力求满足不断变化的

客户需求：

•	 智能设计，包括新推出的部分负荷优化技术

•	 易于保养

•	 运营成本低廉

•	 排放量减少（符合国际海事组织二级、三级排放标准）

•	 双燃料技术

合资企业优势如下：

•	 按照卡特彼勒全球标准建造设计全新工厂

•	 制造活动贴近市场，沟通紧密

•	 易与欧美供应商在华子公司联系

•	 与中国实力雄厚的供应商建立合作，在其他发动机型	

	 号和设备供应商之外，利用卡特彼勒更加庞大的中国	

	 供应商基础

•	 供应推进发动机和发电机组，包括最新大功率和部分	

	 负荷发动机

•	 来自卡特彼勒/马克德国和广东顺德中速发动机工厂的	

	 员工经验丰富，积极参与合资企业创建和运营工作，	

	 确保质量为先

•	 安庆中船柴油机有限公司提供物流和基础设施支持

卡特彼勒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马克  M 20 C/J 发电机组

马克M 20 C 推进发动机

马克  M 25 C/E 发电机组

马克  M 25 C/E 推进发动机

功率 1,020千瓦 - 1800千瓦

转速 900 / 1,000

重量 10.9吨 - 15吨(干)

长 x 宽 x 高	(9M20C) 5,176mm x 1,693mm x 1,856mm (轴以上)

发动机	
额定功率

979千瓦 - 1,553千瓦 
(60 赫兹 / 900 转速)

发动机	
额定功率

1,094千瓦 - 1,726千瓦 
(60 赫兹 / 1,000 转速)

重量 18.8吨 - 30吨

长 x 宽 x 高	(9M20C) 7,125mm x 1,816mm x 1,956mm (轴以上)

发动机	
额定功率

1,918千瓦 - 3,024千瓦 
(60 Hz / 720 RPM)

发动机	
额定功率

1,726千瓦 – 3,024千瓦 
(50 赫兹 / 750 转速)

重量 43吨 - 56吨

长 x 宽 x 高	(9M25C) 9,516mm x 2,534mm x 2,623mm (轴以上)

功率 1,740千瓦 - 3,150千瓦

转速 720 / 750

重量 21吨 - 30吨(干)

长 x 宽 x 高	(9M25C) 6,719mm x 2,316mm x 2,578mm (轴以上)

由卡特彼勒和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合资企业生产的发动机：

• 分6、8和9缸的版本

• 包含来自当前M20和M25欧洲供应商或其亚太地区工厂	

	 的关键零部件

• 利用更加庞大的亚洲供应基地，尤其中国和韩国

• 采用卡特彼勒德国基尔工厂零部件

•	 利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业已开发的本地中速发动	

	 机零部件供应商

• 受益于Cat® 3500型号本地化项目

• 与欧洲制造的德国发动机享受同等质量保障

• 调试由相同的维护工程师负责

• 与其他马克MaK和CM品牌发动机享受同样的经销商网	

	 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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