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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谢CHIRP海事反馈中文版本的赞助者，他们是：大连海事大学和华林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欢迎来到最新版本的反
馈。我们的目标是提高所
有海员的安全，因此很高
兴本期包含有关散货船、
天然气和油轮、集装箱运
输船、渔船和游艇的报
告。虽然这些报告起初看
起来似乎没有多少相似之
处，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贯穿其中：风险接受。 

众所周知，海上作业比许
多其他职业更危险，但是
我们作为海员是否变得如
此接受风险，以至于我们
直接忽视它们？海员们是
否因为不相信自己可以挑
战风险而对风险麻木了，
或者说如果他们说出来，
什么都不会改变？

在我们关于木材运输船的
第一份报告中，我们调查
了为什么船员必须走在船

的栏杆上才能从船的一头
到另一头。在另一个案例
中，我们研究了为什么即
使天气条件不合适，一艘
船也要出坞。有时我们通
过重复接受风险，当一艘
豪华游艇转运艇在高速行

驶时搁浅就是这种情况，
因为在以前类似航线的 
运输中没有发生任何不良
事件。

但我们也报告了船员有时
确实发表观点，例如当一
艘液化天然气船的船员不
确定他们是否看到蒸汽
或烟雾从压缩机房中出来
时，船上发出了火灾警报。
我们还报告了一名港口操
作员，他意识到紧急命令
被忽视了并大声疾呼。

老读者们会知道，我们经
常报道引水梯的缺陷。为
了帮助避免将来的事故，
我们鼓励船舶采用我们在
本报告末尾发布的“引水
梯工作许可”表格。

别忘了！CHIRP在这里以
保密的方式接收您关心的
安全问题。欢迎来自商船
海员，休假海员或海事岸
上工作人员关于事件，事
故和未遂事故的报告。

CHIRP 编辑

风险接受 – 我们是否取得了正确的平衡？风险接受 – 我们是否取得了正确的平衡？

Adam Parnell
CHIRP海事主任

作为海员，我们是作为海员，我们是
否变得如此接受否变得如此接受
风险，以至于我们风险，以至于我们
再看不到它们？再看不到它们？



您有兴趣成为 您有兴趣成为 CHIRP  
海事大使吗？海事大使吗？

CHIRP 和航海研究所建立了大使计划，
以提高对我们事件报告规划的认识，并
鼓励提交事件、事故和未遂报告。

我们在世界各地寻求更多的志愿者大使
计划，特别是在中国、塞浦路斯、印度
尼西亚、菲律宾、西班牙和美国。

作为大使，您将加入一个国际海员网
络，他们也分享您对安全的热情，您将
很快获得对当前安全问题的广泛了解。

这些是您简历的重要补充，并提高了您
的就业能力。

我们可以一起促进整个海事部门“公
正”报告文化的发展，以改善安全成
果。成功大使的关键特质是对安全的热
情以及在同事和联系人中为 CHIRP 发
声的意愿。

如果这听起来像你，请联系我们讨论这
个机会 mail@chirp.co.uk

MARITIME

www.chirpmaritim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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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851

机器故障导致触碰机器故障导致触碰

初始报告初始报告
该船在干船坞完成大修后正在出坞。她计划出发之
前先到内锚地进行海上试航。该船处于非常轻的状
态，吃水深度为5米，干舷为17米。

甲板和机舱团队完成了出发前程序，但主机没有经
过测试。一个航程计划已经被制订，由船长交给了引
水员。三名船坞长也出席了会议。预计从左舷一侧会
有强风（风速27节，阵风风速高达35节）。

五艘拖船进行作业，其中两艘系在船头，一艘系在
船尾，另外两艘待命。主机设置为“备车”状态，船只
被拖船拉出船坞。当船只离开船坞时，船头的两艘拖
船被解掉，驾驶台下达车钟令“微速退”。主机未能
响应，由于强风，船只开始向右舷漂移。

其中一艘拖船被指示系在左舷并向左舷拉该船。系
在船尾的拖船没有被指示做任何事情，所以它没有
起到任何作用。

这艘船向一艘系泊的新建船方向漂移并最终与其发
生碰撞，该船以及附近的一些岸上设施都遭到了严
重破坏。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污染。不久
之后，第三艘拖船被系在船舶左舷，引水员能够操纵
船只行驶到指定的锚地。有关部门、船东和主机制造
厂商对此事故进行了调查，发现排气阀在干船坞中
没有得到适当的校准。

CHIRP评论评论：
对于大多数船员来说，进出干船坞是一项陌生的操
作。我们的海事顾问质疑，鉴于当时风力很强非，为
什么允许该船离坞，并询问这是否是由于商业压力？

三位船坞长和五艘拖船的存在表明事先已经制定了
计划。尽管如此，缺乏对可预见的事件（主机故障）
的协调响应表明应急响应计划缺失或不充分。大多
数拖船的推力可以比它们的拉力更强，但是三艘可
用的拖船没有被命令“推”以阻止强风引起的漂移。

尽管进行了重大维修，但主机在出坞前没有经过测
试，这是风险缓解方面的一个重大缺陷，并且反应了
在管理，监督和组织方面仍存在不小的缺陷。 

附近船只紧邻干船坞外的情况、岸上当时的风力情
况以及船舶失去控制的后果，均没有在事先进行风
险评估时被慎重考虑。此外，也没有考虑应急抛锚。

干船坞引水员应该坚持在出坞前对主机进行测试。
这是否在船长和引水员进行信息交换时提出？

与本报告相关的人为因素与本报告相关的人为因素
情景意识情景意识——具备集体情景意识需基于正式的风险
评估和采用商定的常规操作程序。它还依赖于每个
人要理解计划及其在计划中的角色，并知道如果出
现问题该怎么办（应急响应计划）。

