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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物流概念、模式及未来发展研究

李健 1 李梦春 1 翁震平 2 王理俊 3 杜希平 4

摘 要 基于目前开展的水下仓储和水下运输活动,提出水下物流的新型物流模式. 定义了水下物流的概念,分析了水下物流
的需求和实现路径. 通过提出运输工具、存储设施的概念模型,介绍了水下物流的运输方式,给出了水下物流可以应用的场景.
并分析了发展水下物流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展望了水下物流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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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underwater storage and underwater transportation activities, a new logistics model, i.e., underwater logistics, is
proposed. First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s of underwater logistics and analyses the demand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underwater
logistics. By proposing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transportation tools and storage facilities, the transportation mode of underwater logistics
is introduced, then the paper presents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underwater logistics.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developing underwater logistics and prospect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underwater logistic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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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是指物品从供应地向接受地的实体流动过

程. 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
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施有机结

合,其中运输和储存在物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1] .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
烈,顾客对商品的多样性和交货期的需求越来越高,
商品的种类越来越多,商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流通
速度越来越快,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物流的繁荣和发
展.面对仓储和运输需求的快速增长,传统解决方案
大多依赖于扩建仓储中心和道路,因而需要占用更
多的土地资源[2] . 在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的形势下,
传统解决方案面临着空间资源的瓶颈问题.
针对空间资源瓶颈问题,地下物流实践活动有

了很大发展, 比如雄安新区将建设地下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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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管道输送、地上智能末端站点、智能社区配送

等[3] . 针对地下物流,学术界已开展了比较系统的研
究,如张树清 (2013)等认为发展地下物流系统,不仅
能带来不可限量的生态和社会效益,而且对实现可
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有
裨益[4] ; 周婷和周爱莲 (2016)以地下物流配送线路
的总成本最小为目标,建立了基于投资成本和时间
成本的地下物流配送路线优化模型,并采用遗传算
法对模型进行求解,结果表明,运用该模型可对所有
可能的配送线路进行筛选,并得到最优的线路网络
布设方案[5] ; 张丹 (2018)以地下物流系统的正外部
性为依据,从供应链协调的角度,利用两部定价契约,
确定了集卡企业和地下物流系统之间的集装箱流量

分配和政府补贴[6] 等.
在地下物流实践与研究不断发展的同时, 也出

现了水面生产、水下仓储和水下运输的实践活动,如
亚马逊申请了水下仓储的专利[7] . 但对于水下物流,
其概念还没有正式提出,学术界也没有出现相关研
究.本文在探讨水下物流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提出了
水下物流这一新型物流模式,探讨了水下物流的概
念、模式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旨在为缓解物流发展
面临的空间资源瓶颈问题提供另外一种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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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下仓储和水下运输实践

亚马逊在水下存储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在
2017年,亚马逊获得了一项名为 “水下存储设施 ” 的
专利,即通过操纵物品的密度,将其存储在充满液体
的环境中,并从中检索物品. 根据专利的描述,物品
在水下的存放和提取主要依靠附着在包裹上的深度

控制装置.深度控制装置可包括一个或多个传感器
(例如,水听器、全球定位系统或 “GPS”接收器、深度
传感器)、计算机组件 (例如,处理器、收发器、存储
器组件)、体积可膨胀或可压缩的物件 (例如,气囊)、
一个或多个可根据需要用空气、水或任何其他液体

填充或排空的压载舱等,以便以可控的方式控制物
品的净密度.在液体中改变物品或其容器的密度可
以导致物品或容器在液体中的垂直深度发生变化,
从而使其在液体介质中上升或下降.

当物品或容器放置在液体中时, 深度控制装置
可配置成使容器的密度超过液体的密度,例如通过
减小体积和增加深度控制装置的质量,从而使物品
或容器自然下降到底部或较低的位置.在收到该物
品的提取命令后,深度控制装置可配置成使容器的
密度下降到液体密度以下,例如通过增加体积和减
少深度控制装置的质量,从而使该物品或容器自然
上升到液体的表面或上方.此外,当通过改变物品或
容器在液体内的净密度来垂直定位它时,还可以通
过使其在一个或多个方向上受到自然或人为手段的

作用来水平定位它,并且这种流动可通过自然或人
工方式启动或停止[7] . 专利示意图如图 1所示 (图片
来源 https://www.uspto.gov/).

