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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总部相关处室、各分社/办事处并转船公司

经修订的《进入船上封闭处所建议案》
-转发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海事通告 SOL 052 号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海事主管机关近期向船东、船舶经纪人&管理人、船
籍国验船师、船级社下发海事通告 SOL 052 号，提供了经修订的《进入船上封
闭处所建议案》和相关注意事项。
我社审核员应注意，根据规定海员应进行关于封闭处所安全的适当培训，
包括熟悉识别、评估和对进入封闭处所的相关危险进行控制的船上程序。至少
每隔两个月进行一次封闭处所进入和营救演习，以确保海员熟悉要采取的措施。
具体要求详见附件。现予转发，望遵照执行。

附件：
（1）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海事通告SOL 052中文译文，共23页
（2）St.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Circular N°SOL 052，共21页

中文翻译如有歧义，以英文原文为主。本通函在实施过程中如有任何疑问，请与
总部：认证处 联系。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海事管理局
SOL 052 号通告
经修订的《进入船上封闭处所建议案》
致:

船东、船舶经营人&管理人、船旗国验船师、船级社

适用于:

所有船舶

生效日期:

本通函发布之日

2012 年 8 月 27 日
国际海事组织（IMO）通过了决议 A.1050(27)经修订的《进入船上封闭处所
建议案》。使用经修订的建议案取代决议 A.864 (20)。
根据国际安全管理（ISM）规则第 7 款的要求，公司应确保船上的关键操作
中包含进入封闭处所的程序。
公司应确保进行风险评估以识别船上所有的封闭处所。风险评估应定期进
行，以确保评估的持续有效性。应根据情况的变化定期进行识别封闭处所的风险
评估。
应对适任和负责人员进行关于封闭处所危险识别、评估、控制措施和消除的
培训。
海员应进行关于封闭处所安全的适当培训，包括熟悉识别、评估和对进入封
闭处所的相关危险进行控制的船上程序。
要求至少每隔两个月进行一次封闭处所进入和营救演习，以确保海员熟悉要
采取的措施。
船东对船舶安全管理体系进行内审时应核查在实践中是否遵守已制订的程
序。
进入封闭场所前，应获得以下稳定读数：
●

使用测氧仪测量氧气含量达到 21%；

●

如果初步评估确定处所内可能存在可燃气体或蒸气，经适当精度的可燃气
体测试仪测量，其含量不超过可燃下限（LFL）的 1%；

●

暴露在有毒蒸气或有毒气体中，读数不超过职业暴露限值（OEL）*的
50%。

如果不能达到上述条件，应继续对处所进行通风，并且在适当间隔后对处所再次进
行检测。在进行任何的气体检测时，应停止对封闭处所的通风，并在此环境状态稳定后
进行，以便于获得准确的读数。
要求船东充分考虑 IMO 经修订的指南，并确保其安全管理体系(SMS) 中关于进入封
闭处所的程序和检查表反映了新的建议案。
本通函附录：

A.1050 (27);以及
MSC.1/Circ.1401

* 应当指出的是，职业暴露限值（OEL），包括允许暴露限值（PEL）、最大容许浓度（MAC）和
阈限值（TLV）或任何其他国际公认的术语。

E

大会第27次会议议程９

A 27/决议.1050
2011年12月20日
原件: 英文
决议A.1050(27)
于2011年11月30日通过
(议程９)
经修订的《进入船上封闭处所的建议案》

大会，
忆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第15（j）条，大会在海事安全法规和指南方面的职能；
还忆及通过决议A.864（20），对《进入船上封闭处所的建议案》的采用，合并了对进入
货物处所、液货舱、泵舱、燃油舱、隔离空舱、箱形龙骨、压载舱以及类似封闭处所的
建议案，
考虑到密闭舱室气体环境的缺氧、富氧、有毒或者易燃性的特征，已连续的造成进入处
所人员的伤亡，
意识到国际劳工组织、政府和私营经济的各个部门要在这种状况下开展工作，
考虑到海上安全委员会在第 89 次大会中做出的建议案，
1.

通过了本决议附件中，经修订的《进入船上封闭处所的建议案》。

2.

提请政府使船东、船舶经营人和海员重视附件中经修订的建议案，并敦促他们在
所有适用船舶上予以实施；

3.

要求海上安全委员会根据必要情况对该建议案进行评审和修正；

4.