能力能力——这次事件中的船员没有船舶离坞的近期经
验，不得不依靠三名船坞长。经验和能力的差异是
否使船员难以提出问题或疑虑？在为不常见的任务
编写风险评估时，您是否考虑“能力”？您的船如何
为“挑战”文化提供支持？

压力压力——即使天气条件不合适，离坞仍在继续。干
船坞通常已经订满，逾期停留可能在经济上代价高
昂。船长和船员是否感到压力，即使条件不安全，也
要离坞？ 

团队合作是情境性的：在熟悉的情景下表现出色的
船员在面对不熟悉的挑战时可能表现不佳。这需要
时间、领导力和开放的沟通。您的公司如何确保您的
团队准备好面对下一个任务？ 

培训培训——机组人员没有对机器故障做出适当的反
应。您是否定期对船舶进行机械故障操练？

M1979

不安全的通道！不安全的通道！

初始报告初始报告
一名引航员登上了一艘即将离港的木材船。无论是
原木上方还是周围都没有供人通行的安全步道。船
员只能在船舷周围的栏杆上保持平衡，或者爬过原
木来进入艏楼。没有一个船员穿着正确的个人防护
装备来安全地爬过原木，那些在船舷边保持平衡的
人有掉下船的风险。

引航员向船长提及了此事，并提醒当局注意这些重
大的安全漏洞。

CHIRP评论：评论：
国际海事组织的《木材甲板货运输船舶安全操作规
则》（2011TDC规则）适用于船长超过24米的木材运
输船。虽然它不是强制性的，但它提供了安全指导：

（2.8.2）“可能需要采取特殊措施，确保安全到
达货物顶部和穿越货物”和

（2.8.5）“应在货上装设一宽度不小于600毫米的
安全行走面”，并配一条救生索。

建议的个人防护用品是安全带和救生索以及合适的
安全鞋。（建议使用短靴和标准罩靴，以防止滑倒和
脚踝受伤）。

由于船舶面临商业压力，一旦货物装载完毕，就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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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航行，因此可能没有时间装设通往艏楼的安全通
道。这本应被视为船舶离泊风险评估的一部分，并
应提供可替代的安全措施，例如临时通道。CHIRP
以前曾收到过类似情况下发生的严重伤害的报告。

与本报告相关的人为因素与本报告相关的人为因素
文化文化——良好的安全文化是指采取一切合理措施消
除或降低风险的文化。如果这些步骤难以实施或需
要时间才能到位，那么就存在“安全冷漠”的真正危
险，我们不再“看到”风险。我们告诉自己“风险仅
是风险”，或者说服自己，我们正在承担的风险是“
可以接受的”。您的公司在哈德逊安全阶梯上的哪
个位置？

警报警报——船员本知道在舷墙栏杆上行走是危险的，
那么是什么阻止了船员指出这一点？他们是否觉得自
己有能力发出警报，还是害怕后果？如果您在船上
看到这种情况，您会发出警报吗？

压力压力——在压力下工作时，我们通常优先考虑完成
任务而不是保护自己的安全。

海员：你有没有感到有压力去做出不安全的行
为？您是否曾经在安全会议期间讨论过这些带来
压力的工作量？您可以做些什么来减轻由于工作
量带来的压力？

岸上指定人员：船上的管理人员（船长和轮机长）
是否承受了无意或故意的压力，迫使他们抄近路
以节省时间？你怎么知道？

习惯性做法习惯性做法——装载和系固木材货物是一项高风险
操作。如果您没有得到正确的个人防护用品，您会向
部门主管或通过公司热线提及此事？

M1794

LNG船压缩机房发生火灾？LNG船压缩机房发生火灾？

初始报告初始报告
双燃料柴油电动（DFDE）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夜
间在海上航行。凌晨4点左右，报告
人被火灾报警惊醒，全船

Pathological
who cares as long  
as we’re not caught

Reactive
safety is important, 
we do a lot every time 
we have an accident

Calculative
we have systems  
in place to manage  
all hazards

Proactive
we work on the  
problems that we  
still find

Generative
safety is how we do 
business round here

INCREASINGLY INFORMED

INCREASING TRUST

Figure 1: The Hudson  
Safety Ladder

公共广播通知压缩机房发生火灾，这是一个无人空
间（UMS）。

由于害怕发生爆炸，报告者穿戴了个人防护装备，并
在压缩机房外见到了管理级轮机员。他们俩顶着气
压差打开了舱室门。他们从门口没有发现任何明火
或烟雾的迹象，但也没有立即进入该舱室，因为两人
都不记得带便携式气体探测器。他们派人回去取探
测器。等送来探测器并确认没有可燃气体后，一个由
三人组成的灭火队戴着呼吸器进入舱室。灭火队对
舱室进行了彻底的搜查，最终证实没有火灾。

驾驶台团队确信他们已经看到火焰从压缩机房中冒
出来。三人灭火小组检查了相邻的电机室，确认没有
火灾。

应急队去了驾驶台，驾驶台团队告诉他们说他们看到
一团云雾从压缩机房的通风井传来。经过检查发现
此处较为温暖，因此应急队得出结论，是驾驶台团队
在黑夜中将蒸汽云团误认成了火焰和烟雾。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整艘船之前出现了断电情况，并
在火灾警报响起前几分钟才恢复电力。

该船继续航行，但发现火灾探测面板出现故障，气体
探测模式被关闭，因此无法识别火灾或气体泄漏。

CHIRP评论：评论：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电机室和压缩机房中使用惰性
氮气系统来隔绝空气/氧气和水蒸气，这可能会冻结
和损坏关键设备。它还有助于降低火灾风险。

多余的氮气通过压缩机房顶部的一个小型鹅颈式通
风筒排出，该通风筒可以从驾驶台看到。通常，氮气
释放量非常小，几乎不明显，但是在断电时，系统会
在突然间排出大量气体。这些气体温度极低，当它
在压缩机房顶部与大气相遇时，会导致水
蒸气凝结成看起来像烟雾的蒸
汽云团。



