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指南是帮助您准备船只应急演习的参考资料。

填写您的船只具体信息并定期与船员一起核查。

安全指南 

船只名称

船长

船员名单

应急演习应在以下时间进行：
• 每次捕鱼季节开始时

• 船员发生变更时

• 定期进行，以确保船员熟悉应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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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鱼安全信息联络机构

紧急事件
联合搜救协调中心（Joint Rescue 
Coordination Center）

1-800-567-5111
1-250-363-2333

海岸警卫队无线电台VHF 频道16

其他
电话:    604-261-9700
电子邮件:   fishsafe@fishsafebc.com 
www.fishsafebc.com

SA

FE
AT SEA

For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regarding safety at sea,

contact:
Gina Johansen

Phone: 604.261.9700

Email:  �shsafe@telus.net
www.�shsafebc.com

Make it Your Business
          Come Home Saf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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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Home Saf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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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经理
Mark Peebles  
捕鱼安全经理 604-279-7563

安全官员
北卑诗
Shane Neifer  250-615-6640 
手机  250-635-0213

低陆平原
Bruce Logan  604-244-6477 
手机 604-314-8336

温哥华岛
Pat Olsen  250-334-8777 
手机 250-218-4866
Mark Lunny  250-334-8732 
手机 250-703-6434

24 小时事故报告热线  1-866-922-4357
捕鱼伤害事故索赔 1-800-663-7921

加拿大交通部海上安全局 
（TRANSPORT CANADA MARINE SAFETY）

鲁珀特王子港 250-627-3045
纳奈莫 250-754-0244
维多利亚 250-363-0394
温哥华 604-666-5300

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Glenn Budden,  
海事监察员      604-666-2712
塞科利达（Securitas）-机密报告 1-800-567-6865
电子邮件:  securitas@bst-tsb.gc.ca 

航海训练
BCIT Marine Campus 604-453-4111 
Safer Ocean Systems 250-755-7742
Western Maritime Institute 250-245-4455
Quinte Marine 604-524-0652

250-624-6054
604-321-2651
604-689-7949

Northwest Community College 
St. John Ambulance First Aid 
Quik Nav 
Camosun College 250-370-4016

Fish Safe 向阿拉斯加海事安全与教育协会（AMSEA 
www.amsea.org）和北太平洋渔船主协会（NPFVOA 
www.npfvoa.org）在本指南撰写过程中提供图表和 
参考资料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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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条件是否允许安全航行？

甲板上所有设备是否安全就位 (帆下桁、小艇、 货箱、渔网等)?

检修孔和舱口是否安全关闭？

轮机舱和储藏室的门是否关闭？

甲板排水孔是否通畅？

高水位报警器是否正常工作？

液体燃料交叉连接是否关闭？

是否已将所有液体舱自由液面减至最低（燃料箱、鱼舱）？

您的船只是否已进行平舱？

干舷是否足够？

稳定性核查清单

船只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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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 
进行演习？

在海难中逃生的渔民证实了进
行演习的重要性。

我在水上工作30年了，永远不希望失去生命或任何
一名船员。 Galaxy 号海难以及3名船员的逝去将成为
所有渔民不可磨灭的记忆。根据美国海岸警卫队的
报告，这次海难有23人生还，这是一个奇迹。作为船
长，我特别要指出这归功于在事故发生前就知道如
何应对。没有时间去想“现在做什么”。23人生还是因
为在这场灾难发生前就知道如何应对。我会永远坚
信无意识能力是你逃生的唯一方法。必须进行定期
演习。

Dave Shoemaker， 船长， 幸存者， FV Galaxy

由于参加过海
上应急任务培
训，当我们的船
翻覆时我能保
持冷静，我记得
所有培训和练
习的内容。我穿

上救生衣游到临近的一艘船上，然
后我们把水中没穿救生衣的父亲救
了上来。正是这个培训救了我们的
命。

Steve Veloso， 船员，幸存者 
FV Love and Anarchy

在我们出海打捞青鱼前，船东代表给我
们做了上船培训。我们在那一小时里学
到的知识让我们在翻船时得以逃生。“如
果必须入水，一定要先深吸一口气”，当
我们逃离翻船时我记起了这句话。 这让
我们避免吸入水和煤油，出现冷休克，帮
助我们存活更长时间。这句话救了我的
命。

Chris cook， 船长，幸存者， FV West Is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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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确你的培训目的
• 船员将获得相关知识，做好准备

