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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员-航海英语常用单词 

admiralty ①n.海军部②n.海事法，制海权③n.海军上将 

algorithm n.计算步骤，演算法，计算，算法 

cellulose n.纤维素 

chapter ①n.分会，分社②n.（书籍的）章，节 

complementary ①a.补足的，补充的②a.相互依赖的，互相依存的 

comprehensive ①a.内容多的，综合的，广泛的，广博的，全面的②a.有理解力的，容易理解的 

dampen n.使湿润，减弱 

demolish ①v.拆毁，破坏，消灭，推翻②v.拆船 

diagram ①n.图表，图解，简图，图②n.（关系）曲线图，线型图，传动图 

diagrammatic a.图解的，图示的，图表的 

discovery n.发现物，发现 

eaten a.鼠啮的，咬损的（批注） 

ecliptic ①n.黄道②a.黄道的 

electrolytic a.电解的 

enclose ①v.封闭，围住，环抱，包围，围绕②v.包装，封入③v.附在„„后，附入 

furnish ①v.供应，供给，提供②v.陈设③v.配备，装备 

graphical 同 graphic 

handbook n.手册，指南 

isothermal ①a.等温线的，等温的，恒温的②n.等温线，恒温线 

lateral ①n.排水沟，支管，支线，支渠②a.横向的，侧面的 

mention n.叙述，提到 

meteorology n.气象学，气候 

multiply ①v.倍增，乘②v.繁殖，增殖③ad.多重地，多倍地，并联地，多路地 

obscure ①a.模糊的，隐的，暗的，阴的②n.弄暗，使暗，遮蔽 

obsolete a.失去时效的，已不用的，废弃的，退化的 

page ①n.页数②n.记录③n.传呼，寻呼 

parallax n.视差 

predict v.推算，预见，预告，预报，预测，预言 

prediction ①n.推算，预计，预言，预报，预测，预告②n.性能初估 

recently ad.近来，最近 

reflective ①a.反射的，反映的②a.回顾的，深思的 

refraction ①n.折光，折射，曲折②n.蒙气差 

regional a.地方性的，地区的，区域的，局部的 

rinse n.冲洗，漂洗 

rotational a.循环的，轮流的，转动的，回转的，旋转的 

seldom ad.很少，不常 

significance ①n.意义，含义②n.重要性，有效性，显著性 

spherical a.球形的，天体的，球的 

steersman ①n.舵手，舵工②n.（木筏的）撑筏工人 

sunken ①a.凹下的，沉陷的，低的②a.水面下的，沉没的③a.水中的，水底的④a.（螺丝等）埋头的⑤v.sink 过去分

词 

textual a.文字上的，原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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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n.原理，理论，学说 

yachtsman n.游艇驾驶员 

additional thrust ①辅助推进（力）②附加推力 

admiralty method （推算潮汐）英国法 

air bottle 压缩空气瓶，贮气瓶，空气瓶，气舱 

all around 包括各项费用，连同杂费 

apparent sun 视太阳 

boarding ladder 登船悬梯（软梯等） 

buoyage system 浮标装置 

celestial equator 天赤道 

celestial horizon （地心）真地平 

celestial observation 天文观测，天测 

certificated lifeboatman 持证艇员 

chart datum 海图基准水深，海图基准面 

cone shaped 圆锥形的 

deviation card 罗经自差图，自差表 

distress position 遇险位置 

drift effect 漂移效应 

dye marker 染色标记 

electric charge 电荷 

electrolytic corrosion 电化学腐蚀，电解腐蚀，电蚀 

engine noise ①发动机噪声②发动机噪音 

face mask 防毒面具，面罩 

flash signal 闪光信号 

floating debris 被抛弃的，漂浮碎屑，漂浮物（船） 

following current 顺流 

global coverage 全球波束覆盖范围 

harmonic method 调谐推潮法，调和法 

head current 逆流 

horizontal parallax （天体）地平视差，水平视差 

in doubt 怀疑 

in trouble 出故障 

inflatable raft 充气式求生筏，橡皮筏 

latitude line 东西向位置线，纬线 

light signal 灯光信号，炮光信号 

lower transit 下中天（天文） 

maintenance schedule 维修计划 

mariner's handbook 海员手册 

maritime buoyage 航海浮标 

maritime distress 海上遇险，海难 

mean sun 平太阳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气象观测 

nautical twilight 航海晨昏蒙影时间（晨光从太阳中心在真地平下 12°到 6°，昏影从太阳中心在真地平下 6°到 12°

止） 

navigable channel 通航水道，航道 

operating line 工作线，操作线，作业线 

packing strip 曲径密封环，填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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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er bar （救生艇架上装设的）保险杠 

radio telephone 无线电话 

reference datum 基准零点，参照基面，参照零点，基准面 

righting moment 复原力矩，稳性力矩，回复力矩，复正力矩，正浮力矩 

rotational speed 转速 

rubber packing 橡皮衬垫，橡皮填料，橡皮密封 

sea dye 指示色标（由沉没舰艇放出的用以指示沉没位置的标志） 

sealing strip 止水条，封密条 

ship's name 船名 

slow down ①减速，放慢②（市场）停滞，吊滞③（经济）衰退 

solar time 太阳时 

stowage location 配装位置 

tidal current 潮汐流，潮流 

tidal prediction 潮候推算，潮汐预报 

tidal stream ①潮汐流，潮流②感潮河段，有潮河段 

title page 标题页，里封面 

vertical circle ①地平经圈，方位圈②地平柱圆，垂直圆，竖直圈③（经纬仪的）垂直刻度盘 

voyage planning 航行计划 

water mark ①潮汐标尺，潮标②最高高潮痕，高潮线③水位标志④（钞票上的）水印⑤（船）吃水标志 

wind drift ①风生流，风成流（风吹成的水流）②气流偏差，风致偏移，风偏流③风的主流向 

admiralty tide tables 英版潮汐表 

carbon dioxide cylinder 二氧化碳灭火器 

compass deviation card 磁罗经自差卡片 

cone shaped bag 锥形袋，尖底袋 

full speed astern 全速倒车，后退三 

harmonic tidal analysis 潮汐调和分析 

maritime buoyage system 海上浮标系统 

parallel of altitude （天球上）等高圈 

parallel of declination 赤纬平行圈，赤纬圈 

tidal current tables 潮流表 

ADS|Additional Duty on Sugar 糖附加税 

CD|Calling Device 呼叫设备，拨号盘 

IALA|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ighthouse Authorities 国际灯标管理局协会 

NP|Name Plate 铭牌 

 

aero a.飞机的，航空的 

almanac ①n.天文历，航海历，历书②n.年鉴 

amphibious a.水陆两用的，两栖的 

appreciate ①v.估价，评价②v.欣赏，赏识③v.理解，重视④v.感谢，感激⑤v.升值 

astronomical a.天文学的，天体的，天文的 

azimuthal a.方位角的 

catalog n.商品目录，产品目录，产品样本，一览表，目录 

coco n.椰子树 

conformal a.相似的，保形的，保角的 

converge v.集中，汇合，收敛 

dead-reckoning ①航迹推算，船位推算，船位积算②猜测，捉摸 

depict v.描写，描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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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inguish ①v.作出成绩，获得成就，卓越，出众，杰出②v.区别，识别，辨别 

doubtful ①a.怀疑的②a.难决定的，含糊的，可疑的 

elapse v.（时间）过去，消逝 

guarantee ①n.保证书，担保②n.保证人 

illustration n.说明，注解，实例，图解，插图 

imperfection ①n.不完全，不完善，不健全②n.缺点，弱点，缺陷 

imperial a.（英国度量衡）法定标准的，英制的 

landmark ①n.岸标，陆标②n.（地）界桩，界标③n.显著标志 

midlatitude n.真中分纬度，中分纬度 

millimetre 同 millimeter 

misplace n.v.装错，放错 

newly ad.最近，新近，重新 

observatory ①n.观测站，观测所，瞭望台②n.天文台，气象台 

oceanic ①a.海洋产的，海洋的②a.大量的 

orthographic a.正射投影的，垂直的，直角的 

polyconic a.多圆锥的，多锥体的 

preference ①n.选择，优先②n.优惠③n.特惠，优待④n.选择物⑤n.选择权，优先权 

print ①v.打印②v.印刷，出版，刊行③n.印记，痕迹④n.印刷品，出版物 

projection ①n.投影，放映②n.投射，发射③n.突出部分，凸出部分，突出物，伸出物④n.设计，计划⑤n.估计，推

测，预测 

rectangular a.长方形的，矩形的，直角的 

reliance n.依赖 

revise v.校订，修改，校正，校阅 

revision ①n.改版，修正，校订，订正②n.修订版，修订本 

rhumb ①v.（指南针的）方位，罗盘方位②v.恒向线 

seamount n.海底锥形山（从海底上升 1000m 以上） 

semi-circle n.气旋半圆，半圆 

spoil ①n.损坏，破坏②v.使变坏，腐烂，腐坏③n.v.宠坏，溺爱④v.弃土，抛泥，排泥⑤n.煤矸石，矸子，废料⑥n.

掘出物，掠 

夺品 

topography ①n.地势，地形，地貌②n.地形学，地志③n.冰貌 

update v.改进，修正，更新，校正 

cable area 海底电缆区 

calibration beacon 校正导标 

chart symbol 海图用符号 

circular radiobeacon 全向无线电指向标，环射无线电信标 

clear area 畅通航区，无碍航区，畅通区 

coast chart 沿岸海图，海岸图 

coastal chart 沿海海图 

conformal chart 等角投影海图，正形海图 

conformal projection 正形投影，等角投影 

conic projection 圆锥投影，锥顶射影 

conspicuous landmark 显著陆标 

correction card （仪表）校正卡，勘误表 

course angle ①航向角②舷角 

cylindrical chart 圆柱形投影海图 

cylindrical projection 柱面圆柱投影，圆柱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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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in 数据输入 

dead-reckoning position 推算船位，积算船位（不经风流压修正） 

entrance channel 进港航道，进口航道 

estimated course 预计航向，估计航向 

exercise area 演习区 

fall into ①（河流）流入，注入②下陷，陷入③分成类，属于 

fathom line 等深线 

flat slope 平缓坡度，缓坡 

general chart （海图）总图，总海图 

gnomonic chart 心射投影海图 

gnomonic projection 心射面切投影，心射投影 

harbor chart 海港航图，港区图 

heavy draught 深吃水 

hydrographic survey 海道测量，水道测量，河海测量 

isolated rock 孤立岩石，孤立礁 

latitude scale （海图上）纬度尺 

least depth 最小深度 

lighted buoy 发光浮标，灯浮 

longitude scale 经度比例尺 

marine surveying 海洋测量 

natural scale ①实物大小②（地图）自然比例尺，（海图）基准比例尺③正态比例，天然比例 

nautical almanac 航海天文历 

naval observatory （美国）海军气象天文台 

navigation area 航行海区，航区 

neat line ①界线，内图框（海图上指明某一地区的范围）②墙面交接线 

orthographic projection 正射投影，平行投影，正投影 

outer ring 外环，外圈 

polyconic projection 多圆锥投影（测量或海图制作不用） 

radar station 无线电台，雷达站 

radio transmitter 无线电发报机，无线电发射机，无线电发信机 

recommended track 推荐航路，推荐航线 

rectangular projection 等渐长率圆柱投影（星图的一种） 

rhumb line （罗经方位）恒向线，航向线 

running fix 异时观测定位，移线定位，航行定位 

sailing chart 航行图 

sea floor 海底 

sounding datum 海图深度基准面，测深基准面 

tide level 潮高，潮位 

top center 上止点 

transponder beacon 雷达反射信号台，雷达应答信标 

degree of latitude 纬度 

degree of longitude 经度 

error in bearing 方位误差 

great circle course 大圆航向 

great circle track ①大圆航迹②大圆航线 

lower low water （较）低低潮（在同日有两个低潮时较低的一个） 

point of arrival 到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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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of departure 启航点，起航点 

simple conic projection 单圆锥投影 

ENE|East North East 东北东（方位点） 

 

airmail ①n.航空邮件，航空信②n.航空邮寄 

cumulative a.积累的，渐增的，累计的 

deletion n.删去部分，删除事项，取消，删除 

demarcation n.划界，区划 

evaporate ①v.蒸发，汽化②v.脱水③v.消失，消散 

fashion ①n.流行，时尚，风格②n.形成，形式，方式，方法 

guidance ①n.领导，指挥②n.遥控，操纵，导航，制导③n.导承，导槽（机械） 

lately ad.近来，最近 

luminous a.明亮的，发光的，夜光的 

nominal ①a.有名无实的，名义上的，挂名的②a.公称的，标称的，额定的 

nowadays n.现在，如今 

omission n.疏忽，省略，遗漏 

orient ①v.使向东，定向②n.东方，东部 

periodic a.断断续续续的，间歇性的，周期的 

preliminary a.初级的，初步的，预备的，预先的 

publication ①n.发行，发表，公布，出版②n.出版物，书刊，刊物 

quarterly ①a.季度的②n.季刊 

remainder ①n.剩余部分，剩余物，剩余，残余，余料②n.（数学）余项，余数 

reprint v.重印，再版，翻印 

reproduction ①n.再生产，再现，再生②n.复制，繁殖 

rouge n.过氧化铁粉，红铁粉，铁丹 

roughly ad.概略地，粗糙地 

subscription ①n.预约，预订②n.订阅，认股③n.订阅费，预约费，预订费④n.（承担保险责任的）签署，署名 

telegraphy n.电报学，电报 

trawl ①v.用拖网捕捞，拖网捕鱼②n.拖网，曳绳 

adjoining chart 邻接海图 

admiralty chart 英版海图 

agree upon 对„„取得一致意见，对„„达成协议 

agree with 与„„保持一致，适合，同意 

annual summary 年度汇编，年度摘要 

cumulative number 累计次数 

demarcation line 分界线 

fall off ①向下风②落下，坠下 

fish trap 渔栅，鱼网（固定陷鱼网） 

horseshoe buoy 马蹄形浮具 

inner ring 内环 

iron pipe 铁管 

latest information 最新资料 

luminous range 光达距离，光度视程，照明距离，光照距离 

medium size 中等尺寸，中型 

navigational data 航行资料 

new edition ①（书、刊物等的）新版②（海图）调制 

nominal range 额定光达距离（气象能见距离为 10 n mail 时的光达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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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eline area （海底）管道区 

stand out ①浮出，显著，显眼②离岸向海上航驶③突出的，出色的④突出的事物 

visible range 能见距离 

free of charge 不承担费用，免费 

GEN|General ①一般的②总的 

GL|Gearless 无吊货索具 

R/T|Radio Telephone 无线电话 

STM|Storm 风暴 

WNG|Warning 警告，警报，报警 

WWNWS|World Wide Navigational Warning Service 世界航行警告业务 

 

assault v.冲击，作战，袭击，攻击，突击，强击 

attorney n.代理人，律师 

biennial a.二年一次的 

blot ①n.污点，污渍，瑕疵②n.污名③v.污损，弄脏④v.用吸墨纸吸干 

character ①n.特征，特性，性质②n.印刷符号，电码组合，字符，字母，文字，字体，字元 

closure ①n.关闭，封闭，停业②n.停止，终止，结束，截止，闭合③n.隔板，挡板，围墙④n.堵口⑤n.封闭器，（测

绘）闭合差 

（金属罐） 

comment ①v.评述，评论，意见②v.注释，说明③v.鉴定 

deserter ①n.私自离船的船员，出走船员②n.逃亡者，叛逃者 

dismiss ①v.遣散②v.解雇③v.不考虑④v.解散⑤v.免职 

erase v.清除，消迹，删掉，消除，擦去，消降，抵消，消磁 

gasket ①n.垫密片，填密片，密封垫②n.捆帆绳，垫圈③n.衬垫，软垫，胶边，垫片 

herewith ad.此处 

inadmissible a.不能允许的，不能采纳的 

initiate ①v.创始，发起，倡议②v.启蒙，指引③v.引起，开始，着手 

journal ①n.记录，杂志，日志②n.日报，日记，日志③n.学报，期刊④n.航海日志⑤n.轴颈，枢 

opposition ①n.反对，对抗，相对②n.障碍③n.（天文）冲 

prudence ①n.谨慎，慎重②n.精明 

purser ①n.（商船上的）事务长，管事②n.（军舰上的）军需官，业务主任③n.会计员，出纳员 

pursue ①v.追随，追求，追②v.继续进行，实行，从事 

renew ①v.换新，更新②v.修复，恢复③v.重新启动④v.重新开始 

revocation n.撤销 

rewrite v.重写 

sense ①n.知觉，意义，含义②n.感受，感觉，观念③v.意识到，预感④v.传感，探测⑤v.判断，辨别 

technical a.工业的，专门的，技术的，专业的，工艺的 

write v.书写，记录，写入 

all's well 一切正常，没有事 

bell book 传令钟记录簿，车钟记录簿，车钟簿 

bulk vessel 散货船 

chronometer error 天文钟误差 

combustion engine 内燃机 

compass record 罗经数据记录 

deck log 甲板日志，航海日志 

deck watch ①甲板值班②航海比对表，天文钟比对表③船钟 

engine orders 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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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y ballast 含油压载水，油污压载水 

rough log 航海日志草本 

rough logbook 草本航海日志 

safe berth 安全泊位 

seaman's book 海员证 

second mate 二副 

shipping papers 货运文件 

smooth logbook 航海日志誊清本 

standing orders 常规命令 

take on ①担任，承办②装上，装入③承担，承受，雇用④采用，采取 

technical name （危险货物）技术名称 

third officer （轮船的）三副 

cargo record book 货物记录簿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内燃机 

on and off ①断断续续地，不时，偶尔②通/断 

proper shipping name （危险货物）标准运输名称 

to be inspected 应予检查 

watch on deck 舱面值班 

END|Endorsed 批注的 

OOW|Officer on Watch 值班驾驶员 

V/L|Speed Length Ratio 速长比 

 

achieve v.到达，实现，完成 

administrator n.（港务）监督员，行政官员，管理人员 

advisory ①n.（气象）预报，报告②a.咨询的，劝告的 

attain v.达到，获得 

bergy n.冰块群，冰山群 

borrow ①v.错用，采用，借款，借②v.抵押③v.（船）更靠近（岸或风）④v.模仿 

contest n.争夺，争辩 

dewater n.排水，脱水，去水 

electrolyte ①v.电解②n.电解质，电解液 

excellent ①a.优秀的，精良的②n.信号强度 

impede ①v.阻抗②v.阻碍，妨碍 

intend v.企图，打算 

lend ①v.出借，贷与，借贷②v.提供，给予，借给，借出 

litter ①n.垃圾②n.废物乱扔 

membrane ①n.膜片，薄膜，粘膜，膜②n.（防渗）帷幕，防渗层，隔膜，隔板③n.振动片，光圈 

mismanagement n.管理失误，管理不当 

oceanographic a.海洋学的 

phenomena n.（phenomenon 的复数） 

retest v.重新试验，再试验 

shoal ①a.水浅的②n.沙洲，浅滩（常指水深 20m 以内区域）③n.鱼群④v.变浅，回淤⑤v.群集，成群 

shuga n.（大量聚集的海绵状不透明白色）小冰块 

spicule n.针形物；n.（海上的）针形冰 

symmetric ①a.对称的②n.对位的（化学） 

team ①n.队，组②v.组成队，合作，协作③v.用畜队运 

torch ①n.手电筒，手提灯，火炬②n.切割器，焊枪，喷灯，气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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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er ①n.洗涤器，洗衣机②n.垫圈，垫片，衬垫 

wrench ①n.扳子，扳钳，扳手②v.扳紧，扭转，拧③n.歪曲 

alongside towing 并列拖带，舷拖，傍拖，绑拖 

bergy bit 中型冰山（面积约 100～300m2，一般高出水面 1～5m） 

boat hook 艇用金属钩，吊艇钩，钩篙 

boom stowage 吊杆安放 

broken case ①破损箱②已拆箱 

coastal state 沿海国家，沿海国 

cutting torch ①切割焰，割炬②切割焰吹管 

damaged ship 受损船，破损船 

deck gang 舱面人员，舱面水手 

draw span 开合桥跨，开合桥孔 

emergency light 应急灯 

emergency shutdown 紧急停机，事故停车 

emergency steering 应急操舵装置，应急操舵 

emergency stop 紧急停车 

hand steering 人力操舵，手操舵 

improper stowage 码垛不良，装载不良，配载不当（批注） 

insufficient packing 包装不足，包装不固，包装不良（批注） 

lower hold 下层舱，底舱 

mooring pattern 系泊缆布局 

oceanographic phenomena 海洋现象 

pass by （时间）流逝，绕过，推移 

pivoting point 枢轴点，支枢点，旋转点，轴尖，支点，枢心 

shoal water 浅水区 

spanner wrench 活络扳手 

starboard anchor 右首锚，右舷锚 

weather advisory 气象通报，天气预报 

weigh anchor ①起锚，起航，开船②快点，加油③离开 

emergency steering station 应急操舵部位 

let go anchor 抛锚，下锚 

matter of fact 实事求是的，注重实际的，不加渲染的，平铺直叙的 

steer clear of 避开„„行驶 

L/T|Long Ton 长吨（2240lb） 

 

achievement ①n.成就，成果，业绩②n.达到，完成 

audit ①n.v.稽核，查账，核算②n.v.审查，审计③n.v.清算，决算 

basin ①n.水盆，盆②n.港池，港湾，内湾，船坞③n.船模试验池，试验水池④n.海底盆地⑤n.（港口码头的）水域，

流域，水坑 

，地区 

breach ①n.缺口，裂口②n.破坏（合同等），扰乱（治安），违反（法律）③n.（通往烟筒的）烟道导管④n.攻破，

击破，突破⑤ 

n.冲击船的波浪，波浪的碎溅，碎浪，激浪，大浪，波涛 

camera ①n.（电视）摄像机，照相机②n.小箱，暗箱 

compliance ①n.符合②n.服从，依从，遵从③n.（弹性）应变率，柔度，柔量 

despatch 同 dispatch 

dispatch ①n.v.（货物）疏运，调度，派遣②n.快信，急信，专电③n.迅速办理，速办④n.v.（装卸）速遣 



 http://www.crewcn.com 

duly ad.正好地，恰好地，及时地 

electrician n.电气技术员，电机员，电工，大电 

hereunder n.在此 

immovable a.固定的，不动的，坚定的 

implementation ①n.履行，实施过程，执行过程（契约、诺言等）②n.补充，补给③n.器具，工具，仪器 

import ①v.进口，输入，引进，引入②n.进口商品，进口货③v.意味着，说明，表明 

inadequate a.不适当的，不充分的，不充足的，不够的 

incompetent ①a.不胜任的，不称职的，无资格的，不够格的②a.无力的，无能的③a.（岩层等）软的，弱的 

legislation ①n.法律②n.立法③n.法规，法制 

lien n.（对货物、船舶的）留置权，扣押权 

mechanic ①n.机工，机匠②n.机械员，技术员③a.手工的，机工的 

nationality ①n.国籍②n.船籍 

non-conformity ①n.不合格项，不合格②n.不整合（地质） 

promise ①v.承诺，同意，答应②v.希望，前途③v.有„„的希望，有„„的可能 

prostitute n.妓女 

reliability n.可靠度，可靠性 

resource ①n.手段，方法②n.资源，储藏③n.办法，对策 

sightseeing n.浏览，观光 

steward ①n.（船上的）服务员，事务员，乘务员，管事②n.（团体的）干事，伙食管理员 

toilet n.卫生间，盥洗室，厕所，浴室 

unmoor ①v.离码头，离浮筒，解缆，起锚，离泊②v.（双锚停泊时）改泊单锚 

unsafe a.不安全的，危险的 

upkeep v.维护，保养 

waiver n.放弃，弃权 

withdraw ①v.使退出，脱离，拆卸②n.缩回，撤回，撤销③v.（液体）吸出，抽出④v.吊（缸） 

alarm system 警报系统 

assistant officer 助理驾驶员，驾驶助理员，驾助 

carrying ship （互有责任碰撞条款中的）承运船 

chief steward （船上）服务员领班，服务员组长，事务长 

collision clause （船）碰撞责任条款 

compliance with 与„„保持一致，遵守„„ 

designated person 指定代表，受命官员 

dispatch money 速遣费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境保护 

intermediate port 中途港 

lee quarter 下风船尾 

leeward side 背风面，下风面 

local port 当地港口，地方港口，小港 

maritime industry 海洋业，海运业，航运业 

maritime lien 海上留置权，海上优先权，抵偿权 

on account 用分期付款的办法，用赊购的办法，先付，暂付 

operational failure 运转故障 

port authority 港务管理机关，港口当局 

pro rata 按比例，成比例（拉丁语） 

reefer cargo 冷藏货 

refrigeration machinery 制冷机，冷冻机，致冷机 

safe operation 安全运行，安全操作，安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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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ing berth 移泊 

ship's clock 船钟 

tool pusher 指挥员，领班 

wash basin 洗脸盆，脸盆 

certificate of nationality （船的）国籍证书 

engineer in charge 主任工程师，总工程师 

in spite of 不管，不顾 

internal safety audits 内部安全审核，内审 

on account of ①因为，由于②在„„账号上 

on the quarter 在船尾舷部，在船舷 

pro rata freight 按比例计算运费，比例运费 

safety at sea 海上安全 

shore based support 岸基支持 

sudden operational failure 突然运转失灵 

ISM|Intercontinental Strategic Missile 洲际战略导弹 

SMS|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安全管理体系 

USCG|United States Coastguard 美国海岸警备队 

 

abort ①n.异常结束②v.流产③v.终止，中断 

alteration ①n.变换，更改，变更②n.改建，改装③n.蚀变（地质）④n.修改，改动（设计或图纸等） 

amendment ①n.改正量，修正量，改善②n.修正，修订，改正③n.修正案 

concept ①n.概念，方案，规划②v.打算，设想，构思 

coordinate ①a.同级的，并列的，同位的，同等的，坐标的②v.协作，调整，协调，调度③v.坐标 

disclose ①v.揭开，揭示，公开，明告②v.泄露，揭露，露出，拆开 

fulfillment n.完成，执行，履行，实现 

functional a.符合使用要求的，有作用的，作用的，功能的，函数的 

illegal ①a.不合法的，违法的②a.非法的 

impression ①n.（硬度试验的）印痕，压痕，盖印，印记，压印②n.模膛，模槽③n.感应，影响，效果，印象④n.

（书的）版本， 

印刷次数 

inference n.推理，推论，论断，推断 

irrespective a.不考虑的，不论的，不顾的 

justification ①n.认为正确，证明，证实②n.理由，辩护③n.图文位置布局调整 

justify ①v.证明，证实②v.辩护，辩解③v.调整 

merchandise ①n.（总称）商品，货物②n.商业，交易 

mounting ①n.安置，安装，固定，装配②n.配件，零件，辅助设备 

prerequisite ①n.必要条件，先决条件②a.必须具备的，必要的，先决的 

rat n.老鼠，耗子 

repudiate v.拒绝，否认，抛弃 

reservation ①n.预订，预定，保留②n.专用地，保留地，保留区③n.附加保留条款，保留权益 

sanitation n.卫生设施，卫生站 

statute ①a.法定的，规定的②n.法令，条例，法律，章程 

sublet v.分租，转租 

substantially ①ad.实质上，本质上②ad.显著地，重要地，基本地 

supplier ①n.供应商，供货人，供给者，供应者②n.（机械设备等的）制造厂，制造人 

anticipatory breach 提前违约 

calculated strength 计算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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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age requirement 装载要求 

casualty report 损坏报告 

coastal navigation 沿海航行 

common carrier 公共承运人 

detailed inspection 详细检查 

detention report （船）滞留报告 

establish contact （使电路）接通 

freight rate 海运运价，费率 

general ship 一般船舶（相对于包租的船舶） 

hailing port 船籍港（写在船尾） 

hull maintenance 船体保养 

inland navigation 内河航行，内河航运，河运 

irrespective of 不管„„ 

long range ①长距离，远程②续航力大的，远距离的，远程的③长期的 

minimum delay 最少延迟 

no discount 不折扣，不贴现 

on arrival 抵达时 

operating station 操纵部位，操作部位，控制台 

radio contact 无线电联络 

roll axis 横摇轴 

serious deficiencies 严重缺陷 

set off ①（债权）抵消，抵付②隔开，衬托③推动，发动④出发 

special cargo 特殊货物（需要专门保管的货物） 

specific port 特定港 

state control 国家监督 

station control 测站控制 

structural integrity 结构整体性，结构完整程度 

surveyor authorized 授权的验船师 

axis of rotation 旋转轴线，旋转轴，转轴 

out of order ①紊乱，动乱，越轨②发生故障，出问题，损坏 

port state control 港口国管理，港口国监督 

port to port 港到港 

ship in distress 遇难船，遇险船 

side by side 并靠，并排，并肩（两船并排靠在一起） 

PSCO|Port State Control Officer （PSCO）港口国监督检察官 

 

appropriateness n.适合程度，适当性 

barren ①a.（岩石）多孔的②a.贫瘠的，荒芜的③n.不毛之地，瘠地 

clevis n.Ｕ形夹，马蹄铁 

countermand v.撤销，取消订货，取消前令，收回（命令等） 

defer ①v.延迟，扣存，迟延②v.延期，推迟③v.服从，听从 

despite ①n.即使，尽管②v.轻视，敌视③v.损害 

dune n.丘陵，砂丘，砂堆，山岗（常用复数） 

enunciate v.发表，宣布 

gudgeon ①n.（门的）枢轴，活塞销，耳轴，轴头②n.舵柱承座，舵枢，舵栓，舵针，舵钮③n.旋转架，托架 

illuminate ①v.照明，照射②v.用灯装饰（船）③v.启发，阐明 

loudspeaker n.扬声器，扩音器，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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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y n.听从，遵守，执行，服从 

rake ①v.耙，刮②v.收集，搜集③n.长柄耙，耙子，火钩④v.倾斜船头，倾斜船尾⑤n.（烟囱、船首尾柱的）倾斜度，

倾斜角 

reposition n.（卸空后的集装箱）放回原处，运回原地 

riprap ①n.抛筑用的石料，抛石②n.抛石基床，抛石护岸③n.乱石堆成的护岸，石堆堤，堆石护坡 

stabilizer ①n.减摇装置，稳定器②n.（防止分解、反应的）安定剂，稳定剂 

throttle ①v.使减速，阻塞，调节②v.节流，节制，压制③n.操纵阀，扼流圈，节流阀 

unattend v.不照看，不管 

visit ①n.v.访问，拜访，参观②n.v.检查，考察，视察③n.v.（灾害、疾病等）来袭，侵袭，来临 

whelp n.绞缆筒筋条，（链轮的）扣链齿，绞盘筒筋，绞盘肋骨（用以增加摩擦力） 

administration personnel 行政人员，管理人员 

administrative law 行政法 

air receiver 压缩空气瓶，空气储存器，储气器 

artificial island 人工岛 

associated equipment 相关的附属的设备 

automatic steering 自动操舵 

belted construction 带型结构 

clevis pin 环销，连接销 

current velocity 流速 

deck crew 舱面人员，水手 

engineer officer 轮机员 

engineering watch 机舱值班 

fatigue failure 疲劳破坏，疲劳失灵 

female section 下半模，阴模 

intended route 计划航线 

joggled construction 啮合结构 

lapped construction 搭接结构 

loudspeaker system 广播系统 

minor light 弱烛光灯，较小灯标（烛光较小，一般无人看守灯标） 

motor controller 电动机控制器 

national flag 国旗 

navigational light 航行灯，导航灯 

navigational watch 航行值班 

pilot orders 引航口令 

pneumatic brake 气压制动器，气动闸，风闸 

quarantine signal 检疫信号 

relieving officer ①接班驾驶员，接班轮机员②接班人员 

sea bottom 海底 

speed change 变速 

sprocket wheel （锚机）持链轮，链轮 

starting engine 起动机 

steering command 操纵指令 

strapped construction 覆接结构，覆板结构 

two-watch system （船上的）二班制 

upper stock 上舵杆，舵杆头 

administrative law judge 行政法官 

chief engineer officer 轮机长，大车，老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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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ssed air system 压缩空气系统 

effect of current 水流影响 

local zone time 地方区时 

lot by lot 一票一票货地，分批，按票 

rise of bottom 船底斜度，舭部升高 

 

abrade ①v.磨蚀，磨损，磨去②v.擦伤，擦破③v.擦去，擦掉 

awl n.钻子，锥子 

bailer ①n.灰浆桶，泥涌②n.淤泥取样器，戽斗，舀水勺，汲水斗，水瓢（救生艇用具）③n.抽泥筒，汲泥泵，汲水

孔④n.戽水者 

，汲水者⑤n.委托人 

bowse ①v.（绳索）拉紧，收紧②v.绞辘拉，（用滑轮）吊起，向下拉 

elongate v.使伸长，拉长，延长 

essence ①n.本质，实质②n.要素，精华③n.香精 

female ①a.女的②a.阴的，内的③a.有内螺纹的，凹形的 

flank ①n.（齿轮的）齿侧，齿腹②n.（山坡）侧面，侧翼③n.（船离码头时）船首顶流摆开④v.打倒车（顶推驳船

队顺流通过变 

段时采用的一种航行方法）⑤v.位于„„之侧，在„„侧面 

fold ①v.折叠，折痕②v.合拢，抱住，笼罩，调入，包③v.折叠起来，彻底失败④n.（地质）褶皱⑤n.倍（数） 

gateway ①n.（水下渔网，防潜设备等所留的）门道，道路，坞闸，登机口②n.（通信）接口③n.转运站④n.网关，

网关器 

grinder ①n.研磨机，粉碎机，砂轮机，磨碎机，磨床，砂轮，磨工②n.天电干扰声 

hooker n.沿海小船 

hound n.桅肩，桅肩下（下桅顶端承接上桅的架子） 

hurt n.v.损伤，损害 

impinge ①v.撞击，碰撞，冲击②v.（紧密）接触③v.侵犯，侵害 

innocuous a.无害的，无毒的 

knob ①n.旋钮，按钮②n.小圆块，疙瘩，节，瘤③n.（门、屉斗等的）球形把手，（桅杆或旗杆上的）顶球，（布线

用）瓷柱④n. 