5
w

w
w

.chirpm
aritim

e.org
发行号发行号 67 67  |  June 2022

由于不间断电源（UPS）未工作，该船出现了失电情
况。断电触发了火灾报警，这进一步强化了压缩机房
出现火灾的感觉。

由于该船是新造的（大约一年前），并且最近才投入
使用，因此不间断电源的缺陷可能自船舶建造以来
就存在，但以前没有被发现。对现有的不间断电源测
试和检查制度进行审查是有益的，因为这将提高驾
驶台团队对失电导致的氮气系统的影响的认识，以
及让驾驶台团队了解到在失电后不久可能会看到暂
时的蒸汽爆发。

与本报告相关的人为因素与本报告相关的人为因素
情景意识情景意识——从深度睡眠中醒来的人在醒来后几分
钟内会感到昏昏欲睡和迷失方向。这阻碍了我们建
立情景意识的能力，并解释了为什么最初没有携带
便携式气体探测器。在这种情况下，手写的辅助记忆
的检查清单有时是有益的。

警报警报——驾驶台团队发出警报是正确的，因为他们
认为压缩机房发生火灾。

团队合作团队合作——该报告没有提到对船上每个人进行清
点，但这是紧急情况下的好做法。

训练训练——夜间应对紧急情况比白天更具挑战性。你
们在夜间进行过应急演习吗？

M1977

油轮与渔船的碰撞事故油轮与渔船的碰撞事故

初始报告初始报告
一艘满载的油轮航行在一片繁忙的水域，该水域以
商船和渔船数量众多而闻名。当时海况中等，风力
为5级，但能见度良好。驾驶员将雷达的发射波段设
置为X和S波段，对应的量程分别是6nm和12nm，该雷
达具备ARPA功能，且与ECDIS相连。

0449时，雷达显示距油轮1nm处有一个AIS目标，但值
班驾驶员和瞭望人员都无法通过望远镜看到任何东
西。不久之后，渔船上点亮了灯光。

值班驾驶员观察到渔船位于本船左舷船首处，并判
断出两船之间存在碰撞危险，CPA为0.01海里。

值班驾驶员反复用手提式摩尔斯灯向渔船发出闪
光，但渔船没有任何反应或行动。0504时，值班驾驶
员判断渔船没有采取任何避免碰撞的行动，于是下
令右满舵。0506时，渔船撞上了油轮的左舷。直到与
油轮相撞前，渔船一直处于保向保速的状态。没有证
据表明渔船正在从事捕鱼作业。

发生碰撞后，渔船短暂减速，然后又恢复了原来的航
向和航速。

0520时，值班驾驶员向船长报告了碰撞情况。船长立
即前往驾驶台，命令机舱备车，并开始检查渔船和本

船的状况。

0525时，船长接替值班驾驶员进行值班，并叫大副去
检查本船的破损情况。

船长持续观察这艘渔船大约30分钟，以确定她是否
受损以及是否需要任何帮助。油轮并未成功通过VHF
与渔船建立通信。但渔船似乎没有受到严重损坏，并
且仍继续保持航行。

0543时，船长使用紧急联系号码致电船舶运营公司并
报告了这一事件。油轮保存了VDR数据和ECDIS的屏幕
截图。同时根据公司规定对瞭望人员和值班驾驶员
进行了酒精测试，结果显示均为阴性（无酒精）。

事发后两船恢复航行，油轮船长向港口当局报告了这
一事件。在油轮抵港后，当地的保赔协会和船级社以
及船舶管理公司的海事主管都到场了。

调查结果显示油轮船体外板损坏，需要在约定的截
至日期前做一步检查和维修。

VDR回放显示，事故发生时附近水域的交通状况比
较清爽。在事故发生前，渔船在仅距油轮1海里处才
点亮航灯灯，之后一直保向保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来避免碰撞。

从VDR回放还可看出油轮的两部雷达都没有进行正
确地调谐——两部雷达的杂波都太多，这降低了雷
达探测微弱目标的效率。事发当时的能见度很好并
且没有下雨。此外，雷达上设定的CPA和TCPA的界限
与船长命令簿中的要求不同。

VDR验证了值班驾驶员使用手提式摩尔斯灯进行了
警告，但值班驾驶员并没有鸣放该船汽笛。

CHIRP评论：评论：
两艘船都未能保持正规瞭望，油轮驾驶员未能正
确调节雷达，使其在中等海况下难以探测到小型船
舶。而渔船起初未开启导航灯使得油轮更难以发现
她。AIS符号并不总是与雷达回波对齐——那么在渔
船点亮航行灯之前，瞭望人员和值班驾驶员是否是
在正确的位置寻找渔船呢？

油轮的值班驾驶员正确地使用了手提式摩尔斯灯来
吸引渔船的注意，但在当时也应该使用声响信号（5
短声），声响信号也会提醒本船船长现在有问题。

油轮的值班驾驶员初始按照避碰规则17条的要求正
确地保向保速航行，随后在渔船显然没有采取避让
行动时采取了“最有助于避碰”的行动。

CHIRP无法理解为什么值班驾驶员直到碰撞发生15
分钟后才通知船长——这非常不寻常。

值班驾驶员应在整个值班期间定期检查助航仪器的
设置，尤其是在天气或海况发生变化时，并利用视
距范围内的船只来确定雷达和AIS是否按预期进行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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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报告相关的人为因素与本报告相关的人为因素
能力能力——油轮上的值班驾驶员是否知道如何在当前
天气条件下正确设置雷达？船上的设备与值班驾驶
员接受培训时所使用的设备是否相同？在他们加入
驾驶台团队时是否有人向他们说明过这些设备的用
法，并且在他们第一次值班之前是否受到了船长或
大副的评估？您的船上是否有检查清单和备忘录来
帮助您设置驾驶台上的仪器设备？