并能够自信、高效地应对突发事
件

2. 明确你的培训内容
• 应对各种紧急情况的技能和演习

• 团队合作

3. 相信演习会让你和你的船员更
安全

• 分享能够强化这一信念的有意义
的经历和故事

4. 盘点你现有的救生资源
• 记录救生设备的存放位置

5. 思考并和你的船员探讨不同类
型的演习，以及紧急情况发生
时他们各自的任务

• 将这些记录在你的应急任务/应
急部署表中

6. 以身作则，交流沟通
• 讲解、巡查、指导并纠正

• 了解船员的想法

• 表扬正确行为，对错误提出建设
性的批评

• 就下次演习的不同的场景做简要
说明并进行讨论

• 将演习记入航海日志

如何进行高效演习

思考：
你能够生存多长时间？

在船上 天

在救生筏上 天

穿救生服时 小时/天

使用救生衣/浮力救生设备（PFD ）时

小时

只穿着衣服时 分钟

思考这个问题会让你了解紧急情
况发生时都有哪些应对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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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设备存放
位置 

列出船上所有安全设备的清单并明确
它们在船只示意图中的位置。
1. 救生筏
2. 静水压力释放器 (HRU)

3. 保温救生服
4. 救生衣 (PFD 和 Keyhole)
5. 紧急无线电示位标
6. 信号弹
7. 紧急切断装置
8. 救生圈和抛射绳
9. 急救箱
10. 灭火器
11. 

12. 

13. 

14. 

15. 

 列出船上所有安全设备的清单并明确它们在船只示意图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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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必须为所有船员分配任务并将任务表张贴在显著区域

船名 日期 

人员落水 失火 船只进水或受损 弃船 求救
职位  / 姓名 任务 任务 任务 任务 任务

应急任务清单（应急部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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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将救生圈、救生衣或颜色鲜
艳的浮具或标识物尽可能地抛掷
到离落水者最近的地方（确保你
知道这些物件的存放位置）

• 目光始终不要离开落水者

• 告知驾驶室发生了什么（船员是
从船的哪边落水的）并继续口头
指挥驾驶员驶向落水船员

• 利用导航设备（例如标绘仪、电子
海图、GPS）定位落水者

• 小心驾驶船只，将船员救出水

• 备有可将船员拉回船上的工具，
例如吊索、梯子或轮胎

• 如可行，让另一名船员穿上保温
救生服或救生衣并系上安全绳
索，协助营救

• 如果没能立刻定位落水者，通知
海岸警卫队和附近其他船只

人员落水/营救程序 

你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营救浸泡在冷水中的人。了解你船上的落水人员
营救程序。

一起都发生得太快了……我在水里漂了
一个半小时，过一会儿你的手指就僵了，你
试图保持胎儿的姿势 -- 抬高膝盖，垂下胳
膊。

我在雨衣里穿了一件“暴风海洋”牌的救生
衣，是充气式的。它太旧了，我只能充一点
儿气进去以防它爆裂。

事实上，正是因为穿了救生衣，我今天才能
站在这儿。对我来讲这是毫无疑问的。你得
有能浮起来的东西，而且你能穿着它工作，
这样就能一直穿着它。我想这是关键。

Lloyd Webb, 渔业观察员， 幸存者， 
FV Pacific Charmer

拉响警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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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灭火器：
P – pull  拔出保险销
A – aim 对准火源根部 
S – squeeze  按下压把 
S -  sweep 从一边扫到另一
边