另外, 在原油存储方面已经实现了海上油罐存
储. 例如日本进行原油战略储备时,就实施了海上油
罐存储. 海上浮式油罐采用双层钢板结构,两层钢板
之间被海水填满,利用海水较高的压力来保证原油
不泄漏,在储存罐的顶部还充有惰性气体,保证原油
储备的安全[8] . 这种方式存储石油可以节省很大一
部分的土地资源和建造成本.
在水下运输方面, 我国军方通过运输军事物资

进行了相关的实践.我国海域辽阔,尤其是南海海域
岛屿众多,而且与陆地港口相距甚远. 在对这些远洋
基地或舰船实施物资补充的过程中,使用远距离大
型运输机虽然运输时间短,但运输成本高. 而如果采
用船只补给,则容易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以上两种
运输方式都不能很好地满足及时补给的需求,而选
择使用潜艇进行运输,由于受天气的影响小,则可以
在保证安全、准时的同时降低运输成本.

2 水下物流的概念、需求和实现路径

2.1 水下物流的概念

在现有水下仓储和水下运输实践的基础上, 结
合物流的概念,本文将水下物流定义如下: 水下物流
是一个高自动化水平、高信息控制的新型物流系统,
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依托,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移动
互联、物联网等现代技术,实时控制水下仓储、运输、
接驳、流通等过程,实现货物在水下从供应地到接收
地的转移. 水下物流的主要用途包括: 满足在海洋中
生产的产品 (如石油、危化品)的存储和运输需求,满
足远洋补给的存储和运输需求等.

图 1 水下仓储专利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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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水下物流的应用集中在军事领域.
在当前我国积极推进军民融合,以及民用产品对水
下物流需求越来越大的背景下,有必要对水下物流
的概念、模式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梳理.水下物流的
成功应用将有助于减少物流对地面资源的依赖,节
约土地资源,为提高物流效率提供可能的方案.

2.2 水下物流的需求

2.2.1 海上生产的油气产品利用水下物流可以提高

安全性

目前油气的运输主要是以船舶运输和管道运输

为主,以车辆运输为辅,在运输或转运途中发生泄漏
等事故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在 2018年 11月 4日凌晨
1时 14分,福建东港石油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的船舶
与码头连接软管处发生泄漏,造成 69.1 t碳九产品漏
入近海,事故造成了严重的水体污染、空气污染、海
产品污染,并且伴随着巨大的经济损失[9] . 如果海上
开采出的石油可以通过水下物流进行远洋运输,就
可以减少转运环节,进而减少危险事故的发生.

2.2.2 危险化学品的落地生产遭遇抵制,水面生产
和水下物流可以提供新选择

目前陆地居民对化工厂都比较抵制.近年来全
国多个城市发生抵制 PX项目的群体性事件,例如,
2011年大连市民游行反对 PX项目, 2007年厦门市
民为反对 PX项目自发 “散步”. 此外,成都、南京、青
岛、漳州也发生了反对 PX项目的案例. 其中,厦门
市民以 “集体散步” 成功抵制的 PX项目最终落户漳
州[10]. 为了减轻危险化学品对居民的威胁和预防运
输途中发生事故,可以在海上建立危化品生产线,其
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通过水下物流进行运输,既避
免了多次转运带来的风险,又可以利用水下运输不
受恶劣天气影响的特点,使得运输过程更加安全. 例
如,可以在海洋石油 981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上加
装生产线,直接在海上将原油炼制为化工产品,然后
采用水下物流进行化工产品的运输.