渔船上的值班驾驶员是否了解他船在避碰规则下的
避让责任？渔船是让路船，但其没有采取避免碰撞
的行动。

沟通沟通——在这次事件中有几个无效的沟通手段。渔
船没有对VHF呼叫和灯光信号做出应答；油轮没有使
用声响信号来警告渔船。直到碰撞事故发生15分钟
后，油轮船长才被告知这件事。

习惯性做法习惯性做法——没有遵守船长命令簿上关于CPA的
要求。

情景意识情景意识——如果雷达和AIS仅能在近距离探测到目
标，这意味着油轮上的这些设备未能正常工作。值班
驾驶与按应在整个值班期间定期检查设备的设置，
尤其是在天气或海况发生变化时，并利用视距范围
内的船只来确定雷达和AIS是否按预期进行工作。

M1967

未遂事件——分心和超负荷工作未遂事件——分心和超负荷工作

初始报告初始报告
该船正在欧洲的一个石油码头卸货，使用三个泵
通过两个管汇将货油卸到岸上，管汇压力稳定在9 
bar。所有的操作通过码头专用的VHF频道进行沟通
协调。在当天早些时候的船岸卸货会议上，船上向大
副提供了手持式VHF无线电。会议上，船方和岸方均
对码头提供的书面操作程序进行了审查，这些程序
要求船方或岸方应通过下达“STOP STOP STOP”命
令来紧急停止当前操作。

1453时，码头方下达“STOP”指令想要执行紧急停
止。此时船方没有回应该命令。然而，船上的一名来
自码头的供货商质量工程师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并
于1454时口头下令“STOP STOP STOP”。大副听后按
下紧急停止按钮关掉了所有的泵。

事件发生时，大副、二副、供货商质量工程师、燃油
检验员和船舶供应商均在货物控制室(CCR)，由于他
们当时还在互相交流，因此很难听到VHF中的指令。

船上的内部通信也过饱和了，这些通信包括货物部
门与甲板部之间的通信、燃油供应船接近的信息等，
所有这些通信都通过一个公用的VHF频道进行发送
和接收。另外，这艘船还在上补给和备品，同时船上
正在进行年度船级检查、PSC检查和石油公司检查。

一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大副的工作量过大使他

无法保持有效的VHF值守，因此错过了最初的（措辞
不正确的）指令。然而，在供货商质量工程师的提示
下，大副做出了正确的反应。同样的，船长也因石油
公司检查和PSC检查而分心。

CHIRP评论：评论：
码头方下达的“STOP”命令与预先约定的程序有所不
同，该命令不会像“STOP”重复3次那样传达出同样的
严重性。而由于在货物控制室内发生了很多事情，噪
音水平和令人分心的其它对话都意味着该命令最初
被正在同时进行多项活动的船方忽略了。相比之下，
供货商质量工程师只关心卸油作业，因此分心程度较
低。他们意识到初始命令的意图，并使用预先商定的
正确格式转发了命令，这次立即得到了回应。

货物控制室是一个作业空间，有关管理和物流方面
的会议应该在其他地方举行。而这些会议之所以在
货物控制室举行，是因为每一个会议都需要船长或
大副参加，这分散了他们监督卸货的注意力。船舶运
营公司本可以合理地预见到这一点，但他们却将如
此多的任务交给船上的工作人员同时处理，从而损
害了船舶安全。

与本报告相关的人为因素与本报告相关的人为因素
分心分心——大副因货物控制室中的其他通信导致工作
量超负荷。重新安排其他会议将减少分心程度。

压力压力——认识到卸货作业期间不同寻常的工作量以
及预先计划的重要性，可以大大减轻相关作业人员
的压力。过大的工作量可能会导致人员超负荷工作
并错过一些重要的事情。缓解压力不是某一个人的
责任，而是一整个团队的责任。

M1969

高速航行的转运艇与海图上已标高速航行的转运艇与海图上已标
明的礁石相撞明的礁石相撞

初始报告初始报告
两名船员驾驶着一艘转驳艇向岸上驶去，以转运一
名从岸上休假返回的船员。舵工使用海图显示器沿
着当天早些时候制定的转运航线操纵船舶航行。考
虑到航线附近有两块突出于水线以上约50厘米的礁
石，故航线并未设计成一条直线。

在返回母船的途中，转驳艇船员一直在与他们刚刚
接到的休完长假返船的船员交谈。这使得他们在查
看海图显示器上有些分心，结果他们以大约15-18节
的速度撞到了礁石上。

转驳艇的舵工和水手都因撞击力而被甩出小艇，但
均未受伤。两人当时都穿着救生衣，并且由于舵工正
确地佩戴了“熄火绳”使得艇机关闭。被转运的船员
撞到了挡风玻璃上，肋骨受伤。

两名船员从水中爬回转驳艇，并用无线电告诉游艇
发生了什么事。转驳艇此时还能航行，所以船员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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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驾驶着她返回了游艇。当把转驳艇从水中吊起时，
船员们发现船体上出现了大洞和刮痕。

CHIRP评论：评论：
虽然这些礁石在白天可见，但在晚上它们没有被照亮
或被标记，甚至一些背景亮光也可能掩盖了它们的轮
廓。沿着之前在海图显示器上设计的航线航行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但是，由于缺乏视觉信息以及与返船船
员聊天，使得舵工在查看海图显示器上有所分心。

由于小艇船员的注意力被分散，他们很可能忘记了
礁石的存在，本能地沿直线向游艇航行。由于事发时
间是晚上，此时小艇的另一名船员无法接收到任何
能够表明小艇偏离了航线的视觉信息，因此他无法
提醒舵工重新回到计划航线上。除非在游艇上的船
员积极跟踪转驳艇动态，否则他们也无法向转驳艇
发出警报。

与本报告相关的人为因素与本报告相关的人为因素
分心分心——专注于航行安全与让你的眼睛和大脑专注
于船舶之外的事物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特别是
还要友好和细心地对待可能不了解让舵工分心的后
果的乘客和客人。

