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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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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轮单点系泊作业安全要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油轮海上单点系泊作业过程中的安全和防污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悬链式锚腿单点系泊系统为代表，柔性连接类型的单点系泊油轮作业。

本文件不适用于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装置（ＦＰＳＯ／ＦＳＯＵ）。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１８１８８．１　溢油分散剂　技术条件

ＧＢ／Ｔ３４６２１　围油栏

ＪＴ／Ｔ５６０　船用吸油毡

海上单点系泊装置入级与建造规范（中国船级社）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单点系泊　狊犻狀犵犾犲狆狅犻狀狋犿狅狅狉犻狀犵

在海上凡允许系泊船舶随着盛行风和海况的变化而围绕着单个系泊点作风向标自由回转，从而不

断地处于风、浪、流合阻力最小位置的系泊形式。

注：单点系泊的形式为固定式或浮式结构，通过刚性铰接结构或悬链系泊系统固定在海上。

３．２

悬链式锚腿系泊系统　犮犪狋犲狀犪狉狔犪狀犮犺狅狉犾犲犵犿狅狅狉犻狀犵

浮式单点系泊装置的一种形式，浮筒由若干根呈辐射状布置的悬垂状锚链通过锚腿固定于海底，浮

筒与海底管汇之间通过软管连接。

３．３

浮筒　犫狌狅狔

在海上用于支撑系泊装置和输送管路的浮动装置。

３．４

旋转头　狊狑犻狏犲犾

连接浮筒固定部分与转动部分，为液态流体货物的装卸提供单一或多管道通道的部件。

３．５

漂浮软管　犳犾狅犪狋犻狀犵犺狅狊犲

连接单点旋转头输油管线与系泊油轮管汇的自由漂浮在海面上的软管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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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系泊作业　犿狅狅狉犻狀犵

油轮在单点靠泊、系泊、装卸油和离泊的作业全过程。

４　一般要求

４．１　单点系泊

４．１．１　单点系泊装置应符合《海上单点系泊装置入级与建造规范》等相关规范的要求。

４．１．２　单点系泊装置的电池组应储存至少７２ｈ的系统电能。

４．１．３　从事油轮单点系泊作业经营人应制定油轮单点系泊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４．１．４　单点系泊作业人员应经过必要的培训，作业前应消除人体静电，穿戴防静电工作服和工作鞋；特

殊货种作业时应配备必要的检测设备，并佩戴个人防护设备。

４．１．５　人员登／离油轮宜选择油轮下风向，夜间应有足够的照明。油轮航行过程中人员登／离油轮时，

油轮应与单点系泊装置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ａ）　油轮靠近单点系泊装置时人员登船和工具传递在３ｎｍｉｌｅ以外；

ｂ）　油轮离开单点系泊装置时人员离船和工具传递在１ｎｍｉｌｅ以外。

４．１．６　系泊期间船艏应有值守人员随时与值班驾驶员保持通讯联系。

４．１．７　水下软管应采用双层结构，其内外层都要单独具备在正常操作下的额定承压能力，在内、外层之

间应设置泄漏监测装置，以便在日常检查时及时发现内层是否出现损坏泄漏。

４．２　油轮

４．２．１　应配备满足单点系泊作业要求的专用引缆。

４．２．２　船艏应配备可容纳直径７６ｍｍ防擦链的止链器，具体要求见表１。

表１　止链器要求

船舶载重吨（ＤＷＴ）

ｔ

止链器数量

个

安全工作负荷

ｔ

ＤＷＴ≤１０００００ １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ＤＷＴ≤１５００００ １ ２５０

ＤＷＴ＞１５００００ ２ ３５０

４．２．３　管汇吊杆或吊机吊装能力应满足漂浮软管的吊装要求，其安全工作负荷（ＳＷＬ）应不低于１５ｔ，

吊臂伸出舷外的距离应满足安全作业要求。

４．２．４　作业前，油轮应在艏艉备妥应急拖缆，并封堵油轮甲板所有排水口。

５　作业安全要求

５．１　准备

５．１．１　油轮单点系泊作业经营人应掌握作业期间气象信息及变化情况，并与油轮保持信息沟通。

５．１．２　船方或其代理人应在抵港前尽早将油轮作业信息提供给油轮单点系泊作业经营人。

５．１．３　油轮单点系泊作业经营人应通知船方所需引缆的长度与规格。

５．１．４　油轮单点系泊作业经营人应与船方沟通，制定具体的作业方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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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５　油轮单点系泊作业经营人作业前应确认单点系泊装置处于良好状态，至少包括：