撤销决议 A.8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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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经修订的《进入船上封闭处所的建议案》
前言
本建议案的目的旨在鼓励实施安全程序，以防止船上人员由于进入缺氧、富氧、含有易
燃和/或有毒气体的封闭处所而造成人员伤亡。
通过对已发生的伤亡事故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船上发生意外不是因为缺
乏指导，而是因为不够了解，或者忽视了采取预防措施的必要性所致。
下列实用性建议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船舶，并为船舶经营人和海员提供了指导。应注意的
是，在船上进入封闭处所的机会也许很少，例如在某些客船或小型杂货船上，危险并不
是那么明显，因而更需要提高警惕。
本建议案是为了补充国家法律或法规，采纳了一些现有的适用于特定贸易、船舶或船舶
经营方式的标准或特定程序。
在特定情况下，某些建议可能不适用。这种情况下，应努力研究这些建议的含义，并注
意可能产生的风险。
1.

引言

任何封闭处所内的气体都可能是缺氧的或富氧的和/或含有易燃和/或有毒气体或蒸气。这
种不安全空气也可能会出现在先前认为是安全的处所之中。毗邻已知的危险处所，也有
可能出现不安全空气。
2.
2.1

定义

封闭处所是指有下列特点之一的处所：
.1

开口，仅限于出入口；

.2

通风不足；以及

.3

非设计为连续有人工作的处所。

还包括但不限于：货舱、双层底、燃油舱、压载舱、货泵室、货物压缩机室、隔离空
舱、锚链舱、空舱、箱形龙骨、保护层间处所、锅炉、发动机曲拐箱、发动机扫气箱、
污水柜和相邻处所。本列表并不详尽，应根据每艘船舶的自身情况识别封闭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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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邻处所是指通常情况下，不用于放置货物的未通风舱室，但可能和封闭处所有
相同的空气环境特征，例如但不限于货舱通道。

2.3

适任人员是指具备足够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对处所内当前或随后出现危险
空气的可能性做出合理评估的人员。

2.4

责任人员是指被授权允许进入封闭处所并对船上制订和需要遵守的、以确保可以
安全进入此处所的程序有充分了解的人员。

2.5

协调员是指在安全管理系统内经过适当培训，在进入封闭处所时进行守护，同进
入处所的人员保持联系并在发生事故时启动紧急程序的人员。

3.

进入封闭处所的安全管理

3.1

公司应全面实施安全策略以防止在进入封闭处所时发生意外。

3.2

根据国际安全管理（ISM）规则第 7 款的要求，公司应确保有关人员和船舶安全
的关键操作中包含有进入封闭处所的程序。

3.3

公司应详细说明程序性的实施计划，提供在此类处所内使用空气检测仪器的培
训，以及船员在船上进行定期演习的计划。

3.3.1. 适任人员和责任人员应按照主管当局认可的标准，接受在封闭处所内的危险识
别、危险评估、危险测量、危险控制和消除的培训。
3.3.2. 根据实际情况，船员需接受在封闭处所内的安全培训，包括熟悉进入封闭处所的
危险识别、危险评估和危险控制有关的船上程序。
3.4

由公司对船舶安全管理体系进行的内部审核和由主管当局进行的外部审核，应核
查在实践中是否遵守已制订的程序，并且这些程序是否符合 3.1 中的安全策略。

4.
4.1

风险评估
公司应确保进行风险评估以识别船上所有的封闭处所。风险评估应定期进行，以
确保评估的持续有效性。

4.2

为确保安全，适任人员应经常对将要进入的空间中的任何潜在危险做出初步评
估，应考虑到之前运载的货物、处所的通风、处所的涂层和其它相关的因素。 适
任人员的初步评估中需判定出现缺氧、富氧、易燃或有毒空气环境出现的可能
性。适任人员需谨记对于相邻连接处所的通风措施不同于封闭处所的通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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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应在初步评估的基础之上决定检测处所内空气以及进入此处所的程序。这取决于
初步评估是否表明:

4.4

.1

对进入封闭处所人员的健康和生命有微小的危险；或

.2

没有立直接的健康和生命危险，但在处所内工作期间可能会产生风险；或

.3

已确认对健康或生命构成危险。

当初步评估显示会对健康或生命构成微小的危险或在处所工作过程中可能会产生
危险时，应适当采取第 5、6、7 和 8 部分中所述的防范措施。

4.5

如果初步评估发现需要进入的处所会对生命或健康构成危险，则需遵守第 9 部分
中所列的附加防范措施。

4.6

在评估过程中，除非能够确实证明是可以安全进入的，否则应假定即将进入的处
所存在危险。

5.
5.1

进入许可
未经船长或指定责任人员批准，以及未采取针对特定船舶设定的相应安全措施
时，任何人不得打开或者进入封闭处所。

5.2

进入封闭处所前应作计划，建议采用进入许可制度，其中可包括使用检查表。 进
入封闭处所的许可证需要由船长或指定责任人员签发，而且拟进入封闭处所的人
员应该在进入前获得。附件中提供了一份进入封闭处所许可证的样本。

6.