适任能力适任能力——夜间航行相比白天需要驾驶员掌握不
同的技能。组织定期培训十分必要，以使这些技能
实时更新。

安全文化安全文化——良好的安全文化会使舵工能够在出现
干扰时免受干扰带来的影响，并在每次航行开始前
组织一个简短的安全会议。

M1910

船舶沉没船舶沉没

初始报告初始报告
该船最近更换了管理公司，并安排了一个全新的驾
驶台团队来接班。在与交班船员进行短暂交接后，该
船以未装货的状态开始压载航行。交班船员告知接
班船员所有的双层底压载舱已满，边舱已打入60%至
65%舱容的压载水，合计大约80%的压载舱总容量已
被装满。接班船员相信了这些信息，但没有亲自去核
实压载舱的状态。

抵达某港后，有116个装货的TEU（相当于20英尺集
装箱）被装载到货舱内和甲板上，载重量约为1900
吨。船方没有改变压载状态，依然将压载水容量保
持在压载舱总容量的80%，并且没有对每个压载舱的
压载水容量进行核实。

随后船舶启程驶往下一个港口，并在开航前加注了一
定量的淡水。离港后不久，船舶遇到了季风和台风造
成的恶劣天气。由于船舶按照计划航线航行使得该
船在恶劣海况下出现了横风横浪的情况，导致船舶
剧烈横摇。之后事态逐渐严重，船舶向迎风浪一侧（
右舷）出现了大约25度的严重横倾，并且横倾角度迅
速增加到30度。

船长没有试图确定导致横倾的原因，而是发出了遇
险信号，并命令12名船员进入救生筏弃船。之后船员
们都被直升机安全地从救生筏上救出，并看到该船
现在横倾约45度。此时，所有在甲板上的集装箱都
还在原处，而且由于船员在弃船时没有关闭主机和
发电机，航行灯仍处于开启的状态。船员报告说船上
的设备或系统没有明显的故障，甲板上的集装箱也
没有移动。同时，船员们猜测货舱内的集装箱也没有
移动，因为集装箱在横向上排列得很紧，不可能有
明显的横向移动。

六天后，通过海上搜索行动发现这艘船仍然漂浮在
海上，并且向右舷横倾15到30度之间。甲板上的所
有集装箱都不见了，但舱口盖完好无损。 大约四天
后，一艘救援拖船抵达现场，但此时船舶已经沉没。
造成横倾和沉没的原因没有得到最终确定。船员没
有充分意识到预报的天气状况的严重性，因此没有
实施恶劣天气下的航行程序。

在没有任何其他显著因素的影响下，船舶出现严重横
倾的原因很可能与进水导致船舶稳性发生变化有关。

由于船员是在事故发生前三周登船，因此尚未核实每
个压载舱中的水量。船舶配载仪所计算出的离港前稳
性数值可能无法准确反映船舶的实际稳性状况。

船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确定船舶为何会出现横倾，
故船员亦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如果可能的话）。

船员在开航前不太可能对船舶有充分的熟悉。新的
船舶管理公司在接管船舶运营时，似乎对新船员提
供的支持和帮助很少。

CHIRP评论：评论：
船员们不仅对这艘船不熟悉，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
熟悉自己的职责。他们一再未能对压载舱水量进行
测量就是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他们共错过了四次
测量机会，分别是：新船员接班后、集装箱装载完成
后、加注淡水后以及进入恶劣天气区域之前。

船员必须要有时间来正确熟悉自己的职责（ISM规则
第6节）。此外，新上船的船员想要形成一个团队也需
要时间。如果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他们可能会更有信
心并会试图找出船舶横倾的原因，而不是立即弃船。
如果大副对稳性计算有信心，那么横倾15度虽然值
得注意，但并不一定是危险的。

管理公司有责任确保船上船员的安全，尤其是在船
舶进入可能会出现季风和台风的水域时更是如此。
这表明该公司没有充分评估在这种情况下安排新的
驾驶台团队操作不熟悉的船舶的风险。

恶劣天气下集装箱的丢失会减轻船舶上层重量并使
船舶稳性更好。最终船舶很可能是在发电机燃料耗
尽使得自动泵停止工作后沉没的。

除了本报告提及的安全影响外，压载水管理对于确
保压载水中的有害生物或病原体不会在港口之间出
现无意地转移也至关重要。



8
w

w
w

.c
hi

rp
m

ar
iti

m
e.

or
g

发行号发行号 67 67  |  June 2022

与本报告相关的人为因素与本报告相关的人为因素
情景意识情景意识——新船员不熟悉船舶及其设备，并依赖
来自不同公司的交班船员提供的信息。核实船舶状
况和适航性对于了解安全问题至关重要。在接管新
船时，公司是如何组织的？

能力能力——管理公司没有核实船员是否可以安全操作
船舶。

压力压力——船员没有足够的时间熟悉船舶。有关经济
效益的考虑是否优先于船舶和船员的安全？

文化文化——公司是否关心安全和它所管理的船员？你
会考虑为类似这样运作的公司工作吗？

M1910

船舶沉没船舶沉没

初始报告初始报告
该船最近更换了管理公司，并安排了一个全新的驾
驶台团队来接班。在与交班船员进行短暂交接后，该
船以未装货的状态开始压载航行。交班船员告知接
班船员所有的双层底压载舱已满，边舱已打入60%至
65%舱容的压载水，合计大约80%的压载舱总容量已
被装满。接班船员相信了这些信息，但没有亲自去核
实压载舱的状态。

抵达某港后，有116个装货的TEU（相当于20英尺集
装箱）被装载到货舱内和甲板上，载重量约为1900
吨。船方没有改变压载状态，依然将压载水容量保
持在压载舱总容量的80%，并且没有对每个压载舱的
压载水容量进行核实。