2.2.3 远洋补给采取水下物流, 降低成本的同时还
可保证运输的及时可靠

远洋补给需要长距离的运输,目前可以实现远
洋运输的方式主要有航空运输和水上运输.例如永
暑岛的补给工作主要依靠远距离大型运输机来完成,
航母的补给主要依靠航母补给舰来完成. 然而采取
航空运输的方式成本过高,而水上运输速度慢,且受
天气影响大,均不能很好地满足需求. 相比之下,采
取水下仓储和水下运输的方式更能降低成本并且实

现运输的及时可靠.
综上, 水下物流针对海上生产的产品以及需要

长距离水面运输的货物等具有明显优势,其安全性

高、成本相对低廉、不易受天气影响的特点可以很

好地满足这些物品的流通需求.

2.3 实现路径

2.3.1 水下仓储

针对水下物流的仓储环节, 可采取的方式主要
有海底船舶、海底沉箱等.例如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第七一〇研究所在海洋动力环境监测浮标、

实时传输潜标系统、水下多功能平台、水下浮体定

深、海洋智能拖曳、高抗流水下机器人等方面掌握

着核心技术优势,具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 水下浮体
定深技术可以实现深度控制,悬浮系统入水后可实
时将深度信号传回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对深度信号
进行处理后,根据预先设定的悬浮深度要求并按照
控制流程适时向执行机构发送控制指令,通过相应
的控制操作实现水下悬浮装置在水中以设定的深度

悬浮. 所以,通过将水下浮体定深技术和其他技术的
综合运用,可以实现海底沉箱船队在水中定深. 而且
将海底沉箱与动力系统分开,可以使得水下仓储和
运输更加灵活和方便.

2.3.2 水下运输

水下运输货物的方式可以是水下集装箱运输.
水下集装箱运输的运输工具可以选择半潜航行补给

船.半潜航行补给船采取货物在水下,指挥台在水上
的方式进行运输,可采用燃气轮机作为动力装置.这
种运输工具可以将动力装置和货仓进行分开,实现
灵活存储与运输.
另外, 水下无人航行器作为水下无人系统的重

要分支,在民用和军用领域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11]. 目前的水下无人航行器已经掌握了几项关键
技术,如长续航力推进、自主导航、水下数据链通信
等.美国新一代水下航行器 “曼塔” (Manta)可根据任
务需要携载不同的传感器、武器及对抗设备,完成任
务后返回,可重复使用,并且远期排水量达 91.700 t,
航程 2 000 km[12].

而新型水下无人航行器—水下滑翔机不仅具有
续航长、可重复利用、兼具一定的航迹控制能力等

优点,而且能耗小,制造和维护成本低廉. 它的动力
模型是通过液压系统改变浮力,在垂直平面中遵循
锯齿运动模式. 混合推进的水下滑翔机还具备在水
平面上直线航行的能力,除了调整浮力之外,它的水
平移动不需要额外的能量消耗。天津大学水下机器

人团队研制的 “海燕 -II” 水下滑翔机采用最新混合
推进技术,设计最大工作深度 1 500 m,设计最大航程
1 500 km,可持续不断工作 30 d以上,具备独立水下
全天候工作的能力[13]. 因此,水下滑翔机已经初步具
备了运输工具的特性,未来有望成为水下运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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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选择.

2.3.3 海底港口

在海底可以建立港口, 用于装卸货物和完成水
中液体的接驳.在海下进行运输的过程中,运输工具
的动力补充、水中液体的分流以及货物的装载和分

散都需要一个平台来做中间枢纽.而港口作为水陆
交通的集结点和枢纽,为各类运输工具、货物等提供
了中转、仓储等综合物流服务.在海下也可以建立海
底港口,这样一来可以保证及时补充给养以完成长
距离运输,二来可以以海底港口为节点形成货物的
运输分散网络,从而实现了水下物流的流通功能.