圆丘，小丘 

lighten ①v.减轻，变轻，卸载②v.过驳③v.照亮，点亮，发亮④v.弄明白，启发 

loan ①v.借与，出借，借出②n.借款，贷款 

marginal ①a.边界的，限界的，端的②a.决定性的，临界的③a.（码头）顺岸式的，沿岸的④a.记在栏外的，旁注的 

pike ①n.矛，刺②n.尖顶旗杆③n.尖峰，山巅④v.穿过，通过 

pot ①n.锅，罐，壶，盆，盘，筒，盒②v.装罐，罐藏③n.捕鱼笼④n.油船（俗语） 

pry ①v.（用杠杆等）撬动，撬②n.撬具，杠杆③v.窥视，窥探，打听 

punt ①v.（用篙）撑②v.用小船运输③n.（撑篙的方头平底）小船④n.低角（荷兰语） 

recreation ①n.娱乐，休养②n.游览船 

reel ①n.卷轴，卷筒，线轴，盘②n.绕线架，电缆盘③n.磁带盘，纸带盘④v.（用卷轴、卷筒等）卷，绕 

rod ①n.拉杆，推杆，联杆，棒②n.水准尺，标尺，测杆③n.粗钢筋，棒钢④n.避雷针⑤n.（流速仪的）悬杆⑥n.杆

（英制长度单 

位 5.03m） 

seat ①n.基座，机座，阀座②n.座位，垫子，座③n.（为机器等）装底座④v.安置，固定⑤v.使就座 

softwood ①n.针叶树②n.软木，软质木材 

spinner ①n.纺纱工人②n.纺纱机③n.天线旋转装置，旋转器④n.机头罩（飞机） 

spool ①n.卷轴，卷筒②v.缠，卷 

tripper ①n.自动分离机构，倾卸装置，开底装置，脱钩装置，释放器②n.卸料小车③n.旅行者 



 http://www.crewcn.com 

unroll v.铺开，展开（卷起的东西） 

vacate ①v.腾出，撤离，撤出②v.辞去（服务）③v.取消，作废 

weakness ①n.弱点，缺点②n.薄弱，软弱，衰弱 

above deck 甲板以上 

aft line ①（型线图上的）船尾部纵剖线②尾缆 

after end ①船尾端②后端 

audible warning 声响报警，音响警号 

back current ①反向流，回流，逆流②反向电流 

bull rope ①粗钢丝绳，粗绳②防磨索，稳定索，栏索③吊艇杆前牵绳，吊杆桅绳 

chain tongs 链式大管钳，链钳 

coastal pack 流冰 

connecting shackle 连接卸扣，锚链卸扣 

crew cabin 船员室 

cross connection ①（船）横倾调整装置，连通阀②横贯通道，横向连通，交叉联结 

freezing air 冷空气 

government regulations 政府法规，政府规定 

interior lighting 室内照明 

intermediate spring 连接簧（在鱼尾板和主拖缆之间，用以增加主拖架的重量和柔性） 

internal friction 内摩擦力，内摩擦 

link chain 扁节链 

longshore hook 码头工人手钩 

manila hawser 粗麻大绳，白棕绳 

merchant ship 商船 

mobile unit 车辆 

normal size 标准尺寸 

normally open 常开的 

nylon rope 尼龙绳（缆） 

ocean towing 海上拖驳运输，海上拖带 

oil field （海上）油田 

oil rig 油井钻探设备 

open up 开启，拆开 

pike pole 铁钩，长搭钩（浮运木材时拔动木材的工具） 

pipe wrench 管扳手，管钳 

propeller flow 螺旋桨水流 

protective coating 保护涂层，保护涂料 

replacement steps 替换蹬 

ride down 压下，压进，捶进 

rigid liferaft 刚体救生筏 

safety factor 安全系数 

salvage association 救助协会 

screw ship 螺旋桨船 

shackle pin 卸扣栓销，钩环销 

slip surface 滑动面 

society approval 船级社认可 

spar deck （主甲板以上的）轻甲板，工作甲板 

spray gun 喷射器，喷涂枪，喷枪 

stand in ①驶近②参加 



 http://www.crewcn.com 

steam engine 蒸汽引擎，蒸汽机 

tapered pin 锥形销 

test sample 试验样品，试样，测试样本 

thin out 逐渐消失，变稀少，变薄，变细 

warp line 绞船缆，牵绳，拖索 

welded chain 焊接链锚，焊接链 

winch head 绞车副卷筒，绞缆筒 

wire core 线束铁芯 

classification society approval 船级社认可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摩擦系数 

direction of flow 水流方向，流向 

engineering control station 动力装置控制站 

fire control room 消防控制室 

in one piece 用整块木料制成 

maritime dangerous goods 海运危险货物 

return to normal 回复正常 

stud link chain 横挡环链，日字形链，有档链 

 

acrylate n.丙烯酸盐，丙烯酸酯 

adapter ①n.联轴套管，多头插销②n.拾波器，转接器③n.衬套，附件④n.接合链环组（锚链前端链节与锚卸扣间联

结的锚环组） 

⑤n.连接器，接头 

allyl n.丙烯基，烯丙基 

annex ①v.依附，合并，并吞②n.附属品，附加物③n.附录，附件④v.附加，添加，附带 

bacteria n.细菌（bacterium 的复数） 

circumvent ①v.绕过（困难）②v.包围，围绕③v.解决（难题），智取 

compatible a.不矛盾的，可共存的，相容的，适合的，相合的，兼容的 

council ①n.议会，会议②n.委员会，政务会，理事会 

creosote ①n.（防锈蚀用）杂酚油，克鲁苏油，木馏油②v.用防腐油处理，浸防腐油 

curve ①v.弯曲，曲折，弄弯②n.曲线图，曲线板③n.河弯，弯道，弯段 

destroyer n.驱逐舰 

effluent ①n.（从江、河、湖、阴沟等流出的）水流，分流，支流②n.流出物，污水③a.排放的，流出的 

emitter n.（晶体管）发射极，（核）辐射体，发射体，放射体，发射器，放射性，辐射源 

emulsion n.乳浊液，乳液，乳胶，乳剂，乳化液 

fly ①v.飞行，飞跃，空运②v.逃逸，消散③n.（通风机的）风翼，（计程仪）轮，罗盘卡，风标④n.蝇 

gallon n.加仑（容量单位，美制加仑合 3.78533 升，英制加仑合 4.54596 升） 

incinerate v.焚烧 

instantaneous a.立即的，瞬时的，同时的 

invalid ①a.无效力的，无效的，作废的②a.病残的③n.病残者 

invalidate v.使无价值，使作废，使无效 

methyl n.甲烷基，甲基 

mould 同 mold 

navy ①n.海军②n.船队，舰队（复 navies） 

oiler ①n.加油员，机匠，油匠②n.牛油杯，注油器③n.油船（常指港口用的加油船） 

oxide n.氧化物 

police n.警察 

propylene n.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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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irculate v.再周转，再循环 

sargasso n.海藻（大量浮在海面，对航行有危险） 

scriber n.划线针，刻划刀，划线器，画针，划针 

strict ①a.严格的，严肃的②a.严密的，精密的 

advance notice 承接通知，预先通知，预告 

approximate weight 约计重量 

ballast system 压载水系统 

butyric acid 丁酸 

cargo residue 残余货物 

chemical tanker 散装液体化学品船 

discharge outlet 排水口，卸料口，泄水口 

discharge overboard 舷外排放 

discharge system 排水系统 

draught measurement 牵引阻力测定 

electric potential 电位，电势 

emergency escape 应急出口，紧急逃生 

en route ①抛石②在航行中，在航程中，在途中 

engineering department 工程处，轮机部 

exhaust duct 排气管道 

filling line 装油管线，装载管路，注入管路 

filtering system 过滤系统 

gas detection 气体探测 

ground garbage 磨碎的垃圾 

ground up 磨滑 

ice chest 冰箱 

intake duct ①吸入管道，进气管道②进水渠 

loading line 装货管 

main pump 主货油泵，主泵 

marine pollution 海水污染，水面污染，海洋污染 

measurement system 船舶丈量法，计量系统 

national waters 内水 

oil slick ①水面浮油，水面油膜②油膜，浮油③撒油镇浪 

operation manual 操作说明书，使用说明书，操作条令，操作手册 

pressure alarm 压力报警器 

pressure drop 压力差，压降 

product carrier 成品油船 

product tanker ①产品油轮②石油制品船，成品油船 

propylene oxide 环氧丙烯 

pump in 用泵吸入 

pump room 抽水房，泵舱 

reception facility （有害物质）接收装置 

sargasso sea 藻海（北大西洋中央区域，约在北纬 20°～30°，西经 30°～60°） 

spare pump 备用泵 

special area 特殊区域 

storage space 仓库面积，堆场面积，货位 

tank capacity 液柜容量 

tanker ship 油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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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 water 洗涤用水 

water system ①水系（干流及支流）②供水系统，给水系统 

water washing （锅炉）水洗 

cargo pump room 货油泵舱，货油泵间 

clean ballast tank 清洁压载舱 

designated special area 划定的特别区 

fixed piping system 固定管系 

gas detection system 气体探测系统 

oil filtering system 滤油系统 

parts per million 百万分率 

plastic ice chest 塑料冰盒 

rate of discharge ①流量，排量②放电率，排出率，放出率③卸货速度，卸货效率 

slop tank arrangement 污水舱装置 

IGS|Inert Gas System （油船）惰性气体系统 

PPM|Parts per Million 百万分之„„，百万分率 

PV|Patrol Vessel 巡逻艇 

 

athwart ①ad.穿过，横过，横跨②ad.有抵触，不顺利，反对③n.（艇端）桨手座，横座板，横梁④a.横向的，横的 

binocular a.双筒望远镜的 

bite ①v.咬住，叮咬②v.侵蚀③v.（锚）抓住，啮合（齿轮）④v.（用杓斗）挖取岩石，掏岩粉⑤n.位组，字节 

blockage ①n.（管路、油路等的）堵塞，阻塞②n.（交通的）阻断，封锁，闭塞③n.实施封锁的部队 

burst ①n.v.炸裂，挣裂，爆发，爆破②n.v.决口，裂口，拉断，溃决③n.无线电脉冲，突发 

car ①n.小汽车，轿车②n.运输工具，车辆，汽车③n.（升降机的）吊笼 

cyclical a.循环的，周期的，轮转的，环状的 

disengage ①v.解开，脱扣，游离，放开，卸除，断开，松开②v.解约 

fend v.防御，挡住，闪避，挡开 

freshen ①v.搬位（指绳索、锚链的掉头或改变受磨部位）②v.（使海水）淡化，去盐分，使新鲜③v.（使船）加速

④v.（风）变 

强，风力增强 

hammer ①n.榔头，落锤，桩锤，锤，槌②v.锤打，锤击，敲打③v.锤炼 

hydrodynamic a.水力的，水压的 

interaction ①n.互斥，干扰，干涉②n.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minimise v.将„„减到最少，最小化 

muddy ①a.多泥的，混浊的，泥泞的②a.不透明的③a.糊涂的 

pigtail ①n.柔韧铜辫，软辫线②n.引出端，引线，抽头 

profile ①n.剖面图，侧视图，侧面图②n.形象，成形，轮廓，外形③n.概况，外观 

rug n.地毯，毯子，粗绒 

silt ①n.粉土（粒度大于粘土而小于细砂）②n.（水流中挟带的）泥砂③n.（沉积的）淤泥，淤沙 

tangle v.使缠结，混乱，纠纷 

tautness n.紧固度，张紧度 

tensiometer ①n.张力计，拉力计②n.（土的）含水量试验仪，（液体的）表面张力仪，拉伸试验机 

thrash ①v.颠簸②v.顶风浪前进，逆风浪航行 

under-keel a.龙骨下的 

upbound a.上水的，上行的 

wale ①n.（木船）腰部外板，舷缘板②n.横拉杆，横撑③n.（码头的）横护木④n.条纹，凸棱 

accommodation ladder （船）舷梯 

all standing 骤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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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able to 归因于 

azimuth bearing （天体）方位角 

bank effect 岸吸岸推现象（吸船尾，岸壁效应，堤岸效应，推船首） 

bow anchor 船首锚 

bow breast （靠码头用）前横缆，首横缆 

bow on 把船首转向，把船首对着 

bow plating 首部外板，船首外板 

bow spring 前倒缆，首斜缆 

buoy mooring ①浮筒锚定装置（锚链、沉锤等）②浮筒系泊 

catenary length 悬链线长（度） 

chain cable 锚链 

check line （驳船等靠码头时用的）首系缆 

deck stopper ①甲板舵角限制器②锚链制动器，锚链掣 

deep draught ①（船）深吃水②（船）吃水深的③（航道等）水深的，深水的 

drag anchor 浮锚，海锚，流锚 

fatigue life 疲劳损坏期限，疲劳寿命，疲劳周期 

fill in ①填上，填充，填写，填满，塞入，插进②担任临时职务，作临时代理 

go ahead ①批准，许可②进展，前进③前进的，批准的，许可的④请继续（电传用语） 

haul in ①绞入，拉进②（向某点）靠拢③引船进坞 

hold well 舱底水井，舱底井 

lee rudder 下风舵 

lightweight anchor 轻锚 

lock through （船）过闸 

main current 主流 

maximum tension 最大拉力，最大张力 

muddy bottom 泥底 

new location 新位置 

oil can 油壶 

one shot ①一次完成的，只有一次的②一次通过，冲息 

optimum angle 最佳角 

parallel course 等纬航向，平纬航向，平行航向 

passing distance 会船距离，通过距离 

pendant line 悬挂索，吊索 

prevent from 防止„„发生 

reduced speed 减速（准备停车） 

riding anchor 受力锚，力锚（双锚泊中吃力的锚） 

rocky bottom 岩石海底，暗礁底 

sandy bottom 沙底 

second anchor 第二锚（抛双锚时第二只抛出的锚） 

short burst 短脉冲 

single anchor 单锚 

spring tide ①朔望潮，大潮，高潮②全盛时期，高峰，顶点 

steady bearing ①（来船的）方位没有明显变化②（尾轴）支撑轴承 

transverse thrust 侧推力 

turning ability 回转性能，旋回性能 

under foot （锚）在首下（锚链垂直） 

under-keel clearance 龙骨下水深，富余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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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er out 松出（绳索或锚链） 

virtual mass ①视质量，虚质量②有效质量（用于靠船力计算） 

weather side （船的）迎风面，上风舷，上风侧 

wind rode 顶风锚泊（锚泊中船首向着风） 

yellow book 黄皮书（接种证书） 

anchor holding power 锚抓力 

athwart the tide 横流航行 

hydraulic deck stopper 液压舵角限制器 

out of gear 齿轮脱开 

poor holding ground 抓力不良锚地 

rule of thumb 比较粗糙的方法，经验法则，经验方法 

shot of chain 一节锚链（每节长 27m） 

 

beset v.（船）被冰封，包围，围绕，围困 

concave ①a.凹面的，凹的②n.凹面物，凹面，天穹 

dawn n.拂晓，黎明，开端 

dusk n.薄暮，幽暗（黄昏太阳高度在真地平下 6°～18°的一段时间） 

enforcement n.实行，强制执行，执行（法律等） 

entail ①v.结果，后果②n.遗产③v.必须有，需要④v.遗留下 

exit ①n.太平门，出口，出去，通道，出路②n.引出端③n.v.退出运行 

hardship n.艰难困苦 

inbound ①a.进港的，来港的，进站的②a.入境的，进口的③a.开往本国的，回本国的，归航的，回程的 

instant ①n.瞬间，即时②a.即刻的，急迫的③a.当月的 

intracoastal a.近岸的，沿岸的，沿海的 

landfall ①n.大塌方，滑坡②n.驶近海岸，登陆，着陆③n.（航行中）初见陆地 

legend ①n.（地图等的）图例，图的说明，图示符号，图号表②n.传说③n.传奇人物④n.标题（栏） 

locale n.现场，场所 

maiden a.初次的 

outlying ①a.在海面上的，远离的②n.在外围的，在外的，偏远的 

predetermine a.预定的 

promotion ①n.促销，推销②n.倡议，发起③n.（职务）提升，升级，升职④n.增进，促进 

race ①n.种族气质，种族特征，种族②n.急流，紊乱③n.姜根④n.赛跑，疾走⑤v.使空转 

sever ①v.分开，分离②v.断绝，切断（关系） 

aft part 后部，尾部 

approach channel （船闸的）引航道，（水堰等的）引渠，进出港航道，引槽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仲裁程序 

average speed ①平均航速②平均速度 

bow wave 首斜浪，船首波 

bridge pier 桥墩 

coastwise navigation 沿岸航行，近岸航行，沿海导航 

danger zone 危险区（首向到左正横区域） 

emergency assistance 紧急援助 

explosive anchorage 易爆货物锚地，爆炸品锚地 

heavy traffic ①报务繁忙②车辆拥挤 

ice conditions 冰况，冰情 

international rules 指定区域以外的船舶航行规则 

intracoastal waterway （靠近岸的）内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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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nd chain 列岛，岛链 

isophase light （灯光的）等明暗光，明暗光 

laden ship 满载船，载货船 

left bank 左岸（面向河流下游，在左手一方的河岸） 

left side 左侧 

let out 使流出，放出，伸出 

lift bridge 升降桥 

long scope 长链抛锚（超过水深五倍的放链） 

offshore anchor 外档锚，开锚 

over critical 超临界的 

parallel sinkage （船身）平行下沉 

pilotage area 引航区域 

pull towing （驳船）拖带 

safety margin 安全余地，安全裕度，安全限度 

sand bar 拦江沙，沙洲，潜洲，沙坝 

shock stress 冲击应力 

sound absorption 吸音 

traffic flow ①交通流，船流，车流②交通量，交通流量 

traffic regulations 交通规则 

traffic route 航道 

transverse wave 横波 

true direction 真方向 

vertical lift 垂直升船机，垂直提升机 

around the world 环绕世界的 

loss of control 失控 

prevention of collision 防止碰撞 

traffic separation line 分道通航线，通航分隔线 

vertical lift bridge 提升式升降桥 

ICW|Inspection Certificate of Weight 重量检验证书 

 

appraisal n.估价，评估，评价，鉴定 

attainable a.可达到的，可得到的 

await v.等待，等候 

builder ①n.建筑工人，施工人员，建设者②n.建筑公司，营造商，建造厂③n.造船厂，船厂 

calve ①n.v.（冰的）崩解，崩塌②n.（由悬崖上碎裂的）碎石③n.（由冰山裂下的）散冰块 

diffusion n.（光线）漫射，普及，扩散，散布，传播 

expert ①n.技师，专家②n.检验人，鉴定人③a.有专长的，熟练的 

feel ①v.触，摸②v.试探③v.感觉 

forepart n.船头部 

frustum n.（复 frusta）截头体，截锥体，柱身 

loom ①n.桨柄②n.光芒（灯本身尚在水平线下时光芒已看到）③v.（危险等）临近，逼近④v.（山、船等）朦胧出

现，朦胧的轮廓 

，幻影蜃景 

mike n.传声器，送话器，话筒 

obligate ①v.负有责任，负有义务②v.使承担责任，使履行③v.强制 

occupation ①n.业务，职业，专业②n.事情，任务③n.占有，占据，占领④n.居住，占用 

oppression n.压迫，压制，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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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se ①n.钱袋，钱包②n.资金，财力 

quartermaster n.舵工，舵手 

recess ①n.凹部，凹座，凹槽，凹穴，龛②n.（船闸等的）闸门槽，（隧道内的）避车洞，海岸凹进处，闸门库③v.

退潮，退水④ 

v.使凹进，作凹座，开凹槽⑤n.v.休息，休会 

resound ①v.反响，共鸣②v.赞扬 

seine ①n.拖底大围网，拖网②v.用围网捕鱼 

seiner n.围网渔船 

yardarm n.（帆船）桁端，桅横杆端 

actual range 实际距离，实际射程 

backing power 倒车功率 

by sounding 用测深法，测深的 

calm water 风平浪静的水域，静水区 

collision situation 碰撞情况 

congested waters 狭窄水域 

control equipment 控制设备，操纵设备 

cross ahead 横越他船船首 

existing circumstances 现状，现况 

heavy fog 重雾，浓雾 

identification signal 鉴别信号，识别信号 

intended track 计划航线 

lie off ①（船）离开（海岸或其他船舶）②（暂时）停止，休息③让开，停工 

maximum horsepower 最大功率 

mine sweeping 扫雷 

moderate speed 中等速度，缓速 

narrow fairway 狭窄航道 

non-displacement vessel 非排水船 

open draw 开式领纸，开式牵引 

overtaken vessel 被追越船，已被追越的船 

overtaking situation 追越局面 

overtaking vessel 追越船 

prevailing circumstances 当时环境 

proper lookout 正规瞭望，认真瞭望 

purse seiner 围网渔船 

pushing vessel 顶推船，推轮 

radar resolution 雷达析像清晰度 

sea damage 海损，水损，湿损 

sharp lookout 严密的瞭望 

stand clear 不接触，远离，避开 

starboard beam ①右舷②右正横 

unrestricted visibility 无限制能见度 

vis major 不可抗力 

visibility range 能见距离，瞭望距离，显示距离，视距 

after range light 后叠标灯，后桅灯，航迹灯 

alteration of course 改变航向 

distance of visibility （测者）视地平距离 

means of propulsion 推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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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power driven vessel 非动力船，非机动船 

past and clear （两船）驶过让清 

ship at anchor 停泊船 

single point mooring 单点系泊 

PM|Pacific Mail （英国）太平洋邮船公司 

WIG|Wing-in-ground Effect 地面翼效应 

WM|Warning Mark 警告性标志 

 

depiction ①n.描述，描绘，描写②n.表述法，图画 

eggoid n.卵形体 

indeterminate ①a.无法预先知道的，无定额的，不明确的，未定的②n.未定数，未知数③a.（结构）超静定的，静

不定的 

interrupt ①v.中断，切断，遮断，间断②v.停止，阻止，妨碍，拦阻 

intersect ①v.横过，横贯，横切②v.相交，交叉 

isoclinal n.等磁倾线，等倾线 

junction ①n.接合，会合，联结，接头②n.汇接点，连接点③n.交通枢纽，接轨站，枢纽站，接合处④n.（河流的）

汇流处，（支 

流的）河口⑤n.（半导体中的）结，结集汽管 

oblate a.扁圆的，扁的 

octagon n.八角形体，八角形物，八角形，八边形 

odd ①a.奇数的②a.多余的，剩余的，零头的，零散的③a.（跟在数字后表示）„„以上，奇怪的，偶然的 

orbit ①n.轨道②n.（势力、影响、活动等的）范围③v.在轨道上运行 

outline ①n.提要，提纲②n.轮廓，略图，草图③v.作出外形，略述 

presume ①v.推测，认为，以为②v.假定，假设 

recalibrate v.再校准，重新校准 

roundabout ①v.转弯抹角，迂回，曲折②v.环绕，大约③n.（分道通航制）环行道④a.迂回的，曲折的，弯曲的 

school ①n.（大学）学院，学校（海图图式）②n.学派，流派③n.鱼群，鸟群，人群 

simultaneous ①a.同时发生的，同时的②a.（方程式）联立的 

stripe ①n.条纹，镶条，长条，带，条②v.划分车道，划标线，划条纹 

turbulence ①n.紊流，湍流②n.乱流③n.扰动，骚动，骚乱④n.摇晃，动荡 

untrue a.不合标准的，不忠诚的，不真实的 

utilize v.利用，使用 

all time 全部时间的，全时的，专职的 

bottom contour 海底形状，河底地形，海底地形，等深线 

can buoy 罐形浮标，筒形浮筒 

colored sector 带色区 

continuous quick 连急闪灯 

contrary name 异名（特指纬度与赤纬名称） 

course line 航向线，航线 

curved line 曲线 

danger area 危恶地，危险区 

dredging area 疏浚区 

dual purpose 两用的 

floating aid 浮式导航标具，浮标 

full cycle 全循环 

interrupted quick 断急闪灯 

isoclinal line 等磁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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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beacon 灯光信标，灯标图式，灯光导标，有灯立标，灯桩 

local traffic 本市通话，地方交通，短途运输 

longitude line （海图上）经线，经度线 

loxodromic curve 恒向线 

major light 优级灯标，强光灯 

maximum distance 最大距离 

maximum flow 最大流量 

minimum flow 最小流量，枯水位 

net area 净断面面积，有效截面积，净面积 

oblate spheroid ①（地球）短轴旋椭圆体，扁球体②扁球面 

off soundings 深水航行（在 100 拓等深线外航行，过去指在手砣测深限度以外深水区域航行） 

oil well 集油井，油井 

pilotage waters 航标导航水域，引航水域，引航区 

port area 码头区，港区 

position line （船）位置线，船位线 

precautionary area 警戒区 

preferred channel 推荐航道 

recommended route 推荐航路，推荐航线 

red sector （灯塔）红光扇形区，航行危险区 

scattering layer 散射层 

separation point 分离点 

sharp turn 急转弯 

spar buoy 柱形浮标，杆状浮标 

special purpose 特殊用途，特殊功用 

spherical buoy 球形浮标，球形浮筒 

through traffic ①过境交通②直达运输，联运 

time base （雷达等的）时基，扫描基线，时间坐标 

unlighted buoy 无光浮标，无灯浮标 

wreck buoy 沉船浮标 

close at hand 迫近，接近 

deep scattering layer 水声散射层，（测深声波）深海散射层 

fixed and flashing 定/闪灯 

great circle sailing 大圆航海术，大圆航法 

height of eye （观测者）眼高，观测高度，目高 

interrupted quick flashing 各种断急闪或急联闪光的总称 

light list number 航行灯号码表，灯塔表号码，灯标表号码 

locks and dams 闸坝 

port hand mark 左侧标志，左舷标志，左岸标志 

position by radar 雷达船位 

special purpose buoy 特殊用途浮标，专用浮标 

speed made good 对地船速，实际航速 

EP|Earth Plate 接地板 

FL|Composite Group-flash 组群闪灯 

 

cohesion ①n.附着，粘合②n.凝聚力，内聚力，粘结力 

countercurrent n.反向流，逆流 

crust ①n.表层，外皮，外壳，硬壳，地壳（积雪）②n.（船底附生物的）甲壳③n.结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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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eavor n.尽力，力图，努力，尝试 

ketch n.双桅帆船 

locality ①n.区域，地区②n.当地，位置，地点，场所③n.方向，方位 

northwesterly ①ad.偏西北，向西北，在西北②n.西北风 

quadrature ①n.求面积②n.90°相位差，90°相移③n.弦 

reckon ①v.推算，计算，计数②v.评价，看作，认为③v.指望，依靠 

seismic ①a.震波的，震动的②a.地震的 

semi-diurnal ①a.一天两次的，半日的②n.半日周潮 

subordinate a.辅助的，从属的，下级的 

superimpose ①v.叠加，添上，附加②v.放在上面，加在上面 

unpredictable a.无法预先判断的，无法预见的 

variability ①n.变化性，变率②n.变异性，可变性 

variably ad.变化地，多变地 

widen v.加宽，放宽，扩大 

yawl n.杂用船，小艇 

bow off 使船首离风 

brazil current 巴西暖流 

density gradient 密度梯度 

diurnal tide 日周潮，全日潮（每日一次高低潮） 

east coast 东海岸 

ebb current 落潮流，退潮流 

elapsed time 经过的时间 

flow by 漏气 

harmonic constant （潮汐）调和常数，谐波常数 

horizontal flow 水平水流 

humboldt current 秘鲁洋流（沿南美洲西岸北流的冷洋流） 

latitude in 到达点纬度 

leading ahead （推船）拎头 

main sheet 主帆控制索 

meridian transit （天体）中天 

mixed tide 混合潮（一天中有两个高潮和两个低潮但早晚两次高潮或低潮潮高差别很大） 

salinity content 含盐量，盐分 

slack current 平潮 

standard meridian （时区）标准子午线 

steaming time 航行时间 

tidal day 太阴日，潮汐日（约 24 时 50 分） 

time difference 时间差，时差 

change of level 水位变化 

equatorial counter current 赤道逆流 

north equatorial current 北赤道洋流 

set of current 流向 

stem the current 逆流而进，逆水行舟，顶流 

type of tide 潮汐类型 

west wind drift 西风吹流 

GHA|Greenwich Hour Angle 格林尼治时角（格林午圈与天体时圈在天极所夹的球面角） 

SET|Set 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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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①prep.在„„以上，在上部②prep.在涨潮的方向，在上游 

approximate ①a.大概的，概略的，约略的，近似的，大约的②v.接近，近似，约计 

arch ①n.弓形结构，弓状物，弓形②n.半圆形，拱门③n.（海边）拱洞，船尾框顶部，拱顶，桥洞④a.为首的，主要

的，总的 

assistant ①n.助理员，副手，助理②n.帮助，辅助③a.辅助的，助理的，副职的 

bleed ①v.抽气②v.排放，排水，放水③v.渗出，流出，泛油，冒油，泛水④v.流血，出血⑤v.倾倒（将袋装谷物类倾

入散装舱） 

⑥n.分泄电路，分压器⑦n.悲痛，同情 

booster ①n.（陡坡段）助推机车，起动电动机，增速机，升压机，升压器，增压泵，助力器，加速器，增强器②

n.启爆管③n.支 

持者，援助者 

bosun n.水手长 

caisson ①n.箱②n.打捞用的浮筒，潜水箱，浮箱，沉箱③n.港池等闸门，箱形坞门，浮坞门 

careless a.粗心的，疏忽的，粗鲁的 

centerline n.（船）首尾线，中纵线，中心线，轴线，中线 

combine ①v.联合，组合，结合，综合，合并，化合②n.联合式机械，联合收割机，联合企业，联合工厂 

console ①n.操纵台，仪表板，控制台，键盘②n.（仪器等的）落地式机壳，落地式接收机 

conspicuous ①a.引人注目的，突出的，明显的②a.有名望的③a.显著的 

contactor n.接触器，触头，开关 

controller ①n.控制器，调节器②n.管理员，检查员，审计员③n.总会计师，司库 

copy ①n.复制品，副图，副本，拷贝②v.复制③n.仿形，靠模，样板 

crane ①n.鹤②n.（卸油或装油）鹤管，（铁路）水鹤，起重机，吊机，吊车③v.（用起重机）起吊，伸出 

crowbar ①n.（起钉子的）撬棍，起货钩，撬杠，铁挺②n.消弧电路 

crude ①a.未加工的，天然的，粗制的②n.石油，原油③n.原矿 

difficult a.困难的，艰难的，尴尬的 

disposal ①n.处置，处理，安排，料理②n.清除，消除 

economical 同 economic 

empty ①a.空闲的，无用的，空载的，空的②n.（集装箱）空箱，空瓶，空车，空桶③v.使流注，排空，弄空，使空 

endorsement ①n.背书（在票据背面签字）②n.签批，批单，认可③n.保证，承认 

expedite ①v.迅速办理，加紧，加快，促进②v.派遣，发出③a.无阻碍的，迅速的，轻装的 

flashpoint n.闪点 

forearm n.前臂 

fragile ①a.易碎的，脆弱的②n.易碎品 

fuse ①n.保险丝，熔断器，熔丝②n.导火线，雷管，信管，爆管，引信③v.由于熔丝烧断而电路不通，熔合，熔化

④v.装引信 

garbage ①n.废料，垃圾，污物②n.不准确数据，无用数据③n.垃圾费 

guideline ①n.操作说明书②n.准则，方针③n.导线，导绳 

gypsy n.绞车副卷筒，锚机滚筒，绞缆筒 

handler n.处理机，机械手 

independent ①a.单动的，自主的，单独的，分动的，独立的（机床）②a.不随„„而变的，与„„无关的 

interconnect ①n.互相联接，互相联系②v.使互相联结，使互相联系 

jerky a.急拉的，急扔的，急动的 

luff ①n.船首弯曲部，船首舷②v.使船头向风，贴风行驶，戗风行驶③v.（起重机）变幅，俯仰收放运动，吊臂起落 

non-volatile a.不挥发的 

noon n.中午，正午 

offshore ①a.近海的（离岸可为几米到数十海里）②a.从外国来的，向外国的，外国的 

operator ①n.技术员，技师，技工②n.（车辆）驾驶员③n.操作人员，调度员，营运者④n.电报员，话务员⑤n.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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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子（数学 

） 

overheat n.v.变得过热，使过热，过热 

pace ①n.v.步行，踱，步②n.规定速度，步伐，进度，步调③n.本领，才能④n.踏步，台阶⑤v.领先，带头 

paramount a.头等的，最高的，至上的，首要的 

pendulation n.摇摆 

personal ①a.专用的，个人的②a.人身的③a.亲自的 

placard n.（货物的）标牌 

pumpman n.（油船上管理泵的）泵员，泵管理员 

quad ①n.四芯线组②a.四联的 

resistor n.电阻器，电阻 

retard ①v.减速，减慢，推迟②v.妨碍，防止，阻滞，后退③v.（潮汐、日期）延迟 

rider ①n.骑车的人，骑手②n.冠板，顶板（木船舱盖板内侧肋骨支架）③n.斜撑（肋骨内侧加强材）④n.（天平上

的）游码⑤n. 

缠扎绳的第一圈（压在绳端上）⑥n.制导器⑦n.附加条款，附文 

rig ①n.成套设备，装具，机具②v.配备，装配③n.装备，索具，舾装④n.钻井平台 

rotation ①n.回转，旋转，转动②n.交替，轮流，循环③n.（天体）自转④n.港序，顺序（船停港顺序） 

rotor n.回转轴，转动体，转子 

safest a.最安全的 

security ①n.安全性，可靠性②n.保证人，担保人③n.抵押品，保证金④n.有价证券，债券⑤n.保护，防护，担保 

slew ①n.低湿地，泥沼，沼泽②n.（流速很小的）河汊，支汊，小沟③n.大量，许多④v.旋转，回转⑤v.（吊杆的）

摆动⑥v.（船 

）破冰前进 

slip ①v.滑移，打滑，滑脱，滑动，转差，空转②n.v.失误，过失，错误，差额③n.v.延误，改期，延期④n.转差率，

滑率，滑距 

⑤n.（造船）滑道，斜坡道⑥n.（斜坡式码头、轮渡码头等）泊位⑦n.港池（两座突堤码头之间的水域或狭长的挖入

式港池）⑧n. 

承保单，保险签，承保条，条，片⑨n.回头缆⑩a.可拆卸的，滑动的 

slipway ①n.（船厂）滑道，船排②n.下水滑道，动滑道 

span ①v.横跨，跨越，跨②v.架设③n.缚住，扎牢④n.跨度，跨距，间隔⑤n.（知识的）广度，（时间）一段，范围

⑥n.（双杆作 

业用的）中索⑦n.（飞机的）翼展 

spreader ①n.撑杆，支杆，撑架②n.分配器，撒布机，铺摊机③n.摊铺者，铺摊工④n.（集装箱等的）吊架⑤n.（引

航员梯上的） 

防扭杠 

stay ①n.v.逗留，停留②v.阻止，制止，抑制③v.（帆船）掉戗④v.中止诉讼⑤n.稳索，拉索，拉杆⑥n.撑杆，撑条 

tandem ①ad.一前一后地，串联地②n.双滚筒压路机，双轴挂车 

tankerman n.（持有油轮工作执照）油船船员 

turntable ①n.录音转播机，（唱机的）唱盘②n.（铁路）转车台，旋转工作台 

twin a.成双的，成对的，孪生的 

variety ①n.多样化，变化性②n.种类，品种③n.变种 

weigh ①v.上秤，过秤，计重，称量②v.考虑，权衡，估计③v.起锚，启航 

wheelhouse n.驾驶室，驾驶台，操舵室 

winch ①v.（用绞车）绞，卷扬②n.起货机，卷扬机，绞车，绞盘 

accidental discharge 意外排放，意外泄放，偶然排出，事故排出 

average load 平均负载，平均负荷 

ballast pump （船）压舱水泵，压载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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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ster pump 升压泵，增压泵，接力泵 

both sides 两舷，两侧 

burn out ①烧坏，烧完，烧断，熔断②停止燃烧，歇火 

cargo runner 吊货钢丝，吊货辘绳，起货索，吊索 

center tank 中间舱，中舱 

container spreader 集装箱吊架，集装箱吊具 

control console 控制台，操纵台 

conventional cargo 杂货，干货 

crane operator 吊车司机 

crane vessel 起重船，浮吊 

crude oil 石油，重油，原油 

cycle time ①全循环时间②循环时间，周期时间 

discharge flow 出流 

discharge line ①排出管路②卸货管 

discharge pressure 排出压力 

displacement pump 容积式泵，置换泵，活塞泵 

dock riser （码头上的）装卸油架 

drive system 传动装置 

electric winch 电动起货机，电动卷扬机，电动绞车 

equal angle 等边角钢 

equalizing beam 自动调平吊梁 

estimated distance 估算距离，推算航程，估计航程 

forward rake 前倾 

fragile cargo 易碎货物，易损货物，易碎品 

friction brake 摩擦制动器，摩擦闸 

graving dock 干船坞，修船坞 

gypsy head 绞缆筒 

hand in （电报）交发，（通知）交上 

handling operation 装卸作业，操纵作业 

high velocity ①高速②高速度 

home port ①船籍港②本国港口 

hydraulic drive ①液压传动装置②液压传动 

hydraulic winch 液压起货机，液压绞车 

immediate action 立即行动 

load capacity 起重能力，载重量 

load test 负载试验，加载试验，载重试验，荷载试验 

loading dock ①装货码头②装卸站台，装货站台 

loading overall 单一货种的装运 

longitudinal center 纵向中心（位置） 

master controller 总控制器，主控制器 

minimum radius 最小回转半径，最小跨距 

noon position 中午船位 

oil product 石油制品，成品油 

operating temperature 工作温度，运行温度，运转温度 

peak tank 尖舱 

personal injury 人身伤害，人身事故 

port security 港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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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mp engine 泵发动机 

pump shaft 泵轴，泵转轴 

rated load 额定负荷，额定负载，额定荷载 

rope locker 绳索库 

shipboard crane 甲板起重机 

ship's sweat 船体汗水 

single span 单跨 

solenoid brake 螺形线圈制动器，螺线管制动器，电磁制动器 

steam drive 蒸汽动力传动 

stopper chain 止索链 

stripping line 残油管系，清舱管路，扫舱管系 

stripping pump 清舱泵，扫舱泵 

suction side 吸入侧 

supply vessel （加拿大）供应船 

total quantity 总量 

turbine rotor 涡轮机转动部分，涡轮机转子 

vertical control 高程控制 

winch operator 绞车工 

capacity of crane 起重机的负载量 

cargo handling operation 货物装卸作业 

crude oil washing 原油洗舱 

disposal of garbage 垃圾处置 

offshore supply vessel 近海供应船 

positive displacement pump 正排量泵，容积式泵，正位移泵 

right and left 左右 

secure for sea 做好出海准备 

speed of rotation 旋转速度 

 

allowance ①n.修正值，允差，余量②n.容许量，富余量③n.（配合）公差，（加工）留量，裕度④n.补助，津贴⑤n.

斟酌，考虑 

already ad.备妥，就绪，已经 

amend ①v.修正，改正②v.赔偿③v.赔罪 

apprehend ①v.理解，料想②v.逮捕，扣押 

arrange ①v.安排，洽办②v.调解，调停③v.布置 

arrival ①n.到来，抵达，到港，到达②n.到达者，来者③n.到货 

ashore ①n.岸上，陆上②n.搁浅（被冲上近岸）③ad.在岸上，向岸上 

avail ①v.有益于，有用，有效②v.帮助，效用，利益 

aware ①a.意识的②v.认识到，了解 

black ①a.黑色的，暗淡的，黑的②a.非法贸易的，黑市的，非法的③n.黑颜料，黑人，黑色④v.对„„实行灯火管

制⑤v.弄黑， 

变黑 

brackish ①a.略带咸味的，含盐的②n.淡海水（淡水与海水混合的水） 

buoyage ①n.浮标，浮标装置（总称）②n.浮筒使用费，浮标费，航标费③n.水上航标制，浮标系统 

bureau n.办公处，局，所，社，署，室，司 

cardinal a.基本的，主要的 

centrifugal ①n.离心机②a.离心的 

check ①n.v.检查，核对，校对，检验，稽核②v.慢松（缆绳等）③n.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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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er n.理货员，检察员 

chip ①v.劈碎，铲，削，凿②n.（玻璃、陶瓷等）碎片，（金属）切屑，细石片，石屑，木屑③n.记忆芯片 

choose n.挑选，选择 

circulation ①n.流通，传播②n.流通量，环量③n.循环，环流④n.发行额，发行，销路 

clause ①n.条款②n.短句③v.加条款，备注 

clerk n.办事员，秘书，职员 

close ①a.关闭的，密实的，接近的，狭窄的，严密的，仔细的②v.接近，靠近③v.接通，闭合，关闭（电流）④v.