随后船舶启程驶往下一个港口，并在开航前加注了一
定量的淡水。离港后不久，船舶遇到了季风和台风造
成的恶劣天气。由于船舶按照计划航线航行使得该
船在恶劣海况下出现了横风横浪的情况，导致船舶
剧烈横摇。之后事态逐渐严重，船舶向迎风浪一侧（
右舷）出现了大约25度的严重横倾，并且横倾角度迅
速增加到30度。

船长没有试图确定导致横倾的原因，而是发出了遇
险信号，并命令12名船员进入救生筏弃船。之后船员
们都被直升机安全地从救生筏上救出，并看到该船
现在横倾约45度。此时，所有在甲板上的集装箱都
还在原处，而且由于船员在弃船时没有关闭主机和
发电机，航行灯仍处于开启的状态。船员报告说船上
的设备或系统没有明显的故障，甲板上的集装箱也
没有移动。同时，船员们猜测货舱内的集装箱也没有
移动，因为集装箱在横向上排列得很紧，不可能有
明显的横向移动。

六天后，通过海上搜索行动发现这艘船仍然漂浮在
海上，并且向右舷横倾15到30度之间。甲板上的所
有集装箱都不见了，但舱口盖完好无损。 大约四天
后，一艘救援拖船抵达现场，但此时船舶已经沉没。
造成横倾和沉没的原因没有得到最终确定。船员没

有充分意识到预报的天气状况的严重性，因此没有
实施恶劣天气下的航行程序。

在没有任何其他显著因素的影响下，船舶出现严重
横倾的原因很可能与进水导致船舶稳性发生变化
有关。

由于船员是在事故发生前三周登船，因此尚未核实每
个压载舱中的水量。船舶配载仪所计算出的离港前稳
性数值可能无法准确反映船舶的实际稳性状况。

船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确定船舶为何会出现横倾，
故船员亦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如果可能的话）。

船员在开航前不太可能对船舶有充分的熟悉。新的
船舶管理公司在接管船舶运营时，似乎对新船员提
供的支持和帮助很少。

CHIRP评论：评论：
船员们不仅对这艘船不熟悉，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
熟悉自己的职责。他们一再未能对压载舱水量进行
测量就是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他们共错过了四次
测量机会，分别是：新船员接班后、集装箱装载完成
后、加注淡水后以及进入恶劣天气区域之前。

船员必须要有时间来正确熟悉自己的职责（ISM规则
第6节）。此外，新上船的船员想要形成一个团队也需
要时间。如果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他们可能会更有信
心并会试图找出船舶横倾的原因，而不是立即弃船。
如果大副对稳性计算有信心，那么横倾15度虽然值
得注意，但并不一定是危险的。

管理公司有责任确保船上船员的安全，尤其是在船
舶进入可能会出现季风和台风的水域时更是如此。
这表明该公司没有充分评估在这种情况下安排新的
驾驶台团队操作不熟悉的船舶的风险。

恶劣天气下集装箱的丢失会减轻船舶上层重量并使
船舶稳性更好。最终船舶很可能是在发电机燃料耗
尽使得自动泵停止工作后沉没的。

除了本报告提及的安全影响外，压载水管理对于确
保压载水中的有害生物或病原体不会在港口之间出
现无意地转移也至关重要。

与本报告相关的人为因素与本报告相关的人为因素
情景意识情景意识——新船员不熟悉船舶及其设备，并依赖
来自不同公司的交班船员提供的信息。核实船舶状
况和适航性对于了解安全问题至关重要。在接管新
船时，公司是如何组织的？

能力能力——管理公司没有核实船员是否可以安全操作
船舶。

压力压力——船员没有足够的时间熟悉船舶。有关经济
效益的考虑是否优先于船舶和船员的安全？

文化文化——公司是否关心安全和它所管理的船员？你
会考虑为类似这样运作的公司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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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事故——船员被锅炉蒸汽 致命事故——船员被锅炉蒸汽 
烫伤烫伤

初始报告初始报告
抵达港口后，轮机值班人员发现主机废气涡轮增压
器泄放管漏水。轮机长怀疑泄漏来自锅炉，并下令关
停锅炉，以便在当天上午晚些时候的正常工作时间
内对其进行检查和维修。

大约五小时后，在对进入锅炉空间采取的所有安全
措施感到满意后，大管轮和铜匠从底部人孔门进入
锅炉空间。

他们发现了一个泄漏的炉管，通过从底部和顶部两
端塞入堵头将该炉管盲死，以便重新启动锅炉。当大
管轮从底部人孔门离开锅炉时，塞入的堵头连同炉
管的一小段断裂部分脱落了，导致锅炉汽包的热水
和蒸汽吞没了正要离开的铜匠，致其当场死亡。

调查发现，对锅炉维护的风险评估是不充分的，因
为没有识别出所有的危害，也没有评估相关的风险。
锅炉没有泄压，也没有排污，透气口也没有打开来查
看是否已经减压。调查还得出结论，大管轮的疲劳可
能是一个促成因素。

疲劳在船员中普遍存在——令人遗憾的是，STCW公
约允许每周工作98小时——因此，船舶管理层有责
任确保船员在执行危险任务之前得到充分休息。

CHIRP评论：评论：
锅炉里的水没有被排污，蒸汽也没有排出。这使执行
工作的轮机员面临单点故障。如果通过两个阀将锅
炉隔离不可行，则应将整个系统减压和通大气。尽管
在维修团队进入锅炉前过去了5小时，但锅炉或其周
围的管道很可能处于“热”状态。轮机员经常面临修
复缺陷的压力，以便船舶尽快准备好航行。这种时间
压力可能会导致损害安全程序。

因为一根炉管已经发生故障，谨慎的做法是假设
其他管子也处于同样脆弱的状态，直到证明并非如
此。风险评估应考虑到这一点。

疲劳在船员中普遍存在——令人遗憾的是，STCW允许
每周工作98小时——因此，船舶管理层有责任确保船
员在执行此类危险任务之前得到充分休息，然后提供
支持，以便必要的安全措施（如系统泄压）不会遗漏。