2.3.4 水下定位和通讯

水下物流系统的实现除了需要上述硬件设施外,
水下定位和通讯设施的加入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国
在定位和通讯方面已实现了质的飞跃, 2018年 12月
27日,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宣布, 北斗三
号基本系统完成建设,开始提供全球服务.这标志着
北斗系统服务范围由区域扩展为全球,北斗系统正
式迈入全球时代[14]. 北斗导航定位系统不仅能提供
GPS一样的服务,还能提供短报文通信功能.
北斗系统更完善的功能将使其在民用和军用方

面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北斗系统在船舶监控管理、海
上遇险报警管理和搜救指挥、海洋渔业综合服务等

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15]. 在北斗定位系统逐步
应用的基础上,我国海上精确定位技术也在积极向
前推进. 由哈尔滨工程大学研发的 “北斗海洋广域差
分高精度定位终端” 填补了我国北斗导航在高端海
洋工程平台应用的空白,成为国内首个针对海上高
精度绝对位置定位的终端设备. 如今这个海上专业
级导航定位终端精准度确定在 1 m之内,可充分支持
石油开采、管道铺设、搜救打捞、海上风力发电等船

舶行业高端装备的国产化[16].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断地建设完善,以及科研
工作的突破和创新,实现水下定位和通讯指日可待.
对于水下物流运输管理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

及可能发生的事故,目前胡志强和申翔 (2016)提出
了海上大数据应急救援模式. 海上搜救技术性要求
很高,特别是对于核事故、水下事故等的救援. 海上
大数据应急救援指挥控制的关键技术主要包括海上

大数据分析处理技术,全球卫星定位与导航技术,实
时、宽带、大容量、抗干扰多路由通信技术[17]. 所以
北斗系统等全球卫星定位与导航技术是水下物流的

重要构成部分和保障.
综上,水下物流的运作主要通过海底港口、水下

仓储、水下运输、水下定位和通讯等环节来完成. 利
用海底沉箱等进行存储; 运用半潜运输船和水下无

人航行器进行运输; 利用海底港口进行装卸货物和
水中液体的接驳; 通过水下定位和通讯的参与对以
上环节进行全流程监控.这样的水下运输过程既能
节省运输成本,又可以提高安全性,同时实现运输的
及时可靠.

3 水下物流的优越性与局限性

3.1 优越性

3.1.1 丰富现代物流服务体系

现代物流的发展对于实现与提高产品与服务的

价值、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18]. 目前整个物流活动的开
展大多围绕在陆地上进行,陆路的商品流通已经非
常迅速了,但在水路上商品流通速度并不理想.水下
物流系统作为一种新的物流模式,将丰富现代物流
服务,加强物流输送任务在水路上的分流.

3.1.2 减少土地资源的占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
整个社会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致使可利用
的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发展水下物流系统可以充分
利用自然资源,通过建立水下仓储和开辟水下运输
通道可以减少对陆地上大型仓储中心和交通运输线

路的需求,从而减少了对土地资源的占有和依赖. 另
外,现今地价飙升,建设仓储中心需要大量资金的支
持,而通过建立水下仓库,可以大幅减少企业固定资
产的投入,进而保证企业资金链的良好运转.

3.1.3 消除船舶运输的局限

船舶运输受季节和天气因素的影响较大,当面
临海洋冰封期或恶劣天气时,船舶运输将难以承担
运输任务,受到了极大限制.据报道, 2013年 7月 26
日, 青岛海域受大雾影响实施全面交通管制, 造成
300余艘船舶滞留[19]. 在水下物流模式中可以很好
地避免这样的问题,即使在海洋冰封期期间,在冰层
下面依然可以照常进行运输任务,从而保证物流运
输的及时可靠.

3.1.4 提高安全性并实现稳定运输

物流的发展目标就是要为客户或物流服务对象

提供满足需求的服务,实现低成本、高效率、高安全
性. 对于海上生产的产品和危险化学品可以直接采
取水下物流的方式进行存储和运输,避免了多次转
运带来的低效率以及转运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另外,与船舶运输相比,水下运输不仅可以缩短航线
距离,还可以避免恶劣气候的影响,从而保证运输的
稳定实施.

www.jc
2.o

rg.
cn



3期 李健等: 水下物流概念、模式及未来发展研究 213

3.2 局限性

3.2.1 技术方面

相关技术正在发展中, 水下物流系统的技术效
果目前还不确定. 虽然亚马逊已经成功申请了水下
仓储的专利,但真正在海下建立水下仓库,具体的实
现效果无法准确估计.海底沉箱、半潜航行补给船等
虽然给出了概念模型,但真正实现并加以运用还需
要进行相关的技术研究.所以最终能否实现存储和
运输的要求以及技术的安全性目前难以确定,水下
物流系统的技术效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3.2.2 经济方面

建设水下物流系统的经济成本较大.水下物流
系统的建设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海底港口和水
下仓储设施的建立、水下运输工具的建造和使用、

专业人才的培养等都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 然而水
下物流系统运行后的收益状况具有不确定性,在高
成本投入和未来不确定收益的情况下,水下物流系
统的实施难度加大.