Find 找到火源并估计火势

• 拉响全船警报器并通知所有人员
• 启动紧急火灾程序
• 求救
• 确认所有船员下落

Restrict 控制火情
• 阻断通向火灾的空气通路
• 关闭通风口、舷窗、舱口、门窗和其

他开口
• 关闭过火区电力供应系统
• 如果轮机舱着火，关闭燃料供应和

通风口
• 调整船只方向，将风的影响减至最

低
• 确保所有人员撤离后再启动固定

二氧化碳系统

Extinguish 灭火
• 根据火灾类型使用相应的灭火器
• 以最快速度灭火
• 安排人员监控再次起火的潜在危

险

灭火

船只详情

报警 
撤离 
灭火

如果用水灭火，确保你有防止
稳定性问题的预案。

如果无法控制火势，做好弃船
准备。

  Inform 通知



10

评估船损

• 确定现有水泵是否能
解决问题

• 向船员发出警报，确
认他们是否可以提供
协助或在必要时弃船

• 向海岸警卫队报告情
况

• 确认进入进水区管制
船损是否安全

• 寻找进水处

控制进水

• 找到所有进水处

• 如可能，关闭防水门
和舱口将进水区隔离

• 不接触可造成在进水
区工作危险的机械设
备

• 将裂口堵住以放缓水
流速度（比较大的裂
口可用床垫堵住）

团起衣服或其他物品堵
在塞子和楔子周围以减
小缝隙

• 用支撑物或钉子加固
补片或塞子

• 用防水布覆盖外侧船
体并保护裂缝

• 用水泵尽可能地将水
抽出

• 定时向海岸警卫队报
告最新情况

• 堵住所有吃水线以上
的孔洞，例如排污口
和卸货口，当水位高
于这些孔洞时它们会
将水吸入舱内

• 开船前确保补片坚固

• 时刻观察进水处

船损管制

海上没有船厂！

按照一些基本步骤去做并准备好船损
管制工具箱可以让你更好地应对突发
进水事故。

船体进水评级表 （加仑/每分钟）

吃水线下 
英尺数

船体开裂直径 （英寸）

1 英寸 1.5 英寸 2 英寸 2.5 英寸 3 英寸 3.5 英寸 4 英寸 6 英寸
1 英尺 20 44 79 123 177 241 314 707

2 英尺 28 62 111 174 250 340 444 1000

3 英尺 34 77 136 213 306 417 544 1224

4 英尺 39 88 157 245 353 481 628 1414

5 英尺 44 99 176 274 395 538 702 1581

6 48 108 192 301 433 589 770 1731

7 52 117 208 325 468 636 831 1870

8 56 125 222 347 500 680 889 1999

9 59 133 236 368 530 722 942 2121

10 62 140 248 388 559 761 993 2235

你的船只是否有足够的泵排量？须在紧急事件发生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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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损管制 
工具箱

绝大多数船只上都备有船损管制工具
和材料。将这些物件集中到一处，以便
于获取、运输和归总。

船员应熟悉放置地点、具体工具和材料
以及如何使用工具箱，并被告知不要在
非紧急情况下使用这些工具和材料。

 船损管制推荐工具：
工具: 建议用途:
钢锯 切割管道、金属、软管和木头

活动扳手

不锈钢多钻头螺丝刀

5/16 英寸螺母螺丝 拧紧软管夹

虎钳夹口

管钳

滑动铰扁口鲤鱼钳

短柄小斧头 削木头、做楔子、钉钉子

头灯 免提照明

多用途刀

塞子 & 补片：
自行车内胎 包裹破裂管道

柔性垫片材料 衬垫补片/包裹管道

填絮 填补裂缝

浸渍垫 填补裂缝/清除油污

4 (+/-) 锥形木塞 堵塞管道/软管/通船体

木楔 坚固支撑系统/堵塞裂缝

胶合板补片 修补

五金 & 用品：
塑料绑带 绑紧包裹处和松动管道

木螺丝 可用锤子钉入

8x 不同尺寸窄软管 坚固管道上的补片

手套

管道胶布

橡胶带 缠绕管道/软管/电缆接头

2x Epoxy putty

麻绳

捆扎钢丝/捆扎铁丝

在船上预备一大块柏油帆布，船体若有大面积损坏可用它遮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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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穿戴保温救生服也许能拯救你的
生命。定期演习可让你加快穿戴速度并
更了解保温服。穿戴练习（包括入水）还
能让你发现保温服的问题，例如裂口或
拉链失效。

应在离岸前进行定期演习和保养，这样
可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修补。

此为一般性指南。并非所有保温救生服
都是同一款式。请认真阅读你的保温服
的使用指南并遵照执行。

保温救生服的穿戴和保养

重要提示！
• 在水中你的体温下降速度是在空气中的3倍，所以除非绝对必要， 

不要入水。

• 你必须确保你的保温服密封良好，完全防水。

• 漏进保温服的水不会变暖—2小杯水量可使保温效果降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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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 AMSEA 提供。

1
Remove footwear,
climb into suit. Use
pull tabs at back 
of boot to assist 
donning. Pull on suit
as coveralls. Use pull
tabs above each
wrist to assist wrist
seal over hand.

1
Remove footwear,
climb into suit. Use
pull tabs at back 
of boot to assist 
donning. Pull on suit
as coveralls. Use pull
tabs above each
wrist to assist wrist
seal over hand.