与本报告有关的人为因素：与本报告有关的人为因素：
疲劳疲劳——报告提到大管轮可能已经出现疲劳迹象。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个任务？疲劳的
一个常见表现是铤而走险，而不是质疑不安全的状
况。更长时间休息的人可以完成这项工作。

文化文化——如果在安全方面存在良好的公司文化，那
么这种操作就会被认为是不安全的。你的公司在哪
一安全等级？

团队合作团队合作——鼓励船上健康的“挑战/质疑”文化。
这能降低此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情景意识情景意识——如果进入锅炉的轮机员意识到任何水
管和相关管道的故障都会杀死他们，他们会进入锅
炉吗？

CHIRP洞察

为了引航员和自引自靠的船长有效为了引航员和自引自靠的船长有效
使用拖轮使用拖轮
作者：Arie Nygh船长作者：Arie Nygh船长

我51年的职业经历包括30年的拖轮行业经验，担任
过全回转拖轮船长、培训船长、操作经理和拖轮行业
顾问。在此过程中，我创立了SeaWays Consultants 
(SC)（总部位于澳大利亚）和SeaWays Global (SG)（
总部位于英国）两家咨询公司。SC和SG已为全球约60
家拖轮公司培训了2,000多名拖轮船长。

我提到了我的拖轮行业资质，以证明SeaWays最初开
发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为了引水员和自引自靠的船长
有效使用拖轮”的原因。在全球100多个港口工作、
培训和评估后，很明显，引水员在安全和有效使用拖
轮的知识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上面提到的研讨会旨在解决这一不足，现已惠及全
球650多名引水员。我们绝不会试图告诉引水员如何
引航；相反，我们的目标是根据培训拖轮船长的专业
知识，来告知和教育引水员，让他们了解专业引水员
应该了解的不同拖轮的能力，以及他们能做什么和不
能做什么，来协助引水员完成手头的任务。

正如我们所知，一夜之间，COVID改变了世界以及我
们开展业务的方式，尤其是在海运业。这激励我将
我们的研讨会转变为在线远程学习形式。在这个长
达一年的项目中，我也借此机会改进和开发了内容。
这包括在拖轮现场视频记录拖轮如何响应引水员命
令，以独特的视角了解引水员何时下达命令、拖轮响
应的方式和原因以及响应时间。然后，我将课程草
案发送给全球六位备受尊敬的知名资深引水员，以
审查和评阅这些课程。他们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随后
被纳入课程。

现在，引水员或船长，无论他们驻地在哪里，都可以
按自己的时间和节奏经济、高效地参加这一船级社
（NK船级社）认可的课程。

从个人在实船、模拟器和课堂的经验来看，许多引水
员距离深入了解拖轮以及如何最好地、安全有效地
使用它们还存在令人担忧的差距。鉴于不断发展的
新拖轮和设备设计，这种差距还在扩大；本课程旨在
缩小这一差距。

拖轮和拖轮船长被认为是引水员驾驶台资源管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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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重要延伸。就我而言，鉴于引水员面临的语言障
碍和船上能力方面的挑战，我认为拖轮船长是引水
员驾驶台资源管理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特定港口精心挑选的拖轮和经过适当培训的拖轮
船长，可以极大地支持引水员进行安全的日常操作，
并在出现问题时帮助拯救船舶。此外，拖轮船长通
常可以识别出事情何时无法按计划进行，或者事故
即将发生。拥有适当的引水员和拖轮船长标准操作
程序（SOPs），包括通信协议，各方之间的“共享心
智模型”是众所周知的。共识是引水员驾驶台资源管
理团队的一个关键方面；因此，向引水员传达对共同
责任的关切可以增强操作安全性。

这似乎都是合乎逻辑的，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虽然
许多港口都有显著改善，但我仍然看到沟通不畅和
文化问题，拖轮船长感觉很难或没有能力向引水员
提供反馈。

我目睹了引水员命令拖轮进行他们（拖轮或拖轮船
长）不打算做的机动操纵。相反，引水员没有充分利
用拖轮，因为他们不了解拖轮能做什么！

例如，理解：

• 第2代Z型传动全回转拖轮(ASD)可以轻松完成第1
代ASD完全无法做到的事情。

• 拖轮可以以什么速度摆正并以什么速度工作？这
可以从小于2节到大于6节不等，具体取决于特定
类别拖轮的设计。

• 为什么引水员知道并理解拖轮的绞盘能做什么和
不能做什么很重要（差异很大，将影响拖轮船长
如何响应命令，以及执行所请求的任务需要多长
时间）。

• 为什么一艘船以相对较高的速度（8～10节）通过
狭窄水道时，在船尾中心系着一个护航拖船，有
大约30秒的时间来正确响应引水员的命令，以应
对船舵失灵？（根本没有时间留给沟通不畅、模棱

两可或不适任）。
• 在许多港口，引水员是关于拖带业务方面的内部专

家。他们必须对他们控制的拖轮有详细的了解，以
确保可以有效、安全地使用它们。

• 以上所有内容更适用于自引自靠的船长，他们在
许多情况下仅在环境条件极端恶劣时才使用拖
轮。因此，公平地说，他们不一定完全熟悉拖轮在
极端需要时的使用和命令。这会增加人员、环境、
第三方财产及其船舶（包括拖轮）的风险。

在线远程学习在线远程学习
SeaWays的在线远程学习模块包括20节课，每节课大
约25分钟。在进行课程时，参与者可以根据需要使
用其唯一密码多次登录和注销。

这些课程分为两个模块，是由ClassNK船级社认 
可的。

• 模块 1 – 港口拖航。
• 模块 2 – 主动护航和动态辅助。

每个模块包含大约20节课，其中包括：

白板上的信息；

• PPT演示文稿；
• 独特的视频片段是在拖带操作期间，在拖轮现场

视频记录拖轮如何响应引水员命令；
• 网站文章的相关链接；
• 涵盖课程内容的可下载PDF文件；
• 多项选择题和答案，以进行学习效果验证；
• 完成每门课程的结业证书。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在线学习网站：
https://schoolways.thinkific.com