3.2.3 环境方面

社会的发展要以环境友好为前提,物流系统的
设计和运作也必须符合这一发展理念. 水下物流的
一系列活动多在水下进行,货物的运输需要在水下
开辟航线,运输活动对海底生物的影响尚未有明确
的研究.另外在货物储存过程中也可能对水体造成
污染等危害,目前还没有在该方面做详细的测评预
估. 因此,开展水下物流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还需
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3.2.4 组织管理方面

水下物流系统的良好运行有赖于科学高效的组

织管理.水下物流的特点是高度的自动化、高度的信
息控制,尤其是整个系统的运行多在水下完成,因此
对人员的技术性和专业性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相
应的管理模式也需要进行创新,所以充沛的人力资
源和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机制是决定水下物流良好

运行的重要条件.

4 水下物流的发展展望

4.1 绿色可持续的水下物流

绿色物流是指在抑制物流活动各环节对环境造

成危害的同时,实现对物流环境的净化,使物流资源
得到最充分的利用[18]. 绿色物流是新世纪物流发展
的热点问题,水下物流作为一种新的物流模式,应在
绿色可持续的方向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水下物流
依托的是水下资源,减少了对陆地资源的依赖,但绝
不应该让水下成为人类挥霍资源的新战场. 为此,实

现绿色可持续的水下物流系统至少要做到以下几个

方面.

4.1.1 加强绿色物流观念的普及

绿色物流观念的产生和普及是一切绿色物流举

措产生的基本前提,政府部门具有深刻的绿色物流
观念才能制定出绿色物流的整体发展战略,企业具
有深刻的绿色物流观念才能在物流环节做出相应的

改变.

4.1.2 加紧绿色物流行业的相关法律制定

社会的发展会不断产生新事物,绿色物流便是
如此,对此政府需要对其加紧立法,使绿色物流活动
有硬性规定可循,从而规范各个物流环节的运作.

4.1.3 加强绿色物流的人才培养

绿色物流的发展要依靠相关技术人才的研究.
只有努力培养该领域的人才,才能提高物流的应用
技术,科学筹划物流的运营过程,从而保证水下物流
在绿色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4.2 安全高效的水下物流

安全高效的水下物流是指通过技术的更新换代,
在保证物流系统运作安全性的同时,提高各环节的
工作效率.安全高效的水下物流不仅能够缓解原有
物流服务的巨大压力,还能够使其更具有竞争优势,
成为物流行业新的发展趋势. 实现安全高效的水下
物流至少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4.2.1 加强多学科的综合深入研究

水下物流是多学科知识综合应用的产物,是一
项非常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水下物流的发展
和改进也需要通过加强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来实现.

4.2.2 合理规划资本的投入分配

水下物流系统的建设需要大量资本, 但这并不
单单是企业的经营活动,所以应该合理分配政府、社
会、企业等各方的投入, 才能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
性,实现互利共赢.

4.2.3 加强工程质量和安全监控

水下物流系统的安全运行是实现高效率的保障.
将物流转移到水下进行,在新的环境下,物流系统的
建造和各环节运作的安全性都需要进行严格的评估

和监控.

4.2.4 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水下物流作为新的物流模式, 它在各方面的发
展都应该通过法律法规来进行规范.

5 结论

本文基于目前开展的水下物流实践活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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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水下物流这一新型物流模式,探讨了水下物流的
概念、模式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旨在为缓解物流发
展面临的空间资源瓶颈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思路.
但水下物流系统作为社会发展产生的新事物,还需
要广大学者开展持续深入的研究,只有充足的理论
研究基础才能让水下物流走上实践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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