结束，完结， 

终止，终了 

compression ①n.紧缩，压力②n.受压，压缩 

conditional a.有条件的，受限制的 

considerable ①a.相当的②a.值得考虑的，值得注意的③a.重要的，可观的 

contractual a.合同上的，契约的，合同的 

copper ①n.铜（缩写 Cu，原子数 29）②v.在木船船底上加铜皮 

counterweight n.平衡配重，平衡锤，砝码 

danger ①n.碍航物，危险②n.危险信号③n.危险货 

decide n.决定，断定 

disperse ①v.分散，散布，疏散②v.散开，扩展，弥散③a.分散的，弥散的④a.悬浮的 

dispose ①v.处置，安排，处理，解决②v.配置③v.说服，影响④v.转让，出售 

distil v.蒸馏，滴下，渗出 

distribution ①n.分布，分发，分配②n.（物流）调运，配送③n.（书刊）发行，配电，分舱，销售，配水 

docker n.船坞工作人员，码头工人，船坞工人 

dunnage n.（防止货物碰撞的）衬料，垫货材，衬垫物，垫席，垫料，衬垫，货垫 

eastern a.东向的，东部的，东方的，东的 

explosion-proof a.防爆炸的，防爆的 

express ①v.表示，表达②v.压出，榨（液汁）③a.明确的，明白的④a.快递的⑤a.特快的⑥n.快递邮件，快车，快船 

extension ①n.扩张，扩大，扩建，扩展，延长②n.增设，分设③n.延伸部分，伸出部分④n.文件扩展名，延展部分 

fetch ①v.带来，取来，拿来②v.航行，前进，航进③n.计谋，策略④n.风区长度，风区⑤n.（两浪花经同一位置的）

间隔时间， 

吹送距离⑥n.（海湾对岸两点的）间距 

filler ①n.填隙料，装填物，填充物，填料，填片②n.注入器，注入孔③n.填充焊丝，熔接料④n.（报刊的）补白 

foreman n.装卸长，领班，队长 

gravity ①n.重量，重度，比重②n.地心吸力，引力，重力③n.严肃性，危险性，重要性，严重性 

heavily a.沉重地，重的 

horizontally ad.水平地 

industry ①n.工业，实业，产业，企业②n.勤勉，勤劳，勤奋 

inflammable ①a.（国际海事组织建议用“flammable”而不要用此字）可燃性的，可燃的，易燃的②n.易燃品，易

燃物 

inspector ①n.警官②n.检验员，验船师③n.督察员，视察员，检查员④n.检验器 

interest ①n.利息②n.利益，权益③n.所有权，股份④v.注意，兴趣⑤a.值得注意的，有意义的，有趣的 

liability ①n.不利条件，易生性，倾向性②n.责任，义务，负担，负债，债务 

limitation ①n.限定，极限，限制②n.局限性，缺点 

longshoremen n.（longshoreman 的复数） 

majority ①n.大部分②n.大多数，过半数 

maneuver ①n.操纵，运用②n.调度，策略，策动③n.演习，调遣 

manifest ①n.货物清单，舱单②n.载货清单，装货清单③v.表明，证明，宣言④n.迹象，表现⑤a.显然的，明白的 

mate ①n.船舶驾驶员，同事，伙伴，助手②v.使配套，使配合，搭配，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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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①n.测定，测量，度量②n.量尺，量度，尺度，容积③n.（船）丈量 

method ①n.方式，方法，手段②n.条理，秩序 

neat ①a.整洁的，简洁的，精致的，净的，纯的②a.（水泥）未掺砂的 

nerve ①n.神经，中枢②n.胆量，鼓励 

nitrobenzene n.硝基苯 

obligation ①n.债务，责任，义务②n.证券③n.契约 

offset ①v.偏离，偏移，偏置，错位②n.垂距，偏距，支距③n.时差，时滞④n.（山脉的）支脉，旁支，支管⑤v.抵

消，弥补，补 

偿⑥n.v.起步，出发⑦n.（船体）型值，型值表⑧n.（堤或山腰上的）平阶，（底座）阶宽，踏步，壁阶，梯级，平

坎⑨n.齿形槽 

，键槽，肩缘⑩a.分支的，偏置的，偏心的 

optional ①a.任意的，选择的，随意的②a.可自行决定的，非强制性的 

package ①n.件，包，捆，盒，箱②n.包装，包件③n.包装费④n.程序包，数据包，集成软件包 

periodically ad.周期性地，定时性地 

petroleum n.石油产品，汽油，石油 

poison ①n.毒药，毒品，毒物，毒②v.投毒，放毒③v.中毒 

porcelain ①n.瓷器，瓷料②a.瓷质的，瓷的 

portside ①a.左舷的②n.左舷 

preserve ①v.收藏，保藏②v.防腐，腌渍③v.维持，防护，保持④n.蜜饯，果酱 

prior a.更重要的，在前的 

propulsion ①n.推动力，推动②n.驱动装置，推进器 

purchase ①v.购置，购买②v.换得，采购，获得③n.购买品，收益④n.起重装置，滑轮组，绞辘，滑轮 

quadrant ①n.象限②n.象限仪，四分仪③n.扇形体，扇形板④n.扇形齿轮，扇形舵柄⑤n.舵扇 

quadrennial a.每四年一次的，继续四年的 

reasonable a.合理的，有益的 

rely v.信赖，依靠 

responsible a.有责任的，负责的 

retreat ①v.重新处理，再处理②v.作罢，退却③v.后倾④n.宁静的住所 

reverse ①v.颠倒，反转②v.倒车，回动③a.反向的，倒转的，回动的 

rotten a.腐烂的，腐朽的，腐败的，无用的，脆的，坏的（批注） 

rough ①a.不平的，崎岖的②a.狂暴的，汹涌的③a.粗制的，粗糙的，毛糙的④a.表面不平的，未加工的⑤a.粗略的，

近似的 

rule ①n.准则，规则，法则②v.统治，支配③v.决定，裁决④n.规范，惯例 

separately ad.分别地，分开地，个别地 

shipowner n.船舶所有人，船东 

shipper n.发货人，托运人 

shortage ①n.短缺，缺额②n.短缺货，短装 

smell ①v.嗅，闻②n.嗅觉③n.迹象④n.气味⑤v.散发气味，有气味，有嗅觉 

solve ①v.解决，解答，解释②v.溶解 

sort ①v.分类，选拣，整理②v.编组，调车③n.种类，类别，品质 

sour ①a.发酸的，变酸的②a.（投资等）不可靠的，失败的③v.丧失信心，损害④a.含硫量大的 

sphere ①n.球形，球体，球②n.天体③n.范围，领域④n.区域，地带⑤n.本分，本行⑥n.地位，身份⑦v.包围，围住

⑧v.使成球形 

，放在球内，使完善 

start ①n.v.启动，起动②n.v.出发，开动，开始③v.提出，创办，引起（问题等） 

stow ①v.装载②v.码垛，积载，堆码③v.存放，收藏 

stowage ①n.配载，装载，积载②n.装载法，装舱法③n.装货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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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tial ①a.实质的，本质的，实际的，具体的②a.物质的，坚固的，牢固的，结实的③a.重要的，显著的，基本

的④a.殷实 

的，富裕的，丰盛的 

sum ①n.总数，总和，总额②n.概要，概括③v.计算总和，作总结 

tally ①v.理货②v.记录，点数③v.（记数的）签，牌，筹④v.标志，符合，相符 

tallyman n.理货员（单数） 

tallymen n.理货员（复数） 

touch ①n.v.触，碰，摸②n.提到，涉及③n.（船过浅滩时）擦底④n.过于近风的驶帆⑤n.弯靠（中途在一港口短时停

靠） 

toxic a.有毒的，毒的 

trim ①n.v.修理，调谐，调整②n.v.修剪，装饰，点缀③v.平舱，匀货④n.吃水差，纵倾度 

tuck ①n.横褶，褶缝②v.打褶，卷起，叠起③v.藏在，塞进④n.（船尾）突出部分⑤n.（船舷至船尾部的）过渡区 

uniform ①a.统一的，一致的，均匀的②a.一定的，不变的③n.制服 

unseaworthiness n.不适航性，不适航 

valve ①n.阀门，阀②n.开关③n.旋塞，活门，气门④n.电子管，真空管 

van ①n.大型运货汽车，大篷车②n.（铁路）篷车，行李车③n.牵引车，搬运车④n.集装箱⑤n.先锋，先驱，前列⑥

v.（集装箱） 

装箱，用篷车运输，装车 

ventilate ①v.使通风，使通气②v.通风，换气③v.装通风设备，开气孔④v.透露，说出 

void ①a.空的②a.空白的，缺乏的，空闲的③a.作废的，无效的④n.真空，空位⑤n.（货物表面上的）空当⑥n.孔隙，

空隙 

volatile ①a.有挥发性的，易挥发的②a.非永久性的，易失的，易变的 

ware ①n.成品，商品，货品②n.器皿，瓷器③v.顺风掉戗 

watchman ①n.（码头、工厂等的）警卫，看守人员，岗哨②n.（瞭望台等的）守望员，值班员③n.（密西西比河顶

推驳船隧的）船 

首瞭望员 

whenever ad.无论何时 

worker ①n.工人，职工②n.劳动者，工作者 

above mentioned 上述的 

apprehended loss 推定灭失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授权代表 

back stay ①牵条，牵索②后支索，后撑条，后拉索，后拉杆③（机车锅炉的）背撑 

brackish water 淡海水，（河口）稍带咸味的水（淡水与海水混合的水） 

broken stowage ①亏舱②装杂木条（将舱中空隙填满） 

cardinal system 方位制航标系统 

cargo hold 货舱 

cargo hose 输油软管，货油软管，液货软管 

cargo manifest 舱单 

cargo plan 配载图，积载图 

cargo purchase 起货滑轮，吊货索具 

cargo temperature 货物温度 

check valve 单向阀，止回阀，止回流阀 

chief mate 大副 

choke up 堵塞，淤塞，塞住，堵住 

diesel engine 狄塞尔发动机，柴油机，柴油引擎 

distance piece 定距片，间隔片，定距块，间隔块，间隔套，隔片 

distilled water 蒸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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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ft measurement 牵引阻力测定 

draft survey 水尺检量，吃水检量，吃水计重 

electric fan 电动风机，电风扇，电扇 

electric pump 电动泵，电动抽水机 

filler cargo 填隙货物，填隙货 

floating cargo ①漂散货物②水运途中的货物，未到货（船失事后） 

flow over 漫过 

formic acid 甲酸，蚁酸 

general cargo 普通货，杂货 

heavy cargo 特重货，重件货 

highly toxic 剧毒 

hydraulic oil 液压油 

hydraulic pump 液压泵 

in bulk 散运，大批，散装 

inflammable cargo 易燃货物，可燃货物 

keep away （船）避开风头行驶，不使接近，离开，避开 

light cargo 轻泡货（按容积吨收运费的货物） 

loading list ①装货清单②入港报关单 

make contact 闭合触点，接通触点 

make sure 确保 

maximum load 最大载荷，最大负载 

mechanical advantage 机械效益，滑车利益 

minimum standard 最低标准 

on duty 值班 

on time 及时，准时，按时 

one piece 整体式的 

optional cargo ①机动货物（是否装运由船方根据情况决定）②选港货物（装载时卸港不定） 

prior to 在„„之前 

pump motor 泵电动机，泵马达 

result in 结果是，导致 

rough weather 暴风雨天气，狂风暴雨，坏天气 

run out ①外伸，伸向②流出，逐出，驱逐③结束，用完 

sailing condition 航行情况，航行条件 

sour crude 酸性原油 

stop position 停车位置 

stowage plan 装货计划，积载图，配载图 

substantial action 大幅度行动 

survey report 检验报告，鉴定书 

sweet oil 橄榄油，脱硫油 

tally room 理货间 

top mark （立标、浮标的）顶标 

totally enclosed 全封闭的，全封闭式 

trim correction 吃水差调整，纵倾调整 

warning sign 警告信号，警告标志 

winter zone 冬季载重线区 

angle of elevation 仰角 

arrival at port 到港，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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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 of loading 装船证书 

corps of engineers 陆军工兵部队 

force of gravity 重力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责任限制，责任限额 

loaded on board 已装船 

national cargo bureau 国家货物局 

so far as 只要，只要可能 

B/L|Bill of Lading 提单 

 

adverse a.反向的，反对的，不利的，逆的 

aneroid ①a.无液的②n.无液气压计 

anticyclonic a.高气压的 

associate ①v.联合，结合，缔合②n.合伙人，同事，伙伴③n.工程公司，联合事务④v.副学士（专科学校毕业生的学

位），（学 

会的）准会员，副理事⑤a.次要的，副的 

boisterous a.大风大浪的，狂风暴雨的，恶劣天气的，波浪翻滚的 

building ①n.建筑物，大厦，大楼，楼宇②n.建筑，建设，施工 

bulletin ①n.通报，公报，布告，报告②n.新闻简报，期刊③n.航务公告 

cancel ①v.撤销，取消，删去，解除②v.消去，通约（数学） 

cape n.海角，角，岬 

chandlery n.船用物料店，杂货店 

circulate ①v.通用，流通，流传，环流②v.使循环，使环流③v.传播（消息等），发行（货币） 

climate ①n.气候②n.一般趋势 

clockwise a.顺时针转动的，顺时针方向，顺时针的，右转的 

cloudiness n.混浊，云量，云度（度） 

col ①n.（两个反气旋之间的）低压带，鞍形②n.山峡，峡路，山隘，山口 

commence v.开始 

convection n.传递，对流 

convective a.传送的，对流的 

convey ①v.传送，递交，运送，转运②v.通知，传达③v.转让 

cool ①a.冷静的，沉着的，冷的②v.阴凉，冷却 

cumulonimbus 雷雨云，积雨云（拉丁语） 

data n.（单数 datum）数据，资料 

deal ①n..v 分配，分发，给予②n.v.处理，从事，涉及③n.措施，政策④n.协议，交易⑤n.大量，多⑥n.（松或枞）

木板，板材 

deepen ①v.增加深度，变深②v.（港口，河道等）挖深，疏浚③v.（气旋）加深 

departure ①n.出发，开航，出港，始航②n.偏转，偏移③n.航迹推算起点，起程点④n.东西距，经度差⑤n.横距（测

量） 

drove ①（drive 的过去式）②n.（石工的）平凿③v.使平，凿平④n.漂网渔船⑤n.畜群 

during prep.在„„期间 

earthquake n.地震 

eastward ①n.向东②a.东方的③a.向东的 

ebb ①n.低潮，落潮，退潮②n.落潮流③v.衰退 

encounter ①v.不期而遇，遭遇②v.会遇，遇到，碰见③v.冲突，遭到 

fair ①a.公正的，公平的②a.光顺的，平顺的③a.相当的，中等的④a.（风、潮水）顺的，（文稿等）清晰的，（天气）

无雨的⑤ 

n.交易会，展销会，博览会，集市⑥v.使校平，使光顺⑦v.使船在泊位中摆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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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e n.大片浮冰 

flood ①n.v.浸没，浸水②n.v.（船舱）进水，灌溉，充水，灌水③v.发洪水，泛滥，涨潮，满溢④n.大潮涌 

frozen ①v.电脑停帧，停格，冻结帧②a.严寒的，结冰的③冰冻的（批注） 

gale n.蒲氏八级风，大风（风速 34～40kn） 

generally ad.一般地，通常，一般 

gentle a.和缓的，温和的 

graphic a.图解的 

gust ①n.阵风，阵雨②n.阵发的事物 

gustiness n.阵发性 

hail ①n.冰雹，雹②v.下雹③v.呼唤，招呼④n.船籍港 

hemisphere ①n.领域，范围②n.（地球或天球的）半球 

hurricane n.西印度群岛、墨西哥湾等地产生的热带低气压，飓风，蒲氏十二级风 

inclement ①a.险恶的，寒冷的，有狂风暴雨的（天气）②a.（风）凛冽的③n.严寒的，冷酷的，严酷的 

instrument ①n.仪器，仪表，器械，器具②n.乐器③n.工具，手段④n.证券，契约，文件，证书⑤n.海事声明 

intensify v.加强，强化，增强，加剧 

interpret ①v.解释，说明②v.判断，解译，判读③v.翻译 

introduction ①n.导言，序言，引言，前言，绪论②n.入门，介绍③n.传入，引进，采用，推广 

inversely ①ad.相反，反之②ad.相反地 

language ①n.语言②n.术语，代码 

legal a.法律上的，正当的，法律的，法定的 

letter ①n.字母，文字，符号②n.书信，信③n.许可证，证书④n.无线电报 

level ①n.水准，水平，等级，液位，能级，高程②n.水平面，水位，电平③v.整平，找平，垫平④v.平舱 

local a.本地的，局部的，地方的，当地的 

merge ①n.消失，吞没，沉没②v.吸收，吞并③v.（企业等）合并，兼并，联营，归并④v.（河流、道路）汇合 

microbarograph n.测微气压计，微压表 

national a.国家的，国有的，国民的，民族的 

northern a.北向的，北方的，北的 

northward ①ad.向北，北部，北端②a.向北的 

paragraph n.（文章、规则的）节，段，条，款 

per ①prep.按，凭②prep.每一，每③prep.由，经④prep.根据 

precautionary a.预防的 

precipitation ①n.降雨量，降水，降雨②n.猛落③n.沉淀物④n.淀析作用，沉淀作用 

precision n.准确度，精度 

prepare ①v.预备，准备②v.作出，制定③v.制备，配制 

probability n.或然率，可能性，概率，几率 

quite ad.完全，简直，很，颇 

rainfall ①n.降雨②n.雨量 

recurve n.反弯，折回 

relatively ad.相对地，比较地 

report ①n.报告，汇报，记录②n.报导，报表③v.通报，通知④v.发表 

respect ①n.v.尊重，尊敬②v.重视，遵守③n.着眼点，方面，关系 

rime ①n.白霜，雾凇，树挂②v.扩孔（扩大帆布绳眼圈）③n.梯级 

scatter ①n.散开，散布，分散②n.散射，撒播③n.耗散，铺撒 

showery a.阵雨的 

slant ①a.倾斜的，歪的②v.（断层）倾向，倾斜③n.一阵顺风 

snow ①n.雪花，积雪，雪②v.下雪③v.被雪覆盖，被雪封④n.雪花干扰（图像上出现的雪花形干扰）⑤n.二桅帆船 

solar ①a.太阳的②a.日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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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al ①n.螺旋形的，螺纹的，螺线的②n.螺线，螺旋，螺壳，卷③n.使成螺旋形，盘旋 

squall ①n.暴风，飑（常夹有雨雪）②v.骚动，动荡③v.起风暴，刮飑 

squally ①a.有狂风暴雨的，急风的②a.形势险恶的，不平静的，动荡的 

summarize ①v.概述，总结②v.摘要，简述 

swell ①n.海涌，涌浪，长浪，涌②v.肿大，膨胀，隆起③v.增长，增大，增加 

synoptic a.（天气图）摘要的，大纲性的，概要的 

temperate a.（气候）温和的，温带的，适度的 

terrain ①n.地区，地段②n.地形，地势，自然环境③n.（知识、学术）领域④n.（行动）范围，场所 

topographic a.地形的 

tropical a.酷热的，热带的 

tsunami n.地震海浪，海啸 

usually ad.通常，平常，一般 

violent ①a.由于暴力的，强烈的，强暴的，剧烈的②a.猖獗的 

wintry a.寒冷的，冬天的 

adverse weather 不良的气候，不利天气 

aneroid barometer 无液式气压表，空盒气压表，膜盒气压计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大气温度，常温 

bad weather 恶劣天气，坏天气 

cancel out 抵消，销账 

clear weather 晴天 

coast pilot ①沿海船舶引航员②沿海航路指南，沿海航路志 

dry air 干空气 

fair weather 好天，晴天 

flood current 涨潮流 

freezing level 冻结高度（大气层达到 0℃气温的高度） 

freezing rain 冻雨（气象用语） 

heavy rain 暴雨，大雨 

heavy squall 烈飑 

high latitude 高纬度 

immediate vicinity 相邻地区，邻近地区，紧邻 

local wind 地方性风，局部风 

low latitude 低纬度 

low swell 低涌（道氏涌级一至二级） 

map analysis （天气）图分析 

moderate gale 疾风，蒲氏七级风 

northern hemisphere 北半球 

partly cloudy 少云 

plain language ①（通信）明语，明码②普通语言，普通文字 

position report 船位报告，位置报告 

precision instrument 校验用仪表，精密仪器 

pressure center 气压中心，压力中心 

primary source 第一手来源，原始来源 

reversing current （周期性）往复潮流 

river mouth 河口 

rudder adjustment 舵角调整 

shift in 移入 

ship chandlery 船具业，船舶供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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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s heading 船首向，航向 

solar system 太阳系 

southern hemisphere 南半球 

squall line 飑线 

strong gale 烈风，蒲氏九级风（风速 41～47kn） 

take readings 读取读数 

tidal wave 海啸海浪，风暴潮，潮汐波 

tropical cyclone 热带气旋 

tropical wave 热带波，东风波（随东信风向西移动的低压，常伴有浓云和大雨） 

up speed 加速 

vapor pressure 蒸汽压力 

vertical motion 垂直运动，垂直移动 

wall cloud 墙状云 

warm front 暖锋 

weather adjustment ①气温调节②（自动舵）天气调整装置 

weather bulletin 天气公报，气象通报 

weather bureau 气象局 

weather forecast 气象预报，天气预报 

weather station 气象台，气象站 

whole gale 狂风，十级风（蒲氏十级风的旧名） 

wind force ①风力②风负荷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美国）国家气象局 

point of origin ①（坐标）原点②起运点，发货点③发货地 

with respect to 关于 

CEN|Centaurus 半人马星座 

DEG|Degree ①等级②程度③次，度（幂） 

EAST|Eastern Australian Standard Time 东澳大利亚标准时 

ELY|Easterly ①东向的，东的②东风③偏东 

FM|Fan Mark 扇形标志 

HVY|Heavy 大功率的，重型的 

KMS|Kilometers per Second 千米/秒 

KTS|Knots 海里/小时，节 

MAP|Marine Autotraverse Positioner 船迹推算仪 

MBS|Machinery and Boilers Are Classed by British Standard 按英国标准定级的机械设备和锅炉 

NE|Natural Exhaust 自然排风 

NM|Nautical Mile 海里 

NW|Navigable Waters 可航水域 

OF|Ocean Freight 海运运费，远洋运价，远洋货运 

OWING|Owing to 由于 

PT|Pacific Time 太平洋时间 

SE|Safety Equipment 安全设备 

SEAS|Self-embedment Anchoring System 自埋入抛锚系统 

STOP|Search Terminal Option 搜索终端取舍 

THE|Technical Help to Exporters （英国标准协会）对出口商的技术帮助 

TO|Technical Orders 技术条令 

TV|Tank Vessel 油船，油轮 

UP|Ultra-portable 超便携式，超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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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Weather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Display 天气情报接收网 

 

affect n.v.影响，侵袭，损害 

afternoon n.下午，午后 

alter ①v.改变，变更②v.改装 

analysis ①n.（复 analyses）分析图（气象图用语）②n.分析，化验，计算，分解，解析，研究 

anticlockwise a.反时针方向的，逆时针的 

anvil ①n.铁砧，砧②n.平台，基准面③n.支点 

apogee n.（弹道）最高点，远地点 

approach ①n.途径，手段，方法②n.进出港航道，进口航道，引航道，引道③v.靠码头，靠泊④v.（时间）逼近⑤v.

驶近，走近， 

行近，渐近，临近⑥v.商量，探讨，处 

arctic ①a.北极地区的，北极的②n.北极地方，北极圈 

aurora n.极光，曙光，辉光 

autumn n.秋季，秋天 

barometric a.气压表的，气压计的 

blink ①v.发火光，发火花②n.闪烁，闪光（故障） 

catch ①n.v.抓住，抓取，捕捉，截拦，收集②n.（门的）拉手，门扣③n.锁扣，插销，锁键，簧舌，掣④n.捕获量，

捕获物⑤v. 

了解，领会⑥v.着火，起火 

climatological a.气候的 

comma n.逗号 

content ①n.v.满足，满意②n.含量，内容③n.容量，容积④n.目录，目次⑤n.存数，存储 

contrast ①n.对比率，对比度，差异②v.对比，对照 

convergence ①n.聚合差②n.集中，收敛③n.辐合（度），会聚（度） 

crystal ①n.冰晶状的东西，结晶，晶粒（如石英）②a.冰晶般的，晶体的③n.石英，晶体 

cumulus （复 cumuli）堆状，积云（拉丁语） 

decay ①v.（电荷）减少，腐蚀，朽坏，腐烂，衰退，衰变，毁坏②v.（荧光屏的）余辉 

defect ①n.亏量，疵点，毛病，故障②n.缺点，缺陷，欠妥之处 

deflect ①v.（使）偏转，致偏，偏离②v.（使）挠曲，弯曲③v.偏斜，偏差，偏位 

deflection ①n.偏转，偏斜，偏差，偏角②n.挠曲，挠度，偏折，偏差度③n.船体挠度，方向角 

disrupt ①n.破裂，分裂②v.使击穿，打断 

diurnal ①a.每天一次的，每日的，周日的②a.昼间的，白天的 

dominant ①a.占优势的，统治的，支配的②a.显著的，突出的 

early a.提前的，提早的，初期的，原始的 

easterly ①a.东向的，东方的②a.偏向东方的③n.从东面吹来风，东风 

enthalpy n.（单位质量的）热含量，焓 

equal ①v.等于②a.相同的，匹配的，平等的，相等的，均等的 

equilibrium n.平衡状态，平衡，均衡，均势 

especially ad.尤其，特别 

expect n.期待，预料，预期，指望，要求 

experience n.经验 

extend ①v.伸展，伸长，延长，延伸②v.扩大，扩张，扩展③v.延期，延续④n.跨过，伸过 

extratropical a.同 extratropic，中纬度的，温带的 

extreme ①n.极限值，极度，极限，极端②a.离中最远的，极端的，特殊的，末端的，极限的 

felt ①n.油毡，毡②v.用毡遮盖，成毡 

fine ①a.细的（底质）②a.细微的，细致的③a.精确的，精密的，精细的，准确的④a.锐利的，瘦削的⑤a.灵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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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的，优良 

的，美好的⑥a.（天气）晴朗的⑦n.罚款，罚金⑧n.（复）细骨料，石屑，粉末⑨v.处以罚款⑩v.微调，使细（电） 

fluctuate v.变动，脉动，波动，起伏，涨落 

forest ①n.森林②n.造林 

formation ①n.形成，构成，组成②n.结构，构造③n.序列，配置④n.施工基面，竣工高程 

frequent ①a.频繁的，常遇的②a.时常发生的，经常的 

gradually ad.逐渐地 

great a.伟大的，大的 

grow ①v.种植，培育，生长②v.增长，发展，增大③n.（锚链）放出方向，锚链趋向 

growler ①n.葫芦形小冰山，碎冰山，冰岩（露出水面不超过 1m）②n.电机转子试验装置，短路线圈测试仪 

guess n.推测，猜 

gulf ①n.海湾，湾②n.深渊，深沟，沟壑③n.旋涡 

harsh ①a.粗糙的，严厉的②a.（条件）苛刻的，（声音）刺耳的，（风）刺骨的，（味）涩的 

haze ①n.薄雾，烟雾，雾气，霾②n.迷糊，朦胧③n.变朦胧 

hazy ①a.烟雾弥漫的②a.模糊的，朦胧的 

heave ①v.拉起，举起，托起，拉，卷，绞②v.升降，升沉，垂荡③v.（地质）平错，隆起，胀起④v.波动，起落，

起伏 

high ①a.高的②a.强烈的③n.（气象）高压④n.道氏六级浪 

hill ①n.小山，山丘（高度常在 300m 以下）②n.斜坡堆，土堆 

however n.但是，然而 

huge a.巨大的，大型的 

humid a.有湿气的，湿气重的，潮湿的，湿的 

hundred n.一百，百 

hydroscopic a.吸湿的 

inclination n.偏角，偏差，倾斜，倾度，倾角，倾向，斜坡，坡度，比降 

inequality ①n.不平等，不等②n.不等量③n.不等式④n.（地形）不平整，起伏，变化 

isotherm n.恒温线，等温线 

layer ①n.片，层②n.涂层，焊层③n.敷设器，铺设器，铺设船，敷设船，铺筑者 

map ①n.天体图，地图，图②v.绘制（地图），用地图表示，测绘③v.详细作出（计划等），安排，拟订 

marshy a.沼泽地的，泥泞的 

mirage n.海市蜃楼，幻景 

moderate ①a.缓和的，适度的，中等的，温和的②v.减轻，缓和③v.节制，调节 

moist a.湿润的，潮湿的，多雨的 

moisture ①n.潮湿，湿气，潮气②n.湿度，水分 

monsoon n.雨季 

mountainous a.多山的，巨大的 

neap ①n.小潮②v.船因小潮而搁浅 

northeast ①n.东北（45°）②n.东北地区，东北③n.东北信风（北半球回归线无风带和赤道无风带之间的地区中从

北面和东面吹 

来较干燥的凉风） 

northeasterly ①n.东北风②a.偏东北的，东北的③ad.在东北 

northerly ①a.在北方的，北向的，北的②ad.在北面③n.北风 

obliterate ①v.涂掉，删去，消灭②v.清除，涂抹，擦去 

observer ①n.观测员，观察员，测者②n.观评论员，目击者，见证人 

overcast n.v.多云，阴天 

parallel ①v.相比，对等，类似，并联②n.平行线③n.地平线④n.（纬度）平行圈，等纬度圈⑤a.平行的，并列的⑥a.

并联的⑦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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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相比的，类似的 

peril ①n.风险，危险②n.灾难，损失 

port ①n.港口，港②n.左舷③n.舷门，驳门④n.孔口，入口，出口，汽门⑤n.端口 

prefix n.v.词头，前缀 

prevail ①v.流行，盛行②v.胜过，压倒③v.成功，奏效④v.占优势⑤ 

probable ①a.有希望的，可能的，大概的②a.概率的，或然的，几率的 

puerto 港口（西班牙语） 

rarely ad.很少地，罕有地 

recurvature n.转向，反曲 

region n.区域，范围，地区，地带 

removable a.（污染等）可以清除的，可拆卸的，可更换的，可移动的，活动的 

ridge ①n.高压脊，山脊，海脊，冰脊，礁脊，屋脊②n.凸唇，潜坝，波峰，岭，埂，塄③n.岩礁脉，山脉 

salvage ①n.海上救助，救捞，打捞②n.海上救难费，救助报酬③n.被救船及货 

sand ①n.砂，沙②n.沙丘，丘陵③n.泥沙（海图图式）④v.矿磨，砂磨，磨光⑤v.用砂纸打光，喷砂清理⑥v.铺砂，

填砂，掺砂 

saturate v.浸透，渗透，饱和 

see v.看见，查看 

sheet ①n.一片，一张②n.薄片，薄板③n.表格，图表④n.（帆的）缭绳，帆脚索⑤v.扩展，展开⑥v.盖上，铺盖⑦v.

压延，辗薄 

⑧n.划艇的首尾部分 

shift ①v.变，换②n.v.转接，进位，转换，变速，调档，移动③n.权宜之计，办法，手段④n.v.移位，移泊⑤v.（雷达）

中心偏 

移，（风）改向，（船）漂移⑥n.轮班，工班 

steepness n.险峻性，陡度 

sticky ①a.粘性的，泥泞的，脏的②n.粘泥底质（海图图式）③a.（天气）湿热的 

stormy ①a.暴风雨的，风暴般的②a.不平静的，激烈的 

stratocumulus 层积云（拉丁语） 

strike ①n.v.打，击，敲②n.v.碰，撞③v.（船）抵碰，触礁，触底，搁浅④v.（突然）发现，碰到⑤n.v.罢工⑥v.突然

发现，突 

然成功⑦n.走向（地质）⑧n.（斗、升等谷物量器的）刮棒 

subpolar n.近南北极的，副极地 

subsurface a.地面以下的，表面以下的，地下的，水下的 

summer ①n.夏天，夏②n.过夏，歇夏，避暑③n.求和器，加法器④n.（门窗）大梁，过梁 

sun ①n.太阳，日②n.阳光，日光③v.发光，照耀，晒④n.（有卫星的）恒星 

surge ①n.风暴潮，汹涌，涌浪，大浪，波涛②v.起涌浪，起大浪③v.（船）起伏，颤动，振荡，喘振④v.突升，猛

升⑤v.急放锚 

链，突松绳缆 

temperature ①n.体温②n.温度 

torrent n.奔流，急流，洪流 

transit ①n.v.通过，经过，过境②n.v.交通，运输③n.过境货物，过境运量④n.v.中天（天文）⑤n.经纬仪 

troposphere n.对流层 

uncertain a.不确定的，不可靠的，易变的，含糊的 

valley ①n.山谷，河谷，狭谷，盆地②n.海底谷，流域③n.波谷④n.（相交斜屋面的）屋面斜沟，谷槽 

veer ①v.（风向）顺转（北半球顺时针方向，南半球反时针方向）②v.改变，转向（航向、意见等）③v.（缆索等）

放出，松开 

warn v.预先通知，警告，警报 

west ①a.西的②n.西向，西（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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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out n.乳白天空 

widespread ①a.广泛流传的，普遍的②a.（雨雪等）大面积的 

winter ①n.萧条期，衰落期②n.冬天，冬季 

air temperature 气温，空气温度 

approach of （他船的）驶近 

aurora borealis 北极光 

backing wind 反转风，逆转风（北半球反时针转向，南半球顺时针转向） 

ballistic deflection （陀螺罗经的）惯性误差，冲击位移误差 

barometric pressure 大气压力，大气压，气压 

blowing snow 吹雪 

clockwise direction 顺时针方向 

constant speed 等速，恒速 

counterclockwise direction 逆时针方向 

crew list 船员名单 

density current 密度流，异重流 

designated area 指定区域 

direct path 直接通路 

diurnal inequality 日潮不等（每日两次高潮或两次低潮的潮差） 

easterly wave 热带波，东风波（随东信风向西移动的低压，常伴有浓云和大雨） 

flat calm 完全无风 

forward speed 前进航速，正车航速 

gasoline tank 汽油柜，汽油箱，汽油舱 

gradient current 梯度流 

heave to 顶风漂泊，顶风停船，逆风滞航，掉头对风 

high altitude 高度 

high overcast 高密云天空 

hold course 保持航向 

hygroscopic cargo 吸湿性货物，散湿货物 

ice blink 云冰光，（格陵兰等地的）沿海冰崖（云层下部反射的黄白色映光） 

intermittent rain 间断下雨 

jet stream 急流，射流 

katabatic wind 下降风，下吹风，重力风，山风 

long swell 长涌（波长在 600ft 以上） 

loose gear 可卸零部件 

low clouds 低云 

mackerel sky 鲭鱼背天空（带有条形云的天空） 

mare's tails 马尾云（卷云的一种） 

maximum speed 最大速度，最大航速 

mean speed 平均速度，均速 

middle clouds 中层云，中云 

moist air 湿空气，潮气 

moisture content 含水量，湿度，水分 

north pole 北极 

northerly wind 北风 

outer edge 外缘 

poor visibility 能见度不好，五级能见度 

port quarter 船尾左舷方向，左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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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gradient 压力梯度，气压梯度 

pressure ridge 冰丘脉，冰脊 

prognostic chart 预报天气图 

rain showers 阵雨 

reverse direction 反向 

sail area 受风面积，帆面积 

short duration 短时间，短历时 

snow cover 积雪覆盖层，雪被，积雪 

starboard quarter （船的）右后方，船尾右舷方向 

steady rain 持续降雨，连绵雨 

storm surge 风暴涌浪，风暴潮（因风暴而引起的水平面升高） 

stormy weather 暴风雨天气，大风浪天气 

surface temperature ①地面温度②表层水温（海洋表层 1～2m 处） 

synoptic chart 天气大势图 

warm sector 暖区 

water level ①水平面，水准，水位②水准仪，水准器③（船的）吃水线 

water sky 水照云光（邻近冰区海面的暗淡色天空） 

weather condition 气象情况 

weather map （地面）天气图，气象图 

weather system 天气系统 

well head ①源泉②井口 

wind in 卷进，绞进 

wind shift 风转向，切变 

wind strength 风力 

wind veers 风向顺转（顺时针） 

absolute moisture content 绝对含湿量 

accident at sea 海上事故 

alter course to 改变航向到 

certified crew list 经签证的船员名册 

direction of rotation 旋转方向 

evaporation of surface 地面蒸发（量）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海水表层水温，海面温度 

ship at sea 在海上船，航行中的船 

ESE|East South East 东南东（方位点） 

FOG|Fiber Optic Gyro 光纤陀螺 

II|Independent Injury 独立的侵害 

MOD|Mode 方式 

NELY|Northeasterly ①偏东北的，东北的②东北风 

PRC|Part Requirement Card 零件规格卡（片） 

SEA|South East Asia 东南亚 

ST|Saint 圣，神圣的 

SW|Seawater，Salt Water 海水，盐水 

VIS|Viscosity 粘度，粘性 

 

abaft ①ad.在船身的后部，在船尾部，在船尾②ad.向船尾③ad.在„„的近船尾处，在„„后面 

acceptable a.令人满意的，可接受的，验收的 

addition ①n.加法②n.增加，附加，补充③n.附加部分，附加物④n.添加剂，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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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 ①n.获益，利益②n.有利条件，便利 

alignment ①n.对齐，（直线）对准，（轴线）找正，对中②n.定位，调准，对线，叠标③n.排成一线，排成一行 

anchor ①n.锚具，锚，碇②n.固定器③n.电枢衔铁，铰钉，拉桩④n.抛锚，停泊⑤n.超文本链接标记 

band ①n.频道，谱带，频带，波段②n.条纹，箍条，带，箍③n.线脚，带饰（建筑）④n.区域⑤n.扁钢⑥v.加强布条

（帆布制品上 

），用带捆扎，上箍 

barrier ①n.人工堤，沙坝，堤壁，围堤，沙洲，堰②n.冰棱，阻挡层，位垒，势垒，挡板（冰河入海处）③n.（货

箱的）衬垫， 

拦路木，障碍物，阻碍，屏障，栅栏④n.堡礁（与岸平行的珊瑚礁）⑤n.海关关卡⑥n.用栅围 

bathtub n.浴盆，澡盆 

blank ①a.（表格等）空白的，（容器等）空的，空着的②n.空白表格，空页，空白，空位③n.没有门窗的墙，半成

品，坯件，毛 

坯④v.熄灭，消隐⑤v.取消，作废 

blind ①a.封闭的，隐蔽的，填塞的，盲的，瞎的②a.遮光的③n.无法投递的，地址不详的（信件、电报等）④n.遮

光物，障蔽物 

，盖⑤n.百叶窗，帘子，屏风⑥v.填塞，隐蔽⑦a.（交叉路口）视线不好的，单凭仪表操纵的，缺乏判断力的⑧n.（填

充孔隙的） 

石屑，贫混凝土垫层，铺撒填缝石屑⑨v.遮蔽，封口⑩v.盲发 

boom ①n.吊臂，吊杆②n.（桁架）弦杆，系艇杆，帆脚杆，横杆，栏木，钻架③v.（波涛）澎湃声，隆隆声，雷鸣，

巨响④n.（港 

口、河口或木筏）浮栅栏，（木材港池的）浮式拦河埂，浮油栏⑤v.大发展，繁荣 

boss ①n.老板，领班，上司②n.（螺旋桨）毂，轴毂，轮毂③n.（铸锻件表面）凸起部，浮雕饰（建筑）④n.岩瘤

（地质）⑤n.（ 

罗经卡中）突出部分⑥n.轴包架，导流帽，导流罩 

buckle ①v.扣住，扣紧②n.扣，箍③v.凹凸，变曲，压屈，弄弯④v.（杆）翘曲，（板）起皱 

bulk ①n.整体，大块，堆积②n.体积③n.散装货物，散装④a.大块的，庞大的，大宗的，整批的，散装的 

bunker ①n.燃料，燃油②v.加燃料，加油③n.燃料舱，储藏库，煤舱④n.障碍，困难 

cable ①n.船舶电报，海底电报②n.海底电缆，电缆③n.（粗）钢丝绳，钢丝缆，缆索④n.锚链⑤n.链（0.1 海里） 

camber ①v.使成弧形，向上弯，翘曲，翘起②n.（推拉式船闸的）闸门槽，（干坞）坞门凸出部，（叶片）剖面弧度，

反挠度，上 

拱度③n.路拱，堤肩，梁拱，坝肩 

capstan n.（立轴）绞盘，绞车 

carling n.舱口纵梁，短纵梁 

cask n.桶，琵琶桶，吊斗（一种度量单位） 

classification ①n.分等级，入级，定级②n.分类，分等，选分 

clean ①a.（货物）无污染性的，干净的，清洁的②n.清洗，清扫，净化，洗静，擦洗③ad.完全，彻底 

cleat ①n.（布线）夹板，夹子②n.楔耳，系绳铁栓，系索耳，系缆墩，羊角（装于舱口围板等处）③n.（舷梯踏板

的）防滑条， 

（桶、罐等的）把，（电线）瓷夹，（地质）割理④n.托块，梁托 

clinker ①n.炼砖，缸砖②n.矿渣，炉渣③n.（水泥）熟料，烧结块，熔渣，熔块，煤渣④n.叠接列板 

clipper ①n.大型客班机，快速帆船②n.限制器，削波器，限幅器 

collar ①n.衣领②n.凸缘盘，法兰盘，轴环，垫圈，卡圈，圈梁，圈，箍，环 

comfortable a.设备齐全的，舒适的 

companion n.出入口，通道 

compressive a.有压力的，压缩的 

confinement ①n.管制，禁闭②n.限制，界限③n.密封 

construct v.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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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 n.领事 

consumable ①n.消耗材料，消费材料，消耗品②n.船用备品③a.可消耗的，熔化的 

corrugate ①a.起皱纹的，波纹的②v.成波状，起皱纹 

crack ①n.裂缝，龟裂，破裂②n.冰间裂缝，冰间水路③v.裂化，裂解，爆裂④a.高明的，高级的 

cradle ①n.救生吊筐，托架，鞍座，船架②n.（小孩）摇篮③v.用承座支撑，用吊架吊起 

criteria n.（复数 criterion）准则，判别条件，规范，标准 

cross ①n.交叉形管，十字接头，十字形，交叉口，交叉②v.使交叉，横越，穿过③a.横向的，交叉的④a.相反的，

杂交的，逆的 

⑤n.双锚单交叉 

crossover ①v.跨越，横渡，横过，渡过②n.（铁路）渡浅③n.立体交叉④n.跨线桥 

curvature ①n.曲度，弯度，曲率②v.变曲，弯曲 

damage n.v.损耗，破损，损坏，损伤，伤害 

deck ①n.甲板，舱面②n.码头面板，露天平台，桥面板，覆盖物③n.托盘④v.给船装甲板，铺甲板 

deduct ①v.推论，推导，推断②v.减去，扣除，折减③v.演绎 

degauss v.去除船的磁场，使退磁，消磁，去磁 

derive ①v.起源于，源自②v.推导，导出，推论③v.分支，派生，来自 

descriptive a.记述的，叙述的，说明的，描述的 

design ①v.设计，计划，安排，打算，企图②n.图案，图样，图纸，花样③n.装置，型号 

diagonal ①a.对角线的，对角的，斜纹的，斜的②n.对角拉条，斜剖线，斜构件，对角线 

dogger ①n.（装卸作业中的）挂钩手，作业员②n.荷兰双桅渔船 

doubler ①n.复板，衬板，垫板②n.覆板③n.倍压器，倍频器④n.倍加器 

douse ①v.急松，急拉，急降，急闭②v.浸，泡，浇，洒，泼③v.关闭（电灯） 

drydock ①n.干船坞，船坞②v.进坞修理，进坞 

eccentric a.非正圆的，偏心的 

elevator ①n.（链斗）提升机，升降机②n.卸货机，起重机，输送机，卸泥船③n.圆筒式粮仓④n.起重工⑤n.升降梯，

电梯 

engine ①n.发动机，主机，引擎，机车②n.装发动机 

erect ①v.竖立，建立，装配②v.加设，安装③v.勃起④a.垂直的，直立的，垂的 

evaporation ①n.脱水，蒸发，汽化②n.消失，消散③n.蒸发作用，蒸发量 

favorable a.有利的，顺利的，赞成的 

fidley n.锅炉舱顶棚 

field ①n.旷野，野外，田地②n.场地，工地，现场③n.领域，范围，域④n.引力场，磁场，电场，战场⑤n.信息组，

符号组，字 

段⑥a.现场的，外业的，野外的，战地的 

fill ①v.装满，注满，充满②v.填方，填土，填塞③v.填充，充气，充水④n.填充物，装填物，填料⑤n.路堤，筑基 

fillet ①n.贴角焊缝，角焊缝，焊脚②n.填料条带，填角料，凸缘③n.填角，掩条，嵌线，嵌条，缘条④n.（建筑）

平缘，木折⑤ 

n.（机械）圆角⑥v.加嵌线，加嵌条，修圆 

fitting ①n.舾装品，设备，属具，配件②a.适当的，合适的，适宜的 

flake ①n.鳞片，薄片，白斑，雪片②n.火花③n.舷侧踏板，舷侧吊板④n.一盘绳索，一层绳（绳索计算单位）⑤v.