或直接给我发电子邮件：
MD@seaways.net.au

The Corporation of  
Trinity House

Lloyd’s Register  
Foundation

TT Club Mutual  
Insurance Ltd

The TK Foundation

Intertanko The UK P&I Club Witherbys Seafarers UKSeafarer’s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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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RP定期发表有关引水员登船
安全问题的文章，尤其是引水梯和
组合梯的安全构造。遗憾的是，事
件的数量并没有减少。CHIRP想
向我们的读者提供一份建议的工
作许可检查表，以提高对该问题

的安全意识，我们希望所有负责
任的航运公司都将其视为安全管
理体系的一部分。

PtW检查表必须由负责人员核对是
否正确，并要求船长给予最终许

可，以允许引水员登离船。

使用PtW检查表，船员将承担更大
的责任，以确保参与这一关键船
舶操作的每个人安全地执行引水
员登离船安排。

负责引水员登离船安排的高级船员使用的工作许可检查表（PtW检查表）负责引水员登离船安排的高级船员使用的工作许可检查表（PtW检查表）

• 负责引水员登离船的高级船员通过无线电与驾驶台建立联系；
• 检查船舶速度和天气状况，以便安全地布放引水梯和舷梯；
• 完成所有检查后，负责人向驾驶台确认。

Freeboard:  .....................................................................................................................................................................................................

必须检查的项目必须检查的项目

根据引水梯规定，引水梯和组合梯布置必须符合Solas V Reg 23 IMO Res A.1045(27)的要求根据引水梯规定，引水梯和组合梯布置必须符合Solas V Reg 23 IMO Res A.1045(27)的要求 Checked

船员穿着正确的个人防护设备（PPE）用于系固和解开引水梯或舷梯

在舷梯上工作或降低/升起引水梯时，船员应佩戴安全带和救生衣以布置引水梯和舷梯。安全带
和救生衣通过防坠器系固在工作平面以上的一个系固点

安全带和救生衣正确固定，包括腿带和胸带，并由另一名船员检查

照明足以保证在该区域安全工作和用于引水员登乘

引水员登乘区提供自亮救生圈

引水员登乘区有一条浮绳

引水梯状况良好：
• 没有松动的三角木
• 没有损坏或不平整的踏板
• 边绳和扶手绳状况良好
• 引水梯已正确固定

舷梯滑轮和钢丝状况良好：
• 钢丝没有扭结，并且
• 已牢固固定

舷外已检查清楚，可降低舷梯或将引水梯降低到正确的高度舷梯平台在水线以上至少5m处

所有栏杆和平台安全销均已牢固就位，支柱和安全绳已正确固定

引水员的登乘安排已经过负责人员检查，可以安全使用

船长被告知已进行所有检查

船长批准引水员可以登乘并记录在航海日志中

可以看到铭牌上显示的引水梯制造日期

舷梯钢丝绳的更换日期

表的背面是IMO Res A. 1045(27)的具体要求。表的背面是IMO Res A. 1045(27)的具体要求。

引水梯工作许可（PtW）检查表引水梯工作许可（PtW）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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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报告什么？
可以报告与安全相关的事
故或事件，这些事故或事件
可能涉及：
• 报告者自身
• 报告者所服务的机构或船舶
• 他人
• 与报告者打过交道的机构

事故/事件可能包括：
• 失误
• 个人表现
• 监管方面
• 不安全的行为或设计

我不能报告什么？
• 与安全无关的事故或事件
• 涉及性格冲突的事件
• 劳资关系和/或雇佣条款和条件

问题

我什么时候可以报告？
• 当您对所要报告的事情很担心并

希望保护您的身份时（请注意，
不接受匿名举报）

• 当您希望他人能够从重要的“经
验教训”中有所收获时

• 当其他的报告程序不适合您或不
可用时

• 当您已用过公司/监管报告程序
而未解决问题时

我该如何报告？
报告者可通过以下方式报告：

电子邮箱：reports@chirp.co.uk

网站：www.chirp.co.uk

电话：+44 (0) 1252 378947

MARITIME

CHIRP 海事 –  海事 –  
海员之声海员之声

CHIRP是谁，他们在做什么
CHIRP（事故保密报告机构) Charitable Trust 自
2013年以来为全球海员提供了一个完全独立和保
密的安全报告体系，这是对它自2003年以来向英
国航空业提供的报告系统的补充。通过发布我们
对收到的事故和险情报告的分析，我们提高了人
们的安全意识，同时我们一直致力于联合海运业
的所有部门改善海上安全。

CHIRP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事故报告机构是对现有的法定报告系统、
公司报告系统或其他组织的报告系统的一个补充
（但不取代），让那些觉得自己无法发表意见或
觉得他们的担忧没有被听到的海员发表意见。我
们为海员发声，并且只服务于为全球海运业和英
国航空业所雇用或与之相关的个人，为他们加强
安全性。

保密报告
报告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 (www.chirp.co.uk) 或邮
箱 (reports@chirp.co.uk) 在线提交。

报告者的身份是保密的。一旦我们从报告者那里
收集到了足够的详细信息，我们就会删除报告者
的个人详细信息，这样无论是我们或其他任何人
都无法识别报告者的身份。任何照片或其他信息
均已删除所有能够识别出身份的细节，并且这些
信息只有在获得报告者的同意后才能公布。

信息共享
CHIRP以海员最常用的语言（包括英语、中文、菲
律宾语、印度尼西亚语和其他几种语言）通过网
站、社交媒体以及在其《海事反馈》出版物中发
布事故调查结果和其他重要信息，以让更广泛的
受众了解情况。订阅 mail@chirp.co.uk 以确保您不
会错过任何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