———可供突发情况下快速关闭的海底球阀，满足应急使用要求；

———作业软管应进行定期检测，并保持软管处于良好状态；

———每组漂浮软管组中应配备快速双向截断阀，并处于良好状态；

———确认单点系泊装置助航、导航系统的主航标灯、雷达应答器、雾笛、漂浮软管示位灯和配套电源

等处于良好工作状态；

———确认单点系泊装置油轮系泊缆绳具备迫断功能。

５．１．６　油轮单点系泊作业经营人作业前应对辅助作业船舶进行检查，确保辅助作业船舶处于可用

状态。

５．２　靠泊

５．２．１　油轮靠泊满足以下条件：

———风力：不应超过７级（蒲氏风级）；

———波高：应不大于单点系泊设计或通航论证允许的波高；

———能见度：应不小于１０００ｍ；

———吃水：应满足单点系泊的最大允许吃水，并保持足够的富余水深。

５．２．２　应在白天进行靠泊作业。

５．２．３　参与靠泊作业的各方应保持有效的信息沟通。

５．２．４　靠泊前，油轮应关闭所有货油舱、压载舱和油位测量孔。

５．２．５　靠泊时应安排拖轮进行协助。

５．２．６　靠泊时油轮距单点系泊装置１ｎｍｉｌｅ时航速应不超过３ｋｎ。

５．３　接管

５．３．１　接管作业区域应设置充足的照明。

５．３．２　吊装软管时，吊机操作员应按指挥手指令作业。

５．３．３　起吊软管时，起吊钢丝绳不应直接接触软管表层，应配备适合的吊装器具，并避免软管与船舷及

各种尖锐边缘接触。

５．３．４　软管与油轮管汇连接之前，应进行检查和记录。

５．３．５　法兰对接面、垫片和密封圈应保持清洁、完好状态，对接完毕后，应确保接口密闭。

５．３．６　接管完备后，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固定软管。

５．４　装卸

５．４．１　装卸作业开始前，油轮单点系泊作业经营人与船方应检查确认安全措施。

５．４．２　装卸期间货油的流量应满足单点系泊安全流速要求。

５．４．３　装卸期间应对油轮惰性气体系统进行监控，保持舱气含氧量体积分数不大于８％、油轮惰气供应

总管含氧量体积分数不大于５％。

５．４．４　装卸期间应对泵舱进行定期检查，保证装卸设备正常运转。

５．４．５　装卸期间油轮及单点系泊装置不应热工作业。

５．４．６　装卸货期间，油轮和从事油轮单点系泊作业的值班人员应定时核对管路油压和卸量，压力和卸

量异常时应查明原因，必要时应停止装卸作业。

５．４．７　装卸期间油轮管汇和船头应安排人员值班，定时向控制室报告油轮管汇压力和检查船艏系泊

缆、油轮管汇、连接软管、单点系泊浮筒的情况以及船艉拖轮与拖缆状况，检查附近的海面是否有异常情

况，每隔２ｈ进行一次气象和海况监控记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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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８　装卸期间油轮及船艉拖轮主机应始终保持随时可用状态，并建立适当的联系方式。