去氧化皮，成 

片剥落，剥落，剥离⑥v.顺盘（把绳子平行地铺在甲板上） 

flange ①n.法兰盘②n.凸缘，翼缘，突缘，边缘③n.（型材的）缘板，轨底折边④v.给„„装法兰，安装边缘，作凸

缘，折边 

flatten ①v.变平，使平②v.整平，压扁③v.使失去光泽 

flex ①v.使弯曲，挠曲②n.皮线，花线（电）③n.弯曲 

floater ①n.漂浮物，浮体，浮子，浮筒，浮标②n.浮式设备，测流浮子，测流瓶③n.（无固定工作的）流动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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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者④n.孤 

石 

floor ①n.楼板，地板，铺板②n.地坪，楼面，桥面，面板③n.横向构材，横材④n.（集装箱）箱底，底板，楼面层 

flush ①n.v.奔流，激流，泛滥②v.骤增，涌出，暴涨，激动③v.冲洗，冲水④a.漫顶的，充足的，充满的⑤n.平铺的，

同平面的 

，平的（甲板）⑥a.埋入的，嵌入的 

forbidden a.禁止的 

foremost a.在最前面的，领先的，船首的，最前的 

forepeak n.（船）首尖舱，前尖舱 

full ①a.丰满的，完全的，充分的②a.（装、盛）满的③a.（船）肥线型的 

function ①n.作用，功能，机能②n.行使职务，运行，操作③n.函数 

furniture ①n.帆具，缆具，舾装②n.家具，器具③n.（机器、船舶等的）装置，设备 

gaff ①n.鱼钩②n.弯齿鱼叉③n.（纵帆上缘的）斜桁，（桅上）斜杆，装油软管吊架 

girth ①n.周围，围长②n.（沿肋骨线量出的）船腹围长，横截面周长③n.用带系紧 

gold ①n.金（缩写 Au，原子数 79）②n.黄金，金色③n.黄金期 

grade ①n.等级，品位，粒度，坡度，斜度，高程②n.基准面，地面③v.定等级，分级，分选④v.使降低坡度，削坡，

整平 

grain n.格令，谷（英美的重量单位，等于 64.8mg） 

grip ①v.（机器等）扣住，紧握住，夹紧，抓牢，抓住②n.夹持装置，夹扣装置，夹具③n.（钢筋与混凝土面的）握

裹力，粘着力 

，理解力，领会④n.（小）排水沟，手柄，桨柄 

hat ①n.帽②n.随机编码 

hawse n.（抛锚后船首与锚之间的）水面部分，（锚链孔所在的）船首部分，（锚与首的）水平距离，锚链孔 

hospital ①n.（船上）病号室，病室②n.医院（陆标） 

impracticable a.不能实行的，不现实的，行不通的 

improvement ①n.改善，矫正，改进，改良②n.好转，进步③n.（河流）整治，技术改造 

institute ①n.学术机构，研究所，研究院，学院②n.学会，协会，公会③v.设立，制定，着手④v.开始，创立，实行 

interior ①n.内侧，内部，内地，内政②a.国内的，内部的，内地的，内陆的 

interlock ①v.嵌锁，联接，结合，互锁②n.联锁装置，门开关 

internal ①a.内面的，机内的，内部的②a.国内的，内政的 

issue ①n.签发②v.发布，颁布，发行③n.发行物，期刊④n.狭水道的开口，河口⑤n.争端，争议，问题 

joggle ①n.v.啮合，接合，错折，榫接，折曲，折接，弯合②n.定位销钉，榫③v.轻轻颠摇 

join ①n.接连处，接合点，接合线②v.接合，参加，加入，联结，会合，结合③n.接缝 

knuckle ①n.铰链，钩爪，铰②n.（船尾）折角线，船体棱缘③n.万向接头④n.肘节，指节，关节 

lay ①v.铺，放，搁，摆②n.敷设，铺砌③n.v.放下，安装，布置，安放，层④n.（绳索等的）搓合方式，（电缆的）

圈距，索股 

纹路，搓绳⑤n.按捕获量支付工资的渔业雇用合同 

less prep.扣减 

lever ①n.杠杆，杆②n.手柄，把手③n.操纵杆，控制杆④n.臂距⑤n.手段，工具⑥v.用杠杆撬动 

lightweight ①a.轻型的，轻的②n.空载排水量，空船重量 

lug ①n.耳状柄，凸出部②n.耳铁，线耳③n.联结角材，短角材，短角钢④n.焊片，衔套⑤v.拖拉，拖 

maintain ①v.保养，养护，维修②v.维持，保持③v.主张，坚持，认为 

manger n.链舱底泄水板，挡水板 

margin ①n.余地，余量，裕度②n.界限，极限，范围③n.储备量，安全数④n.（书页、海图等的）空白边，注解，

旁注 

metric ①a.公制的，米制的②a.度量的，计量的，测量的 

modification ①n.调节，修改，修正②n.改进③n.改型，改装④n.变态，缓和⑤n.（河流）变更，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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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①n.网络，网路，电路，线路②n.网络系统，网状物③n.净功 

normal ①a.正常的，额定的，标准的②a.垂直的，法线的③n.常态，正常，标准④n.垂直线，法线 

normally ad.正常地 

notch ①n.刻痕，凹口，切口，凹槽，山峡②v.作切口，开槽③n.（控制器的）换级触点，步进触点 

number ①n.数值，数字②n.数目，数量，大量③n.号码，编号，计数 

numeral ①a.示数的，数的②n.数字③n.（船材的）尺码编号 

nut ①n.坚果（胡桃、榛、栗等），硬果②n.螺帽，螺母③n.小煤块④n.锚档尾球（有档锚），锚杆球头 

osmosis n.渗压作用，渗透性，渗透 

outboard ①n.舷外②ad.向船外，在舱外③a.舷外的，船外的 

outfitting n.（船的）非强力构件 

oven ①n.烘炉，烘箱②n.恒温器 

overnight ①ad.隔一个晚上，在前一夜②ad.过夜，通宵③a.整夜的，通宵的 

oxidation n.氧化作用，氧化 

passage ①n.通过，经过②n.航道，航程，航线，航路③n.水道，渡口，海峡④n.（时间的）流逝，过渡⑤n.（书中

的）段落 

perforate v.穿孔，凿孔，钻孔，打眼，贯穿 

pipeline n.管道，管路，管系，管线 

pivot ①n.枢轴，支枢，中枢②n.装枢轴③v.使绕枢轴转动④v.首突然下倾（船下水时的事故） 

portion ①n.一部分，一份②n.分配 

power ①n.电源，电力②n.v.动力，功率，力③n.v.能力，势力，权力④n.乘方，幂⑤n.大国，强国⑥n.用动力发动，

装发动机 

press ①v.按下，压，揿②v.压缩，压制，冲压③v.推动，强迫④v.印刷，出版⑤n.出版社，通讯社，报社⑥n.印刷品，

报纸⑦n. 

新闻界，记者 

product ①n.产品，产物，制品②n.研究成果，著作，作品③v.延伸，延长④v.乘积，积 

protrude v.伸出，凸出，突出 

rail ①n.板条，横木②n.系索栓座，栏杆，围栏，扶手③n.舷墙④n.铁道，铁路⑤v.装栏杆，铺轨 

regime ①n.体制，系统，制度，机制②n.工况，状态，状况③n.河性，水情④n.（河道）冲淤平衡 

register ①v.登记，注册，记录，挂号②n.注册簿，登记证，船名录③n.船舶登记局④n.自记器，计数器，计量器，

寄存器 

respond ①v.答复，回答②v.感应，反应，响应 

rigorous ①a.精密的，严密的，精确的②a.严酷的，严格的 

rove n.（吊绳接在货钩上的）绳环，（敲弯钉头用的）垫圈 

rub n.摩擦，擦 

runner ①n.纵轨枕，联杆，纵梁②n.绳索③n.转轮叶轮，转子，叶轮④n.推销员，信使⑤n.偷越国境的船，走私人员 

scupper n.排水管，泄水口，排水孔 

seamen n.海员（单数 seaman） 

seaworthy a.（船）适航的，经得起风浪的，适航状态，耐波的 

seepage ①v.渗出，渗流②v.漏泄，渗漏③v.渗透，过滤④n.油苗（地质） 

shaft ①n.轴②n.树干，杆，柄③n.舱道口，通风井，井道④n.烟囱，管柱 

shape ①n.形状，式样②n.型钢，型材③n.号型④n.（混凝土）异形块体⑤v.成型，形成，修，刨 

shear ①v.切，剪，割②n.剪床，剪刀③v.切变④n.人字起重架 

shell ①n.外形，套，罩，壳②n.滑车壳，管壳③n.船体，船壳，地壳④n.贝壳（海图图式）⑤n.炮弹⑥v.剥壳，去壳

⑦v.炮击 

shower ①n.阵雨②n.淋浴③n.莲蓬头④v.下阵雨，喷淋，簇射 

skeg n.龙骨的后部，导流尾鳍 

sleeve ①n.袖子，袖套②n.衬套，套管，套垫③n.导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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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ppage ①n.错动，滑动②n.滑动量，滑程③n.（生产等）下降，落后，减产，差额④n.延误，延期 

slosh n.摇溅 

spectacle ①n.景象，景况，奇观，场面②n.眼镜（复数） 

tumble ①v.跌倒，倾覆，倒塌，摔倒②v.意识到，领会③v.遇到，碰上④v.弄乱，搞乱⑤v.乱堆，混乱 

turbine ①n.透平机，叶轮机，涡轮机，汽轮机②n.自由回转 

turnaround ①v.掉头，旋转②v.周转，往返 

type ①n.式样，样本②n.样品，型号，类型，型式③n.铅字④v.打字 

upward ①a.朝上的，上游的②a.增长的，上升的 

use ①n.v.使用，利用，用②n.用途，用法③n.使用价值，效用④n.惯例，习惯 

vang ①n.桅斜桁支索，稳索，张索②n.（天线）拉线 

vent ①n.通风孔，排气道，排泄孔，排气管②v.排气，排泄，发泄③v.设通风孔，开孔 

wildcat ①n.野猫②n.（锚机）持链轮，锚链轮③n.冒险的计划，冒险的交易④a.（计划等）冒险的，不可靠的，不

合法的，不正 

规的⑤n.（寻找石油或矿藏等）试钻，打探测井 

windward ①ad.向上风，占上风，上风②a.向风的，迎风的 

worm ①n.船蛆，虫②n.螺旋管，蛇形管，螺纹③v.填平绳纹（在绳股间沿着搓向填塞油麻绳等填料） 

bilge keel 减摆龙骨，鳍龙骨，舭龙骨 

blind flange 盲板法兰，无孔法兰，无孔凸缘，管口盖 

body plan （船体）横剖面型线图，船体正面图，正面线图 

boom vang 斜桁止索，张索 

bottom floor 底肋板 

bottom plating 船底板，底板 

bottom shell 船底板 

bow thruster 首部转向装置，船首侧推器 

branch line 分支线，支管，支线 

bulk cargo 大宗货物，散货 

bulk carrier 散装货船，散货船 

bulkhead deck 舱壁甲板 

capacity plan （船）容积图，舱容图 

captain's accommodation 船长住室，舰长住室 

captain's cabin 船长室 

deck fitting ①甲板系固设备，甲板绑扎设备②甲板舾装，舱面属具 

detachable link 散合式联结链环，可拆链环 

double bottom ①双层底，双重底②双挂车（一拖两挂）③双联堆积 

drainage system 泄水系统，排水系统，渠道系统 

elevation view 垂直切面图，垂切面图，正视图 

emergency gear 安全齿轮，应急装置 

empty space 空舱容，空当 

enclosed deck 围蔽甲板 

end shackle 接锚卸扣，联锚卸扣，锚端卸扣，链端卸扣 

even keel （船）首尾吃水相等，平吃水，平浮，平载 

excessive wear 过度磨损 

fall pipe 水落管 

flow passage 流道，流管 

forecastle deck 船首楼甲板，首楼甲板 

full flow 总流量 

gaff topsail 方顶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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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arrangement ①总布置图，总图②总体布置，总体设计 

grab discharge 用抓斗卸载，抓斗卸货 

grain cubic 谷物容积，散装容积，散装舱容 

grip joint 套接 

gross tonnage 总吨位 

hard hat 矿工帽，安全帽，潜水盔 

hawse pipe 锚链管，锚链筒，锚链孔 

heavily reinforced 大量配筋的，重配筋的，重加强的 

heavy lift ①笨重货物，超重货物，重件货（重量超过规定的件货）②重型升降机，重吊 

hopper tank 底边压载舱 

hull form 船体线型，船型 

hull plating （单点系泊）筒体外板，船壳板 

hull structure 船体结构，船体构造 

inner bottom （双重底船舶的）内底 

inner face 内表面，里面，内面 

kenter link 可拆卸链环 

lap joint ①搭接，叠接②搭接缝 

LASH vessel 拉西载驳船 

line drop 线路电压降 

lock in ①进船闸②锁住，同步 

longitudinal stress 纵向应力 

lower grade 低质量的，低级的 

lower hull 下船体，下浮体 

lowermost deck 最下层甲板 

main sail ①主帆（纵帆船主桅上的最大帆或横帆船主桅的最下帆）②主桅机（横帆船主桅上所有帆的总称） 

mechanical means 机械设备 

middle body 船中平行体，船体中段 

midship section 船体中段断面图，船中剖面 

movable block 动滑车 

outer bottom （双层底船舶的）外底，外层底 

pad eye 三角眼铁，系缆环板，眼板 

penetrant inspection 着色探伤 

pilot's cabin ①引航员室②驾驶室 

primary barrier （液化气货舱的）主防壁，第一保护层 

primary strength 初始强度 

pull up ①用力拉（缆绳）②提高，改进③阻止，停止 

quadrantal davit 俯仰式吊艇柱，弧齿形吊艇柱 

referred to 提及的 

respond to 对„„做出响应 

rub rail 护舷材 

rudder post 承舵柱，舵柱 

running free （机械等）空转，顺风驶帆 

safety gear 防护装置，安全装置 

safety interlock 安全联锁装置 

securing gear 紧固装置，系固装置 

seepage water 渗流水，渗漏水 

shaft horsepower 轴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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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 plating 船壳板 

short in 缩短（绳索） 

side plating 船侧外板 

slip joint 滑动接头，滑动接合，伸缩接合，伸缩接头 

sloshing load 摇动拍溅负荷，摇溅负荷 

soft rubber 软橡胶 

spectacle flange 断通阀（使管道全通或全断） 

spill pipe ①排水管，污水管②锚链管（从锚链舱到锚机甲板间的导管） 

square notch 方形凹槽 

standing block 定滑车，定滑轮 

static load 静负载，静载，静载重，静荷载 

steam turbine 蒸汽透平，汽轮机 

strap joint 覆板对接，覆接 

strength member 强力构件 

stringer plate （甲板边板下的）纵桁，甲板边板，舷列板 

structural member 结构杆件，构件 

stud link 有档链环 

swash ports 带冲流的港，冲流港 

tank top 液舱顶，货舱底，内底 

tank vent 舱通风孔 

tensile stress 抗拉应力，拉应力 

thread joint 螺纹接 

top end （连杆的）顶端，十字头端 

topping lift 顶牵索，吊扬索，千斤索 

total weight 总重量 

transverse bulkhead 横舱壁，横隔堵，横隔舱，横隔墙 

traveling nut 移动螺母 

tumble home （船舷等）内倾 

vertical view 俯视图 

weight capacity 承重能力 

weight ratio 重量比 

winch brake 绞车制动器，绞车刹车 

wind abaft 正船尾风，顺风 

wooden plug 木塞，木栓，木钉 

worm gear 蜗轮蜗杆装置，蜗轮 

abaft the beam 在中后，在正横后 

bottom shell plating 船底壳板，双层底板 

inner bottom plating 双层底内铺板，内底板 

length between perpendiculars （船）垂线间长，两柱间长 

officer in charge ①主管人员，负责人②主管驾驶员（在船长不在时替代船长）③值班驾驶员 

on the beam ①（方向）正确②（操作）正常③正横方向，正横 

out of control 操纵不灵，失去控制，无法控制，失控 

uppermost complete deck 最上完全甲板，最上全通甲板 

vertical transverse plates 竖直的横板（其上下铺装舱底板和双层底底板） 

BC|Bag Container 集装袋 

ETC|Early Termination Clause 提前终止条款 

GM|General Maintenance 日常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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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CS|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lassification Society 国际船级社联合会 

LASH|Lighter Aboard Ship 拉希驳，（载驳船上的）驳船（用子母船装载） 

SOLAS|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SWBM|Still Water Bending Moment 静水弯矩 

VLCC|Very Large Crude Carrier 特大型油船（载重在 16～32 万吨间） 

 

accumulator ①n.蓄电器，蓄能器，蓄热器，蓄压器②n.蓄电池③n.存储器，累加器，累积器④n.储存槽，回收槽 

actuate ①v.开动，促动②v.激励③v.操纵，驱使 

adjacent a.邻近的，接近的，靠近的 

afford v.供应得起，给予，提供 

align ①v.定中心，定位，对准，校直②v.排成一线，排成一行 

altitude ①n.（天体）高度②n.（三角形的）高，海拔高，高程，标高③n.仰角高度，仰角 

amount ①n.v.合计，总数，数量，总计，金额②n.v.相等，等于 

arm ①n.臂状物，杆，杠，臂②n.（狭长的）海湾，河汊，支汊③n.武器④v.武装，装备⑤n.支架，支路，辐⑥n.陆

地伸出部分， 

防波堤⑦v.手砣底部填牛油（以便探测底质） 

arrester ①n.阻断器，拦截器②n.制动装置，制动机构，制动器，档板③n.捕拿者④n.火焰消除器，放电器，避雷器 

dig ①v.发掘，采掘，挖②v.插入，刺入③v.深究，钻研 

displace ①v.换置，置换，替换②v.取代，代替③v.移位，位移，变位④v.移动，排挤⑤v.（船）排水⑥v.免职 

drum n.铁桶，（涡轮机的）鼓形转子，（锅炉的）鼓筒，鼓形物，电缆盘，水鼓，汽鼓，磁鼓，圆桶（盛装酒类、染

料、药品等） 

dual a.二体的，双重的，对偶的，二重的，双的 

eccentricity ①n.怪僻②n.偏心距，偏心率，偏心度，离心率 

eductor n.排泄器，喷射器 

electric a.导电的，电动的，电的 

electro-hydraulic a.电动液压的，电液的 

energize ①v.通上电流，增加能量②v.励磁，激磁，激励 

engage ①v.从事，参加，着手②v.约定，预定，预约③v.雇用，聘用④v.占用，（电话）占线，（机械）接合，啮合（时

间等） 

enter ①v.驶入，进入（港口、河道、航道等）②v.写入，列入，记入（航海日志、记录等）③v.参加④v.报关，登记

⑤v.着手， 

从事 

equivalent n.（化学）当量的，，等效的，等价的，相当的，等势的，相等的，等值的（地质） 

ether ①n.乙醚，醚②n.以太（物理） 

evaporator n.淡水机，蒸馏器，蒸发器 

example ①n.典型，样本，例子，样品，榜样②n.实例，例题 

excess ①a.过剩的，过量的，额外的②n.余数③v.过量，过度，过剩，超过④n.船价超过保价条款（保险金按比例赔

偿） 

gasoline n.汽油 

gate ①n.门，口②n.坞闸，闸门③n.登机口 

gauge 见 gage 

globe ①n.球状容器，球状物，球体，球②n.灯罩，灯泡③n.地球仪，天体仪，地球 

glow ①n.（天空）光辉，灼热光，辉光②v.（无焰）燃烧，发白热光，发光，灼热 

grind ①v.研磨，碾碎，碾磨，磨削②v.转动③n.艰苦的工作，磨练，破浪 

handy a.（船）舵效好的，操作性能良好的，易驾驶的，可携带的，灵便型的，灵巧的，灵便的 

hatch ①n.升降口，舱口，舱②n.闸门，门③n.鱼栏，影线④v.作出，策划，孵（计划等）⑤v.画阴影线 

hazardous a.冒险的，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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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m ①n.舵轮，舵机，舵②v.操舵，掌舵，指挥 

heterogeneous a.非齐次的，非均质的，异质的，多相的，不纯的（数学） 

hollow ①n.中空，凹部，凹槽，穴，孔②n.（山间）盆地，废坑，波谷③a.中空的，空心的，凹的④n.谷⑤v.做成中

空，使成孔穴 

，弄凹 

lube n.润滑油，润滑 

magneto n.永磁发电机，磁石发电机，磁电机 

mainline ①n.（交通）干线，主管路，总管②n.底延绳，主纲 

manganese n.锰（缩写 Mn，原子数 25） 

manifold ①n.（油轮）歧管，总管②n.（汽轮机）操纵阀箱，集管，联箱③a.有多种用途的，多方面的，多样的 

mechanical a.机械学的，机械的，力学的 

mixture ①n.混合剂，混合气，混合②n.混合料，混合物 

modern ①a.现代的，新式的②n.新时代的人，现代人 

mooring ①n.系泊，锚泊，停泊，系留②n.系泊索具，系泊设施，系泊系统 

multiple ①n.并接，并联，复联，复接②a.多倍的，多路的，复合的，多样的，并联的 

nipple ①n.加油嘴，滑脂嘴，喷灯嘴，喷嘴②n.螺纹接管，螺纹接套，接头螺母③n.缆扎绳，缆夹 

non-follow-up a.非随动的 

novice n.新手，生手 

obstruct n.阻碍，妨碍，遮挡，阻挡 

order ①n.v.命令，指令②n.序列，顺序，次序③n.v.订货，定货，定购④n.等级，品级⑤n.单据，汇票，汇单⑥n.阶，

幂（数学 

） 

otherwise ad.要不然，否则 

outlet ①n.出路，出口②n.排水口，湖口，河口③n.通风口，排出管，排出阀④n.电源插座，引出线 

over ①prep.在上部，在上面②a.多余的，过多的③ad.超过，溢（装或卸） 

pneumercator n.柜液指示器，气压液位测量计（用压缩空气指示柜中液量） 

pontoon ①n.方箱，沉箱，浮箱，浮筒，浮桥②n.浮式码头，平底船，趸船③n.箱型舱盖板，舱盖板 

portfolio ①n.部长的职务，大臣职位②n.未满期责任③n.文件夹，公文包④n.（保险）业务量⑤n.有价证券 

prevent v.阻止，制止，防止，预防，妨碍 

propane n.丙烷 

pulsate v.波动，振动，脉动，跳动 

pyrometer n.高温表，温度计，高温计 

quality ①n.品质，特性，质量②n.性质，纯度 

radial ①a.径向的，半径的，辐向的②a.辐射的，放射的，光线的，射线的③a.星形的 

ratio n.比例，比率，系数，比 

replenish ①v.添补，添加②v.补给，补充③v.再装满，装满 

reservoir ①n.蓄水池，水库②n.储油器，储气器，储存器，容器③n.（地质）储油层，储集层 

resort ①n.游览胜地，娱乐场，场所②v.采取，求助于，诉诸（手段等）③v.依靠，凭借④n.手段，方法⑤v.重新分

类，再分类 

revolution ①n.旋转②n.转数③n.循环，周转，周期④n.革命，变革 

rich a.丰富的，富有的，浓的 

rivet n.v.铆钉，固定钉，铆钉（窝钉） 

rock ①n.岩石，礁石（海图图式）②v.摇摆，摇动 

rot n.腐败，腐烂，腐朽 

rudder ①n.舵②n.操舵 

sample ①n.样本，试样，样品，货样②n.标本，实例③n.模型，典型，样板④v.取样，采样，抽样 

scantling ①n.主材料尺度，材料尺寸，船材尺度②n.造船略图 scuff ①n.拉缸，划伤，拉毛②v.（齿轮）咬结，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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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咬接 

现象 

seamanship n.航海技术，船艺 

stretch ①n.v.拉长，伸长②n.展开，伸展，展宽③n.扩张，扩大④n.伸延度，范围⑤n.（帆船每一次戗风所驶的）距

离，全航程 

⑥n.（河流、道路、管道等的）一段 

supercharger n.增压压气机，增压器 

support ①n.v.支持，拥护②n.v.供养，维持③n.v.支援，协助，援助，资助④n.v.承受，支承⑤n.v.证实，证明，赞成

⑥n.支座 

，支撑，支点，支柱，支架，支杆 

whip ①v.抖动，变动②v.（用胶带或小绳）锁绳端③v.缠绕④v.突进⑤n.角速度突变，角冲击⑥n.长三角旗⑦n.定单滑

车组，定单 

绞辘⑧n.滑车索，吊车索，卷帆索 

winding ①n.线圈，绕组②n.卷纸，复卷 wing ①n.翼状物，翅，翼②n.侧面，边③n.舷窗，舷舱，侧楼，翼楼④n.

上甲板外侧，驾 

驶室翼台⑤n.电子管阳极 wrinkle ①n.褶皱，皱纹②n.好办法，窍门③v.起皱纹 

adjacent plate 相邻极板 

aft bulkhead 后端壁 

air box ①空气箱（救生艇上用）②通气箱，气室 

air circulation 空气环流，空气循环，气流循环 

air compressor 空气压缩机，压气机 

air cooler 空气冷却器 

air inlet 进气道，进气口，进风口，进气孔 

air intake ①空气进口，进气口，吸气口，入气孔②进气，吸气 

air pressure 空气压力，风压，气压 

anchor boat 抛锚艇，起锚艇 

articulated anchor 铰接锚 

boat drain 艇底泄水孔 

boiling temperature 沸点温度 

bollard pull 系船柱拉力，系柱拉力，系船力 

boom davit 吊杆 

built up ①组合的，建成的，合成的②建立③增长 

bull gear 大型减速齿轮，大齿轮 

bunker fuel 船用燃料 

butterfly valve ①蝶形阀门，双叶阀门②节气阀③蝶形阀 

bypass valve 旁通阀，辅助阀，回流阀 

chain stopper 锚链掣，掣链器，分链器，止链具 

change over ①倒转，转换，切换，转接②转换开关 

combustion air 燃烧用空气 

combustion chamber 燃烧室，炉膛 

compressed air 压缩空气 

compression ignition 压缩点火，压缩发火，压燃 

construction portfolio （船）建造说明手册 

differential valve 差动阀 

dig in 掘进 

drain hole 放泄孔，泄水孔，排水孔 

drive shaft 传动轴，主动轴，驱动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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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 current 电流 

electric generator 发电机 

electric power 电功率，电源，电力 

exhaust temperature 排汽温度 

exhaust ventilation 抽出式通风，排气通风 

explosive limit 爆炸极限 

flame arrester 火焰消除器，阻焰器，防焰罩 

flash type 闪发式，闪跃型 

floating ring （活塞的）浮动环，浮动胀圈，浮环 

flow meter 流量计 

fluid flow 流体流动，流体流量，液体流 

fluid pressure 流体压力，液压 

fluke anchor 开爪锚 

fluke angle 锚爪转角 

follow-up control 随动控制 

follow-up gear 随动机构 

foot brake 脚踏制动器，脚刹车，脚闸 

force ice 破冰 

forced exhaust 强制排气 

gasoline engine ①汽油发动机②汽油机 

gate valve 选通管，闸门阀，滑板阀，闸阀（无线电的） 

generator room 发电机舱，发电间 

globe valve 球形阀，球阀 

good seamanship 良好的船艺 

half ahead 半速正车，前进二 

hatch beam 舱口活动梁，舱口横梁，舱盖横梁 

heaving line 滑车绳，引缆绳，撇缆，抛索（吊工具上桅的绳） 

heavy duty 加强型的，重负载的，大功率的，重型的 

heavy fluid 重流体，重液 

high level 高层，高位 

ignition system 点火装置 

in place 在现场的，就地的，原状的 

intake manifold 吸入歧管，进气歧管 

intake valve 进水阀，吸入阀，进气阀 

intermediate deck 中间甲板 

jacket water 汽缸套冷却水，水套水 

last resort 最后的补救办法，最后手段 

lean to 单披水的，单坡的，披屋 

light blue 淡蓝色，淡蓝 

light brown 淡棕色 

light gray 淡灰色 

liquefied gas 液化气体 

natural gas 天然气 

navigation bridge 航行驾驶室，驾驶台 

navigational triangle 航用三角形 

nylon line 尼龙缆 

permanent dunnage 固定垫舱物 



 http://www.crewcn.com 

pivot pin ①枢轴销②旋转轴，主销 

plow steel 高强高碳钢，犁钢 

power system 电力系统，电源系统，动力系统 

propeller design 推进器设计，螺旋桨设计 

running out （包内货物）溢出 

selector switch 选择开关，调节开关，波段开关 

severe heat 酷暑 

shaft bearing 尾轴轴承 

soft soil 软土 

solenoid valve 电磁阀 

spanner stay （两吊杆柱之间的）横牵缆 

specific heat 比热容，比热 

standby pump 待机备用泵，应急泵，备用泵 

starting air 起动空气 

static electricity ①静电②静电学 

station bill 应变部署表，岗位表 

steady course 稳定航向 

tilting box （舵机）斜板箱 

heat of compression 压缩热 

lower explosive limit 爆炸下限 

lube oil consumption 润滑油消耗量 

marine diesel engine 船用柴油机 

port and starboard 左舷和右舷，左右舷 

power weight ratio 功率重量比，功率重量化 

reciprocating air compressor 往复式空压机 reverse power trip 逆功率保护脱扣装置 

rudder angle indicator 舵角指示器 

rudder carrier bearing 上舵承 

strength of materials ①材料强度②材料力学 

variable stroke pump （柱塞式）变量泵，变程泵 

LWT|Landing Weight 卸货重量，到岸重量 

SHP|Shaft Horsepower 轴马力 

 

abnormal a.不正常的，反常的，异常的 

alert ①a.反应快的，灵活的，机警的，机灵的②v.警报，警戒，警惕 

approximately ad.差不多，大约，大致，近似 

bar ①n.铁条，钢筋，钻杆，杆，棒②n.（河口）拦门沙，沙洲，潜洲，沙坝③n.栅门，障碍④n.巴（气压单位）⑤

v.防止，禁止 

⑥n.律师行，律师所⑦n.v.时限，时效⑧n.v.盘车，起动⑨n.酒吧 

beach ①n.海滩，海滨，湖滩，滩地②v.（拖）上滩，（使）搁浅，抢滩，坐滩，冲滩③n.（船模试验水池的）消波

设备，消波岸 

④n.砌石护岸 

bluff ①n.岬陡岸，陡壁，陡岸，悬崖②a.陡峭的，壁立的，陡的③a.船头垂直扁平形的，非流线型的，肥型船首的，

肥满线型的 

brighten v.磨光，抛光 

brilliance ①n.（涂料的）明亮度，（荧光屏）辉度，发光强度②n.亮度，光泽，光彩③n.辉煌，光辉④n.卓越才能 

choppy ①a.（海面）有三角浪的，风向多变的，波浪汹涌的②a.裂缝多的，有皱纹的 

cliff n.（海岸的）峭壁，悬崖，断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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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ront ①v.迎接，面临，面对（困难等）②v.使对质，对证③v.比较，对照 

congest n.v.堵塞，拥塞，充满 

congestion ①n.阻塞，充斥，充满②n.（人口）稠密，（港口）堵塞，（交通）拥挤③n.网路塞车，网络堵塞 

considerably ad.相当地 

coral n.珊瑚礁底，珊瑚（海图图式） 

dash ①n.长划（莫尔斯信号），长闪光（灯光）②n.（线段的）划，破折号③v.冲撞，猛冲④v.飞溅，溅泼⑤n.仪表

板 

differentiator n.差动电动，微分电路，微分元件 

dynamical 同 dynamic 

emphasize v.加重，强调，着重 

enhance ①v.提高（质量、价值、声誉等）②v.增进，增强，加强③v.美化，改善 

fast ①a.快速的，快的②a.牢固的，紧的③n.系索，链，缆 

fix ①n.v.安置，装配②n.v.确定，决定③n.位置，方位④n.船位⑤n.v.整理，安装，调整，修理 

glance ①n.v.匆看一眼，瞥视②n.（光线）闪过，掠过，疾行③n.擦亮（用具）④n.闪躲（航行中紧急措施）⑤n.辉

矿类（含硫化 

的矿物） 

guard ①n.v.保卫，防守，警惕②n.防护者，警卫③n.防护器，防护罩，护板，舷台④v.安装保护装置 

image ①n.影像，物像，镜像，图像②v.反射信号，反射 

inner a.内部的，里面的 

input ①v.输入②n.输入功率，输入数据，输入量，输入额 

inshore ①a.近海的，沿海的，向岸的，向陆的②ad.在近海，在沿海，向海岸 

integration ①n.集成，综合，结合②n.积分法，积算③n.积累，累计④n.整体化，一体化，统一性 

intention n.动机，意图，目的 

job ①n.工作，职业，职位②n.工地，现场③v.承包，分包，任务 

look ①n.v.注视，看②n.外观，面貌，观察，监督③n.v.调查，查明，预期 

lookout ①n.瞭头，瞭望②n.注意，警惕③n.监视，观察④n.瞭望者，观察员 

magnetism ①n.佛氏磁铁，磁力现象，磁场（磁学用语）②n.磁性，磁力③n.磁学 

marker ①n.标示器，标识器，指示器②n.指向标，信标③n.（雷达）可变距标，划线工具④n.划线工，草线工，放

样工⑤n.标签， 

标志 

mega ①n.百万，兆②a.非常的，大的，强的 

memory ①n.记忆，存储②n.记忆装置，存储器 

microprocessor n.微处理机 

mountain ①n.大山，高山，山岳②n.山脉 

mutually ad.互相地，互助 

navigate ①v.驾驶船舶，航海②v.驾驶飞机，航空③v.导航（船、飞机）④v.网络浏览，网络搜寻 

observation ①n.测天②n.观测，测定③n.监视，检查，观察④n.意见，印象⑤n.观察项 

occasional a.不经常的，临时的，偶然的 

pencil ①n.铅笔，写头②n.光束，射束 

performance ①n.实行，功能，行动②n.运转，运行，操作③n.营运情况，工作情况④n.（机械等的）特性，性能，

表现⑤n.履行 

，执行 

permanent ①a.稳定的，固定的②a.永久性的，耐久的，不变的③a.（机构）常设的 

pictorial a.用图画表示的，有插图的，图画的 

powerful a.大功率的，强有力的 

presentation ①n.报告，发言，介绍②n.授予，赠送③n.图像，影像，显示④n.扫描，表示，表现 

preset ①v.预先确定，预定，预校，给定②a.被预先安置的，被预校的，被预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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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①a.首要的，主要的②a.初始的，基本的，原始的③n.原线圈，原色 

prominent a.显著的，优秀的，杰出的，重要的，突出的 

questionable a.可疑的 

reciprocal ①a.相互的，互惠的，互易的②a.反向的，反商的，倒数的，倒的（相差 180°）③a.往复的，可逆的 

reflector n.反射望远镜，天线反射器，反射板，反射器，反光罩 

regularly ad.有规则地，整齐地，经常地，定期地，正式地 

resolution ①n.分解，溶解②n.决议，决定③n.变化，转化④n.析像能力，清晰度，分辨力，分辨度 

retain ①v.保留，保持②v.维持，防护 

river n.水道，江，河 

rocky ①a.硬的②a.不稳定的，不安定的，动荡的③a.岩石的，礁石的 

sandy ①a.多砂的，含砂的，砂质的，像砂的②a.暗黄色的，不牢固的 

scan ①v.扫描②v.搜索，扫掠③v.详细检查，细看，浏览 

sector ①n.区，段②n.方面，部分③n.能见光弧，视界弧④n.扇形体，扇形物 

sensitivity n.灵敏度，灵敏性，敏感度，敏感性 

serrate a.锯齿形的 

show n.展示，展览，显示 

solely ①ad.单独地②ad.仅仅，只是③ad.完全是，全然 

spoke ①n.辐条，辐杆，轮辐②n.扶手，把手，栏杆③v.阻碍，妨碍④v.伸出，突出⑤n.舵轮柄⑥v.speak 的过去式 

spurious a.欺骗性的，寄生的，乱真的，伪的 

submarine ①a.水下的，水底的②a.海底的，海生的③n.海底生物④n.潜水艇，潜艇 

suitable a.合适的，适当的，合宜的 

superior ①a.优等的，上等的，在上的②n.上级，长官，长辈 

suppress ①v.平息，扑灭②v.制止，抑制，镇压③v.扣留，查禁，禁止 

suspect ①v.怀疑②n.嫌疑人 

swap v.交对换 

systematic a.系统的，规则的 

tangent ①a.切线的，正切的②n.切线③n.正切 

target ①a.目标，目的②n.对象，物标③n.靶艇，靶④n.（测量）觇板，觇标⑤n.（电子管）中间电极，对阴极⑥v.