一般预防措施

6.1

无需进入时，通向封闭处所的门和舱口应始终锁闭防止进入。

6.2

当打开封闭处所的门或舱口盖来提供自然通风时，可能会错误地暗示人员以为里
面的空气环境是安全的，因此可以在入口处安排协调员或者使用机械式障碍物，
如用绳子或铁链拦在入口处并悬挂警告标识，以防止意外进入。

6.3

船长或者责任人员在确定可安全进入封闭处所时，应确保：
.1

通过评估确定了潜在的危险，尽可能进行了隔离或消除；

.2

该处所已经通过自然方式或机械方式彻底通风，排出了所有有毒或易燃气
体，并确保在整个处所内有足够的氧气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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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经过正确校准的仪器进行检测后，处所内的氧气水平经测试显示正
常，处所内部的易燃或有毒蒸气的水平都达到了可以接受的程度；

.4

处所设有安全保护，可以进入，并有良好的照明；

.5

对在进入封闭处所期间各方所使用的通讯系统，已进行了商定和测试；

.6

有人员进入封闭处所时，应该在入口处安排一名协调员；

.7

处所入口处的救援和急救设备已安排到位，同时也应商定好救援计划；

.8

进入人员需正确着装并带好装备，以便于进入并完成后续任务；以及

.9

取得经签发的进入许可证。

第.6 和.7 中的防范措施可能不适用于本节所描述的所有情况。获得授权进入的人员应确
认是否有必要在处所的入口处安排协调员以及配备救援设备。
6.4

只有接受过培训的人员才能被指派进入封闭处所，或者承担协调员或救援小组成
员的职能。应对担任救援和急救职责的船员进行救援和急救程序方面的定期训
练。训练至少应包括：
.1

识别进入封闭处所后可能会面临的危险；

.2

进入过程中，由于暴露在危险状态中，能识别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的迹
象；

.3
6.5

对进入封闭处所人员所需防护装备的了解。

在使用前，应对所有与进入封闭处所相关的设备进行检查，并确保其处于良好工
作状态。

7.
7.1

空气检测
对封闭处所内空气的检测需使用经准确校准的设备，并由经过培训的人员进行操
作。应严格遵守生产厂家的使用说明。检测应在人员进入封闭处所前进行，并在
其后定时检测，直至所有工作完成。如合适，应在处所的不同层面进行空气检
测，以便得到处所内有代表性的气体样本。在某些情况下，不进入处所内部会很
难对整个处所的空气进行全面检测（如梯道的底部）。因此，在评估人员进入封
闭处所的风险时，要将此类情况考虑在内。可以考虑在封闭处所内使用可以达到
远端的软管或固定的取样线，这些工具可以实现在不进入封闭处所的情况下，进
行安全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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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进入，应获得以下所需数据的稳定读数：

7.2

.1

使用氧气含量计测量氧气体积百分比达到 21%；
注意：国家要求将决定安全的空气读数范围。

.2

如果初步评估确定处所内可能存在可燃气体或蒸气，经适当精度的可燃气
体测试仪测量，不超过可燃下限（LFL）的 1%；

.3

暴露在有毒蒸气或有毒气体中，读数不超过职业暴露极限（OEL）*的
50%。

如果不能达到上述条件，应继续对处所进行通风，并且在适当间隔后对处所再次进行检
测。
7.3

在进行任何的气体检测时，应停止对封闭处所的通风，并在此环境状态稳定后进
行，以便于获得准确的读数。

7.4

如果初步评估认定处所内存在有毒气体和蒸气，需使用固定式或便携式的气体或
蒸气测试设备进行适当的检测。根据第 7.2 段的要求，通过设备得到的读数，应
低于公认的国家或国际标准中给出的有毒蒸气或气体的职业暴露极限*。应当注意
的是，对易燃性或氧含量的检测，不能作为有毒性测量的检测方法，反之亦然。

7.5

需要强调的是，处所内部的结构、货物、货物残余和储罐涂料也可能会造成缺氧
区域的出现，应对此始终保持警惕，即使是经过检测可以进入的封闭处所。这种
情况尤其可能会发生在通风进出口都被结构件或货物堵塞的处所内。

8.
8.1

进入封闭处所后的预防措施
处所内有人员进入时，应经常对空气进行检测，并在状况发生恶化时提示处所内
的人员离开。

8.2.

*

应当为进入封闭处所的人员提供经校准的、试验合格的多种气体测试仪，用以在

需要的情况下来监控氧气、一氧化碳和其它气体的含量。
8.3.