步骤 3

步骤 2

面部密封救生服

步骤 1

穿戴这款救生服时最好保持坐姿，因为
船只移动或倾侧会让站立变得困难。

坐下后，把腿伸进救生服里。将力量较
小的一支胳膊伸进衣袖，然后向上伸，
用腾出的手将头罩盖住头部。最后将力
量较大的胳膊伸进衣袖。

步骤 2

向上拉棒形纽扣，拉上全部拉链。

步骤 3

将口盖封住口部。

步骤 4

入水后再向气囊充气。

你必须将头罩紧密围住面部，以确保救生服密封和防水。如果有多余的衣
服也穿上。连帽衫可能会让头罩不容易封紧。

如果你需要穿自己的靴子或鞋子（如果救生服没有配套的靴子），用塑料
袋套住它们可以更容易穿上救生服。

2
Hood on, tip 
head, pull up 
zipper by toggle

3
Don gloves from 
arm pockets - secure
each at wrist.

4
Inflate head support
by depressing 
inflation tube cap
and blowing into
mouthpiece.

步骤  1

步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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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步骤 5 步骤 6 步骤 7

步骤 2

步骤 4

步骤 3

颈部密封救生服
步骤 1
脱掉鞋子并尽可能多穿衣服。先后将两
腿伸进救生服，尽力向上拉救生服。

步骤 2
攥紧手指，先后将两只胳膊伸出腕部密
封的袖管。

步骤 3
将手伸到肩部将颈部密封套在头上。

步骤 4
抓紧拉链一端，将拉绳横拉过胸前以拉
上拉链。确保拉链完全拉上。

步骤 5
将多余空气从颈部密封处挤出。

步骤 6
拉上头罩。戴上手套。入水。

步骤 7
在水中给气囊充气。把自己和别人拴在
一起，用口哨吸引别人注意。

脱掉鞋子并尽可能多穿衣服。先后将两腿伸进救生服，尽力向上拉救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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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工作应包括以下方面（根据时间和环境决定）：
• 与海岸警卫队建立无线联系。 

不要因为过于自信或过于恐慌延误你发出遇险信号。

• 拉响警报让船员进入紧急状态，准备逃生设备并开始执行各自的救生任
务。

• 穿上保暖衣物和保温救生服。连帽衫可能会妨碍头罩密封。

• 预先了解如何穿戴保温救生服或个人漂浮设备（PFD）。如果你到了冷水中
再学习这些恐怕就太晚了。

• 准备释放救生筏。

弃船

弃船命令必须由船长发出。
当所有保船努力都已失败并且船上人
员生命受到威胁时，发出弃船命令。

这意味着救生筏和保温救生服成为最
佳的庇护措施。

只要船只还未沉没，船上有相对安全的
地方（包括通向救生筏的逃生通道），船
只就仍是你的最佳逃生途径。

船只沉没时你不会和船只一起被吸下
去。这是一个错误认识。

你是否知道所有紧急通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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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清楚救生筏的位置，记住放置救生筏的地方不一定是释放救生筏的最佳地
点。寻找一块能够方便登乘救生筏而且救生筏不会被锁具缠绕的区域。

步骤 2
如果你把救生筏移到甲板上准备释放，确保解开并重新系好连接船只的系
艇索。

步骤 3
在船的下风舷一边释放救生筏。

步骤 4
释放后拉住系艇索直到救生筏充气（系艇索可长达100英尺）。

步骤 5
等待救生筏充气完全，顶篷立起，然后登乘。登乘过快会影响充气。如果你因
故必须切断系艇索，在救生筏入口处附近放置有一把安全刀。

步骤 6
启动紧急无线电示位标并将它系在救生筏外侧。

步骤 7
查明是否所有船上人员已经登筏。

释放救生筏

船只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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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救 遇险警报

1. 发出数字选择呼叫（DSC）警报
  确认无线电台开启。按下“红色遇险/red distress”按钮。

2. 通过VHF 16频道发出遇险信号

MAYDAY MAYDAY MAYDAY
这是渔船  ,  

渔船 ,  

渔船  ,

位置 

遇险性质和所需救助

船上人员数目

等待回应。 如果没有回应，重复呼叫。

3. 按照紧急无线电示位标上的指南将其启动。

4.   携带紧急无线电示位标并将其绑在救生筏外侧，让天线指向天空。

每名船员都必须知道如何求救。

求救方法包括：

• 甚高频（VHF） 无线电台
• 手机
• 信号弹
• 紧急无线电示位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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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培训和演习日志 

现在你已经为自己的船只制定了详细的救生计划，确保将其记录在日志中。
记录日期，列出参加的船员名单并核查已经完成了哪项演习。

完成日期 船员名单 安全培训 落水演习 火警演习 进水或受损 弃船 求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