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运行业专用智能网络解决方案



在 Marlink 公司，我们深知海上作业所面临的商业和人员通信挑战。今
天，全球航运公司和经营者青睐于提供混合型服务，以满足成本效益、
覆盖范围、数据吞吐量和服务质量等全方位需求。  
我们全面的解决方案组合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根据您的需
求为您提供最佳定制解决方案。

最广泛、最适合所有业务需求的产品组合

智能网络解决方案

海上产品组合

广泛的产品组合

为了支持您更好地发展和优化并以最佳
方式管理业务，我们提供选择最丰富的
多频段
技术、解决方案和应用程序，满足不断
变化的客户需要。为了您的利益，我们
不断推动创新，开发数字解决方案和智
能应用，确保您的通信应用远远超越“
简单互联”水平。

无以伦比的 VSAT 覆盖范围和高带宽
可用性

作为世界海上通信领导者，我们提供海
运行业最广泛的Ku波段覆盖范围，无论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无论作业时间长
短，无论是地区或是全球作业，我们都
能提供卓越的通信覆盖，确保您获得最
具性价比的服务。

创新解决方案

我们的通信管理平台 XChange 帮助提高
船上工作效率，支持现有系统和服务。
无论在岸上或船上，XChange 都能同时
满足IT部门、船长和船员的各种需求。

合作伙伴

我们和多家卫星网络运营商、硬件和技
术供应商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能够
为您提供最具性价比的全套固定和移动
通信服务。 

先进的通信解决方
案帮助您提高船只
运营效率、提高整
体业务运营效率、
船员士气和忠诚
度。

VSAT  
系统

支持性
连接服务

XCHANGE
增值
服务

• Ku 波段、C 波段、ka 波段 
VSAT 覆盖

• 灵活的带宽  
Allowances 套餐

• 专用速度保障
• 最高带宽  
可用性(99.5%)

• 安全、综合网络管理

• L 波段连接和备份，自主带
外管理

• 重量轻，设备易安装
• 全球 4G：快速、低延迟的
移动服务，为 VSAT 系统提
供补充

• 船上IT安全
• 中央控制成本
• 通过通用远程访问对船队进
行远程管理

• 船员上网、娱乐和医疗服务
（WiFi 接入、船上网吧、媒
体和远程医疗）

• 在线数据管理和远程访问
• 网络安全和过滤
• 电子邮件和消息传递
• 预付费互联网和语音
• 低费用语音呼叫
• IT和网络安全
• 安全的VPN连接

我们与您一起选择最适合您的特殊要求、 
 
船只类型和预算的技术和服务

数据使用

Inmarsat
FleetOne

速度高达 100 Kbps

Inmarsat C
铱星 SBD

Inmarsat
FleetBroadband

速度高达 432 Kbps

舒拉亚卫星系统
MarineComms

速度高达 444 Kbps

Inmarsat
Fleet Xpress

速度高达 4 Mbps
GX Ka波段

Telenor
Anker

速度高达 30 Mbps
区域 ka 波段 

铱星
OpenPort

速度高达 128 Kbps
极对极覆盖

        低                                                                         

Sealink
Allowances

1GB 至 80GB 
/月

Sealink
Business

速度 
保障(CIR)

Sealink
Premium

速度高达 6 Mbps 
标准
  

自定义选项
云带宽

Sealink Plus

集成 MSS 备份和 XChange

Sealink
Flex

具有与 Sealink 
Premium 

相同的可自定义优点

速度高达 20 Mbps 基带
及额外 
带宽

能量高速区。具有区域
和周期灵活性 

机器对机器(M2M)和跟踪
消息传递
轮询

数据报告

铱星
Certus

速度高达 700 Kbps
月度限额
极对极覆盖

整合全球4G选项



Sealink™ VSAT
我们的 Sealink™ 系列通用VSAT服务以其灵活性、卓越性能、稳定性

和优质服务著称，在我们的专业客户支持网络协助下，提供全球覆盖

范围最广的宽带通信服务。 

 