在人员进入处所后以及在人员临时休息期间，应持续对处所进行通风。休息过后
再次进入时，应再次对空气进行检测。如果通风系统发生故障，处所内的所有人
员必须立即离开。

应当指出的是，职业暴露限值（OEL），包括允许暴露限值（PEL）、最大容许浓度（MAC）和阈限值（TLV）
或任何其他国际公认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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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在处所内进行管道和阀门作业时，要特别引起注意。如果工作过程中情况发生变
化，应增加空气检测频率。可能出现的情况变化包括气温升高、使用氧燃料火
炬、移动设施、在封闭处所内可能会产生蒸气的工作、工作间歇，或者在工作进
行期间船舶进行压载或平仓操作。

8.5.

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在救援到达并对现场情况进行评估、确保可以安全进入处所
来实施救援之前，任何在场船员不得进入此处所。只有训练有素和装备完善的人
员可以在封闭处所内从事救援工作。

9.
9.1

进入已知或怀疑空气不安全的处所的附加注意事项
人员拟进入的未经检测的处所均被视为非安全场所。 如果怀疑封闭处所的空气或
已确认为不安全，则仅在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才能安排人员进入。进入
的目的只为实施进一步的检测、必要操作、保证生命安全或船舶安全。进入处所
的人员数量应为执行相应工作所需要的最低数量。

9.2

只有接受过设备使用培训的人员，在配备了适宜的呼吸器的情况下，例如空气管
线式或自给式，才允许进入此处所。不应使用空气净化呼吸机，因为这种设备需
要利用处所内部的空气，不能提供独立的清洁空气。

9.3

应当为进入封闭处所的人员提供经校准的、试验合格的多种气体测试仪，用以在
需要的情况下来监控氧气、一氧化碳和其它气体的含量。

9.4

应穿戴救助护具，除非不可行，也应使用救生绳。

9.5

应穿戴适宜的防护服，特别是当进入处所内部的人员的皮肤或眼睛存在接触有毒
物质或化学品的风险时。

9.6

上述 8.5 段中给出的有关紧急情况下的救援操作建议和本章节内容紧密相关。

10. 与特定类型船舶或货物有关的危险
10.1

包装形式的危险货物

10.1.1.

任何载有危险货物处所内部的空气都有可能会对进入人员的健康和生命造成
危害。这些危险包括取代氧气而存在的易燃、有毒或者腐蚀气体或者蒸气、
包装上的残留物和泄漏物质。同样的危险可能存在于和货舱相连接的区域。
《 国 际 海 运 危 险 货 物 (IMDG) 规 则 》 ， 《 船 舶 载 运 危 险 货 物 应 急 程 序
（EMS）》和《材料安全数据单(MSDS)* 》中包含有特殊物质危险性的资
料。如果有证据证明或怀疑发生了危险物质泄漏，应遵循第 9 节中所列的防
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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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 MARPOL 有关《材料安全数据单(MSDS)》建议案中，附则 I“货油和燃油”的内容。（MSC 第 286
（86）号决议）

10.1.2.

处理泄漏物质或搬运残缺或包装损坏的人员，必须接受适当培训并且装备适
宜的呼吸器和防护服。

10.2

散装液体货物

油轮业已经以专门的国际性安全指南的形式，为从事散装运输的石油、化学品和液化气
体运输的经营人和船员提供了广泛的建议。指南中详述了对进入封闭处所的建议，应作
为制订进入计划的依据。
10.3

散装固体货物

在运输散装固体货物的船舶上，货舱和与其相邻的区域都有可能产生危险空气。承运人
声明的危险可包括易燃性、有毒性、耗氧导致氧气衰竭或者自热。如需要进一步信息，
可以参阅《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IMSBC）规则》。
10.4

使用氮气作为惰性气体*

氮气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当作为惰性气体用于清洁水罐、空隙或在货舱使用时，会
在封闭处所和甲板排气口造成缺氧状态。需注意，深吸入浓度为 100%的氮气是可以致
命的。
10.5

耗氧货物和材料

此类货物的一个突出危险就是货物的耗氧特性造成氧气衰竭。例如，自热、金属和矿石
的氧化，或者植物油、鱼油、动物脂肪、谷物和其它有机物质的变质，或其残留物的腐
烂。以下列出的是已知可以造成耗氧的物质，当然这里所列并非全部。其他源于蔬菜或
动物中的物质、易燃或自燃性物质以及高金属成分物质也可能造成氧气消耗，这些物质
包括但不局限于：
.1

谷物，谷物制品以及谷物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残留物（例如糠、粉碎的谷
粉，碎麦芽或者粗粉）、啤酒花、麦芽壳和废麦芽；

*

.2

油籽及其产品和油籽的残留物（例如榨籽残渣、种子饼、油渣饼和粗
粉）；

.3

干椰子肉；

.4

木材，包括包装形式的木材、圆木、原木、纸浆、撑材（坑木和其它撑
材）、木屑、刨片、木芯和锯屑；

参见对进入液货船上使用氮气作为惰性气体介质指南（MSC.1/Circ.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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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5