５．４．９　装卸期间油轮及船艉拖轮应保持雷达关闭，禁止明火。

５．４．１０　需要在装卸期间进行原油洗舱时，船长应至少在２４ｈ之前或按照有关方面所要求的时限报告

主管部门，并向油轮单点系泊作业经营人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实施。

５．４．１１　原油洗舱作业前，油轮洗舱管线压力应测试合格；甲板下１ｍ处和空距空间的中间高度处的含

氧量体积分数均应不大于８％，惰气供应总管的含氧量体积分数应不大于５％。

５．４．１２　原油洗舱期间，应保持整个洗舱系统处于不间断的监视之中，发现泄漏应及时采取处理措施。

第一次原油洗舱应在白天开始。

５．４．１３　卸油期间，油轮单点系泊作业经营人与船方应保持通讯畅通。

５．４．１４　当作业现场附近出现雷电，危及作业安全时，应暂停或禁止进行油轮洗舱、扫舱作业，卸油作业

则在加强对雷电的监控情况下正常进行。

５．４．１５　当风速大于１７ｍ／ｓ时，应停止输送作业；当风速大于２０ｍ／ｓ时，应拆管并离泊。

５．４．１６　在计量和取样作业时应采用密闭作业，避免有毒气体泄漏。

５．５　拆管

５．５．１　拆卸软管前，应关闭船上管汇的阀门和岸上的控制阀，打开船上管汇处的排放旋塞将尚有的余

油泄放到固定的油舱、积油槽或临时接油器中。

５．５．２　拆卸软管时，应使用残油接收设施。

５．５．３　油轮管汇和软管拆离后，分别用盲板封闭，确保接口密闭。

５．５．４　软管吊装作业按５．３．２和５．３．３执行。

５．６　离泊

５．６．１　油轮离泊前吃水应调整到安全适航状态。

５．６．２　离泊前，应使系泊缆处于松弛状态。

５．６．３　系泊缆入水时应避免交叉缠绕，以免影响下一船的系泊作业和对缆绳的磨损。

５．６．４　油轮动车时应保持艏艉部海面清洁。

５．６．５　离泊后应关闭收油流程，清理并拾取系泊缆。

５．６．６　油轮离泊后应向单点系泊下风位置掉头，避免油轮动力失效对单点系泊造成影响。

６　防污设备与应急预案

６．１　防污设备

６．１．１　各类防污设备均应围绕搭载船舶确定其技术型号，除吸附材料、分散剂以及围油栏可部分存放

于岸上外，各设备均应配置于应急船上。

６．１．２　至少应配备一艘专业溢油应急回收船，除满足清污船舶所具有的围油栏快速布放、溢油围控、回

收与清除、临时储存和分散剂喷洒等功能外，还应具备以下功能：

———收油能力：不低于２００ｍ３／ｈ，采用内置双侧开式布置；

———稳定航速：可提供高、低两种稳定航速；

———污油舱容：不低于６００ｍ３；

———抗风能力：考虑６级风况下正常作业。

６．１．３　专业溢油应急回收船应于３０ｍｉｎ内到达作业地点。

６．１．４　单点系泊作业经营人应按照表２配备围油栏，围油栏按照ＧＢ／Ｔ３４６２１确定的型号与结构技术

要求，并于３０ｍｉｎ内到达作业地点。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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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围油栏配备要求

单位为米

性能要求 总高

总长

≤１０００００吨级
＞１０００００吨级～

２０００００吨级

＞２０００００吨级～

３０００００吨级
＞３０００００吨级

应急／围控 ≥１．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防火 ≥０．９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６．１．５　配备的收油机应满足表３的要求，收油机应配套配置足够的备品备件和金属工具，并与搭载船

舶相适应；同时根据作业特点，收油机应考虑水上垃圾等实际需求。

表３　收油机配备要求

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

性能要求

靠泊能力

≤１０００００吨级
＞１０００００吨级～

２０００００吨级

＞２０００００吨级～

３０００００吨级
＞３０００００吨级

回收能力
高黏度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３００

中低黏度 ≥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

　　注：高黏度为１５℃密度不小于９００ｋｇ／ｍ
３，中低黏度为１５℃密度小于９００ｋｇ／ｍ

３。

６．１．６　配备船用喷洒装置应满足表４的要求，每套固定式喷洒装置的喷洒量应不低于１３５Ｌ／ｍｉｎ；每套

便携式喷洒装置的喷洒量应不低于１８Ｌ／ｍｉｎ。

表４　喷洒装置配备要求

单位为套

性能要求

靠泊能力

≤１０００００吨级
＞１０００００吨级～

２０００００吨级

＞２０００００吨级～

３０００００吨级
＞３０００００吨级

船上固定 ≥１ ≥１ ≥２ ≥４

便携式 ≥４ ≥４ ≥８ ≥８

６．１．７　配备的吸油材料应满足表５的要求，吸油拖缆强度应满足适用水域的要求；吸油毡按照

ＪＴ／Ｔ５６０确定的规格与理化性能要求。

表５　吸油材料配备要求

性能要求

靠泊能力

≤１０００００吨级
＞１０００００吨级～

２０００００吨级

＞２０００００吨级～

３０００００吨级
＞３０００００吨级

吸油拖缆／ｍ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吸油毡／ｔ ≥３ ≥６ ≥８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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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８　配备的溢油分散剂应满足表６的要求，溢油分散剂按照ＧＢ／Ｔ１８１８８．１确定的性能指标要求，配

备溢油分散剂可采用自身配备与生产储备相结合的方式，在符合总量要求的前提下，生产储备的溢油分

散剂比例不应超过总量的６０％。

表６　分散剂配备要求

单位为吨

性能要求

靠泊能力

≤１０００００吨级
＞１０００００吨级～

２０００００吨级

＞２０００００吨级～

３０００００吨级
＞３０００００吨级

数量 ≥４ ≥８ ≥１０ ≥２０

６．１．９　配备卸载装置的总卸载能力应满足表７的要求，不同规模单点系泊，现场配备卸载装置的同时，

应配备与之相适应的临时储存装置。

表７　卸载能力要求

单位为吨每小时

性能要求

靠泊能力

≤１０００００吨级
＞１０００００吨级～

２０００００吨级

＞２０００００吨级～

３０００００吨级
＞３０００００吨级

卸载能力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６．１．１０　油轮单点系泊经营人应配备监视报警设备，应能及时发现原油泄漏情况，并将泄漏情况传输给

油轮单点系泊经营人或管理人。

６．１．１１　单点系泊作业经营人应配备专职清污人员包括指挥人员、现场人员及操作人员，专职清污人员

应经过专业培训。

６．２　应急预案

６．２．１　单点系泊作业经营人应建立应急预案体系，包括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及现场处置方案。

单点系泊作业应急预案应与油轮应急预案以及区域应急预案相衔接，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风险辨识、分析与评估；

———确认敏感资源和保护次序；

———明确应急领导机构、工作机构、应急队伍；

———明确应急对策、管理和控制程序；

———培训演练要求；

———应急预案的修订。

６．２．２　制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的详细应急处理措施：

———符合适用水域总体应急策略要求；

———及时通畅的通讯措施；

———针对火灾、爆炸、溢油、人身安全等切实有效的现场处置措施；

———针对船舶类型及其货种的应急堵漏、卸载等污染控制措施；

———周边主要敏感资源的保护措施；

———岸线的防控措施；

———污染物处置措施；

———人员撤离与逃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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