Sealink™ VSAT 服务包括广泛连接选择，除了 Allowances 套餐和专用速度保障（CIR），您还可以选择上

述套餐与 L 波段（MSS）设备和通话时间的组合。根据您的偏好和最佳天线尺寸（60 厘米、80 厘米或 1 

米）选择主要天线供应商，如有需要，还可选择在合同中期升级带宽。

最佳 VSAT 覆盖
我们的 Sealink™ VSAT 服务的 Ku 波段全球覆盖范围最广。同时提供

区域性和多区域方案，保证主要航线（包括北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

洋地区）的 Ku 波段和 C 波段无缝覆盖。

覆盖地图：Ku 波段  

地图所绘覆盖范围只是近似值，不保证服务可用性，且可能会发生变化。

覆盖地图：C 波段  

地图所绘覆盖范围只是近似值，不保证服务可用性，且可能会发生变化。

SEALINK

主要特点：

有助于提高业务运营效率

• 无限宽带，每时每刻高速保障

• 简单易用、现成的成熟技术

• 互联网和企业网络 IP 接入

• 最广泛的全球覆盖

• 捆绑无缝集成 Ku 波段 VSAT，可自动回退切换

到 MSS（Inmarsat“海上宽带”（FleetBroad-

band）、铱星 Certus 或铱星 OpenPort 通信

终端）

促进船员快乐、健康，鼓舞船员士气：

• 带过滤功能的独立船员娱乐互联网和 WiFi 接

入

• 价格优惠的预付费卡，可提供优质通话和互联

网浏览服务

• 通过通用卡管理器（UCM）轻松实现预付费卡

的在线订购、充值、通话记录查询、余额查询

等。

• 通过 XChange 实现私人设备 WiFi 接入、船上

网吧、媒体和远程医疗解决方案，为船员提供

互联、娱乐和医疗服务

SEALINK



Sealink™ VSAT 方案

我们全面的 Sealink™ VSAT 产品组合使我们能够满足几乎任何商
业或预算需要。  
下列方案建议商船使用。 

我们的 Sealink Allowances 套餐结合
了 4 条语音线路和数据限额计划，每
月从 1G 到 80G 不等，传输速度可达 
6Mbps。由于套餐可通过我们的在线门户
网站进行升级或充值，方便您轻松升级 
VSAT 套餐，满足业务增长的需要。 

我们的船员预付方案专为船员增加了两
条语音线路和互联网连接，独立于船上
业务通信专用的限额流量。

 

船员可使用通用卡 
 
（Universal Card）启用预付费语音通
话和上网功能，通用卡是一种预付费

卡，提供可供船员在语音通话和上网之
间进行分摊的流量额度。该项服务可同
时让超过 10 名船员进行网络会话，或
者同时让 3 名船员进行预付费语言通
话。

这种低成本的互联网服务可满足基本业
务要求，帮助船东提高船员士气和减少
船员辞职率。

针对更高的通信需求，Sealink™ Premium 
提供地区和全球 Ku 波段 VSAT，保证
更高数据传输速度。Sealink™ Premium 
不仅通过可预测月租费提供全方位成本
控制，还能让您控制带宽，而速度保障
（CIR）可以保证任意时刻的最小带宽。

Sealink Premium 提供多种服务选择，
如有需要，可提供高达 6 Mbps 或 30+ 
Mbps 的标准速度，以及 2-8 条高品质
语音线路。   

该套餐具有完全的成本可预测性，非常
适合寻求可靠的高品质无限制商业和船
员通信的船东。

Marlink Sealink™ Plus 套餐
将您选择的 Sealink™

Allowances 套餐或 Sealink™ 
Premium 套餐与无限制铱星接收端口 
OpenPort、铱星 Certus 或 Inmarsat 
FleetBroadband 相结合，