黄麻、大麻、亚麻、剑麻、木棉、棉花和其他植物纤维（如茅草/西班牙
草、干草、稻草、毕莎草）、空袋子、废棉、动物纤维、动植物纤维、羊
毛废料和旧布片；

.6

鱼、鱼粉和鱼渣；

.7

鱼肥料；

.8

硫矿和精矿；

.9

木炭、煤炭、褐煤和煤制品；

.10

直接还原铁；

.11

干冰；

.12

金属废料和碎片、铁屑、钢屑和其他车、钻、刨、锉和切产生的碎屑；以
及

.13

废金属。

熏蒸

当船舶进行熏蒸消毒时，应遵循《关于船上安全使用杀虫剂的建议案
(MSC.1/Circ.1358)》中包含的具体细节规范。与熏蒸处所相连接的舱室也应被当作熏蒸
消毒处所对待。
11. 结论
不遵守简单的程序可能会导致人员在进入封闭处所时发生意外。遵守上述原则和程序是
评估在此类处所风险和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的可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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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封闭处所进入许可证样本
本许可证用于进入封闭处所，应由船长或责任人员以及拟进入此处所的所有人员共同填
写完成，如适任人员和协调员。
概述
封闭处所的位置/名称：
进入理由：
许可证有效期：

从:

时

日期

到:

时

日期

(见注 1)

第 1部分 –进入前准备
(由船长或指定的责任人员检查)
是
● 是否通过机械手段对处所进行了彻底通风?
● 处所是否已被隔离，将所有相关的管路或阀和
电源或电力设备切断或关闭?
● 处所是否进行了必要的清理?
● 处所是否进行了检测并确认可以安全进入? (见注2)

● 进入前空气检测的读数:
- 氧气

%容积(21%)

检测：

- 碳氢化合物 .........% LFL (小于1%)
- 有毒气体

ppm(小于特定气体50%OEL)(见注3)

 当处所内有人以及工作间歇后时，是否已经安排连续的空气检测?
 在处所内有人以及工作间歇时，是否对处所进行了持续通风
 通道和照明是否足够

*

注意：国家要求将决定安全的空气读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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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处所入口处是否安排了即时可用的救援和急救设备？

-------

-------

 是否已指派一名协调员持续驻守在处所入口处？

-------

-------

 是否已经将进入计划通知值班船员（驾驶室、机舱、货控室）?

-------

-------

 各方之间的通讯系统是否已经检测并统一了应急信号?

-------

-------

-------

-------

 是否所有的设备都处于良好工作状态并在进入前进行了检测?

-------

-------

 人员是否正确穿着防护服和携带安全装备?

-------

-------

 是否制订了应急程序和撤离程序，并使所有涉及到进入处所的
人员了解该程序?

第2部分 –进入前检查
(由进入处所的每一个人进行检查)
是

 我已从船长或指定的责任人员处获得进入封闭处所的指令或许可证
 此许可证的第 1 部分已经由船长或指定责任人员完成
 我已同意和明白通讯程序
 我已同意每隔..............分钟报告一次
 我已同意和明白应急程序和撤离程序
 我明白一旦处所内的通风系统发生故障或空气检测显示与安全标准有差异
时，必须马上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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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呼吸器和其它设备
(由船长或指定责任人员以及拟进入封闭处所的人员共同检查)
是

否

 行拟进入封闭处所的人员熟悉呼吸器的使用
 呼吸器已经进行如下检测:
- 压力表和容量
- 低压声音报警
- 面罩 - 正压力下不泄露
 为所有拟进入封闭处所的人员提供了救助用具和救生绳
（如可行）处所是否进行了必要的清理?

 处所是否进行了检测并确认可以安全进入? (见注2)
进入前空气检测的读数:

完成第1、2和3部分后签字:
船长或指定责任人员

日期

时间

协调员

日期

时间

拟进入封闭处所的人员

日期

时间

第4部分 进入人员
(由负责监督进入的人员完成)
姓名
进入时间

 工作完成

出来时间
第5部分
工作完成
(由负责监督进入的人员完成)
日期
时间

 锁闭进入的处所

日期

时间

 已经正式通知值班的高级船员

日期

时间

日期

时间

当完成第4节和第5节后签字:
负责监督进入的人员

如果处所中的通风停止或检查表中注明的任何条件发生变化，则该许可证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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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许可证中应写明最长有效期。

2

为了获得处所内有代表性的空气样本，应尽可能在处所的不同层面通过尽可能多的开口
抽取样本。进行空气检测前十分钟应停止通风。

3

根据以前处所内物质的性质来检测特定有害气体，例如苯和硫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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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MSC 通告 / MSC.1/Circ.1401