作为对象，作 

为目标 

tower n.塔，望楼（物标） 

transponder n.雷达脉冲转发器，发射机应答器，雷达应答器，询问机 

trial ①n.试验，试用，试车，试航②n.审讯，审判，审理③a.试验性的，试制的 

twice n.两次，两倍 

vector ①n.矢量，向量，径量②n.向径③n.矢量引领，制导 

visual ①a.目测的，视觉的，视力的②a.直观的，可见的，肉眼的 

width ①n.宽度，幅②n.广阔，广度，渊博 

beam width ①电子速宽度，射束宽度，波束宽度②天线方向图宽度 

blind sector （因近物挡住天线辐射所致雷达不能扫描到的）扇形阴影区 

boisterous weather 恶劣天气 

brilliance control 亮度控制 

broken line 断续线，波浪线，虚线，折线 

changed course 改向 

close aboard 接近船舶，紧靠船边 

close quarters 近距离 

collision course 碰撞航向 

compass bearing 罗经方位，罗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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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ous watch 连续监视 

dragging anchor 走锚 

drift lead 测走锚铅锤 

early warning 提前报警 

fast time 快时，简化手续，加快（相对于“实时”） 

fixed object 固定物体 

gain control 增益控制，增益调整 

graphic display 图像显示器 

guard zone 警戒区 

induced magnetism 感应磁场，感应磁力，感应磁性 

inshore navigation 近岸航行，沿海航行 

long line 长途的，长线的 

look for ①检查②寻找③期待 

lookout tower 瞭望台，瞭望塔（塔顶上有瞭望者的小屋） 

low lying （地势）低洼的，低的 

magnetizing field 磁化磁场 

memory capacity 存储器电容，存储容量 

mutually perpendicular 互相垂直的 

normal radar 常规雷达 

off center 中心错位，偏心 

on soundings 非深水航行（在 100 拓等深线内航行，过去指在手砣测深限度以内水域航行） 

open sea 公海，外海，敞海 

operational radar 操作雷达 

permanent magnetism 永磁性，恒磁 

radar equipment 雷达设备 

radar plotting 雷达标绘 

radar reflector 雷达反射器 

radar return 雷达反射信号，雷达回波 

radar scan 雷达扫描 

radar target 雷达目标，雷达物标 

radar transponder 雷达脉冲转发器，应答发射机 

range performance 测距性能 

range resolution 距离分辨力 

rather than 胜于 

reciprocal course 反向航向 

relative course 相对航向 

restricted visibility 受限制的能见度 

rough seas 大浪 

sailing directions 航路指南 

sandy beach 沙滩 

satellite pass 卫星通过（通过测者地平上） 

sea return （雷达）海浪杂波，海面反射信号，海浪干扰 

shore based 以海岸为基地的，设在海岸的，岸基的 

sweep intensity 扫描线亮度 

switching off 断开，切断，开闸 

systematic observation 系统观测 

target acquisition 目标搜索，目标捕获，物标录取 



 http://www.crewcn.com 

target echo 目标回波 

target tracking 目标跟踪 

thick fog 一级能见度，厚雾 

time constant 时间常数 

time control 时间调节器，时间控制器，定时电路 

tracking range 跟踪距离 

trial maneuver 试航操纵 

true course （相对于真北的）真航向 

true motion 绝对运动，真运动 

visual alarm 可视警报信号，灯光报警器，可见报警器 

visual bearing 目测方位 

visual check 目视检查 

watch officer （常指商船驾驶部门的）值班员，值班驾驶员 

chain of islands 列岛 

close quarters situation 紧迫局面（两船相遇有碰撞危险的局面） 

fast time constant 快时间常数，短时间常数 

horizontal beam width 水平波束宽度 

receiver gain control 接收机增益控制 

relative motion display （雷达）相对运动显示 

sensitivity time control 灵敏度-时间控制，灵-时调整 

set and drift 流向和流速 

true motion display 绝对运动显示，真运动显示 

ALL|Admiralty List of Lights 英版灯光表 

CPA|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有证会计师，执业会计师 

LOP|Line of Position 船位线，位置线 

NT|National Treatment 国民待遇 

PPI|Parcel Post Insurance 邮包保险 

STC|Said to Contain 据称载有，据说装有（批注） 

 

acquire ①v.获得，学到②v.捕获（卫星） 

adequate a.适当的，充分的，充足的 

adjustment ①n.调整，调节，调准，检测②n.校准，校正，改正③n.理算（海损），定损（保险）④n.（河流）整治，

平差（测量 

） 

affix ①n.v.附录，附件，附标②n.v.固定，系紧③n.v.打印，签字，签署，盖章④n.贴附 

agriculture n.农业，农艺，农学 

angular ①a.有棱角的，尖锐的②a.斜角的，角形的，角的 

annual ①a.每年的，年度的②n.年鉴，年刊，年报 

automobile ①n.汽车②v.乘坐汽车，开汽车 

azimuth ①n.地平经度，天体方位②n.方位角，方位 

beneath prep.在„„下面，比不上„„，不如„„ 

bowl ①n.碗，钵②n.分离筒，回转筒，滚子，滚筒③n.（漂网上的）浮标④n.罗经盆⑤n.（挖掘机的）铲斗 

celestial a.天体的，天文的，天空的，天的 

class ①n.种类，级别，类别，等级，品种，分类②v.定船级，船级③n.年级，班级 

coincidental ①a.重合的②a.一致的，相符的③a.同时发生的，巧合的 

collision ①n.碰撞（两动体之间发生的接触）②n.冲突③n.（用导弹在空中）截击 

consequently ad.因此，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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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①n.公约，条约，协定②n.惯例，习惯③n.集会，会议 

correction ①n.改正，勘误，校正，修正②n.改正量③n.标准 

corrector n.（罗经）自差校正磁铁，校正电路，调整器，补偿器，校正器 

cursor ①n.（量规、屏幕等的）光标②n.透明指针片，游动指针 

deformation ①n.畸变，失真，畸形②n.型变，变形 

deviation ①n.偏向，离差，偏差，漂移②n.（船）绕航③n.（航行）偏航④n.（磁罗经）自差 

dip ①v.浸泡，浸，蘸②n.俯角，倾角，下倾③n.眼高差④n.（天体过最大高度后的）下降，（岩层的）倾向，（悬索

的）垂度， 

（船首）下沉，（磁针）倾斜⑤v.行点旗礼 

direct ①a.直接的，直的②a.直爽的，坦率的③a.非联运的④v.指向，指挥，引导⑤v.对准，向着 

directive ①a.有方向性的，指向的，定向的②a.指导的，指示的③n.命令，指令，指示 

divisional ①a.一部分的，分区的，区分的②a.除法的③n.师的（军队） 

element ①n.元素，要素，单体，单元②n.元件，成分，零件，部件③n.电极，电池④n.（复）原理，纲要 

equator n.昼夜平分线，赤道 

essential ①n.本质，要素②a.要素的，必要的，本质的，实质的，精华的 

flux ①n.（电、磁、热、光等）通量②n.（液体等）流量③n.助焊剂，助熔剂，焊药④v.涨潮，变迁，变化，变动⑤

v.熔解，熔融 

，流出⑥v.用焊剂处理，用熔剂处理，使熔化 

fractional a.分成份的，分式的，小数的，部分的，分级的，分馏的，分数的 

freely ad.不受约束地，自由地，随意地 

geographical 同 geographic 

gimbal n.万向接头，常平架，常平环，平衡环 

gray ①n.灰色②a.灰色的 

gyroscope n.陀螺仪，回转仪 

gyroscopic a.陀螺仪的，回转仪的，回转的 

hike v.突然移动，急投，急掷，推，冲 

inertia ①n.惰性，惰力②n.惯性，惯量 

inset ①v.（潮流）涨，流入，插入，嵌入②n.水道③n.嵌入物，插入物，插件④n.插图，插页 

isobaric ①a.等气压的，等压线的，等压的②a.同量异序的 

isogonic ①a.同向的，等角的②a.等偏角的，等磁偏的 

isomagnetic a.等磁的 

jar ①n.大口瓶，罐②n.噪声，争吵③v.震动，倾轧④v.刺激，打击 

latitude ①n.纬度②n.幅度，范围③n.活动余地，回旋余地，地方，地区④n.（经纬距法）纵距 

magnet ①n.磁铁，磁石，磁体②n.吸引力的事物 

magnetic a.磁性的，磁铁的，磁的 

magnetize ①v.吸引②v.磁化，励磁，充磁，起磁 

meridian ①n.子午，正午②n.子午线，子午圈③a.子午线的，中天的 

metal ①n.金属制品，金属②n.铺路碎石 

negligible a.可略而不计的，无关紧要的，很小的 

nitrogen n.氮（缩写 N，原子数 7） 

northwest ①n.西北（315°）②ad.在西北，向西北 

opposite a.相对的，相反的，对立的 

oscillate ①v.振荡，振动，摆动，摇摆②v.起伏，波动 

phantom ①n.幻象，影像，错觉，仿真②n.（陀螺罗经）跟踪环，随动部分 

polarity ①n.极性②n.各走极端，相反 

pole ①n.电极，磁极②n.电杆③n.杆（长度单位）④n.桩形标（临时的） 

precession ①n.前进，旋进②n.（陀螺）进动③n.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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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ly ad.以前，在前，预先 

prime ①a.初次的，首要的，基本的②v.刺激，发动，激发③n.填充，灌④n.全盛时期，青年时期，盛年 

property ①n.参数，属性，特性②n.状况，性能，性质③n.所有物，财产，资产，地产，货物 

publish ①v.公布，发表②v.出版，发行 

quadrantal a.1/4 圆周的，90°弧的，象限的 

radical ①n.根式，根②n.原子团，基③v.根的，基的④v.基本的，根本的，主要的⑤v.激进的 

readily ①ad.容易②ad.立即 

repair ①v.检修，校正，修正，修理②v.纠正，补偿③n.修理费④n.良好状况 

repeater ①n.重发器，中继器，复示器②n.循环小数③n.分罗经④n.代用旗 

repel v.拒绝，击退，排斥 

residual ①a.残留的，剩余的，残余的②n.残余，剩余，差额③n.剩余自差，误差 

restart v.重新起动，重新开始，再起动 

rose ①n.玫瑰②n.玫瑰图，频率图③n.滤网 

set ①v.放，摆，铺，砌，镶②v.规定，决定③v.凝结，凝固④v.作出，提出⑤v.校准，对准⑥v.落下，下沉，沉降⑦v.

（潮水等 

）流向，（风）吹⑧n.套，组 

simplicity ①n.简单，简易②n.朴素③n.单纯 

spin ①n.v.自旋，自转，旋转②v.（通过离心力作用）抛开，甩开 

struck ①a.刮平的，刮去的②a.受罢工影响的③v.strike 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subpermanent a.半永久性的 

subtract n.做减法，扣除，减去 

sunlight n.日光 

swing ①v.转向，转弯，掉头②v.转动，旋转③n.摆幅，振幅 table ①n.桌子，台，桌②n.工作台，平板③n.台地，陆

台，高原④ 

n.桅台⑤n.表格，图表⑥v.加强（帆边，帆布边等）⑦v.制表，列表⑧v.列入日程 

tap ①n.（桶等的）栓，塞子②n.旋塞，螺塞③n.水龙头④n.支管，分支，接头⑤n.螺丝攻，攻丝 

terrestrial ①a.现世的，平凡的②a.大地的，陆地的③n.地球上的生物，陆上生物 

thickness ①n.稠度，厚度，浓度②n.（布、纸等的）层数 

transient ①a.不稳定的，暂时的，过渡的，瞬时的②n.瞬变现象，过渡现象，过渡过程，瞬态 

tray ①n.托架，座，槽，盘，垫，线盘②n.吊货盘，托盘（吊杂物用）③n.滴油盘 

unimportant a.不重要的 

unit ①n.一个，单位，单元②n.组件，部件③n.设备，装置，机构④n.小分队，部队⑤n.（船体）分段 

unlike a.不相似的，不像的，不同的，相异的 

unstable ①a.不稳定的②a.不安定的 

variable ①n.变数，变量，变元②a.变化的，常变的，可变的③n.不定风 

vary v.改变，变更，变化 

zero ①n.零②n.零点，零位③n.（温度计）零度，（坐标）原点④v.减少到零，归零，调零⑤v.对准⑥a.能见度小于 16ft

的，零视 

度的 

acting on 作用于 

agonic line （地）磁赤道，无磁偏差线，零磁差线，零磁偏线 

annual change 年变化，年差 

applied force 外加力，作用力 

at anchor ①在锚泊中，锚泊②锚泊的，抛锚的 

azimuth circle 方位测定器，方位圈，定向圈 

azimuth motor （陀螺罗经）方位电机 

basic principle 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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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ring error 方位误差 

bottom up ①船倾翻，翻倒②干杯③倒置 

celestial body 天体 

compass adjustment 磁罗经校正 

compass binnacle 罗经柜 

compass bowl 罗经液缸，罗经盆 

compass course 罗经航向，罗航向 

compass north 罗经北，罗北 

compass rose （海图上的）罗经花，罗经玫瑰图 

computed azimuth （天体）计算方位 

corrosion resistant 抗蚀，耐蚀 

current set 流向 

damping error （陀螺罗经）冲击阻尼误差，第二类冲击误差，阻尼差 

directive force 指向力，指引力 

earth rate 地球转速 

emergency rescue 紧急救援，紧急救助 

follow-up system 随动系统 

geographic pole 地极 

gravity effect 重力作用 

great circle 大圆，大圈 

gyro error 陀螺罗经误差 

gyro repeater 陀螺罗经复示器，分陀螺罗经，分罗经 

gyroscopic inertia 陀螺惯性，定轴性 

hard iron 硬铁（磁学用语） 

horizontal component 水平分力，水平分量 

isogonic line 等磁偏线，等磁差线 

isomagnetic chart 等磁要素图 

long period 长周期 

lost motion 无效运动，空运转，空转 

lubber's line （罗经上的）船首线，船首基线 

magnetic compass 磁罗经 

magnetic dip 磁倾角 

magnetic equator 无磁倾线，地磁赤道 

magnetic field 磁场 

magnetic flux 磁性熔剂，磁性焊剂，磁通量，磁通 

magnetic force 磁场强度，磁力 

magnetic heading ①磁航向②磁船首向 

magnetic latitude 磁纬度 

magnetic line 磁力线 

magnetic meridian 磁子午线 

magnetic north ①地磁北极②磁北 

magnetic pole 磁极 

magnetic south 地磁南极，磁南 

magnetic variation 磁变化，磁差 

main body 主壳体，裸船体，主体 

major repair 大修 

master compass 主罗盘，主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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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site side 对边 

phantom element 随动部分，从动构件 

pilot chart 航路资料图，引航海图，引航图 

pivot bearing （立轴的）底枢轴承，枢轴承 

power level 功率电平，功率级 

prime vertical ①东西圈，卯酉圈②主垂线 

principal purpose 主要目的 

prolonged period 延长的期限 

quadrantal deviation 象限自差 

quadrantal error （陀螺罗经）象限点横摇误差，象限差 

recent years 最近几年，近年 

reference line ①基准线，基线②参考线，参照线 

relative bearing 相对方位，航向角，舷角 

residual magnetism 剩余磁感应，剩磁 

rudder control 用舵控制，操舵 

soft iron 软铁（磁性） 

spin axis （陀螺仪的）转轴 

steel plate 钢板 

steering compass 操舵罗经，驾驶罗经 

subpermanent magnetism 半永久磁性 

terrestrial magnetism 地磁 

true meridian 真子午线 

unlike poles 异名极 

variable range 可调范围 

vertical component 垂直分力，垂直分量，竖向分量 

vertical iron 垂直软铁（磁罗经软铁校正器） 

way in 入口 

way out 出口 

change of heading 船首向改变 

direction of current 电流方向，流向 

horizontal soft iron 横向软铁（磁罗经用） 

line of force 磁力线，力场线，力线 

magnetic compass course 磁罗经航向 

magnetic prime vertical 磁东西圈 

maximum rudder angle 最大舵角 

north magnetic pole 北磁极（磁倾角为 90°） 

rate of change 变化率 

ship under construction 建造中的船舶 

standard magnetic compass 标准磁罗经 

to be checked 应予核查 

total magnetic force 总磁力 

variable range marker （雷达）可变距标，活动距标 

vertical soft iron 垂直软铁（校正磁罗经倾斜误差用） 

E|Earth ①接地，地线②大地，地③地球 

W|Dew 露（天气符号） 

 

ability n.才能，本领，能力，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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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nautical a.航空的 

alidade n.带望远镜的方位镜，望远镜方位仪 

appreciation ①n.评价，鉴定②n.理解，判断③n.欣赏，赏识④n.感谢，感激⑤n.升值 

arrangement ①n.整理，准备，筹备②n.调解，调停，和解，协议③n.电路④n.配置，装置⑤n.安排，排列，配备 

assessment ①n.估定，鉴定，查定，评价②n.评税，税额 

assumption ①n.假定②n.担任，掌握，采取③n.傲慢 

atomic a.原子的 

attraction n.吸引力，吸引，引力 

automatic ①a.自动化的，自动的②n.自动装置，自动机 

autonomous a.自治的，自主的 

average ①n.平均，均分②n.平均数，平均值③a.普遍的，一般的④n.（给引航员的）报酬，海损费用 

bell ①n.钟形物，铃，钟②n.潜水钟，号钟，警钟，雾钟③n.喇叭形物，漏斗状物，喇叭口④n.钟声，铃声⑤n.打钟

⑥n.做成漏斗 

形，做成钟形，装铃 

binnacle n.罗经座，罗经柜，罗盘座，罗盘箱 

blackout ①n.v.遮光，挡光②n.v.熄灭，灯光管制③n.晕过去④n.v.封锁（新闻）⑤n.v.（发电机故障引起的）全船失电 

brilliant a.光辉的，灿烂的，卓越的 

broadcast ①n.v.广播，播音（航海通告等）②v.散布 

calibration ①n.划分度数，定分度，校准②n.（标定）定量，量口径，定标 

canal ①n.航道（葡萄牙语）②n.水渠，溪流（马来语）③n.运河，渠道，水道，海峡 

capability ①n.才能，才干，能力②n.可能性，潜力 

chart ①n.冰间可航水区图，冰况图，地形图，航线图，海图，地图②n.（仪表）记录纸，图表③v.制定计划，作图 

clock n.时钟 

coastline n.海岸地形，海岸线 

communicate v.对话，通知，通信，通话，互通，通讯，交往，照会 

compass ①v.环绕，被包围②n.罗经，罗盘，指南针③n.圆规④n.界限，范围 

compensate ①v.报酬②v.平衡，补偿，赔偿 

compile v.整理，编译，编纂，编制 

component ①n.部件，组件，部分，元件，构件，零件，成分②n.分力，分量③a.构成的，组成的，合成的，成分

的，分量的④n. 

调和分潮 

compromise ①v.折中方案，和解，妥协②v.（受）连累，（受）损害 

compute v.估算，计算，估计 

confirmation ①n.证实，证明②n.批准，确认，认可 

constant ①n.（船）常数，常量，定值，恒量②a.不变的，恒定的 

contribute ①v.分担，贡献②v.起作用，有助于，补充③v.捐献，赠送，资助，帮助④v.投稿 

correct ①v.修正，改正②a.正确的 

critical a.决定性的，严格的，临界的，极限的 

daylight n.昼光，日昼，黎明，日光，白天 

degrade v.（复合化合物）分解，（岩石等）破碎，（堤岸等）冲刷，（河床）刷深，降级，损害，退化 

delay ①n.v.延缓，误期，延误，延时，滞后②（法律）缓审，转审 

depart ①v.（车船等）开出，启程②v.违反，改变（惯例等） 

determination ①n.测定数据，测定法②n.决定，确定，测定③n.（诉讼的）终止，判决 

diffraction n.绕射，衍射 

digitize v.使数字化，使计数化 

discretion n.自行斟酌，自行决定，慎重 

disregard v.不考虑，不顾，漠视，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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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side ①n.码头前沿，码头区，码头②n.坞壁③n.向码头一侧，里档④n.（泛指）港区 

electron n.电子 

endanger n.使受危险，危及 

energy n.能量，能力，能源，能 

enquiry ①n.v.询问，询盘，询价②n.调查 

estuary ①n.（江、河）入海口，小海湾，河口②n.河口段，河口湾 

eventually ad.终于 

exact a.正确的，精确的，确切的，准确的，严格的，严谨的，严密的，精密的 

familiar a.熟悉的，常见的 

focus ①n.（复 foci）焦点，集中点②n.（地质）震源③v.使集中于焦点，对光，聚焦 

following ①n.跟随，沿行②a.后面的，下列的 

format ①n.（书刊的）版式，编排，格式，排式，尺寸②v.（存储器中）信息安排，格式化 

future ①n.前途，未来，将来②n.将来的，未来的③n.（复）期货 

global ①a.全世界的，环球的②a.球状的，球形的③a.总的④n.全局，整体，通用，总体 

gross ①n.总额，总计，全体，总数②n.总吨（简称）③n.（连包装的）总重④n.罗（计数单位，即 144 件或 12 打） 

gyrocompass n.陀螺罗经，回转罗经，电罗经 

heading n.船首向，航向，标题 

house ①n.住宅②n.房屋，建筑物（陆标）③n.机构，商号，室，所，社④v.（给机器等）装外罩，遮蔽，遮盖⑤v.

收藏，收容， 

安置，存放 

identification ①n.验明，核对，鉴定，鉴别②n.身份证明③n.号码装定，表示法④n.（电台）识别 

information ①n.通知，报告②n.数据，信息，资料③n.情报，消息 

instruct v.教导，指示 

intent ①n.意图，意向，企图，打算②n.意义，含意③a.专心致志的，坚决的，热切的 

intercardinal a.（方位四基点间的）象限点的，隅点的 

intercept ①v.遮断，阻断②v.拦截，截击③v.窃听④v.截水，截流⑤n.截取，截距，截线（数学）⑥n.（天文位置线）

高度差 

interference ①n.干扰，干涉②n.过盈③n.相互影响 

interpretation ①n.判断，判读，解释②n.翻译，解译 

interval ①n.间隙，空隙，间距②n.间歇，差异③n.停止期间，时限④n.区间（数学） 

kind ①n.种类②n.性质③a.亲切的 

longitude n.经度 

manage ①v.管理，经营，处理②v.驾驶，操纵，运用③v.（设法）对付 

manner ①n.举止，礼貌②n.方法，方式③n.态度，风格④n.样式，种类⑤n.习惯，惯例 

maritime ①a.海事的，海运的②a.近海的，海岸的，滨海的，沿海的，海上的 

modify ①v.修正，改装，改型，修改，更改，改进②v.限制，调节，缓和，减轻③v.（河流）整治 

multipulse a.多脉冲的，综合脉冲的 

nearby n.在附近，靠近 

needle ①n.针形物，结网针，针状冰，指针，磁针，针②n.（针形阀的）针形阀舌③v.针刺，针穿，缝④v.用枕梁支

承，用枕木托 

起 

one-way a.单程的，单向的，单行的，单面的 

pair ①n.双，对，偶②v.成对，成双③v.配合 

paper ①n.文件，票据，记录，证件②n.船舶文件，船舶证书③n.论文④n.报纸，纸张 

pelorus n.哑罗经，哑罗盘 

pen ①n.（牲口）圈，栏②n.拦水坝，水槽，水池③n.粮食仓④n.记录笔，写头，笔⑤n.（供潜水艇停泊的）隐蔽坞，

掩藏坞 



 http://www.crewcn.com 

pixel n.像素，像元 

positively ad.确实地，肯定地，绝对地，积极地 

propagation ①n.推广，普及②n.扩散，传播③n.繁殖④n.（裂纹）开展⑤n.巨浪，滚浪花 

quench v.结束，熄灭，淬火，平息 

radiate ①v.发热，发光②v.散热③v.辐射，放射 

radiobeacon n.无线电信标（海图图式） 

raster n.光栅 

react v.起反作用，起作用，起反应，反抗 

reading n.指示数，读数，示度，记录 

recognition ①n.认可②n.认出，承认，识别，判明 

recorder n.记录装置，记录器，录像机，录音机，记录者 

relative ①a.有关系的，相关的，有关的②a.成比例的，比较的③n.亲戚，亲属 

relevant ①a.有关的，相关的②a.中肯的，恰当的 

reliable a.可靠的 

repetition ①n.复制品，副本②n.再现，重述，重现（电信、旗号、灯号） 

represent ①v.代表，表现②v.描述，描绘③v.说明，表示，表达 

requirement ①n.需要，要求②n.必要条件，技术条件③n.必需物品，需要量，需要物 

result ①n.结果②v.以„„为结果，由于，起因，导致 

route ①n.航线，航道②n.路程，路线③n.道路，途径④v.选定路线，选线⑤v.推算，演算（水文、气象） 

scanty a.缺乏的，不够的 

seasickness n.晕船，晕船病 

season ①n.季节，季②v.使干燥，风干，晾干③n.调味 

send ①v.发送，传送，发射，寄出，送②v.船因纵摇而使首或尾上升运动 

sensitive a.易感光的，灵敏的，敏感的 

separation ①n.分离，分开②n.间隔，间距③n.离析，析出④n.（货物的）隔票，分隔 

significantly ad.重大地，显著地 

skip ①n.吊货盘，吊货箱②n.槽车（一种固体散货集装箱）③n.倒卸车，料斗，料桶，箕斗④v.跳动，跳跃⑤v.略去，

漏过⑥v.（ 

发动机）不发火 

sound ①n.声音，声响，发声②n.噪声，噪音③v.测深④a.坚固的，健全的，完好的⑤n.海峡，海湾（丹麦、挪威语） 

standard ①n.标准，规范，基准，规格，水平②a.符合规格的，合格的，标准的③n.木材计量标准单位（165 立方英

尺） 

still ①a.平静的，寂静的，静止的，静的②ad.还是，仍然，然而 

sunrise n.v.日出 

sunset n.v.日落 

supervisor ①n.监工员，监察员，督导员，监理员②n.管理员，工长③n.控制器 

synchronize ①v.使同步，同步化，整步②v.同时发生，同时出现③v.同时行动，联动④v.（钟表）对准 

text n.原文，正文，文本 

thermograph n.温度记录仪，温度计 

threat n.威胁 

thus ad.如此，这样，因而 

time ①n.时间②n.时刻，时候③n.时机，机会④n.时代，时期⑤n.次，回，倍⑥v.定时，计时⑦v.乘 

transformer ①n.变压器②n.变换器，变量器③n.（载重 30～250t 的）大货车 

twilight n.晨昏蒙影 

underneath n.在下面，向下面 

unreliable a.不可靠的 

usable a.可用的，合用的，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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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n.使用者，用户，使用人 

variation ①n.变化，变更，变动②n.偏差，变差③n.（数学）变分④n.磁差 

versus 与„„比较，对（拉丁语） 

war n.战争 

wavy ①a.波状的，起伏的②a.有浪的，多浪的③a.摇摆的 

wide a.广大的，广泛的，宽的，阔的 

account of ①在„„账上②由于 

air draft ①净空高度，水上高度②通风，通气，抽风，吸气 

all of 不少于，足足，全体，全部 

approach to 驶近 

atmospheric noise 大气噪声 

atomic time 原子时间，原子时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自动识别 

bearing bar 受力钢筋，承压条 

bearing circle 方位环 

calibration table 校准表 

call sign ①呼叫信号，通信呼号，呼号②船名呼号 

carrier phase 载波相位 

close range 近距离 

collision threat 碰撞威胁 

compass card ①罗经刻度盘，罗经面，罗盘②罗经卡 

compass heading 罗经船首向，罗经首向 

compensate for 补偿 

contribute to 捐献，致使 

correct time 准确时间 

course pen 航向自记笔 

course recorder 航迹自动记录仪，航向记录器 

cross bearings 交叉方位 

crossing situation 交叉相遇局面 

dip needle 磁倾针，磁倾仪 

direction finder 无线电测向仪，测向仪 

emergency use 紧急使用 

end on ①（船）对遇②（船首或船尾）正对着③磁棒放置第一位置④冲向，驶向 

familiar with 熟悉 

head on ①（船首）顶着，船首对准（风流等）②（两船）对遇 

high frequency 高频（率） 

IMO number （船）国际海事组织编号 

intercardinal heading 象限点航向 

keying system 键固系统 

light list 灯塔表，灯标表 

local attraction 局部磁场干扰，地方磁干扰（地磁异常） 

log indicator 计程仪指示器，航程指示器，计程仪 

making contact 闭合触点 

marine navigation ①海上航行，航海②航海学③船舶导航 

marine radar 航海雷达，船用雷达，船舶雷达 

master gyrocompass 主陀螺罗经，陀螺罗经主仪 

master station （无线电导航系统的）主发射台，主控台，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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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ury ballistic （陀螺罗经）水银器，水银稳定器 

mobile service 移动业务 

multiple pulse 多脉冲 

nautical chart 海图 

nautical mile 海里（1.852m） 

navigation system 助航系统 

navigational satellite 航用人造卫星，导航卫星 

peak power 峰值功率，最大功率，高峰出力 

phase code 相位编码 

point light 点光源，集中光 

position error 船位误差，位置误差 

power supply 能源供应，供电，电源 

propagation conditions 传播条件 

pulse interval 脉冲重复周期，脉冲周期，脉冲间歇 

pulse system 脉冲增压系统 

pulse width 脉冲持续时间，脉冲宽度，脉宽 

radar beacon 雷达信标（黄色灯） 

radar information 雷达信息 

radiated power 辐射功率 

radio navigation 无线电导航 

radio signal ①无线电信号②无线电信号表 

raster chart 光栅海图 

repeater compass 复示罗经，分罗经 

repetition frequency 重复频率 

repetition interval 重复时间间隔，循环间隔 

restricted area 禁区，限制区域（在通航、捕鱼等方面） 

same frequency 相同频率 

secondary station 副台 

sensitive element 感受元件，敏感元件，灵敏元件 

separation zone ①（航道）分隔带②分道带，分隔区 

shadow zone 阴影地带，阴影面积，阴影区，静区 

shift pulses 移位脉冲 

single pulse 单冲量 

skip distance 跳越距离，跃距（一次天波到达地面与地波的距离差） 

skip zone （电波）跳跃地带，静区 

sky wave ①天波②电离层反射波 

spider element （陀螺罗经）蜘蛛架 

standard time 标准时间，区时 

submerged pipeline 海底管道，水下管道 

switching on 接通，接入，合闸 

telephone exchange 电话交换机，电话总机 

time interval 时间间隔 

tracking system 跟踪系统 

traffic density 船流密度，车辆密度，交通密度 

traffic separation 分道通航 

turn off ①切断，断开②（用车床）车，切削③解雇，停用④制成，生产⑤转入支路，分岔 

view finder 取录器，探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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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ther information 气象情报 

zone pen 区划掩蔽所 

course over ground ①对地航向②航迹向（对地的） 

direction finder calibration 探向器校正 

eastern standard time （美国）东部标准时间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全球定位系统 

group repetition interval 群重复周期，组重复周期 

head on situation （两船）对遇局面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exchange 国际电话局 

maritime mobile service ①海上移动通信②海上机动服务 

name of ship 船名 

name of vessel 船名 

pulse repetition frequency 脉冲重复频率 

rate of turn 转动速度，匝数比 

time of reception 收报时间 

traffic separation zone 分道通航带，通航分隔带 

type of transmission 传输方式，发射类型 

AC|Absolute Contraband 绝对禁制品 

AIS|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航空信息服务 

BIS|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国际结算银行 

DC|Alternating Current-DC Propulsion System 交直流电力推进系统 

DR|Daily Relay 每日换班 

GPS|Gallons per Second 加仑/秒 

GRI|General Rate Increase 总费率的增加 

IMO|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 

INT|Initialize 初始化 

LAT|Latitude 纬度 

MMSI|Maritime Mobile Service Identity 海上移动电台识别 

PUB|Publication 出版物 

RTCM|Radio Technical Commission for Maritime Services 海事无线电技术委员会 

SSB|Single Sideband Radio 单边带（收发机） 

VTS|Vessel Traffic Service 船舶交通服务，船舶交通管理 

 

aftward a.向船尾的，向船后的 

allocate ①v.分派，调度②v.定位置，分配，配置，部署，配船，配货，配给 

appear ①v.出现②v.好像，似乎 

autoalarm n.自动报警器，自动警报器 

cancellation ①n.取消，删去，解除②n.消去，通约（数学） 

carriage ①n.载运，货运，运输②n.车辆，拖车③n.（桥式起重机）行车，（车床）刀架，支架，支座④n.运送，运

费 

circumstance ①n.情况，环境，处境②n.事件，事项③n.细节 

coast ①n.海岸，海滨，沿岸，岸边②n.边界，国界③v.（车辆）滑行，下滑，下溜④n.沿海地区⑤v.沿着海岸航行，

往来国内各 

港 

commercial ①a.商业的，商务的②a.大量生产的，成批出售的，粗制的 

comprehend ①v.理解②v.包含，包括 

compulsory ①a.强制的②a.强迫的，义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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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ic a.集中的，同心的，同轴的 

consult ①v.磋商，请教②v.参考，查阅，咨询③v.协商，商量 

debris n.（含有泥沙贝壳石等的）冰块，（破坏物的）碎片，（山底的）岩屑，瓦砾堆，残渣，碎屑，瓦砾，泥石 

default ①n.v.过失，缺乏，欠缺，拖欠②n.v.不履行，违约（合同等）③n.预定环境，默认值 

document ①n.单证，证券，单据②n.文件，公文③n.证书，证明 

duplication ①n.复制物，复制，复写②n.重复 

elect ①v.选举，选择，选②a.当选的，经过挑选的（尚未到职） 

electrical 同 electric 

emergency ①n.紧急，备用，危急，应急②n.出现，发生③a.应急的，危急的④n.紧急情况，紧急关头 

ensure ①v.确保，保证，肯定②v.保险，担保 

equipment ①n.设备，装置，装备，机具②n.舾装品，船具，属具 

event ①n.偶然事件，重要事件，大事②n.结果，现象，情况③n.冲程④n.间隙 

exceptional a.特大的，例外的，额外的，格外的，非常的 

exemption n.豁免，免除，免责，免税 

existence ①n.存在，生存②n.实体 

expiration ①n.期满，终止②n.截止③n.呼气 

facsimile ①n.传真照片，传真②n.影印本，摹真本，复制件 

failure ①n.故障，事故②n.失效，失灵③n.倒闭，破产④n.失败，损坏，破坏，破裂，断裂，毁坏⑤n.（合同等）不

履行，（款 

项）无力支付，（堤坝）溃决，（土体）崩塌 

federal a.联邦政府的，联邦的，联合的，联盟的 

foreign a.外国的，外来的，对外的，舶来的，异质的 

importance n.重要性，重要 

include ①v.计入，算入②v.包括，包含 

insert ①v.插入，嵌入，接入，引入，写入，代入②n.嵌入物，插入件，衬套 

international a.国际的 

interruption ①n.断续，遮断，切断，断路②n.中断，间断③n.停止，中止，阻止④n.障碍物 

jeopardy n.危险，危难 

leave ①v.动身，启程，出发②n.许可，休假③v.放任，听任④v.告别，离开⑤v.遗留，委托，留下 

license ①n.执照，许可，特许②v.发许可证，批准 

list ①n.明细表，一览表，清单②n.价目单，表册，目录③v.（船）倾侧，横倾④v.编制目录，列表 

listen ①v.听②v.监听 

main ①n.馈电线②n.电力网，电力线③n.干线，总管，主管，干管④n.主要内容，主要部分，要点 

maintainer n.维修人员 

maintenance ①n.养护，维修②n.保养，保持，维持③n.运转，操作④n.主张，坚持⑤n.生活费用 

memorandum ①n.备忘录，便笺②n.（保险单的）附注条款 

monitor ①n.监听，监视，监测，检查②n.监测记录仪，监测器，监听器，追踪器，监控器③n.（放射性）检验器，

架式喷射器， 

消防龙头，消防检，消火栓④n.监督者，班长 

obstacle ①n.障碍物，障碍②n.干扰③n.雷达目标 

onboard ①ad.上船，上车②ad.在飞机上，在车上，在船上 

partial ①a.片面的，局部的，部分的②a.偏的③a.偏微分的 

phase ①n.相位，状态，相，态②n.局面，阶段③v.分成阶段 

plus ①a.以上的，正的，加的②n.加号，正数，正量③n.附加物④n.多余⑤n.收获，利益 

positional a.位置的 

possible a.可能有的，可能的 

precise a.精密的，精确的，确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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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al ①a.主要的，首要的②n.负责人，首长③n.校长④n.委托人，顾客，主体⑤n.本金，资本⑥n.主要屋架，主

要杆件⑦n. 