集成 MSS 备份（通话时间
和硬件）以及我们的 XChange
平台，提供集中化的网络电话、
数据和互联网接入。

完全集成的 XChange 平台可实现：

• 在 VSAT 和 MSS 之间智能切换
• 我们的自带设备解决方案使船员可以在
船上使用自己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保障充分的隐私性和便利性

• 多级防火墙，确保船上 IT 系统安全

• 附带一系列完全集成增值服务，提供
额外功能

本套餐采用有效成本管理工具，具成本
可预测性， 
 
提供全包式高品质、可靠无限通信服
务，最大程度 
 
满足商务和船员需求，适合最挑剔的船
东。

简单的 VSAT 套餐，从 1GB 开始，可满足最基本的需要，
可升级。

最高速度VSAT，保证数据传输速率

集成的 VSAT 和 MSS 套餐提供更多增值服务 

KU 波段、SEALINK VSAT XCHANGE MSS 备份

完全集成。完全集成，固定月租费

SEALINK
ALLOWANCES

SEALINK
PREMIUM

SEALINK
PLUS

Sealink Business 提供 2-8 条语音线
路和 13 种速度保障（CIR）水平供您选
择，从 32Kbps 到 1 Mbps 不等，还提
供高达 6 Mbps 的可超频最大信息速率
(MIR)。根据确定的速度保障（CIR），
为无限制数据使用提供专用带宽，因此
业务关键型应用程序总是保证能够以有
保障的速度使用。 

Sealink Business 可用作区域或全球服
务，以预算友好的价格提供稳定、优质

的服务及可超频能力。 

该服务是寻求经济实惠的不间断商业和
船员通信的船舶经营人的理想之选。

以预算友好的价格提供速度保障
SEALINK
BUSINESS



Marlink的增值服务让您受益匪浅

为提高您购买的通信服务的价值，我们还提供一系列专门设计的
解决方案和工具，全部无缝集成为单一连接套餐。

Telenor Anker

Anker 提供高功率点波束覆盖整个北欧地区、欧
洲和中东地区的区域 Ka 波段。该服务可以实现
自动无缝点波束间切换，确保连续连接。可提供
完全可扩展的多样化带宽套餐组合及相应的 CIR 
和独特的 Marlink 网络语音电话(VoIP)服务。

铱星 Certus

铱星 Certus 是一种多服务平台，由铱星 NEXT 
卫星群提供支持，能够为各种垂直行业提供十分
可靠的覆盖。近地轨道(LEO)卫星与超高速 L 波
段相结合，使世界各地的卫星通信成为可能，即
使是在最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也不例外。

舒拉亚MarineComms（海上通
信）

舒拉亚 MarineComms 提供可靠的低成本语音、
数据、短信、传真、互联网和电子邮件服务，支
持速度高达 444 Kbps 的宽度数据通信，拥有坚

Inmarsat Fleet Xpress

得益于 Inmarsat Global Xpress  
Ka 波段技术的支持以及 Inmarsat“海上宽带”
（FleetBroadband） L 波段服务久经考验的可
靠性，Fleet Xpress 提供较高的数据传输速
度。提供各种灵活的无限制数据套餐以及低费用
语音通话服务，而且可以在独一无二的 Marlink 
用户仪表板上查看深入分析的状态数据，提供易
于理解的带宽性能和和流量统计。

网络安全

使用我们的 CyberGuard 产品组合有效地保护您的船舶和远程
资产免受网络风险。

从扫描网络流量到自动反病毒更新，我们有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来保护您的船只免受复杂的针对性威胁。

IT 自动化和合规

ITLink 使您能够简化和自动化自己的船舶 IT 环境，以确保有
效的运营和合规。

安全通信管理、应用程序自动更新、文件传输和数据共享是我
们专门为海事客户设计的 IT 解决方案。

船员及工人福利

让您的船员和远程工作人员保持安全、健康和互联

预付费电话、数据和船上WiFi为您的船员提供了所需的基本通
信，而每日新闻和远程医疗援助提供了可靠的支持和信息。

工业物联网（IIOT）和机器对机器(M2M)