MSC.1/Circ.1401
2011 年 6 月 9 日
对使用氮气作为进入媒介的液货船船舱的进入指南
1. 海上安全委员会在其 89 届会议上（2011 年 5 月 11 日至 20 日），考虑了散装液体和气体
小组委员会在其第 15 次会议上的提议，批准了附件中所列的对使用氮气作为进入媒介的液货船
的船舱进入指南。
2. 提请两个成员国政府使船东、船舶经营人和海员重视所附的指南，敦促其在使用氮气作为
进入媒介的液货船上适当遵守这些指南。
***
附件
对使用氮气作为进入媒介的液货船船舱的进入指南
目的

1.

这些指南的目的在于描述在使用惰气将舱室惰气化之后，人员计划进入船舱时须遵循的程序和
最低预防措施，以减小窒息风险。这些指南应连同经修订的《进入船上封闭处所建议案》一起使
用。
* 经修订的《进入船上封闭处所建议案》(DSC 15/18, annex 6) 预计将于大会第 27 次会议
上通过。
使用氮气

2.

2.1 氮气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在有限的空间内、在甲板的排气口中、在船舱冲洗中和空舱
中可以使氧气不足。
2.2 氮气(N2)被归类为一种单纯窒息剂，意味着它可以取代高浓度氧气，在没有明显生理反应
的情况下造成空气缺氧（< 21%）。积存于肺中的二氧化碳刺激和控制呼吸。随着 CO2 浓度的
增加，大脑发出增加呼吸频率的信号。当 CO2 浓度下降，为保持适当的平衡，呼吸频率也会相
应地降低。
2.3 每个人都应知道，在一次深呼吸中如果吸入 100%的氮气便足以致命。
100%的 N2 会完全取代 CO2 和 02，如果没有 CO2 信号传入大脑，呼吸刺激便不复存在。
3.

预先计划

3.1

进入船舱之前，所有相关人员要开会：

.1 确定进入船舱的目的；
.2 确定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步骤；
.3 制订行动计划；以及
.4 指派责任。
1

3.2

会议中应指出：

.1 人力安排— 可能包含下述：
.1 授权：船长最终负责授权船舱进入。为确保遵循正确的程序，应被指派一名对船上将
要制定和遵守的程序足够了解的高级船员作为负责人员。
.2 进行空气测试的人员应接受设备使用培训。仅应使用经过正确校准的设备，并应严格
遵循生产商的指导说明。
.3 协调员是指经过适当安全管理体系培训，对进入封闭处所的人员进行监控，同处所内
的人员保持联系并在发生事故时启动紧急程序的人员；以及
.4 船舱救援小组中的成员是接受过救援和复苏设备使用培训的海员；
.2 船舱清洗；
.3 排气；
.4 船舱空气检测；
.5 识别并将对身体的伤害降至最低；
.6 列出所需设备，即安全、消防、通讯、工具、逃生和救援设备；
.7 将与作业相关的危险告知将要进入封闭处所的人员；
.8 保持船舱内的安全条件；以及
.9 审核救援和消防的应急程序— 可能包含以下方面：
.1 负责救援小组的人员不应进入船舱，而是在船舱入口处协调救援行动；
.2 如果必须要将死者从船舱中移出，甲板上必须有足够的人，并且可以正确有效地使用
救援设备；
.3 必须指派充足的人员到船舱救援小组。救援小组中的人员应该熟悉船舱布置，受过设
备使用培训并能够进行急救；以及
.4 是否要将伤员从处所中移出，必须取决于伤员所处位置的危险程度以及伤员受伤程
度。
4.
4.1

初始准备
标记货舱

4.1.1. 应该对船舱进行清楚标记，使所有人知道哪个船舱可以安全进入，以及哪个船舱不得进
入。有海员正在作业的船舱也应进行此类标记。
4.1.2. 如果船上产生氮气或从岸上接收氮气，船长也应在舷梯处以及被认为有必要的其它地方张
贴警告标志。
4.2

对船舱进行清洁和通风后，应采取下述步骤：

4.2.1. 确保对即将进入的船舱和其它存在或可能存在非除气环境的处所进行隔离。应将所有线性
阀门固定在关闭位置并贴上标签。
4.2.2. 检查即将进入的舱室，确保舱内的货物管道已经清洗排空。
4.2.3. 除进入船舱所需的安全设备外，救援和复苏以及消防设备也应可用，并对其进行检查，使
之保持良好工作状态。其中可能包括下述设备：