正本，原作 

printout n.计算结果，打出数据，打印输出 

procedure n.工艺规程，过程，方法，手续，步骤，工序 

program ①n.纲领，大纲②n.程序，规划，计划③n.时间表，程序表，节目④n.软件⑤v.编程，作规划，定计划 

radio ①n.放射，辐射②n.无线电设备，收音机③n.无线电，广播 

recommendation n.推荐，推举，介绍，建议 

redundancy ①n.多余，过剩，赘余②n.重复③n.超静定性 

registry ①n.注册②n.记录，登记③n.登记处，注册处④n.（船）登记证，国籍 

remote ①a.远距离的，偏僻的，边远的，遥远的②a.遥控的③a.非主要的，非直接的，细小的，间接的，远程的，

远方的 

response ①n.v.回答②v.响应，反应，感应③n.应答信号，灵敏度④n.反应曲线，响应曲线⑤n.特性曲线 

review ①n.v.回顾②n.v.审阅，检查③n.观察，检阅④n.评论性刊物，评述，评论，复习 

satisfy ①v.使满意，满足②v.偿还③v.使确信 

segment ①n.部分，段，片②n.环节，节③n.扇形体，扇形，弓形 

selection ①n.精选物，选择，挑选②n.淘汰（生物）③n.（自动电话）拨号 

selective a.有挑选能力的，选择性的，选择的 

simultaneously ad.同时地 

soot ①n.煤烟，烟灰，烟垢②v.熏黑，染黑，煤屎 

source ①n.本源，起源②n.信号源，水源，电源，气源，河源③n.（资料等）出处，原始资料④n.（场效应晶体管）

源极 

spectrum ①n.波段，谱②n.光谱，频谱③n.领域，范围④n.系列（复数 spectra） 

squelch ①n.噪声抑制电路，静噪电路②v.取消网络使用资格 

storage ①n.储存量，贮藏量，蓄电量，蓄水量，库容②n.贮藏库，仓库，料仓，货栈③n.保管费，堆存费④n.存储，

记忆，存放 

supply ①v.供给，供应，补给②v.填补，补充，弥补③n.（油、气、电等）供给源，（储备）物资，生活用品 

task ①n.工作，任务，作业②v.派给工作，使辛劳 

technology ①n.工艺学，工艺，技术②n.科学技术，专门技术 

telephone ①n.电话机，电话②v.通电话，打电话 

transceiver ①n.（无线电）收发报机，雷达收发机②n.步话机 

trap ①n.陷阱，罗网，圈套②n.（泥沙等的）截留装置，汽水分离器，疏水阻汽器，收集器，捕集器，存水弯③n.

隔气弯管，存水 

弯管④v.设陷阱，诱捕，捕获 

two-way a.双向的，双路的 

valid ①a.有效的②a.有根据的，强有力的，正当的，确定的 

via ①prep.经过，经由，取道，通过②prep.采取„„的手段，用„„的办法 

vicinity n.附近，邻近，邻近范围 

automatic alarm 自动警报器 

call by 顺便到„„去一下，顺路访问 

captain's office 船长办公室 

coast station 海岸无线电台，海岸电台 

coastal waters 沿岸水域，沿海水域 

communication service 通信业务 

control unit 操纵设备，控制装置，操纵装置，控制器 

daily memorandum 每日备忘录 

deck logbook 航海日志，甲板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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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 finding 测向 

display screen 显示屏，屏幕 

distress alert 遇险报警（可立即将遇险电文转发到有关台站） 

distress procedure 遇难求救程序 

distress situation 遇险情况 

distressed vessel 遇难船 

drifting buoy 漂流浮标 

expiration date 截止日期 

high seas ①公海，远海②海洋③狂浪 

leave port 驶离港 

locating signals （遇险）定位信号 

marine radio 海上无线电通信，船舶无线电台 

maximum level 最高水位，最高潮位 

minimum level 最低水平 

navigational warning 航行警报，航海警告 

ocean navigation 大洋航海，远洋航行 

on watch 值班 

operating position 工作位置，吸合位置，动作位置 

partial exemption 部分免除 

phase difference 相位差，相位移 

radio communication 无线电通信 

radio log （船）报房日志，无线电台日志 

radio logbook 无线电日志 

radio operator 无线电操作员，报务员，电报员 

radio station 无线电台 

receiving station 接收台 

sailing to 驶往 

sea area 海区 

sea cabin 航行用住舱，备用舱 

second class 二等，二级 

selection switch 选择开关 

selective calling 选择调用，选台 

space segment 空间部分 

switch off 断开，关闸，切断（电路） 

switch on 接通电路，合上电闸，开电闸，接入 

take after 仿效 

take in ①吸进，吸收，吸入②装入，纳入③领会，理解④收进，接收，包括⑤装货 

traffic list 通报表，通话表 

digital selective calling 数字选择性呼叫，数字选呼 

dots and dashes 莫尔斯符号，闪光信号 

duplication of equipment 双配套设备 

enhanced group call 增强群呼（可向选定的区域或船队播发信号） 

life at sea 海上人命 

maritime safety information 海事安全信息 

port of registry 船舶登记港，船籍港 

radio direction finder 无线电测向器，无线电测向台 

radio direction finding 无线电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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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 navigational warning 无线电航海警告（由无线电通报影响航行安全的消息） 

source of energy 能源 

source of power 权力来源 

A1|Atomic Time System 原子时间系统 

EPIRB|Emergency Position Indicating Radiobeacon 应急无线电示位标 

EPROM|Electrically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 电可编程序只读存储器 

GMDSS|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 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 

INMARSAT|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atellite Organization 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公约 

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 

NAVAREA|Navigational Warning Area 航行警告海区（全世界划分为 16 个区域） 

NBDP|Narrow Band Direct Printing 窄带印字报，无线电传 

NCS|National Communications System 全国通信系统 

RCC|Radio Common Carriers 无线电共载波 

SART|Search and Rescue Transponder 搜救雷达应答器 

STCW|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tandards of Training，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Seafarers （1978 年）海员 

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1984 年生效） 

UPS|Underwriters Pay Stamp Duty 保险商支付印花税 

 

advise ①v.（动词）通知，报告②v.劝告，说明 

allege v.声称，宣称，扬言，借口 

ban n.v.禁止，禁令 

busy ①a.占线的，忙的②a.在工作的，运行的，忙音的 

cast ①v.掷，投②v.抛，下（锚）③v.（混凝土）浇注，（金属）铸造，翻砂，浇灌④n.铸型，铸件⑤n.手锤测深⑥n.

桶（散装固 

体）⑦v.强行掉头，原地回转 

cessation n.终止，停止 

china n.瓷器 

cloudy a.不透明的，云状的，混浊的，多云的 

company ①n.队，班，连②n.商号，公司③n.全体船员④n.同伴 

conductor ①n.导线，导体②n.向导者③n.（公共车辆的）售票员，（火车的）列车长，（乐队）指挥 

control ①n.v.控制，调整②n.v.调节，操纵，管理，管制，节制③n.调节装置，调节器，控制器 

delete v.取消，删除，抹去，削去 

detect ①v.检出，探测，检测②v.查出，查明③v.发现，发觉④v.检波 

dispatcher ①n.调度员②n.分配器③n.出货员 

distress ①n.遇难，失事，灾难，海难，事故②n.痛苦，苦恼，悲伤，贫苦，穷困 

drag ①v.牵引，拖曳，耙，拖，刮②n.v.（河流）扫床，扫海③n.（尾倾时）首尾吃水差④v.（船）走锚⑤v.（船在浅

水中所受的 

）阻滞作用⑥v.（人造卫星轨道的大气）扰动⑦n.（舵面水压力与航向垂直的）分力⑧n.（探测暗礁用的）扫海钢索

⑨n.（机帆船 

的）机动航行与驶帆航行的速度差⑩n.海锚，流锚，浮锚 

dredge ①n.疏浚机，挖泥机，挖泥船②v.拖锚③v.拖网，捞网④v.挖泥，疏浚，捞取 

entry ①n.（航海日志、词典、规则等的）项目，条目，记录②n.关单，账目③n.入境，进口，进港④n.进路，输入

⑤n.（运河、 

河道等）入口 

escort ①v.护卫，护航，护送②n.护航机，护航舰 

exchange ①n.v.调换，转换②n.v.互换，交易，交换，兑换，汇兑③n.（信件等）交换站，（电话）交换机，交换台，

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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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①n.表达式，符号②n.表现，表示，表述③n.措辞，词句，说法④n.榨出（液汁） 

family ①n.家庭②n.（曲线）族 

fore ①n.先，预，前②a.前面的，前部的③n.前缘，船头④a.在船首的 

further n.进一步 

invite ①v.邀请，招待②v.引起，招致 

lie ①v.横卧，座落，卧，躺②v.（船）停泊③v.处在，在于，位于④n.位置，状态⑤v.说谎，谎言 

mark ①n.标记，标志，记号，标号，符号，唛头②n.航标，物标，目标③n.特征，特性④n.痕迹，污点⑤n.商标⑥

v.作记号，标明 

⑦n.马克（德国货币单位） 

mine ①n.矿场，矿山②n.水雷，地雷③v.布雷 

obligatory a.必须履行的，有拘束力的，强制性的 

partially ad.部分地，局部地 

persist n.继续存在，持续，坚持 

picture ①n.图画，图像，图片，照片②n.图形，影像③n.典型，化身④n.用图表示，描写，画 

place ①n.地方，地点，场所，位置②v.放置，装入，安置，安放③v.（混凝土）浇灌，浇注 

predicament n.困境 

priority ①n.优点，重点②n.优先次序，优先控制③n.优先权，优先 

proprietary ①a.有专利权的，专利的②a.所有人的，业主的③a.控股的 

rainy a.下雨的，阴雨的，多雨的 

ready ①a.准备好的，就绪的②a.迅速的，现成的，轻便的，简易的 

reception ①n.接收，接受，接纳②n.接见，接待③n.欢迎会，招待会 

reply n.v.回答，答复，应答，回复，回信 

responsibility ①n.（有关管理方面的）责任，义务，职责②n.敏感度，响应性，应答性③n.可靠性④n.义务，责任（航

运中多指 

管理责任） 

safeguard ①n.v.保卫，防护②n.防护设施，护栏保护，保护装置，防护器，防护装置 

save ①v.节约，积蓄②v.营救，挽救③v.保全，保留④v.除外，例外⑤v.存储，原文档保存 

shorten v.弄短，缩短，变短 

silent a.无声的，寂静的 

simplex a.单纯的，单一的，单工的，单向的，单缸的 

speech n.说话，语言，谈话 

subsequently ad.其后，其次，后来，接着 

talk n.v.谈话，讲话，通话 

tone ①n.语气，腔调②n.音调，音色③n.风格，情调④n.明暗，色调⑤v.调和⑥v.调色，上色 

traffic ①n.通信量，电信②n.人流，货流，车流，船流③n.运输量，交通量④n.交通，运输⑤n.交往，来往，交易 

under ①prep.在„„下，次于②n.按照，根据③ad.在下，向下，往下④a.下部的，从属的，下级的 

unique ①a.唯一的，独特的②a.极难得的，无比的，无双的，极好的③a.单值的 

watch ①n.值班人②v.值班，监视，观察 

wattage n.瓦特数，瓦数 

absolute priority 绝对优先权，真优先权 

alarm signal 紧急信号，报警信号，警报信号，警戒信号 

call at 到达，挂靠，停靠 

call on 访问（内存储单元） 

cast off 解缆，开船，展帆，起锚 

charge condition 充电状况 

coastal harbor 沿海港口，海岸港 

distress frequency 遇险呼救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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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ess traffic 遇险通信 

drifting mine 漂流水雷，漂雷 

emergency call 紧急呼叫，紧急电话，紧急呼号，紧急集合 

harbor service 海岸电台业务，港口通信，港口业务 

last port 最后到达港，终点港 

light vessel ①轻载船，空船②灯船（有船体的大型灯浮） 

low power 小功率，低功率 

make fast 系牢，系固 

navigation lights 号灯，航行灯（包括桅灯、舷灯、尾灯） 

navigational information 航海信息 

pilot boat （接送引航员的）引航艇，引航船，引水船，领航船 

pilot station 引航站，引水站，引航台 

poor conductor 不良导体 

power output 功率输出，动力输出，输出功率 

present voyage 本航次 

radar signal 雷达信号 

radio antenna 无线电天线 

radio watch 无线电守听 

receiving point 接收点，接受地 

reporting point 报告点 

safety call 安全呼叫 

salvage operation 海难救助作业，救助作业 

shore station 岸上信号台 

short stay （锚链等较水深）略长 

stand for 指向 

standby mode 准备方式，备用式 

storm warning 风暴警报，大风警报 

telephone call 电话呼叫 

towing operation 施拖 

urgent signal 紧急信号 

watch receiver 受话器，听筒，耳机 

way point ①报告点，航路点，转向点②中途港，中途站③（大圆航线的）分点 

weight loss ①重量损失，干耗②体重减轻 

fore and aft （船）首尾向，首尾线 

international distress signal 国际遇险信号 

line of sight ①视线（在两点间大圆方向上的直线，不随地球的弯曲而弯曲）②瞄准线 

port of arrival 到达港 

port of call （沿途）停靠港，挂靠港，挂港 

port of destination 目的港，终程港 

search and rescue 搜寻与救助，搜救 

tropical storm warning 热带风暴警报 

very high frequency 甚高频（30MH～300MH） 

VHF|Very High Frequency 甚高频（30MH～300MH） 

VIA|Valid Insured Amount 有效保额 

WSR|Weather Surveillance Radar 气象监视雷达 

 

additional a.另外的，附加的，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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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 a.向船尾的，到船尾的，在船尾的 

afterpeak n.尾尖舱，后尖舱 

aid ①n.辅助设备，辅助装置，辅助手段②v.协助，帮助，援助，救护③n.补助金，补助④n.助手 

aloft ①a.高的，上的②ad.在桅杆高处，在帆索高处，船上高处③ad.甲板上部，高空 

assemble ①v.组装，装配，安装，组合②v.集中，集合，调集③v.汇编 

assembly ①n.安装，组装，装配，组合，总成②n.组装件，部件，组体③n.机组，装置④n.联合，集合，集会⑤n.

大会，会议⑥n. 

（船体）分段装配 

beyond ①prep.超过„„的范围，除„„以外②ad.在那边，在远处 

bollard ①n.系缆桩，双系柱，带缆桩（一般指码头、突堤或水中的）②n.（禁止车辆驶入的）栏杆 

breakdown ①n.破除，打破，破损，破坏②n.不成功，失败③n.（绝缘体）击穿，出故障，中止，崩溃④n.分类，分

析⑤n.（驳船 

队、列车等）解体，解队 

bridle ①n.拘束物，拘束②n.平衡索，系船索，短索，束带，系带③n.（八字形）马鞍链④n.绝缘跨接线⑤n.固定锚

锚链 

brightness n.亮度（GPS 系统等航海仪器显示器用语） 

chair ①n.椅子，座②n.支撑，承座③v.就座，入座④v.就职 

charterer n.承租人 

completion ①n.竣工，结束②n.完结，完成③n.圆满，填充，完整，整体 

conjunction ①n.接合，联系，联合，会合②n.合（两天体在同一黄纬上）③n.逻辑乘积④n.连接点，连接词 

consumption n.消耗量，消耗，消费 

continue v.连续，继续，延长 

costly a.费用大的，昂贵的 

customer n.客户，用户，顾客 

cutout ①n.终止，阻断，关闭，断绝②n.断开装置，断流器 

date ①n.日期②v.写上日期，注明日期 

derrick n.（油井或钻井的）塔架，桅杆式转臂起重机，刚性支腿桅吊，吊杆，船吊 

detachable a.可拆卸的，可卸下的，可分开的，可摘下的 

driven ①a.受到驱动的②v.drive 的过去分词 

electricity n.供电站，电学，电 

elevate ①v.提高，架高，提升，抬高，举起，增高②v.鼓舞，振奋③v.仰角 

embarkation ①n.登船，乘船②n.搭载物，搭载者，搭载③n.登船地点④n.（事业等的）开始 

emission ①n.发射，放射，辐射②n.放射物，发射物③n.电子发射率 

entirely ad.全部地，全然，完全，一概 

extent ①n.程度，范围，限度，量度②n.界限，尺度，大小 

extra ①a.非常的，额外的，附加的，特殊的，例外的②a.临时的③n.号外，增刊 

fake ①n.（缆索等）一卷，一盘②n.伪造品，冒牌货③n.软焊料④n.v.卷索，盘索⑤a.假的⑥v.假造，仿造，伪装 

forward ①a.前面的，前方的，正向的②a.向前的，进步的③a.提早的，预约的，期货的④a.从阳极至阴极方向的，

船首部的⑤n. 

前方，前部⑥v.前进，促进⑦v.发送，发运，转交，转递，转运，送交 

frap n.用索缚紧，收紧 

generate ①v.引起，导致②v.产生，发生（光、电） 

graphite ①n.石墨，黑铅，碳精②n.涂石墨 

head ①n.头部，上部，前部②n.（木肋骨）上端，（桶）端③n.船首向，船头，船首④n.水头，压头⑤n.源头，河源，

源流，水源 

⑥n.陡岬，海角⑦n.（牛、马等）匹，头⑧n.首脑，首长⑨n.水手厕所，船首厕所⑩v.向„„驶往，率领，标题，开

头，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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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ir ①v.破损，损害，削弱②n.奇数 

impeller ①n.推进器，涡轮②n.（叶轮上的）叶片，工作轮，叶轮，转子 

inaccessible a.难达到的，难接近的，难得到的 

inland ①ad.向内地，在内地，在内陆，向内陆②a.在内地的，内陆的，国内的，内地的③n.内陆，内地，国内 

inspect ①v.检阅，视察，参观②v.检验，观察，检查，审查 

inspection ①n.检阅，视察，参观②n.检验，观察，检查，审查 

jack ①n.插座，插孔②n.螺旋夹具，伸缩器，千斤顶③n.（船首）国籍旗，船首旗④n.（护河岸用的）杈架，蜘蛛架

⑤v.顶起，顶 

入 

jointly ad.联合地，共同地，连带地 

jumbo ①a.大规模的，巨型的，特大的，巨大的②n.前支撑帆，重吊杆③n.巨大的事物④n.钻台车架，流动钻架 

kill ①v.杀害，摧毁，击落，击沉②v.断开，除去③v.抑制，减轻，削弱，衰减（振荡）④v.使停车，煞住⑤v.脱氧⑥

n.小海峡， 

小河 

leg ①n.腿②n.支腿，管脚，支脚③n.分支，支线，支路④n.垂直链斗提升机⑤n.（任意三角除底边以外的）侧边，（直

角三角形 

的）边，股，勾⑥n.（三相系统的）相⑦n.（船航行的）一站，一段⑧n.（插结时解开的）某一索股 

liable ①a.有责任的，有义务的②a.应付税的③a.有„„倾向的，易于„„的，可能的 

logbook ①n.航海日志，轮机日志②n.行车日志，工作日志③n.值班日志，经历簿④n.日记簿 

machinery ①n.机器，机械②n.机构③n.工具 

marine ①a.海洋学的，海洋的②a.海运的，船用的，航海的③n.船舶，船队（一国船舶的总称） 

mast ①n.杆，桅，柱②n.（电线、起重机）铁塔，柱杆，机柱 

move ①n.v.移动，运行，开动，活动，运动②n.v.运输，迁移③v.措施，提议，步骤④v.前进，进展 

neck ①n.颈状物，颈②n.凹槽，管颈，短管③n.狭窄海峡，缩窄河段，岬地峡，海峡，山口 

norman ①n.缆柱销（锚机上防止锚链松出时绞缠的销）②n.将军柱销，龙门柱销③n.舵头水平销，舵端防松销④n.

绞盘杠 

nylon n.酰胺纤维，尼龙 

ocean ①n.大洋，海洋②a.远洋的，海洋的 

orlop ①n.最下甲板，下甲板②n.锚链舱甲板，锚链甲板 

pad ①n.覆板，垫板，填料，垫②n.装配台，基座③n.缓冲器，衰减器④v.用„„填塞，衬垫，装填 

payable ①a.必须支付的，应付的②a.可以支付的，可付的③a.有利的，值得的，合算的 

pear n.梨形物，梨 

pedestal ①n.柱脚，支架，底座②n.基础，基垫③n.轴承座，轴承台④n.（罗兰主副）台座⑤n.搁在架上，加台脚，

支持 

petty a.不足道的，低级的，小的 

piston n.活塞，柱塞 

polyester n.多元酯，聚脂（化学原料） 

polypropylene n.聚丙烯 

practice ①n.v.实践，实验②n.v.演习，实习③n.作业，操作④n.惯例，作法⑤a.经验丰富的，熟练的 

preparation ①n.准备，预备②n.预先加工，预先调整，预加工③n.制备，制品，制剂 

recovery ①n.复原，恢复，还原②n.回收，再生（废气、废料）③n.（矿藏）开采，采挖④n.追偿⑤n.打捞⑥n.回桨

位置（荡完一 

次桨后出水时的位置） 

regular ①a.有规律的，正规的，正常的②a.常例的，习惯的③a.（岸线）顺直的，整齐的 

repairer n.修理厂商，修理工，修理者 

resistance ①n.抗力，阻力，抵抗，抵抗力②n.电阻，阻抗 

right ①a.正确的，对的②a.垂直的③a.右的④a.正面的，适当的，正当的⑤n.法权，权利⑥n.右侧，右边⑦v.（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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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浮，扶 

正 

ring ①n.环，圈②v.围住，环绕，卷绕③n.锚环④n.（树的）年轮⑤v.打电话，按铃，敲钟⑥v.摇车钟 

sailor n.船员，海员，水手，水兵 

securely a.牢固的 

seize ①v.缠扎，索卡（将二支绳索用索扣或小绳平行的卡住）②v.卡住，抓住（绳索）③v.拿捕，逮捕，捉住④v.

占有，夺取， 

占领⑤v.扣押，没收⑥v.充公，查封⑦v.系固，绑 

sheave ①n.（滑车中的）滑轮，槽轮，滑车轮②n.捆扎③v.划倒桨，倒划 

shroud ①n.裹尸布，寿衣②n.遮蔽罩，覆盖物③v.屏蔽，掩蔽④n.（桅的）侧支索，左右支索，横桅索 

sideway ①a.左右侧面的，侧向的，横向的②n.支路，边道 

slack ①n.平潮②n.憩流，平流③a.未受力的，松弛的④a.未干透的，漏水的，透水的⑤n.放松，松弛 

successive a.持续的，逐次的，相继的，连续的，继续的 

tag ①n.标签，挂签②n.下垂物，附属物③n.（电缆、索带等）松散之端，端部金属箍，电缆终端④v.加标签于，装

金属箍，加签 

条⑤v.紧随，跟踪 

tighten ①v.使拉紧，收紧②v.使不漏 

topmost n.最上部 

topple n.（陀螺仪）主轴俯仰现象 

tow ①n.v.拖曳，牵引②n.被拖船③n.拖缆④n.粗麻屑，麻屑 

travel ①n.旅行②v.移动，行走，运行 

trunk ①n.躯干，本体，树干②n.干流，干路③n.干管，干线，通道④n.围蔽室，围壁，围井⑤n.通风筒，通风道 

unofficial a.非正式的，非官方的 

useless a.无用的，无效的，无益的 

usual a.平常的，通常的，惯常的，通例的，常见的 

vane ①n.桨叶，叶片，轮叶，翼②n.风标翼，风向标③n.风信标，刀片④n.（罗经的）瞄准器⑤n.（测量用的）觇板 

ventilation ①n.通气，通风，换气②n.通风装置 

walkway ①n.人行道，走道②n.引桥，跳板 

warp ①v.翘曲，弯曲，卷曲②n.绞船缆，牵绳，拖索③n.沉积物，沉积层④v.绞船，拖曳，牵引 

weaken ①v.削弱，变弱②v.使变稀，稀释 

wear ①n.衣服②v.穿，戴，挂③v.磨耗，磨损，耗蚀，损耗④n.耐久性，耐用性，耐用⑤v.顺风掉戗 

winchman n.卷扬机操作工，绞车操纵者，绞车司机，绞车手 

written a.写下的，书面的 

afterpeak tank 后尖舱，尾尖舱 

assembly station 集合地点 

boat deck （旋转救生艇的）艇甲板，救生甲板 

boat painter 艇首缆 

both ends 起运港与目的港，装卸两端 

by air 经航空 

by water ①通过水运，由水路②旧河道，旧河床 

deck area 甲板面积，甲板区 

deck gear 甲板机械，舱面器械，舱面设备 

deck machinery 舱面机械，甲板机械（包括装卸机械等） 

deep tank ①深舱②深液舱，深水舱 

derrick boom 起重杆，吊货杆，吊臂 

dining room 餐室，餐厅 

electric motor 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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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rkation deck 登艇甲板，登乘甲板 

fixed light ①定光（连续的稳定的和不变色的灯光）②固定舷窗 

flashing light 闪光灯标，闪光，闪灯（发光时间比不发光时间短） 

forepeak tank 船头存水舱，前尖舱，首尖舱 

galley stove 厨房用炉灶 

graphite grease 石墨滑脂（拌石墨的牛油，用于高速轴承的垫片与轴衬上） 

gun tackle 1/1 绞辘，起重滑车 

half speed 半速，中速 

hauling part （辘绳）动端，拉的一头 

hazardous materials 危险物品 

head stay 桅顶前方支索 

heavy ring 承力环 

horizontal position 水平方向位置，横向位置 

indicator case 指示盘 

invoice date 发票日期 

jumbo boom 前上桅支索帆横桁，重吊杆 

liable for 对„„负责 

light waterline 空载吃水线，空载水线 

lower level 低电平 

luff tackle 2/1 绞辘，三倍复滑车 

machinery breakdown 机器故障 

maintenance work 维修工作 

making up 船在干坞中撑垫材 

margin plate 内底边板 

molded line （船的）型线 

motor driven 电动机驱动的，机动的，电动的 

norman pin 舵端防松销，将军柱销，缆柱销 

ocean tow 远洋拖航 

orlop deck （三层以上甲板的）下层甲板，锚链甲板，最下甲板 

outboard strake 外列板 

outer strake 外列板 

partial deck 部分甲板 

petty officer ①船员长（如水手长、机匠长等）②海军军士 

plate keel 平板龙骨 

portable tank 可移动式罐柜 

relating to 关于 

right angle ①直角②适当的角度 

single whip ①单滑轮，单滑车②定单滑车组，定单绞辘 

slow speed 低速，慢速，慢车 

smoke pipe 烟管，火管，烟囱 

solid waste 固态废料 

square knot 平结（绳结名） 

standing part ①（辘绳）定端②（绳索的）固定端，受力端，长端 

structural damage 结构破坏，船体损伤 

suspended load （水中的）悬移质，悬浮泥沙 

tension winch 自动调节绞缆机，张紧绞车 

tighten up 拉紧，绑紧，扣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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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ed vessel 被拖船，被拖带船，已被拖带的船 

tripping bracket 防倾肘板，平衡板 

vertical keel 竖龙骨，中桁材，中底桁 

water consumption 用水量，耗水量 

welding on 焊上，焊接，镶焊 

act of god 自然灾害，天灾 

automatic tension winch 自动调整绞缆车，自动调缆绞车 

center vertical keel 船底中纵桁材 

flat plate keel 平板龙骨 

repair and maintenance 修理和保养 

said to be 据称„„（批注） 

IS|Ice Surcharge 冰冻附加费 

OR|Official Receiver 正式收受者 

 

abrasion ①n.磨耗，磨蚀②n.水蚀，冲蚀，海蚀 

accident ①n.偶然事件，意外，事故②n.（表面）不平，起伏③n.不规则岩层④n.损坏，破坏 

acid ①n.酸性物质（pH 为 07）②a.酸性的，酸的③n.麻醉药物，醉毒品④n.（俚）大麻 

aftermost a.船后部的，船尾的 

around ①prep.在„„周围，在„„附近②ad.在附近，绕过，包围 

athwartship ①ad.从船的一侧到另一侧，与龙骨线垂直，横向②a.与龙骨线垂直的，横过船的，横向的，横越的 

attach ①v.加上，相连，系结，绑上②v.附上，附加③v.扣押，逮捕，查封 

awash ①a.常被水淹没的，（短时）被淹没的（礁石等）②ad.被浪花漫过，被水漫过，适淹 

balance ①n.（账目）余额，余量，差额②v.（使）均衡，（使）平衡③n.平衡配重，平衡块，平衡器，天平，秤④

n.v.结存，结 

算⑤n.压舱物 

barrel ①n.琵琶桶，有盖木桶，桶（石油产品量桶，合 60℉时 42 美加仑）②n.（枪、炮、泵、钢笔等的）管筒，（机

械的）鼓筒， 

绞盘筒，卷绳筒 

base ①n.基座②n.集装箱基地③v.作为基座，以„„为基础 

bead ①n.焊球，焊蚕，焊珠②n.连珠焊缝，焊缝，焊道③n.绝缘球，小球，水珠④n.墙角护角，卷边，凸肩，凸缘，

折边，扩口， 

垫圈⑤v.用小珠装饰，成珠，成串，起泡 

belay ①n.把绳子拴住，8 字形卷缆（在套索桩上）②n.暂停！挽住！（带缆操作口令） 

bench ①n.长凳，长椅②n.工作台，钳工台，座架③n.护道，狭长台地，台阶，阶地（岸坡等）④n.法官席，法庭⑤

v.形成台阶， 

成阶梯状⑥n.（小船的）桨手座，舢板横座板 

bight ①n.外海湾（希腊语）②n.海湾，小湾，澳（常指岸线曲度较小的）③n.曲线，回线，弯曲④n.索具套环，绳

扣，索卷⑤n. 

（河流、山脉等的）宽段，一条松的绳子中段，（悬索的）下垂段，（绳的）弯曲部分 

bitter ①n.制约物，控制物②a.猛烈的，剧烈的，严寒的，苦的③n.苦味，剧烈，厉害④n.带缆桩⑤n.绕在缆桩上一

圈绳索，绕缆 

一圈 

block ①n.块体，砌体，砌块，方块，片，块②n.部分，部件，单元③n.程序块，方框，字组，简图④n.街区，路段，

区段⑤v.封 

锁（港口等），冻结（资金等），闭塞（铁路），拥塞，妨碍⑥n.贴板，垫块⑦n.船台，平台，墩木⑧n.滑轮，滑车⑨

n.（海图） 

贴图⑩n.艇座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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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line ①n.船首带缆，船首缆，首缆②n.（方帆）帆脚索，张帆索③n.（型线图上的）前体纵剖线④n.单套结（绳

结名） 

buckler ①n.扣，箍②n.防水罩，防御物③n.锚链孔盖 

burlap ①n.v.布包，布卷②n.布 

burton ①n.1/1 绞辘，滑车组（由两个单饼滑车组成）②n.复滑车，辘轳 

button ①v.装钮，钮②v.扣住③n.钮扣状东西④n.钮扣⑤n.（防桨滑走的）桨护木⑥n.按钮⑦n.电钮，旋钮⑧n.按钮开

关，扭钮 

catenary ①n.下垂曲线，（吊挂电缆用）吊线，悬链线（指拖索或锚链）②a.悬链线状的，链的 

certification n.证明书，证明，核证 

chafe ①n.擦损②v.摩擦，擦伤，擦破③v.冲激 

chain ①n.链，链条②n.串，系列，（驳船）队③n.山脉，山系④n.链式电路⑤n.测链（长度单位，1 测链=66ft）⑥v.

用链拴，用 

测链测量 

chaser n.驱逐舰 

chime n.桶边 

chute ①n.滑道，滑梯，滑板，滑槽，斜槽，溜槽②n.舷侧出灰口，弃灰斜槽，弃灰筒③n.急流，瀑布④n.陡滩，跌

水⑤n.（河流 

的）支汊⑥v.用溜槽输送 

circumference n.圆周，周边，周围，范围 

clamp ①n.夹子，夹钳②n.夹板，夹具③n.箝位电路，接线端，夹线板④v.固定，制动，嵌固，施压，强制，约束 

clasp ①n.扣紧物，扣环，钩环，钩子②v.钩住，扣住，夹紧，铆固 

clip ①n.（斜桁近桅端）插头，夹钳，压板，轧头，夹子②v.夹住，箝紧③v.截断，削下，限制④n.（水密门的）闭

锁把手，回形 

针，接线柱，吊货夹 

coil ①v.卷，盘②n.（线圈等）盘管，蛇形管，线圈，绕组③n.钢卷，盘圆 

common a.普通的，普遍的 

composite ①a.混合的，复合的，集成的，合成的②n.混合料，合成物，混合式 

connection ①n.接通，接管②n.连接机构，接线图，接线法 

consignor n.发货人，托运人，委托者，委托人 

constantly ad.坚持不懈地，经常地，不变地 

core ①n.核心，中心②n.岩心，坝心，堤心，墙心③n.（核反应）堆芯，（铸模）型心，（磁铁）铁心，（电缆）芯线

④v.钻孔 

corrosive ①a.腐蚀的②a.侵蚀性的③n.腐蚀品，腐蚀物，腐蚀剂（危险品标志） 

cotton n.棉花，棉纱 

crook ①n.挠曲，弯曲②v.使弯曲，使翘曲 

crown ①n.顶，冠，盖，罩②n.舱口空间（舱盖和围板间空间）③n.锚冠，轮罩，轮周④n.（甲板、横梁的）挠度，

拱度⑤n.滑车 

顶部，滑车头 

cut ①n.v.切，削，割，刻，凿，挖②v.（费用）削减，（文章）删节③v.（河道）挖深，裁弯，挖方④n.（货物）割

伤，路堑 

dacron n.涤纶 

deadhead ①n.浮木，（码头）系缆木桩，木块锚标（用作临时浮标）②n.空回头车，车船空回 

degree ①n.度数②n.级别，等级，次数③n.学位④n.程度，程序⑤n.调制度 

deterioration ①n.（货物）变质，品质降低，变坏②n.退化，堕落，恶化，败坏 

device ①n.设计，计划②n.仪器，器械，工具，设备，装置，器件③n.方法，策略 

diameter n.直径 

distortion ①n.变形，歪扭②n.失真，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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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ward a.下方的，向下的，下坡的，低下的 

drainage ①n.排水，泄水，疏水，排油②n.疏水装置排水区，泄水系统，水系 

drape ①v.成褶皱状，悬挂②v.悬挂幕，披盖 

edge ①n.水边线，水界，界限，边，棱，缘②n.刀刃，刀口③n.棱边，棱面，倒角④v.给⑥v.镶边，使开刃，磨快⑤

v.渐渐移近， 

徐徐移动 

efficiency n.功效，功率，效率，效能，实效 

elongation ①n.伸长，延长，延伸②n.延长率，延长线，延伸率③n.（天体）距角（地球上所见行星与太阳在黄道上

的投影的角距 

） 

etch n.v.蚀刻，侵蚀，酸洗 

exactly ad.精密地，完全地，正好是，恰好是 

expensive a.代价大的，花钱多的，高价的，昂贵的 

fail ①v.失败，失误，失事，失效②v.（堤坝）溃决，不发火，出故障 

fasten ①v.系紧，系结，系绑，系缚②v.扣住，扣紧，闩住，拴住，钉牢③v.固定，紧固 

fathom ①n.英寻，拓（约 1.8288m）②v.测深③v.推测 

fatigue n.疲乏，疲劳 

fender ①n.缓冲器，缓冲材，防擦材，护舷材，碰垫，护木②n.挡泥板，炉围，护板③n.（车辆的）保险杆，护舷

设备，防冲设备 

find ①v.寻找，寻求②v.发觉，发现③v.找到，查明 

flap ①n.舌片，阀瓣②n.片状物，活瓣③n.搭板，翻板，折板，折翼④v.垂下⑤n.短甲板，风门片，铰链板（遮蔽甲

板）⑥v.拍打 

，拍动，拍击 

flexibility ①n.柔韧性，挠度，挠性，柔度②n.适应性，变通性，柔顺性，灵活性，机动性 

flexible ①a.易弯曲的，柔韧的，弹性的，挠性的，软的②a.有灵活性的，灵活的 

foundation ①n.床座，床架②n.底座，地基，基础，基座③n.基本原则，依据④n.基金会，基金 

friction ①n.摩擦，摩阻②n.摩擦力，阻力 

frictionless a.无摩擦的，无粘性的，光滑的 

gantline n.定端绞辘，桅顶吊索，滑车索 

gin ①n.三脚起重机，单饼铁滑车，起重滑车，打桩机②n.杜松子酒，烈性白酒 

gooseneck ①n.鹅颈管，鹅颈杆，鹅颈头，鹅颈销②n.（轮胎式起重机的）鹅头吊臂 

grab ①n.起重钩，挖泥斗，抓斗，抓具，夹具，夹钳②n.抓扬机，挖泥机③n.印度沿岸船④v.抓取，抢夺 

grommet ①n.穿索眼，穿索环②n.索眼，索环，垫环，垫圈③n.电线胶垫圈，金属眼圈，金属孔眼④n.（塞）蒸汽

漏缝的填料 

hang ①v.悬，挂，吊，垂②v.依靠，倾斜，安装③v.拖延，耽误（时间）④n.（船首尾端）上弯线，下垂状态，下垂

物⑤v.（电脑 

）意外停机，出故障，中止 

hawser ①n.粗索，船缆（一般周长在 6in 以上）②n.锚链，锚索，锚缆 

heaver ①n.临时搬运工，举物人②n.绞棒，绞索 

heavy ①a.重型的，重的②a.（工作等）沉重的，繁重的，繁忙的，大量的③a.（波浪）大的④a.（石油）沸点高的

⑤a.（地面） 

泥泞的⑥a.（坡度）陡的 

hemp ①n.麻絮，麻屑，麻②n.马尼拉麻③n.麻绳，绞绳，大麻 

herringbone ①n.鱼骨形，鱼脊②n.人字形③a.人字形的，鱼脊形的，梳形的 

hinge ①n.活动关节，折叶，合叶，铰链②n.枢纽，关键③v.用铰链接合，装铰链，铰接 

hitch ①n.套结，活结，索结，挂钩②v.钩住，拴住，套住，系住③v.急推，急拉，挂住 

hold ①v.抓住，握住，托住②v.占有，容纳③n.（理论等）有效，举行（会议）④n.底货舱，货舱，船舱⑤n.（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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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着力，交 