保持远程站点和资产互联，同时收集安全和生产数据

我们全新的 BridgeLink 产品组合将帮助您实现投资最大化，
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竞争力。

BridgeLink 是我们海上数字化支持战略的下一个阶段，将为全
球船舶提供一个由数据驱动的安全和效率提升平台。Inmarsat“海上宽带”

（FleetBroadband）

Inmarsat“海上宽带”通过遍布全球的小型
天线，提供可靠的无缝语音通话和速度高达 
432Kbps 的 L 波段宽带数据传输服务。广泛的
性能、带宽和天线尺寸选择可满足各种船只需

Inmarsat FleetOne

Inmarsat FleetOne 可提供速度高达 100Kbps 
的 L 波段数据传输和单线路语音通信。它使用
安装简便的小型轻型天线，非常适合需要可靠的
语音通信和船上互联网接入的小型船只。

Ka 波段和宽带 MSS 选项

地图所绘覆盖范围只是近似值，不保证服务可用性，且可能会发生变化。

铱星覆盖 舒拉亚覆盖 Inmarsat 覆盖

Ka 波段连接

L 波段 MSS 选项



客户参考
我们的通信解决方案以卓越的服务质量著称，除了众多的大型船运公

司，我们的客户还包括大量商船，比如干货船、散货船、集装箱船、

油轮、沿岸贸易船和专用船只。

• 中英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 荷兰波斯卡利斯公司
• 英国石油公司航运公司
• 卡里斯布鲁克航运
• 法国达飞轮船公司
•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 东地中海航运公司
• Epic Gas
• 挪威格利戈星航海运有限公司
• 德国赫伯罗特航运公司
• 日本无线电公司
• K-Line船舶管理公司
• Knutsen OAS 船运公司
• 科威特油轮公司
• 地中海航运有限公司（MSC）
• NYK船舶管理私人有限公司
• Odfjell化工船公司

• Peter Doehle
• Polarcus
• 天蝎座船舶管理公司
• 日本正荣汽船株式会社
• SK航运公司
• Stolt油轮公司
• Sun Enterprises
• Teekay航运公司
• Unix Line
• Utkilen
• Van Oord
• V-Ships
• Wallenius航运公司
• Wilhelmsen船舶管理公司
• Zeaborn船舶管理公司

卓越的支持和客户服务

• 客户顾问常驻遍布全球的区域办
事处

• 全天候支持

• 对地区文化有着深入了解

• 多语种的行政和技术人员

• 丰富的 MSS 和 VSAT 服务

• 技术经验

我们的部分客户包括：

70%
世界50大船运公
司中有70% 
 
依靠Marlink的服

我们的员工均为通讯方面的专家，能够充分了解您的需求，为您

量身定制解决方案。  

我们帮助您挑选适合的解决方案，解决您的硬件、软件、服务、

财务、管理工具、安装和维护需求。

凭借遍布全球主要地区的办事处以及服务伙伴和现场服务联盟合

作伙伴构成的全球网络，Marlink可确保在卓越技术和深入了解

本地文化的基础上建立更好的本地化客户服务。



Marlink 是一个真正的合作伙伴，我们将提供超越标准的服务，
以更智能、盈利能力更强、更可持续的方式帮助您进行远程运
营，并为您提供竞争优势。 

全天候支持

全球服务网络
1250 多个国内服务点 

全球客户支持
全天候服务

强大的合作伙伴网络
与所有卫星网络运营商  

和硬件合作伙伴保持合作

面向未来的 
网络之网 
安全可靠的 
通信服务

1000多名员工
遍布23个国家

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组合
IT 和运营技术（OT)及网络服务

7000+ VSAT
领先的多波段 
连接

Marlink 客户关怀

欧洲、中东和非洲：+33 (0)1 70 48 98 98
美洲：+1 (310) 616 5594  |  +1 855 769 39 59（免费）
亚太：+65 64 29 83 11

电子邮件： servicedesk@marlink.com
网站：www.marlink.com

SH 01 20

托管服务
完全为客户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