.1 甲板上立即可用的设备：
.1 能将伤者从船舱中移出的救生绞车设备；
.2 自给式呼吸机；
.3 测氧计；
.4 气量计；以及
.5 有毒气体探测器；
.2 要在甲板上操作的设备并随时可用：
.1 担架；
.2 .人工呼吸器
.3 急救箱
.4 带喷嘴的消防软管；以及
.5 干粉灭火器和泡沫灭火器；
.3 为舱室进入小组的每个成员配备的设备：手电筒和防护服；以及
.4 舱室进入小组的每个成员必须携带的设备：安全便携式双向无线电话设备。
4.2.4. 如果船舱中有人员进行作业，协调员应守在船舱入口处。另外，救援小组中应有充足的可
以被识别和随时可用的人员，并且这些人员的职责中不应包括船舱进入。
4.2.5. 在甲板人员和船舱内的人员之间确定一种通讯方式以及紧急信号。确保每个人在进入船舱
之前明白这些信号的含义，并确保船舱入口处的协调员可以使用安全便携式双向无线电话设备。
船舱空气测试

5.

5.1 在对船舱清洗、通风、做好进入准备后，应测试舱内的氧气含量，最后适当测试从顶部到
底部有毒气体的不同浓度。
5.2

只有当已经识别出并消除相关危险后，才能认为空气环境适合进入。

5.3 应当由接受过设备使用培训的人员使用经过正确校准的设备对船舱空气进行测试。应严格
遵守制造商的指导说明。应该在人员进入船舱之前进行船舱测试，并且在所有工作完成之前进行
定期检测。如果可能，尽可能在不同层面进行船舱测试，以得出代表性的船舱内空气样本。在某
些情况下，不进入处所内部会很难对整个处所的空气进行全面检测。因此，评估人员进入舱室的
风险时，要将此类情况考虑在内。可以考虑在封闭处所内使用可以达到远端的软管或固定的取样
线，这些工具可以实现在不进入封闭处所的情况下，进行安全的检测。
5.4

在空气检测之前和检测过程中必须停止通风，在人员进入船舱之前重新开始通风。

5.5

进入船舱的准则

5.5.1. 为了能够进入，应获得以下所需数据的稳定读数：
.1 使用氧气含量计测量氧气体积百分比达到 21%；*
*注意：国家要求将决定安全的空气读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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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初步评估确定处所内可能存在可燃气体或蒸气，经适当精度的可燃气体测试仪测量，
不超过可燃下限（LFL）的 1%
.3 暴露在有毒蒸气或有毒气体中，读数不超过职业暴露极限（OEL）的 50%**。
** 应当指出的是，职业暴露限值（OEL），包括允许暴露限值（PEL）、最大容许浓度
（MAC）和阈限值（TLV）或任何其他国际公认的术语。
5.5.2. 负责人员应确保对使用中的所有测量仪器进行正确的校准，并按照相关制造商的指导说明
进行维护。
5.5.3. 如果不能达到这些条件要求，应对船舱进行额外通风，并以适当的间隔再次进行测试。
6.

进入已知或怀疑空气不安全的处所的附加注意事项

6.1

人员拟进入的未经检测的处所均被视为非安全场所。

6.2 如果怀疑封闭处所的空气或已确认为不安全，则仅在紧急情况下才能安排人员进入。应安
排执行相应工作所需要的最少人员进入处所。
6.3 只有接受过设备使用培训的人员，在配备了适宜的呼吸器的情况下，例如空气管线式或自
给式，才允许进入此处所。不应使用空气净化呼吸机。
6.4

应当为进入封闭处所的人员提供多种经校准的、试验合格的气体测试仪，用以在需要的情

况下来监控氧气、一氧化碳和其它气体的含量。应穿戴救助护具，除非不可行，也应使用救生
绳。应穿戴适宜的防护服，特别是当进入处所内部的人员的皮肤或眼睛存在接触有毒物质或化学
品的风险时。
最后准备

7.

负责人员应确保：
.1 所有的相关人员都了解应急程序；
.2 进入船舱的人员都穿戴适宜的防护服，并配备正确的个人安全设备；
.3 所有相关人员明白所要履行的职责；以及
.4 4.2.3 中所述的设备随时可用。
8.

船舱进入许可证

8.1 在完成船舱进入的准备工作之后，应填写船舱进入许可证的相关部分（见附录）。进入许
可证可用于多次船舱进入，但是，应重新检测不会立即进入的船舱，并签发新的许可证。在任何
情况下，一张许可证最多可用于进入 6 个船舱。
8.2

一张进入许可证的有效期不应超过 8 小时。

9.