撑点，柄 

hood ①n.车篷，盖，罩，套，兜②n.（雷达荧光屏的）遮罩，（烟囱）帽盖，舱口罩棚，罩形尾楼，防护罩，覆盖

物，虹吸罩，机 

罩③v.加盖子，隐蔽，戴罩，覆盖 

hook ①n.钩状物，圈套，吊钩，钩②n.钩状沙嘴，钩状岬，河湾③v.使成弯形，挂上，钩住 

hydraulically ad.水压地，液压地 

identical a.相同的 

immersion ①n.沉浸，浸没，浸水②n.专心，热衷 

initially ad.最初，开头 

install ①v.安装，装配，敷设②v.建立，设置 

insurance ①n.安全保障，保证②n.保险业，保险 

jigger ①n.小绞辘，辘轳，盘车②n.减幅振荡变压器，可变耦合变压器③n.辅助桅 

jury ①a.（船上）临时的，应急的，替用的②n.评判委员会，裁判委员会，陪审团③n.临时应急措施（一般指更换

损坏的部件） 

kevel n.大绳桩 

killick n.代用锚，石锚 

king ①n.国王②n.（某一范围的）主要部件③a.最大的，大的 

kink ①v.（使）扭结，（使）绞缠，拧绞②n.纽结③n.（设计或施工中的）缺点，缺陷 

ladder ①n.梯状物，脚踏板，梯子，阶梯②n.（铰吸式挖泥船的）铰刀架，（链斗挖泥机的）斗架，挖泥臂架③n.（水

坝等的）鱼 

道 

laid ①a.放下，横置，敷设，铺砌②n.（lay 的过去式） 

lamp ①n.灯泡，灯具，灯②n.电子管③n.照亮 

latch ①n.止动销，插锁，卡齿，插销，闩②v.闩上，销上，插入，扣住，锁闭③v.抓住，占有 

lead ①n.铅（缩写 Pb，原子数 82）②n.铅制品③n.测深锤，水砣④v.用铅包，加铅⑤n.导管，引线⑥v.领导，率领，

引导⑦n.（浅 

滩、礁石区、冰区）可航航道⑧n.帆导距（帆面积中心与船体水下侧面积中心间的纵距，以水线长度计）⑨n.两个

滑车中间的辘绳 

部分 

leader ①n.领导人，指挥员，指导者②n.向导船，领舰③n.导鱼堤，导管，导杆，引线④n.落水管，排水管⑤n.（桩

锤）导架，桩 

锤导向器⑥n.支索帆缆索⑦n.导脉（地质）⑧n.领保人（具有相当威望而领开保项的保险人） 

lift ①v.提升，举起，吊起②n.便车，电梯③v.（用飞机等）运送，（船）随浪升高，（飞机）起飞④n.起重机，升降

机，千斤顶 

，升船机，提升器⑤n.（一次起网的）捕获量，一吊（的重量）⑥n.升举高度，升程⑦n.（船闸的）水头，（泵的）

扬程⑧v.清偿 

，偿付⑨v.（云雾等）消散，（雨）暂停⑩v.解除（禁令），撤销（命令） 

line ①n.金属线，电线，磁线，线，绳②n.管路，管③n.路线，航线④n.轮廓线，型线⑤n.（固定路线的）航运公司

⑥n.本行，专 

业，行业⑦v.划线于，划线⑧v.作衬里，加衬里⑨v.排齐，排列⑩n.（产品的）系列，花色，品种 

locker ①n.橱，舱，室，箱，柜②n.储藏库，储物柜，储物舱，小舱间 

long a.远距离的，长时间的，长的 

loss ①n.v.丧失，失败②n.v.衰减，浪费，损失，损耗，灭失③n.v.失踪，死亡 

lower ①n.放下，减少，降低，降下，放低②a.下面的，较低的，下级的，低级的③a.（河流的）下游的 

lubricant ①n.润滑剂，滑油②a.润滑的 

lubrication n.润滑作用，润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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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ber n.（作板梁等用的）锯材，木材，木料 

mallet n.木槌，木锤 

manageable a.易管理的，易操纵的 

manila n.白棕绳（简称） 

manrope n.（舷梯等的）扶手索，扶手绳，舷门索，安全索，绳索，攀绳 

marline n.油麻绳，细索 

midway n.中途 

misalignment ①n.没有对中，线向不准②n.校正不当，不符合，不一致，不重合，失配，失调③n.角度误差，非线性 

molten a.熔解了的，熔化的，铸造的 

monkey ①n.猴②a.像猴的③a.小型的④n.打桩锤，大锤⑤n.活螺丝扳手，活扳手 

mouse ①n.鼠②n.狭窄的出入口③n.v.缠扎钩口（防止货物脱钩）④n.鼠标，滑鼠，鼠标器 

natural a.自然界的，天然的，固有的，常态的，当然的 

necessity ①n.必要性，必然性②n.必需品，需要 

noble ①a.稀有的，珍贵的②a.惰性的 

opening n.开口，开门，出入口，缺口 

pallet ①n.平板架，集运架，货盘，托盘②n.掣子，棘爪 

palletize ①v.（运输装卸）托盘化，用托盘装载②v.托盘化 

palm ①n.掌状物，托掌，手掌②n.锚爪，锚掌③n.（桨的）扁平部分，桨叶④n.棕榈掌革，棕榈树，棕榈（缝帆顶

针） 

pendant ①a.悬挂的，下垂的②n.悬挂物，下垂物，坠子，悬饰③n.（书的）补篇，增补④n.悬架，吊架⑤n.滑车索，

短索⑥n.短 

挂绳，三角旗，尖旗，长旗 

pennant ①n.短挂绳，悬饰②n.消防栓，滑车索，短索③n.三角旗，尖尾旗，尖旗，长旗 

piggyback ①v.揹载，肩扛，驮②n.叠载式运输法，驮背式运输法（将一载货体置于另一载货体之上进行运输） 

pipe ①n.管状物，导管，管子②n.大桶（约 105 加仑）③v.用管道输送，装管子 

plank ①n.厚木板，木板②n.纲领③v.铺厚板④v.放下 

plate ①v.金属板，板材，平板②v.电容器板，板极，阳极③v.感光板，底片④v.碟，盘⑤v.板块（地质力学）⑥v.打成

薄板，用 

板固定⑦v.涂敷金属，电镀，镀 

pour ①v.倒出，浇注，倾注②n.v.灌注（散货）③v.浇铸④n.大雨，暴雨 

preform v.预先制成，预制，预塑 

preventer ①n.防护剂②n.阻止器③n.阻止者，预防者④n.辅助索，保险索，止动索，安全索，阻止物 

pricker ①n.小穿索针，穿孔器，锥子，触针，针②n.火耙，火钩 

problem n.难题，问题 

pulley ①n.皮带轮，皮带盘②n.滑轮，滑车 

radius ①n.半径②n.范围，界限③n.辐射线④n.悬臂伸距⑤n.（六分仪等的）动臂（复 radii） 

rain ①n.雨②v.下雨③n.电子流 

rapidly ad.急速地，快速地 

ratchet n.棘轮机构，棘爪，棘齿，棘轮 

ratline n.桅梯横绳 

raw ①a.生的②a.粗制的，粗糙的③a.未处理的，未加工的，纯的 

receive ①v.接到，收到②v.接受，容纳③v.接见，会见，接待④v.遭受，受到 

reeve ①v.（绳索等）穿过②v.（船在浮冰或浅滩中）穿行③n.（河道等的）管理人员 

reinforce ①v.加固，加强②v.增强，支援③v.（混凝土）配筋 

respective a.分别的，各自的 

retrieval ①n.挽回，收回②n.恢复，弥补，补救，修复③n.（资料）检索④n.（货物）拆垛，出库 

reuse v.重复使用，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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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er ①n.滚轴，滚柱，滚轮，滚筒②n.巨浪，长涌③n.碾压机，压路机 

rope ①n.绳，索，缆②v.用绳捆（绑、扎、缚、系） 

round ①n.圈，周，弧②a.弧形的，圆形的，球形的，圈的③a.整数的④n.圆形物，球形物⑤n.木梯上踏脚横挡⑥v.

使成圆形，环 

绕⑦v.四舍五入 

run n.v.运行，运转，操作 

sail ①v.出海，启航，开船，航行②n.帆 

saltwater n.咸水，盐水，海水 

screw ①n.螺丝，螺钉，螺纹②v.旋转，拧紧③n.螺旋桨 

seawater n.海水 

seaway ①n.航路，航道②n.破浪航行，航进③n.汹涛海面，大浪，中浪 

secure ①a.安全的，牢固的，可靠的②v.固紧，锁紧，系固③v.使免受损害，防护，保卫 

shackle ①n.链节，卸扣，钩环②n.钩键，束槽③n.无线电室，舱室 

shallow ①a.浅薄的，浅的②n.浅水，浅滩③v.变浅 

sharp ①a.尖锐的，锐利的②a.急弯的，急转的③a.鲜明的，明显的④a.急剧的，突然的，陡的 

shock ①n.v.冲击，震动，休克②n.v.电震，电击③n.v.地震④n.冲击波，激波 

sisal n.西沙尔麻，波罗麻，龙舌麻，剑麻 

slide ①v.滑动，滑下②v.滑坡，山崩，断层③n.滑橇④n.（变阻器的）滑动触头，导板，滑板，滑座⑤n.（显微镜用

的）载片， 

幻灯片 

slush ①n.软泥，泥浆，雪水，冰泥，烂泥②n.白铅膏，抗蚀润滑脂（防锈涂料）③v.涂润滑油脂，涂油漆，灌泥浆

④v.（用刮运 

装置）刮运 

snotter n.单套绳，风暴（两端带眼环的吊货索） 

socket ①n.承口，接口，承窝②n.插口，插座③n.管座，灯座④n.套节，套筒 

solder n.（低温）焊料，焊药，焊剂，焊锡，钎料，白蜡 

spar ①n.桅杆，帆桁，圆材，柱，杆②n.杆状浮标③n.重晶石，晶石 

spelter n.商品锌，锌块 

spider ①n.蜘蛛②n.蛛状物（十字叉、十字轴、星形齿轮、辐式轴、三角架、多角架等）③n.（陀螺罗经）蜘蛛架 

spike ①n.（铁路）道钉，大钉，长钉，销钉②n.解缆锥，铁笔，销棒，木笔③n.尖峰信号④v.钉入，伸出，突出⑤

v.压服，制止 

spot ①n.点②n.斑点，污点，疵点③n.场所，地点④a.当场的，立即的⑤v.找出，发现⑥v.弄脏，玷污⑦v.（集装箱）

定点，定位 

spray ①v.喷射，溅泼②v.雾化，气化③n.水花，油花，浪花 

staff ①n.支柱，杆，棒②n.小轴杆，旗杆③n.标尺，水尺④n.职工，成员，职员⑤n.（军队的）参谋，文职人员⑥n.

（掺麻刀、 

纸筋等的）罩面灰泥 

stagger ①n.v.摇摆，摇晃②n.v.晕倒，蹒跚③n.v.跳动，错开，交错④v.使震动，使震惊⑤n.（传真记录）摆动误差⑥

n.（接触 

导线的）侧向往复偏移⑦a.交错的，错开的 

stiffener ①n.加强筋，加强板，防挠材②n.硬化剂，增稠剂③n.（散装货的）袋装防移货 

stopper ①n.挡环，塞子②n.锁挡，止索③n.制止器，停止盖，抑制器④n.制缆索，止链器⑤n.止泻剂 

strain ①n.紧张，张紧②n.气质，倾向③n.张力，拉力④v.变形，扭歪 

strand ①n.（绳索的）股，绞束②n.钢丝束，钢绞线，导线束③n.要素，成分④n.湖滨，海滨，河边⑤v.（船）搁浅，

触礁 

strengthen v.加固，加强 

strip ①v.剥光，剥去，剥离②v.除去，取去，卸去③v.清扫，清除④n.细长片，小木板，条⑤n.（浮冰）带，狭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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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⑥n.（螺 

钉）磨损螺纹⑦n.（水上飞机）登陆处 

strop n.滑车带，环索，带索，吊索 

stuff ①n.资料，材料②n.填充料，灰泥③n.本质，要素，素质④v.填，充，塞⑤v.（船）装货，装载⑥v.（集装箱）

装箱 

swage n.（锻工用）陷型模，凹形模，型锻，锻模，砧 

tack ①n.平头钉，大头钉，图钉②n.系帆索③n.（帆船戗风航行时相对于帆向的）航向④v.粘性，钉住⑤v.补充，附

加，增添⑥v. 

转向，转舵⑦v.（帆船）戗风，作之字形航行 

tackle ①n.辘轳，船具，滑车，吊钩，索具②n.用具，器械③v.从事，应付，处理 

taut ①a.（绳子等）拉紧的，绷紧的②a.严格的，紧张的③a.（船等）整洁的，整齐的，坚实的 

temporary ①n.临时工②n.临时建筑物，临时性事物③a.临时的，暂时的 

termination ①n.末端，终点②n.结果③n.终止，结束④n.端点处，终端 

thief ①n.取样器②n.小偷 

thimble ①n.绳套，心环，套环，眼环②n.套筒，套管，套圈③n.环套（绳环用的金属或塑料质的防磨环） 

throat ①n.咽喉②n.（水道）喉部，窄路，口子③n.（喷嘴的）临界截面④n.（风洞的）工作段⑤n.（焊缝的）最小

厚度⑥n.（肋 

材、锚臂、前后帆等）弯曲处⑦v.开窄道，开槽 

thrust ①v.推，挤，冲，伸②n.牵引力，冲力③n.侧向压力，推力 

tie ①n.带，结，扣②v.打结，拉紧，扎，捆，绑③v.联结，约束，束缚（两个供电系统）④v.关系，联系 

tire ①n.轮胎，轮箍②v.装轮胎③v.使厌倦，疲倦 

tool ①n.工具②n.刀具，刃具③n.工作母机，机床④n.方法，手段⑤v.用工具加工 

towline n.拖缆，拖索 

tree ①n.树木，乔木，树②n.木料③n.支柱，轴④n.系统表，系谱 

truck ①n.载重②n.汽车，卡车，敞车，货车，拖头③v.用车运输 

turn ①n.转数，匝，圈②v.转动，旋转，转向③n.弯曲，扭曲④v.翻转，转换⑤v.车削，切削 

turnbuckle n.松紧螺旋扣，花篮螺栓 

twine ①n.双股线，麻线，帆线②v.绕旋，搓，捻，缠 

two-fold ①a.二倍的②n.两倍，两重 

tying n.（袋装谷物）扎口（工作） 

uncoil v.打开，盘开，展开（捆绳） 

upper a.上边的，上部的，较高的 

virtually ad.实际上，实质上 

weld ①n.焊接部位，焊接点，焊缝②v.熔接，焊接，熔焊 

which pron.哪一个，哪些 

windlass ①n.起锚机②n.卷扬机，绞车 

wire ①n.金属线，金属丝，电线，焊丝，钢缆②n.电信，电报③v.（用金属丝）捆绑，捆扎④v.打电报⑤v.接线，布

线，配线 

with prep.和，与 

withstand v.抵挡住，承受住，经得起，顶得住 

wooden a.木质的，木制的，木的 

workboat ①n.作业船，工作船②n.（为海上平台服务的）多用拖船 

yarn n.（单股）线，小绳，纱 

zinc ①n.锌（缩写 Zn，原子数 30）②v.镀锌 

allowable load 容许负荷，许用载荷，容许负载，容许荷载 

alternate lay 交替编绳 

anchor shackle ①锚链卸扣，锚链卡环②环形卸扣，环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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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hor windlass 锚链绞盘 

barrel hook 桶钩 

bench hook 缝帆钩（缝帆时拉紧帆布用） 

bight block 索套滑车（一种船用小滑车） 

bitter end ①锚链固定端，扣锚链端，锚链末端，索端（在船内）②（绳索的）被磨损端③（绳索的）自由端 

boom length 吊杆长度 

bowline knot 单套结（绳结名） 

cable strength 锚链强度 

cargo boom （船）吊杆 

cargo fall 起重滑车索，吊货索，吊索 

cargo hook （装卸工人用的）手钩，吊货钩 

carrick bend 大绳接结（绳结名） 

chafing gear 防摩擦装置 

chain bridle （八字型）马鞍链，平衡短链 

chain locker （船头）锚链舱 

chain splice 链索铰接 

chock roller 导索滚轮 

compared with 与„„相比 

composite rope 复合缆 

direct line 直达线路，直达线 

discharge current （推进器）排出流，（循环水）泻流，放电电流 

distance line ①（潜水员的）行动绳②堵漏垫上角索，堵漏毡吊索③定距套管，间隔套管 

drum hook 桶钩 

end up ①结束，告终②（货物堆装）竖着，直立着 

extra heavy 高强度的，特重的，超重的 

eye splice 琵琶头，索眼（绳结名） 

fiber core 纤维芯，纸板筒 

fisherman's bend 渔人结，锚结（绳结名） 

flat seizing 平扎（绳） 

free end （梁的）自由端 

gearing system 传动装置，齿轮装置，传动系统 

gin block （铁制）单轮滑车，单饼铁滑车，吊货滑车，铁框滑车 

grab hook 起重钩 

granny knot 打错的平结，祖母结（绳结名） 

grooved pulley 三角皮带轮，槽轮 

ground tackle 锚具，抛锚设备，锚泊索具（锚、锚链等的总称） 

guy tackle 稳索绞辘，牵索滑车组 

guy wire （吊杆的）稳索，张索，长绳 

half hitch 半结（绳结名） 

heel block ①（吊货杆下）导向滑车②船尾龙骨墩 

immersion suit 保暖救生服，救生服，浸水服 

instead of ①不但没有„„反而„„②而不是，代替 

jack staff 船首旗杆 

killick hitch 圆材结加半结（绳结名） 

king post ①龙门吊杆柱，将军柱，起重柱②桁架中柱，桅杆 

land wall （船闸的）岸侧闸墙，岸边闸墙 

lang lay （钢丝绳等的）顺绞，顺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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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hing materials 捆扎物料 

lead line 测深索，水砣绳，测深绳 

lead to 导致 

line up ①对准，排成一行②校正（一直线）③调节，理顺 

load chart 载重曲线图 

load radius （起重机）装载半径 

locking ring 止动环，销环，锁环 

long splice ①（绳的）长捻接，长绞接头，长插接②结婚（船员语） 

lower deck 下层甲板，下甲板 

lower end （管道、立柱等的）下端 

lower weight 坠重 

main purpose 主要目的 

manila rope 马尼拉麻绳，白棕绳，粗麻绳 

marine insurance 海上保险，航运保险，海险，水险 

maritime accident 海运事故，海上事故 

married fall 联杆吊货辘绳（两根吊货索共系在一个货钩上） 

monkey fist 撇缆头结（绳结名） 

rolling hitch 轮结（绳结名） 

rope clip （钢丝绳用的）绳头夹，钢丝绳夹卡 

rope ladder 绳梯，软梯 

rope yarn 绳条丝（绳的结构为：丝→条→股→绳） 

round turn ①（绳因船的偏荡而）缠绕，绕一道，绕一圈②抛双锚时船回转 540°的锚链绞花 

running bowline 有活络套索的张帆索，活套结（绳结名） 

safety hook 安全吊货钩 

safety lamp 安全灯，防爆灯 

sail hook 缝帆钩（缝帆时拉紧帆布用） 

sail twine 帆线 

sealing weld 封底焊缝，密封焊缝，密封焊，封底焊 

serving mallet 卷缠木槌 

shallow water 浅水 

sheet bend 单编结（绳结名） 

sheltered area ①遮蔽水域②仓库货棚 

shifting bar ①移动杆②游荡性潜洲，流动沙洲 

ship's crane 船用起重机 

sling hook 吊索钩 

slip hook 滑脱钩，速脱钩，活扣钩，活钩，滑钩 

small stuff 小油绳，小绳（周径 1 英寸以下） 

spider band ①（装有挽缆插栓的）桅箍 

stand pipe ①竖管，管柱②（圆筒形）水塔 

steel strapping 钢带（船上绑扎货物防止移动用） 

steel structure 钢结构 

suction current （螺旋桨）抽吸流，吸入流 

tag line ①（起重机的）抓斗稳定索，牵索②标签绳，标志绳 

tail block 带索滑车，带尾绞辘 

tensile strength 抗拉强度 

tensioning device 张紧装置，上紧设备 

thief knot 平结（绳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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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mble eye 心环索眼 

throat seizing 绳圈合扎 

thrust block ①推力块，推力座②推力轴承③轨撑（铁路） 

work in ①搀入，插入②驶入，进入 

working life 工作期限，工作寿命，使用寿命，使用期限 

block and tackle 滑轮组 

chain chaser system 锚链回收系统 

double blackwall hitch 双花钩结，双钩结（绳结名） 

double sheet bend 双编结（绳结名） 

end for end 颠倒过来，两端对调 

flame safety lamp 保险灯，防爆灯 

high water spring 大潮，高潮 

married fall system 联杆吊货法 

peck and hale 叠架捆货法（用钢管钢索将货物捆紧） 

resistance to corrosion 抗腐蚀能力 

single carrick bend 单花大绳接结（绳结名） 

take a turn ①（绳索）绕住，转一圈②（形势等）变动 

wire rope clip 钢丝绳眼夹，钢丝绳轧头 

 

acetylene n.乙炔，电石气（俗称电气） 

appliance ①n.设备，器具，装置，仪表，用具，器械②n.适用，应用 

applicable a.可运用的，合适的，适用的，适当的，可贴合的 

auxiliary ①n.辅机②a.备用的，辅助的，副的③n.辅助设备，辅助者，辅件 

bale ①n.（纺织品、棉制品等的）包，捆②v.打包，打捆③n.水斗④v.汲水，舀水，戽水 

bit ①n.碎冰片，小片，小块，一些②n.刀片，刀头③n.螺旋锥，烙铁头，钻头，凿子，锥④n.比特（二进制数的位、

数字或码） 

boiler ①n.（蒸汽）锅炉②n.蒸汽发生器③n.蒸煮器 

bore ①n.膛，孔②n.内径③n.涌潮，怒潮④n.船首横波⑤v.钻孔，打眼，钻探，镗⑥v.（船）破冰行驶 

breaker ①n.（电流）断路器，电路开关②n.遮断器③n.（救生艇）淡水桶，水密容器，饮水桶④n.拍岸浪，破碎波，

激浪，碎浪 

，白浪⑤n.碎石机⑥n.拆船厂，拆船商 

breast ①n.胸部②n.首部船舷，船的中段，船胸（由首柱至船中部）③n.横缆④v.逆风浪而进，迎浪⑤v.（船）靠码

头 

buoyancy ①n.浮力，浮性②n.（业务）繁忙 

carburetor n.（内燃机）汽化器 

catalogue n.商品目录，产品目录，产品样本，一览表，目录 

cease ①n.停息②v.停止，中止 

chargeable a.应征税的，应负责的，可充电的 

chest ①n.胸部②n.箱，柜，盒③n.容器，小室，金库 

circuit ①n.电路，线路②n.基本线路图，原理电路图，警报电路，控制电路，操纵线路，显示线路③n.环行路，循环，

环行，回 

路④n.巡回审判，巡回法庭 

cofferdam ①n.隔离舱，空隔舱②n.（修船底用）潜箱，沉箱③n.挡水封套，挡水围板，围堰 

combustion ①n.点火，氧化②n.燃烧 

commissioner ①n.（地方或局等的）长官，委员，特派员②n.（海关）关长 

complaint n.意见，怨言，申诉 

consumer ①n.消费者，消耗者，用户②n.用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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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al a.普通的，惯例的，约定的，习用的，常规的 

coupling ①n.接合，连接②n.套管③n.车钩④n.联轴节⑤n.联轴器⑥n.耦合⑦n.接头 

cubic ①n.容积②a.立方的，容积的③n.三次方程，三次曲线 

cylinder ①n.气瓶，钢瓶，钢筒，量筒②n.（水工的）管柱，（数学的）柱面，圆柱（体）③n.（涡轮机、压缩机等

的）壳体④n. 

液压缸，气缸 

deadweight ①n.总载重量②n.固定载荷，重货③n.（船航行时的）伴流 

decrease v.减弱，减退，降低，减小，减少 

deliver ①v.传递，输送，投送②v.释放，解放③v.提供，供给④v.发表（讲话） 

description ①n.货名，品名②n.说明书，规格，规范③n.描写，说明，叙述，记述 

digit ①n.数字，位②n.计数单位 

diminish ①v.（屋顶）收尖，缩减②v.减少，缩小，减弱 

distribute ①v.区分，分类②v.分布，分配，分派③v.配电 

double ①v.二倍，倍②n.折叠，加倍，双重③n.绕着岬角或岛屿航行④a.两倍的，双重的，成对的 

draft ①n.（船）吃水②n.草图，草案，草稿③v.牵引，拉④n.v.通风，气流⑤n.通风管道，通风道⑥n.牵索，拉索⑦

n.付款通知 

单，汇票，支票⑧v.画草图，起草⑨v.（方石）琢边，凿槽 

elastic ①a.弹性的②n.松紧带，橡皮带，橡皮圈 

enlarge ①v.（航道等）拓宽，加宽②v.详述，发挥③v.延长（期限）④v.放大，扩大 

enlarger n.放大器 

exceed v.超过 

factor ①n.因子，因数②n.因素，要素，系数③n.中间商，代理人④n.代理，代管 

flammable ①a.可燃的，易燃的②n.易燃物质，易燃品，可燃物 

flop ①n.v.拍打②n.v.（船因首吃水太小）拍首，船底击水 

gap ①n.空隙，裂口，缺口②n.间隙，余隙③n.山峡，山凹④n.火花隙⑤n.（双体船）船体间距⑥v.裂缝 

generator ①n.发电机，发生器，振荡器，发送器，传感器②n.生成元③n.母线 

gland ①n.腺②n.气封，液封③n.（填料函）压盖，密封压盖，密封套 

halyard n.升降绳，升降索，吊索，旗绳，扬索 

hoist ①v.悬挂，扯起，绞起，提升，吊起，提高②n.一挂旗，一吊货（信号）③n.起重葫芦，卷扬机，提升机，起

重机，吊车④ 

n.（旗、帆的）上下幅高 

hole ①n.海底穴，空穴，冰穴，空洞②n.河口，口③n.缺口，中断（指图表上曲线的中断）④n.无信号区，频段止

点⑤v.钻孔，打 

孔，穿孔 

idle ①n.v.停用，空载，空转（机械设备）②a.未作功的，空闲的，无效的③v.（装卸）待时 

imperfect ①a.不完全的，不完善的，不充分的，有缺陷的②n.缺点，弱点 

integral ①n.不可缺少的，整体的②n.整体③n.积分（数学） 

invoice ①n.货价单，货价票，发票②n.开装货清单，开发票 

jib ①n.（起重机的）伸臂，悬臂②n.摇臂，挺杆③n.船头三角帆，三角帆桅④v.使帆改变方向 

jump ①v.跳动，跳跃，跳过②v.突然变化，突变，跃进③v.跨接，跳线④v.水跃，（河流）改道，（火车）脱轨，（价

格）暴涨（ 

水力学）⑤v.（杂志、文章等的一部分）转入另页⑥n.（两块板表面）平滑镶接法⑦v.（在电缆、管路上）安装应急

接头 

kapok ①n.木棉，爪哇绒（东南亚产，可作救生用品材料）②n.木棉树 

knot ①n.节（海里/小时）②n.绳节，树节③v.打绳结，系结  

let ①v.使，令，让②n.（假）设③v.使流出，放，泄④v.借出，出租 

liquid ①n.流体，液体②a.液态的，流动的，液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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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①n.测位，定位②n.定线，寻找③n.地点，位置，地址，场所④n.存储单元，定位件 

magazine ①n.期刊，杂志②n.库房，料斗③n.军火库，火药库④n.弹药箱⑤n.（照相机的）胶卷盒 

male ①a.男性的②a.阳螺纹的，凸形的，阳的③n.插入式配件，公扣，凸模 

miscellaneous ①a.各种各样的，混杂的，杂项的②n.杂件，杂货③n.杂用船 

misfire n.v.（内燃机）不发火，不能启动，不发动 

mix ①v.搅拌，拌和，混合②n.混合料，混合物，组合，配料 

motorize v.使摩托化，使电动化，机动化 

name ①n.港口名，船名，人名，名称②v.取名，命名 

opener n.开启工具，开罐头刀，开瓶扳头 

outer a.外面的，在外的，外边的，外层的，外部的，客观的 

overload ①v.超负载，超负荷②n.（船）超载，过载 

owe ①v.欠债②v.对„„负有义务③v.应归功于，应感谢 

paid a.已支付的，已付的 

pail n.手提箱，提桶 

paint ①n.油漆②n.颜料，涂料，颜色③v.着色于，涂抹，涂漆④v.绘制，描绘 

pay ①v.给报酬，付款，偿还，支付②v.工资 

payment ①n.支付款额，付款数②n.报酬，工资，薪金 

phosphorous a.亚磷的，荧火的 

pig ①n.猪②n.金属块，金属锭，生铁③n.压载物，铸块④n.（用刮管器）清刮管道 

price ①n.价格②v.定价，估价 

progress ①n.进度，进程，进展②v.前进，进行，进步 

protect n.v.防护，保护，警戒 

proximity ①n.附近，邻近②n.接近，近似 

pull ①v.牵引，拖，拔，拉②v.划船，摆桨，荡桨③n.牵引力，拖力，拉力④n.拉手，柄 

purchaser n.买方 

purpose ①n.意图，企图，打算②n.决心，使命③n.效果，目的，用途 

queen ①n.王后，女王②n.顶三角上帆 

radiator ①n.散热器，散热片②n.暖气管，暖气片③n.辐射体，辐射源，辐射器④n.发射天线 

reference ①n.参考，参照，引证②n.提到，涉及，关系③n.标准，基准④n.仲裁，程序⑤n.参考文献，介绍书 

refund v.退回款，退款，付还，偿还 

regard ①v.考虑，注意②v.重视，关心，尊重③v.关于，有关④n.问候，致意（传真或电传结尾用语） 

replacement ①n.更换，代替，置换，取代②n.替换物，代替物，更换件③n.交代（地质） 

reserve ①v.保留，保持，保存②v.预定，预备，储备③v.预约，预订④n.后备基金，储备量，储备品 

retardant ①a.延迟的，阻滞的，减速的②n.阻止剂 

rigging n.帆具，缆具，支索，舾装 

section ①n.区，段②n.部门，地区③n.剖面，截面④n.地段，河段⑤n.型材⑥n.（文件中的）节 

shelter ①n.v.掩护，防护②n.休息室，雨棚，工棚③n.覆盖，铺层④n.防护设备，遮蔽物，庇护物⑤n.避风锚地，避

难场所⑥n. 

百叶箱 

size ①n.大小，尺寸，尺码②n.块度，粒径，粒度③v.胶水，胶料④v.按大小排列，量尺寸⑤v.上胶，涂胶 

snatch ①n.（开口滑车的）开口部分②n.（绳索）穿过开口滑车③v.抓住，攫取，抢夺④n.片断，片刻 

solvent ①n.溶剂，溶媒②a.有偿付能力的，有支付能力的③a.有溶解力的，溶解的 

specially ①ad.特别地，异常地②ad.临时 

spindle ①n.纺锤，锭子②n.主轴，心轴，轴，杆③n.尖轴式浮标，纺锤状物，杆状航标，杆状警标 

spontaneous ①a.自发的，自动的②a.自发火的，自燃的 

stall ①v.出故障，停顿，阻塞，停转②v.（机器因超负荷）失速，（程序）失控③n.（存放集装箱的）货位，（停车的）

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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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架 

strictly ad.严格地，严谨地，严密地，绝对地 

study ①n.v.学习，研究②n.v.详细检查，调查③n.书房 

suspend ①v.悬浮，悬挂，悬置，挂起②v.中止，暂停，推迟，搁置③v.停职 

tail ①n.末端，末尾，尾②n.后段，尾翼③n.尾矿，尾碴④n.（滑车）尾索，固定索⑤n.（曲线的）尾部⑥n.（电子

管）引线⑦n. 

（锚泊船的）尾指向⑧n.（河流的）下游段⑨v.装尾，结尾⑩v.跟踪，尾随 

teeth ①n.齿②v.（帆船逆风）之字形航驶③n.（tooth 的复数） 

telegraph ①n.传令钟，信号机，电报机②n.（船上的）车钟③v.打电报，发电报 

threefold n.三倍，三重 

tight ①a.不松动的，坚牢的，紧的②a.透不过的，不漏的，密封的③ad.严格地，紧张地，紧紧地 

tonnage ①n.吨位②n.吨数 

torque n.转动力矩，回转力矩，扭矩，转矩，扭转 

treasury ①n.金库，宝库，宝藏②n.（社团的）经费，基金 

treatment ①n.处理，待遇，对待②n.处置，疗法，治疗③n.整理，加工④n.论述，分析 

trip ①n.旅程②n.旅途，行程③n.短航程，航次④v.犯错误，失足，过失⑤v.脱扣，解扣，释放，松开，断开 

twist ①v.缠绕，盘绕，拧，搓，捻②n.扭弯，扭曲③n.螺旋形，曲折 

unable a.不能的，无力的 

uppermost a.最重要的，首要的，最上的，最高的 

varnish ①v.凡立水，清漆②v.粉饰，掩饰③v.罩光漆，涂清漆，绝缘漆 

vendor ①n.出售者，卖主②n.小贩，商贩③n.自动售货机，投币机 

well ①n.（升降机）楼梯井，井道，竖井，沉井②n.船舱，舱井③n.（渔船的）活鱼舱④a.顺利的⑤ad.妥善地，恰

当地 

wobble v.摇摆，摇晃，颤动 

wood n.木材，木 

auxiliary equipment 附属装置，辅助设备 

ballast water 压载水，压舱水 

battery charging 蓄电池充电 

bull line 舱面拉货短索，拉货绳 

bull nose ①首导缆钳，首导索器，首导缆孔②短牛鼻手刨，外圆角刨③外圆角建筑 

carrying capacity ①载重能力，运输能力②（船）载运量，载货量③（河流夹带泥沙的）输沙能力，输水能力，承载

能力 

circuit breaker 线路断路器，断路开关，断路器，断路保险掣 

contact with 与„„接触 

control station 控制台，指挥所 

cubic feet 立方英尺 

dead astern 正后方 

electric light 电子灯，电光，电灯 

emergency generator 应急发电机，备用发电机，后备发电机 

fire retardant 滞火剂 

flammable liquid 引火性液体，易燃液体 

flow through 通流量 

force majeure 不可抗力（指一般难于防止的自然灾害） 

forward position 前沿阵地 

fuel oil 燃料油，燃油 

full payment 全部付款 

hard mud 硬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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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st point 最高点 

hoist rope 提升钢丝绳，起重索，吊索 

in parallel 并行的（地），平行的（地） 

kenter shackle 双半式联结卸扣（可拆卸扣的一种） 

laid up 将船闲置起来 

left hand 逆时针的，左侧的，左向的，左转的，左手的 

left rudder 左舵 

light bulb 灯泡 

light displacement 空载排水量 

line pull 钢丝绳拉力，绳索拉力 

loaded displacement 满载排水量 

lowest point 最低点 

main control 主控制器 

male coupling （皮龙带）联合器，阳端接头 

maximum draft 最大吃水 

net tonnage 净登记吨，净吨位，净吨 

open flame 明火 

owing to 由于 

paint locker 油漆间，油漆库 

pig iron 生铁锭，生铁 

port engine 左舷发电机，左舷发动机，左主机 

rated capacity 额定电容，额定容量，额定功率 

reference to 参考 

reserve buoyancy 储备浮力 

reverse power 逆功率 

run in ①灌注，灌入②撞入，跑进，收进③（发动机）磨合，调试 

running rigging 活动索具，动索 

safe stowage 安全积载 

safety device 保险装置，安全装置，防护装置 

saturated steam 饱和蒸汽，饱和水汽 

shaft gland 尾轴筒压盖，轴封 

shelter deck 遮蔽甲板 

ship's side 舰舷，舱舷 

snatch block （有铰盖的）开口滑车，凹口滑车 

soft clay 低烧结粘土，软质粘土，陶土 

spark plug ①电花插头，火花塞②中心人物，关键人物，活跃分子③发动，激励④引起，触发 

spontaneous combustion 自燃 

standing rigging 固定支索，静索，定索 

steam drum （锅炉的）汽鼓，汽筒，汽包 

stern bearing 尾轴管轴承 

tail shaft 推进器轴，尾轴 

threefold purchase 3/3 绞辘（两个三饼滑车所组成的绞辘） 

three-strand rope 三股绳，三股索 

tonnage deck 量吨甲板 

tonnage measurement 吨位丈量 

tonnage opening 量吨开口 

uppermost deck 最上层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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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treatment 给水处理，水处理 

winch motor 绞车电机，绞车马达 

working load 工作负载，许用荷载，工作荷载，施工荷载 

cargo carrying capacity （额定）装货量，净载货吨位，装货能力 

cooling water pressure 冷却水压力 

engine order telegraph 车钟 

factor of safety 安全系数，安全因数 

heat of combustion 燃烧热 

length of line 线路长度 

line throwing appliance 抛绳设备（救生索发射设备） 

main control station 主控制站，主控站 

overload safety device 过载安全装置 

rate of exchange 兑换率，汇价，汇率 

safe working load 安全负荷，安全负载力 

shelter deck vessel 遮蔽甲板船 

CCS|Cast Carbon Steel 铸造碳素钢 

IMPA|International Marine Purchase Association 国际海运采购协会 

ISSA|International Ship Supplier's Association 国际船舶供应商协会 

UL|Underwriters Laboratory Mark 保险人试验标志 

 

abbreviation ①n.缩写②n.缩写词，略语 

activation ①n.活化，激活，激发，触发②n.活化作用，活性作用 

adult n.成年人（客船上常指 12 岁及以上的旅客，2 名 12 岁以下的儿童计为 1 位成年人） 

agency n.派出机构，代理公司，代理业务，代理行，经理处 

agreement ①n.合约，协约，租约，契约，合同，协议，协定②n.同意，一致③n.相符，符合 

aim ①n.v.对准，瞄准②n.指望，目的，宗旨，方针 

amperage ①n.安培数②n.电流强度 

animal n.动物 

apparently ad.显然 

area ①n.水域，区域②n.载重线区域③n.面积，地区，场地，空地，范围，领域 

arrive v.到达，抵达 

artery n.干线，干道，动脉 

assist ①v.辅助，协助②v.帮助，援助③v.助航，助推④n.助推器，加速器 

attempt v.努力，企图，尝试，试图 

attention n.注意 

attract v.吸引，引起，有吸引力 

available a.可得到的，可获得的，可利用的，有用的，方便的，可得的，现有的，可用的 

avast v.停住 

aviation n.航空 

bandage n.（叶栅）围带，扎带，绷带，铁箍 

blade ①n.刀片，刀口，刮刀②n.（推进器）叶片，（舢板）桨叶，舵板，舵叶③n.轮叶，翼片④n.犁片，犁板⑤v.