船舱进入

船舱满足所有的进入要求后，工作小组才可以进入船舱。如果人员在船舱内工作，船舱内必须维
持安全的工作条件。要特别注意以下内容：

.1 负责人员应确保在任何作业阶段，持续监控空气，如果超出了安全极限或怀疑超出安全极
限，则命令人员撤离处所。
.2 整个作业过程中要持续通风。如果有必要，提供便携式导管以确保处所内的实际工作区域
中有良好的空气供应；
.3 负责人员应确保所有确定的风险缓解措施都得到执行；
.4 协调员应持续驻守在船舱入口处；
.5 负责人员应时刻关注每个人员在船舱内的位置。不论何时，工作组人员应尽可能待在一
处。
.6 在船舱内作业期间应一直穿戴安全护具；
.7 在整个作业过程中应装备救援设备并随时可用，被指派到救援小组中的人员应随时待命；
.8 出入口应打开并保持畅通，方便随时紧急离开。
10.

离开船舱

10.1 如果船舱出于任何原因空置，比如人员用餐，应在休息期间持续对处所进行通风。休息过
后再次进入时，应再次对空气进行检测。遵照第 7 款中的规定。
10.2 如果最终离开船舱，负责人员应确保算上所有的作业人员，并确保所有工具和设备已经被
移出船舱。
***

附录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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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处所进入许可证样本
本许可证用于进入封闭处所，应由船长或责任人员以及拟进入此处所的所有人员共同填写完
成，如适任人员和协调员。
概述
封闭处所的位置/名称：
进入理由
许可证有效期：

从:
到:

时
时

日期
日期
(见注 1)

第 1 部分—进入前准备
(由船长或指定的责任人员检查)
• 是否通过机械手段对处所进行了彻底通风?
• 处所是否已被隔离，将所有相关的管路或阀和电源或电力
设备切断或关闭?
• 处所是否进行了必要的清理?
• 处所是否进行了检测并确认可以安全进入? (见注 2)
• 进入前空气检测的读数:
– 氧
% 容积 (21%)
– 碳氢化合物
% LFL (小于 1%)
– 有毒气体
ppm (小于特定气体 50%OEL) (见注 3)
• 当处所内有人以及工作间歇后时，是否已经安排连续的空气检测?
• 在处所内有人以及工作间歇时，是否对处所进行了持续通风？
• 通道和照明是否足够?
• 处所入口处是否安排了即时可用的救援和急救设备？
• 是否已指派一名协调员持续驻守在处所入口处？
• 是否已经将进入计划通知值班船员（驾驶室、机舱、货控室）?
• 各方之间的通讯系统是否已经检测并统一了应急信号?
• 是否制订了应急程序和撤离程序，并使所有涉及到进入处所的人
员了解该程序?
• 是否所有的设备都处于良好工作状态并在进入前进行了检测?
• 人员是否正确穿着防护服和携带安全装备?

是

否

„

„

„

„

„

„

„

„

检测人：
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是

否

„

„

„

„

„

„

„

„

„

„

第 2 部分 –进入前检查
(由进入处所的每一个人进行检查)

• 我已从船长或指定的责任人员处获得进入封闭处所的指令或许可证
• 此许可证的第 1 部分已经由船长或指定责任人员完成
• 我已同意和明白通讯程序
• 我已同意每隔
分钟报告一次
• 我已同意和明白应急程序和撤离程序

• 我明白一旦处所内的通风系统发生故障或空气检测显示与安全标
准有差异时，必须马上撤离

„

„

是

否

„

„

已经检测了通讯方式和统一了应急信号

„

„

为所有拟进入封闭处所的人员提供了救助用具和救生绳（如可行）

„

„

第 3 部分– 呼吸器和其它设备
(由船长或指定责任人员以及拟进入封闭处所的人员共同检查)
拟进入封闭处所的人员熟悉呼吸器的使用
呼吸器已经进行如下检测:
–

压力表和容量

–
–

低压声音报警
面罩 –正压力下不泄露

完成第 1、2 和 3 部分后签字:
船长或指定责任人员
协调员
拟进入封闭处所的人员
第 4 部分 – 进入人员
(由负责监督进入的人员完成)

日期
日期
日期

姓名 ..........................................
进入时间 .........................................

时间
时间
时间

出来时间 .............................

第 5 部分– 工作完成
(由负责监督进入的人员完成)
• 工作完成

日期

时间

• 锁闭进入的处所

日期

时间

• 已经正式通知值班的高级船员

日期

时间

当完成第4节和第5节后签字:
负责监督进入的人员：

日期

时间

如果处所中的通风停止或检查表中注明的任何条件发生变化，则该许可证无效
注:
1. 许可证中应写明最长有效期。
2. 为了获得处所内有代表性的空气样本，应尽可能在处所的不同层面通过尽可能多的开口抽取
样本。进行空气检测前十分钟应停止通风。
3. 根据以前处所内物质的性质来检测特定有害气体，例如苯和硫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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