给„„安装叶 

片 

blinker ①n.（仪表板上报警用的）闪光灯，莫尔斯信号灯，通信闪光灯，信号灯②n.闪光信号灯 

blowout ①n.v.（突然）漏气，喷气②n.v.（保险丝）烧断，（混凝土）胀裂，（油井等）井喷，（轮胎）爆裂③n.v.熄

火，停炉 

④n.吹出，吹除⑤n.v.爆破⑥n.v.（风、雨等）减弱，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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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 ①n.边界，界限②n.跳跃，回跳③v.限制，约束，束缚④v.以„„为界，与„„邻接⑤n.桅肩 

breakout n.v.（火灾、战争等）爆发，突然发生 

breech ①n.臀部②n.烟道，烟道叉形汇集管③n.（滑车）废孔，滑车尾④n.后支索⑤n.弯木材的外面角⑥n.裤形，叉

形 

buoy ①n.浮筒，浮子，浮标②n.救生圈③v.装浮标，使浮起④v.支持 

buoyant ①a.有浮力的，浮游的，易浮的，可浮的②a.（业务等）繁忙的，有弹力的，坚挺的，回升的 

call ①n.v.呼叫，呼唤，呼吁，通话②n.v.访问，探望③n.v.发信号，打电话④n.v.（船、车）到达，停靠，停泊⑤n.v.

叫做，称 

为，命名 

casualty ①n.人身事故，伤亡②n.严重事故③n.故障，损坏 

caution ①n.警告，告诫，小心，谨慎②v.使注意，注意 

civil ①a.公民的，民间的，民用的，民事的②a.土木工程的 

clay n.粘土（海图图式） 

coastguard n.海岸警卫队，水上警察 

command ①n.v.指令，命令②v.指挥，操作，控制③n.控制力，指挥权④n.司令部，指挥部 

commander ①n.舰长②n.指挥官③n.海军中校④n.大木槌 

competency ①n.资格，能力②n.权限，职权③n.合法性，有效性④n.（水流的）泥沙挟带能力 

conclude v.得出结果，结束，结论，断定 

conduct ①v.传导②v.引导，指挥，指导③v.实施，处理，经营，管理④n.（人的）行为，品质⑤n.（罗经液）导管 

consider ①n.考虑，斟酌②n.认为，看作③n.假定有„„，设想有„„ 

coordination ①n.同等关系，同等，对等，同位②n.协作，配合，协调③n.调度，衔接 

coxswain ①n.（救生艇或赛艇）舵手，艇长②n.头目 

cup ①n.杯子②n.凹形，球座，盆地，帽，盖，罩③n.（绝缘子）外裙，（电子管）极帽，（绞盘）轴座 

datum ①n.（复 data）数据，资料②n.基准线，基准，基线，准点，基点③n.（海图）基准面 

dedicate ①v.专门用于，致力于，献身于，献给②v.（公共建筑物等）落成，（展览会等）开幕 

delegate n.v.委派，派遣，授予，代表 

delirious a.精神错乱的 

determine v.断定，确定，测定，决定 

disable v.使无能力，操纵失灵，使无用，损毁，使不工作 

ditch ①n.水渠，运河，溪流（马来语）②n.沟道，沟，明沟③n.苏伊士运河的俗称④n.英吉利海峡的俗称⑤v.（飞机、

气垫船等 

）水上迫降⑥v.修渠，开沟 

drift ①n.v.倾向，趋势，动向②n.冲孔③n.v.漂流，漂移，漂积，吹积④n.（船位等）偏位，偏航⑤v.漂航（船因风流

作用或有 

舵力作用而有确定方向）⑥n.漂流物，漂积物，吹积物，漂砂⑦n.（金属）冲头，穿孔器 

ever ①ad.总是，常常，永远②ad.更，越 

evident a.明显的 

fell ①v.砍伐②n.兽皮③n.荒山 

fish ①n.（单复同型）鱼②n.鱼尾板，接合板③n.撑夹桅杆的副木，起锚器，吊锚器④v.捕鱼，捕捞⑤v.吊锚⑥n.加副

木夹牢⑦n. 

用鱼尾板接合，用夹板接合 

fundamental ①a.主要的②n.原理，原则，基本，根本③n.基频，基音 

geographic a.地理的 

glue ①n.粘结剂，胶水，胶泥，胶②v.胶上，胶合，粘着 

groin ①n.防沙堤，折流坝，丁坝，突堤②n.（建筑）交叉拱，穹棱③n.腹股沟 

half n.二分之一，一半 

harness ①n.v.装具，装备，铠装②n.风帆设备，桅索具，导线③v.利用水力、风力作动力，流的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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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ard ①n.危害，危险，伤害②n.危险状态，易爆性，易燃性③n.不测事件，事故，失事 

headway ①n.通航高度，净空高度（由大潮平均高潮面至桥梁拱点或高空电缆下垂点的高度）②n.（前后两船或两

车之间的）安全 

距离，间距③n.正车④n.前进，进展 

healthy a.健康的，卫生的 

helideck n.直升机甲板 

horizon ①n.水平线②n.地平线，视平线，视界，视野，眼界③n.层位，土层，岩层（地质）④n.前景，范围 

impose v.施加影响 

impossible a.不可能的 

incident ①n.（偶然）事件，事变，纠纷，事故②a.关联的，入射的③a.易发生的，容易的，难免的，附带的 

initiation ①n.发起，倡议，启蒙，指引②n.开始，创始③n.起燃，起爆 

interfere v.干涉，干扰，妨碍 

jaw ①n.颚板，颚②n.夹板，虎钳，爪③n.销，键④n.狭窄进口，海峡口，峡口⑤v.（船）首摇，偏航 

kick ①v.踢②v.突跳③n.v.（仪表指针的）急冲，（枪炮）后坐，（机械）反冲④n.v.偏距（转舵时船重心在相反方向上

偏离原航 

线的距离） 

lashing n.绑扎 lean ①a.贫乏的，瘦削的②v.偏倾，倾斜，倾向③v.依靠，靠 

lee ①n.背风面，下风②a.下风的，背风的，背浪的 

longer ①n.较长②n.纵堆装法（堆货） 

man ①n.人员，人②n.劳动力，机匠，水手③v.配备人员，配备人力，配置船员 

manoeuvre 同 maneuver 

merchant ①a.商业的，商船的②n.贸易商，商人③n.货方 

methane n.沼气，甲烷 

microphone n.扩音器，传声器，麦克风 

mineral ①n.无机物，矿物，矿石②a.矿物的，无机的 

mobile ①a.易动的，易变的②a.机动的，可动的，流动的③n.运动物体，汽车 

monoxide n.一氧化物 

mouth ①n.口，嘴②n.河口，湖口，山口，路口，井口③n.（喇叭形）收敛部分，出入管口 

mud ①n.沉淀物，泥渣，稀泥，淤泥，泥②n.泥底（底质） 

mutual a.互相的，共同的 

necessary ①n.必需品②a.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object ①n.目的，物标，实物，事物，物件②n.客观 

obvious a.明显的，显然的 

oncoming ①n.接近，到来②a.即将到来的，接近的③a.以后的 

opinion ①n.意见，见解，评价②n.主张，看法③n.舆论 

original ①a.原始的，最初的，原状的②a.正本的，原文的③n.原著，原物，原稿，原型 

overboard ①ad.向舷外，向船外，在船外②a.向船外的，向外的，舷外的 

pattern ①n.图像，式样②n.图形，图表③n.特性，特征④n.模式，型谱，模型 

pick ①n.（锚爪）尖，尖锐小工具，钎子，镐②v.挖，啄，捅，采，摘③v.挑选，拣货④n.采集量，精华 

pocket ①n.口袋②n.气窝，凹处，穴③n.矿囊，包体④n.局部地区⑤a.袖珍的，小型的⑥n.单一出口水道，袋状海湾

（拉丁语） 

poisonous a.有毒的 

pratique ①n.检疫，接种②n.无疫通行证 

precedence n.优先权，先例，优先 

proceed ①v.前进，向前②v.进行，继续③v.着手，从事④v.控诉，起诉⑤v.收益，收入，所得 

prohibit v.禁令，阻止，禁止 

promulgate v.颁布，公布，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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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①n.防护，保护②n.防护措施，保护装置，保护物③n.护岸 

pulse ①n.脉搏②v.脉冲，脉动，波动③v.跳动④n.动向，意图⑤n.脉冲波，豆脉动⑥n.半周期，半周 

rate ①v.定等级，比例②n.比率，速率，速度③n.价格，费率，行情，定价，运价④n.变化率，价目表，差率⑤v.评

价，评定，判 

断，认为 

reason ①n.理由，原因，缘故②n.理性，理智③v.推理，说理，解释 

recover ①n.恢复，回收，收回，补救②n.围垦，填筑，垦拓③n.（矿藏）开采，采挖 

requisition ①n.要求，请求，强求②n.征收，征用③n.申请书，申请单，请求书 

rescue n.v.救助，援救，营救 

rescuer n.救助者，营救者 

research ①n.v.研究，探索②n.v.调查，考查③n.v.勘察，搜索 

restrain ①v.限制，抑制，制止②v.约束③v.克制 

resuscitation n.重新燃烧，复兴，复生 

roadstead n.（开敞或半开敞）锚地，近岸锚地，港外锚地，外锚地 

rubberize v.用橡胶液浸渍，涂橡胶，上胶 

salve v.打捞，救助 

scene ①n.一场，一幕，布景②n.现场，实况③n.情景，景色，风光 

search ①n.v.搜查，搜寻，搜索，探测②n.v.查阅，寻找，检索（文献）③n.v.研究，调查，探索 

seasick ①n.晕船②a.晕船的 

shark n.鲨鱼 

shore ①n.岸坡，岸滩，滩，滨②v.支柱，支撑，斜撑（用木材自甲板向上斜撑向货堆）③v.（用撑杆）撑，顶，支

持④v.上岸⑤ 

n.（高潮线和低潮线中间的）潮间带 

shot ①n.弹丸，小球，硬粒，丸粒②v.射击③v.（针剂）注射④v.摄影⑤n.（锚链的）节 

side ①n.侧面，边②n.舷侧③a.旁边的，侧面的，边沿的④a.次要的，副的，支的⑤v.刨平（木料等） 

sidewise ①ad.从侧面，从舷侧，横向地②a.横向的，侧向的，边的 

silence ①n.寂静，静②n.静区（国际无线电静寂时间）③n.（雾号）间歇④v.使无声，抑制⑤ 

sinuous a.错综复杂的，蜿蜒的，弯曲的 

situation ①n.形势，情况，情景，局面②n.处境，境遇③n.地位，位置，场所④n.状态，状况⑤n.天气形势 

spell ①v.拼音，拼成②v.轮流，轮班，代替③v.表示，带来，招致④n.一段时间，当班时间 

star ①n.恒星②n.星形物，星号，星形 

station ①n.站，台，厂，场，所，局②n.岗位，身份，地位，位置③v.驻扎，就位④n.船体分站（船线型图上的竖站） 

stationery ①n.文具②vn.信纸，信笺 

stretcher ①n.拉伸机，延伸器，展宽器②n.（救生艇上）撑脚杆，脚蹬③n.顺砌砖的露侧石④n.担架 

stroke ①n.冲程，行程②v.冲击，打击，击③v.突然发生④n.中风病⑤n.一击，一打，一划⑥n.一段板材⑦n.手法 

succession ①n.连续，继承②n.生成顺序，顺序性③n.（生物）演替 

sulfide n.硫化物 

sunk ①a.埋入的，沉没的，下陷的，低的②a.（螺丝等）埋头的③v.sink 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superintendent ①n.部门负责人，监督者，监督人，主管人，指挥者②a.监督的，管理的 

survival ①n.成活率，幸存，生存，残存②n.幸存者，残存者 

tilt ①n.v.倾斜，歪斜，歪倒②v.翘起，斜面③n.俯仰角，倾角④n.舢板天幕，遮阳篷，帐篷，顶篷⑤v.用篷盖，倾卸，

倾侧 

torpedo ①n.电鳗②n.鱼雷 

tourniquet n.止血器，止血带 

trail ①v.拖曳，拖，曳，拉②v.跟踪，追踪③n.痕迹，轨迹④n.小径⑤n.尾部，后缘⑥n.（舢板）拖桨 

unless conj.如果不，除非 

vegetable ①n.蔬菜，植物②a.蔬菜的，植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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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im n.受害者，受难者，牺牲者 

virgin ①a.原始的②a.未经利用的，未掺杂的，纯洁的 

visually ad.在视觉上地 

warmer n.取暖器，加温器 

white ①n.白色，白②a.白色的，白的 

wrist ①n.锚腕（锚臂向锚爪部分）②n.肘节 

according to 按照 

beach and 海沙 

blinker light 桅顶闪光信号灯，闪光信号灯，闪烁光 

blue light 蓝火信号，蓝焰信号 

bound to （船、车）开往„„的 

bulk oil 散装油 

by night 在夜间 

carbon monoxide ①一氧化碳②煤气 

code letter 电码文字，号码代字，代码字母 

coordination center 调度中心，协调中心，调配中心 

distress incident 遇险事件 

dry cargo 干货（箱什货、粮食等） 

effective range 有效测量范围，有效射程，有效距离，有效范围 

estimated position 推算船位，估算船位（经过风流压差修正） 

excess weight 超重 

far out 渐离（陆地） 

final course （大圆航线的）终航向，最后航向 

fish hold 鱼舱 

fish oil 鱼油 

free pratique （船进口）检疫证 

head for 朝着，驶向 

heavy seas 风涛海面，巨浪，汹涛，大浪 

hydrogen sulfide 硫化氢 

in use 使用 

initial course ①（大圆航线）初始航向②（搜救）初搜航向 

initial point 初始位置，起始点，原点，起点 

interfere with 妨碍，干涉，干扰 

keel line 船首尾线，龙骨线 

landing gear ①（飞机的）起落架②（半挂车等前端的）撑架③（集装箱半拖车盘架）撑地装置④支撑架 

lee side ①背风面，下风面②下风舷 

life buoy 救生圈 

life line 救生索 

line length 线路长度 

medical assistance 医疗援助，就医 

merchant vessel 商船 

mineral oil 矿物油，石油 

mobile station 便携式电台，移动电台 

mutual agreement 双方协议 

nearest land 最近岸 

on schedule 按计划 

opposite direction 相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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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course 原航线 

parallel track 等纬航线 

preventing collisions 避碰 

probable position （最）或然船位 

put over ①（船）渡过去②延期③被人接受，完成 

radio silence 无线电寂静（度） 

rescue boat （装备上好于救生艇的）救助艇，营救艇，救援船 

rescue operation 救助作业，拯救行动 

rescue unit 救助单位，救助设备 

rescue vessel 海难救助船，救助船，施救船 

rubberized canvas 用橡胶液浸渍的帆布，涂上橡胶液的帆布 

salving vessel 正在从事救助作业的船，救助船 

sandy soil 砂质土 

search pattern 搜寻方式 

search target 搜索目标 

separate from 从„„分离 

shot line （救生）抛绳，信号绳 

side protection 舷部防护 

signal flag 信号旗 

slipping anchor 弃锚（紧急措施） 

station call 叫号电话 

stop loading 停止加载 

storm oil 镇浪油 

stranded vessel 搁浅船 

surface vessel 水面舰船 

survival craft 救生艇，救生筏 

tank vessel 液货船，油船 

tie up ①捆紧，绑②系缆，系泊，系留，停泊③（工作、交通）中断，停顿④（船）停泊待命⑤（泊位、船坞等）

被占用⑥（资金 

等）冻结 

turning circle ①（船、车）旋回圈，回转圈②车处，车场 

vegetable oil 植物油 

vertical line 垂直线，铅垂线，垂线 

white light 白色灯光，白灯光 

coordinator surface search 海面搜救协调员，海面搜寻协调船 

keep well clear 让清 

lack of oxygen 缺氧 

most probable position 最大可能位置，最或然船位 

not under command 失去控制的，不能操纵的，有故障的 

on the beach 上岸（指船员退休） 

orange smoke signal 橙色烟雾信号 

out at sea 在航海中，出海 

range of visibility 能见距离，视程，视距 

rate of speed 速率 

red star signal 红星信号 

volume of traffic 交通量 

with the current 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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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R|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急救中用的）心肺复苏术 

CSS|Certificate of Supervision on Separating 集装箱拆箱鉴定证书 

FCC|Facility Control Console 设备控制台 

HM|Harbor Master 港务监督长 

ICAO|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MCA|Maritime & Coastguard Agency （英国）海事与海岸局 

MERSAR|Merchant Ship Search and Rescue Manual 商船搜索与救助手册 

NYC|New York City 纽约城 

SAR|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1979 年订，1985 年生效） 

UK|United Kingdom 联合王国，英国 

WATER|Water Pipeline 水管线 

 

absorb ①v.吸收，吸音，吸能②v.减震，缓冲，减轻③v.吞并，合并④n.专心 

absorbent ①n.吸收剂，吸收体，吸收质②a.有吸收能力的，吸水的③n.中和 

accessible a.易接近的，可到达的 

accordance n.协调，一致，相适应 

activator ①n.促进剂②n.激活剂，活化剂③n.灵敏度提高装置，激励器 

address ①n.（集装箱的）箱址，收信地址，箱位坐标，通信，地址，住址②v.发表演说，致词，致函，讲话③v.编

址，选址，寻 

址④v.委托 

advisable a.适当的，可取的，合理的，可行的 

after ad.在船尾，在船后 

agent ①n.代理人，代理商，经纪人②n.媒介，熔剂，作用剂，剂③n.原动力，动因，因素 

ahead ①ad.前进车，处于正车（航行状态）②ad.在航线的方向，在船首方向③ad.提前，领先，先行 

alarm ①n.信号装置，警报器，信号器②n.v.报警③n.v.惊动，惊慌 

alcohol n.酒精，乙醇 

allow ①v.允许，承认②v.提供 

alloy ①n.熔合（贵金属），合铸（金属）②n.合金，合金成分③v.减低含量，减损 

ambient ①a.周围的，环境的②n.周围 

anneal v.焖火，煨火，韧炼，退火，韧化 

apart v.（把机器等）拆开 

applicator ①n.洒施机，给料器撒药机②n.（泡沫）喷射枪，施放装置③n.申请人，申请者 

asphyxiation n.窒息性气体 

assignment ①n.课题，任务，作业②n.（财产、权力等）转让，抵押③n.（债权）让与，分配，移转④n.转让证书，

委托书⑤n.指 

定，勘定，分派 

astern ①ad.在船尾，向船尾②ad.在后，向后 

audible a.听得到的，音响的 

autoignition n.自动点火，自发火，自燃 

automatically ad.自动地 

batten ①n.（舱口围框）压条，货舱壁护木，板条，撑条，板，条②v.用板条固紧，扣压条，钉板条，装板条 

bicarbonate n.碳酸氢盐，重碳酸盐 

blanket ①n.覆盖套，覆盖层，掩盖，毯子，敷层，面层，外壳②n.（反应堆熄灭装置的）再生区③n.表面层，保护

层，附面层④ 

n.抢上风（指帆船）⑤a.一揽子的，综合的，全面的，总括的，总的 

bounce ①v.弹起，跳动，弹回，反跳，反冲②n.（示波器上）图像幅值的跳动，标志跳动③v.退回（退给发信人） 

bow ①n.船首方向，船首弯曲部，船首部（左右 45°范围之内）②v.弯成弓形，弓形弯曲③v.顶浪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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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ss ①n.黄铜②n.黄铜轴衬③a.黄铜色的，黄铜制的，黄铜的 

breed ①n.种类，品种②n.核分裂的增殖③v.繁殖 

brittle a.易碎的，脆的 

broken ①n.支离破碎的，凹凸不平的，不完整的，被破坏的，损坏的，折断的，被打碎②a.多云天气的 

bronze ①a.青铜制的，青铜的②v.镀青铜于，上青铜色，镀青铜 

bypass ①n.溢流渠，支渠，支汊，支流②n.旁通管，支路，支管，支线③v.加设支线（支渠、支路、支管等）④v.

绕过 

cabinet ①n.陈列室，小房间，内房，密室②n.壁柜，橱柜③n.控制室，机柜，座舱④n.（收音机等）外壳，架壳 

calibrate ①v.划分度数，定分度，校准②v.（标定）定量，量口径，定标 

canister ①n.（有盖的）罐②n.单人救生器呼吸袋③n.（防毒面具的）滤毒器④n.（救生筏）静水压力释放器 

carbon ①n.碳（缩写 C，原子数 6）②n.碳精电极，碳精棒，炭刷 

carry ①v.载运，运输，搬运②v.输送，携带，传播③v.赢得，获得④v.支持，支承⑤v.进位，累加进位，移位（数学） 

cartridge ①n.卡盘，筒夹，插件，插口，灯座，夹头②n.保险丝管，熔丝管③n.子弹夹，弹药筒 

characteristic ①n.特性曲线，特征，特性②a.表示特征的，特性曲线的，特性的，特征的 

charge ①v.充液，充电，充气，充填②n.责任，义务③n.v.负荷，负担④n.税费，运费，费用⑤v.委托⑥n.v.照管，管

理⑦v.使负 

责，责备，指控 

chemical ①a.化学上用的，化学的②n.化学制品，化工原料，化学品 

claimant n.申请者，债权人，索赔人，原告 

cleanliness n.清洁度，净度 

cling ①v.粘住，粘着，依附②v.坚持（意见），墨守（成规） 

cock ①n.水龙头，旋阀，旋塞，龙头②n.风向标③n.公鸡④n.男人生殖器 

colorless a.无色的 

combat n.战斗，抗击 

compartment ①n.舱室，室，舱②n.间隔，隔板，隔膜，分隔 

conceal n.掩盖，隐蔽，隐藏 

concentrate ①v.集中，浓缩，聚集，富集②v.精矿砂，精砂③v.浓缩液汁，浓缩物 

contain ①v.含有，容纳，包括②v.抑制，阻挡 

contaminant ①n.污染物质，污染物②n.（数学）尖点，歧点 

continuous a.不断的，连续的，持续的 

damper ①n.挡板，堰板②n.调节器，增湿器，阻尼器，节气阀，制动器，减速器，阻导器，气闸，气流调节器 

decompose v.（木料）腐烂，（岩石）风化，分析，分解 

deficiency n.不足额，缺乏，缺陷，短缺，欠缺 

deficient a.不完全的，不足的，缺乏的，欠缺的 

demonstrate ①v.证实，证明，论证②v.表明，表示③v.示范④v.示范表演 

dental a.（牙）齿的 

desirable a.适合需要的，希望有的，恰当的，好的 

difference ①n.差数，差额，差值②n.差异，差别③n.区别，分别，不同④n.差分 

dilute ①v.使稀薄，稀释，冲淡②a.稀释的，冲淡的 

dioxide n.二氧化物 

disadvantage ①n.不利，缺点，损失，损耗②n.使不利，损害③n.有害的 

disc n.圆盘，唱片，磁盘 

discard ①n.废品，废料②v.放弃，报废，抛弃，丢掉③v.解雇 

discharge ①n.v.卸货，卸载②n.v.排出，排泄③n.v.解职，解除，免职④n.v.（江流）流入，注入⑤n.v.放射，发射⑥n.

排泄物 

，流出物，流量，排量⑦n.（船员）下船文件，遣返文件 

dismissal ①n.解雇②n.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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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rway ①n.口门，途径②n.门口，门道，进口 

drive ①v.驾驭，驾驶，开车②v.驱动，推进③n.驱动器④n.车道⑤v.传动，激励⑥v.（桩等）打入，（隧道）挖进⑦v.

猛冲，驱 

赶 

dry ①a.干涸的，干燥的，干的，旱的②v.使干燥，干燥，弄干 

dryer ①n.干燥器，干燥机②n.干燥剂 

duct ①n.管，槽，沟②n.电缆沟槽，导流管，导管，管道，波道 

effective a.有效的，实际的 

effectively ad.有效地，有力地 

effectiveness n.有效性，效力，效用，效果 

emanate v.散发，放射 

emergent a.突然发生的，自然发生的，必然发生的，浮现的，出现的 

emit ①v.放射，发射，放出，逸出②v.（意见等）吐露③v.（纸币）发行 

enclosure ①n.外壳，封罩，外套，围墙，围栏，围壁，围栅②v.包围圈，封入物，界限③n.（信中的）附件 

entire a.完整的，全体的，完全的，全部的，总的 

equip ①n.设备，装备②v.配备舾装③v.装备，准备 

evacuate ①v.除清，排泄，排气，抽气，排空，抽空②v.搬空，疏散，撤离 

evaluate v.评定，鉴定，测定，计算，估价，求值 

except ①v.不包括，除外②v.不计 

excessive a.过多的，过大的，过剩的，过量的，过度的，极端的 

exclude v.排除，排斥，拒绝，除去 

exhaust ①n.排出气体，排出物，废气②v.抽空，排出，排气③v.详细研究，详细列出，详述④v.（电池）耗尽，使疲

倦，用尽 

extinguish ①v.消灭，熄灭，扑灭②v.使失效，废除，废止 

fabric ①n.纤维织品，纺织品，编织品②n.帆布蒙布，帆布覆面，帆布垫③n.构造，结构，组织④n.建筑物，工厂 

face ①n.正面，表面，外观，面层，护面，面，脸②n.（刀具）切削面，采掘面，压力面，支承面，工作面，砌面，

叶面③v.正视 

，面临，面对，迎，朝（事实）④v.加贴面，刨光，削平 

fan ①n.扇状物，风扇②n.叶片，翼③n.通风机，鼓风机，风机④v.煽动⑤n.峡谷滚石堆，扇形海谷⑥v.展开成扇形 

fat ①n.脂肪，油脂②n.薄松冰，冰针团③n.肥线型的（船体） 

fatal a.毁灭性的，致命的，致死的，关键的 

fault ①n.错误，过失，缺点，故障，误差②v.漏（电）③n.（地面）断层 

feature ①n.面貌，外形②n.特性，特征，特点，特色③n.性能指标，要素④v.起重要作用，使有特色 

fire ①n.炉火，火②v.点燃，燃烧③n.v.生火，点火，发火④n.火灾，失火⑤n.v.射击，开火⑥n.（闸流管）开启，（调

制器）启 

动 

firebox n.燃烧室，炉膛，烟箱 

firefighting n.消防，防火 

fit ①a.有资格的，相配的，合格的，适当的②v.适合，适应③v.密接，配合，装配④v.拟合（数学） 

flame ①n.火焰，火舌②v.燃烧③n.耀目的光 

foam ①n.泡沫材料，泡沫橡皮，泡沫塑料，水沫，泡沫②v.冒汗水③v.使起泡沫，起白沫 

frostbite ①n.霜寒，冻伤②v.被霜伤害，使冻伤 

fuel ①n.燃料，燃油②v.上燃料，装燃料，加燃料 

fusible a.能熔的，易熔的，可熔的 

galley ①n.（船上）厨房②n.（古希腊罗马的军舰的有两排桨的）帆船，（舰载的）敞开小艇，中型舢板，大木船，

游艇 

generation ①n.（一）代，世代，时代②n.振荡，激励，发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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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se ①n.油脂，油膏，滑脂，牛油，雪油②v.加滑脂，涂油脂 

halon n.卤化物，卤化烃 

handle ①n.手把，曲柄，摇柄②v.掌握，管理③v.操作，加工，使用④v.装卸，搬运⑤v.（船）靠离码头，操纵（船）

⑥v.处理， 

经营⑦v.装把手，装柄 

harden ①v.硬化，淬火②v.使坚固，使硬③v.凝固，变硬 

heart ①n.心形物，心脏，心②n.中心，核心③n.麻芯，索芯④v.（用碎石等）填充，填实 

heat ①n.热量，热②v.加热，发热，变热 

helicopter n.直升机 

helmet ①n.消防头盔，潜水盔，潜水帽，焊工罩，头盔，面罩，盔②n.桩帽，机罩 

high-pressure n.施加高压，高压力 

hose ①n.加油软管，水龙管，皮带管，挠性管，软管②v.用水龙管冲，接上软管 

hydrant n.消防龙头，消火栓，消防栓 

hydrogen n.氢（缩写 H，原子数 1） 

identify ①v.辨别，鉴别，认出②v.和„„一致，等同 

identity ①n.认为相同，识别，鉴定，本体②n.恒等式③n.一致性，一致④n.国籍，身份 

ignite ①v.点火，引燃，点燃②v.着火 

improper a.（分数）可约的，不正常的，不合理的 

ineffective a.没影响的，无效的，无用的，无益的 

inert ①a.非活性的，不活泼的，惰性的，钝的②a.不能自行运行的，无自动力的，无活动力的 

inhale v.吸入 

inhibit v.制止，禁止，抑制，防止 

inoperative a.（法规等）无效的，不起作用的，不工作的，不运转的 

insulation ①n.隔热材料，保温材料，绝缘材料②n.绝热，绝缘，隔离，隔热，隔音 

introduce ①v.介绍，引导，引进，引入②v.采用，推广③v.提出 

invert ①v.反转，倒置，颠倒②n.倒拱，抑拱 

irritant n.刺激性的刺激剂，刺激品 

isolation ①n.隔绝，绝缘②n.隔离，孤立③n.游离，离析 

item ①n.物品，零件②n.细目，项目③n.条目，条款 

jet ①n.v.喷射，喷水，喷气，射出，喷出②n.喷口，喷嘴③n.喷气式发动机，喷气式飞机，喷射器 

jettison ①n.（船遇险时为减载而）投弃的货物②v.投弃货物，放油，放水 

kickback ①n.（发动机）反冲，逆转，返程②n.回扫描，回转③n.佣金，酬金，回扣 

laundry ①n.洗衣间，洗衣室②n.洗衣 

leak ①v.（气体、液体等）渗漏，泄漏，漏②n.裂缝，漏缝，漏泄，漏线，漏损，漏洞 

least a.最少，最小（little 的最高级） 

life ①n.生命，生活，寿命②n.（设备等的）使用年限，长久性，耐久性，耐用度 

lifeboat n.救生舢板，救生艇 

lifejacket n.救生衣 

lighter ①n.港内驳船，交通艇，平底船，驳船②n.点火器，引燃器，打火机 

linen n.亚麻制品，亚麻布 

manufacturer n.制造商，制造厂，制造者，厂商，厂主 

marshal ①n.整理，列②v.编组〔铁路〕，调车③v.集装箱编组，分堆 

mask ①n.（防毒）面罩，面具②v.掩盖，遮挡③n.带面罩④v.遮蔽，屏蔽，伪装⑤n.（船在狭窄水区下水时用的）尾

部护木 

mattress ①n.梢枝排，柴排，沉排②n.垫层，垫③n.防波堤席④n.床垫，褥垫 

member ①n.部件，构件，元件②n.项，组成部分，部分（方程式）③n.会员，成员 

mesh ①n.网目，网孔，网格，网眼，筛孔②n.（混凝土的）钢筋网，网状结构③v.紧密配合，相互啮合④n.每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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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寸的网孔数 

metallic a.含金属的，金属的 

meter ①n.米（旧称公尺）②n.计数器，测量器，计算器，表③n.用仪表测量，用仪表计量 

multipurpose a.（机械等）多用途的，通用的 

muster ①n.v.集合，召集②v.检阅 

nameplate ①v.船名板，船名牌②v.招牌 

nearest a.最近的 

neglect v.忽视，忽略，疏忽 

noxious a.有碍健康的，有害的，有毒的 

nozzle ①n.喷嘴，管嘴，喷口②n.导流管，排气管 

odor ①n.气味，香味，异味，臭味②n.名声，声誉 

opportunity n.机会，机遇 

origin ①n.（货物的）原产地，起运港，发源地②n.出身，籍贯③n.原数，原因④n.（坐标）原点，起点 

outfit ①n.设备，附件②n.配备品，舾装件③n.全套工具，全套装备，成套仪表，备用工具 

overhead ①a.上部的，悬吊的，架空的②n.管理费用，间接费用③n.投影胶片④n.（船舱等的）顶板，天花板 

oxygen n.氧（缩写 O，原子数 8） 

panel ①n.格子，平板，板条②n.仪表板，配电盘，配电板，控制板，面板③n.（学术）讨论会，（专家）小组，座

谈会④n.（桁 

架等的）节间，（船体）小分段，护墙段⑤v.嵌入板子，制作平板，作镶板 

particularly ad.特别地，详尽地，具体地 

passageway n.通道，走廊，过道 

patrol ①n.巡查，侦察，巡逻②n.巡逻员③n.巡逻艇，巡逻车，巡逻队 

percent 百分率，百分之（拉丁语） 

percentage ①n.百分数，比例，比率②n.手续费，佣金 

perform ①v.履行，执行②v.运转，运行，操作 

period ①n.句号②n.时间，阶段③n.时间间隔，时期，期间④n.（循环小数的）循环节，周期，循环⑤n.纪，时代（地

质） 

piece ①n.个，片，块，件②n.片断，部分，段③n.零件，工件④v.联结，接合，结合⑤v.修补，修理 

pile ①n.小桩，桩②n.大块，大量，堆③n.反应堆，电池④n.（船）坐礁，坐滩⑤v.打桩⑥v.累积，堆积，堆起 

plastic ①n.塑料②n.塑胶，电木③a.塑料的，塑胶的④a.塑性的，造型的 

plexiglass n.有机玻璃（丙烯腈塑料制成的一种有介电性质的有机玻璃） 

pneumatic a.气体力学的，气力的，充气的，空气的 

portable a.可携带的，便携式的，可移动的，手提式的，轻便的 

position ①n.位置，地点②n.船位③n.处境，境地，形势④n.地位，职位，身份⑤n.立场，意见，见解⑥n.部位，场

所⑦n.态度， 

状态⑧n.安插，安置⑨n.定位 

positive ①a.阳性的，肯定的，正的②a.明确的，正面的，确实的，积极的③n.正面，正量，正像④n.正片，正数，

阳极 

potable ①a.适合饮用的，可饮的②n.饮料 

powder ①n.粉末，粉②n.炸药③n.火药④n.使成粉状，变成粉末⑤n.撒粉 

previous a.以前的，预先的，上述的 

production ①n.总产量，制品，产品②n.生产，制造③n.研究成果，著作，作品 

public a.公用的，公众的 

pump ①n.抽水机，唧筒，泵②v.急剧起伏，猛升猛降，泵送 

qualify ①v.使具有资格，给予资格，使合格②v.限定 

rack ①n.托架，支架，网架，搁架，货架②n.结绳架，餐具架，索栓架，拦污栅③n.导轨，滑轨，齿轨④n.齿条，导

轴，滑轴⑤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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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榨取，折磨⑥n.砌斜岔，斜岔⑦n.交叉扎绳（一根小绳成 8 字形绕扎两根大绳或棒）⑧v.（船体）扭转变形，

振荡，强摇 

radiant ①a.放射的，辐射的，散热的②n.辐射源，光源 

radiation n.放射线，放射物，发热，辐射，放射，发散，发光 

rag ①n.棉纱擦布，碎布②n.（钢板等切断处的）毛边③n.硬岩石，碎片④v.（矿石等）打成小块，粗琢 

rare a.很少的，稀有的，稀薄的，珍贵的 

reaction ①n.反作用②n.反向辐射，反应力③n.反馈，反应 

refractory ①a.耐腐蚀的，耐熔的，耐火的，耐热的②a.难治疗的③n.耐腐蚀材料，耐火材料，耐熔物质 

refuel v.装燃料，加燃料，加油，加煤 

relation ①n.联系，关系②n.关系曲线，比例关系，关系式 

remove ①v.移动，移开②v.拆去，排除，消除③v.脱掉，去掉，退出④v.罢免，撤职 

reset n.v.复位，重调，重放，重排，重铺，重镶 

resistant ①a.耐久的，坚固的②n.抵抗者，反对者③n.抑制剂，防腐剂 

rigid a.刚性的，硬质的，坚固的，固定的，严格的，硬的 

rupture ①n.破坏，炸裂，断裂②n.击穿，破裂 

schedule ①n.表格，图表②n.明细表，时间表，计划表，船期表③n.目录，清单④v.编计划，预定，安排 

screen ①n.屏蔽，屏幕，屏板②n.隔板，栅极③n.拦污栅，滤网④n.筛，筛网 

scuttle ①n.天窗，小窗②n.（船）舷窗，小舱口③n.（船底、船侧开的）沉船口，船底开孔④n.煤桶，篮子，煤斗⑤

v.逃避，仓 

促，撤退⑥v.（将船）凿沉，破坏，毁坏，放弃 

seal ①n.图章，钢印②n.铅封，封印，印记③n.封缄，封条④v.（插头与插孔等）紧密接触，（仪表等上面）盖检印

⑤n.密封水泥 

，填料函⑥v.保证，批准⑦v.焊接，焊封⑧n.海豹 

secondary ①a.第二的，二次的，次等的，从属的，补充的，副的②a.次生的（地质） 

selector ①n.调速器，选择器，转换器②n.调谐旋钮，波段开关 

serve ①v.卷缠，扎缠（以防绳索受到磨损或水湿）②v.服务，送达 

shield ①n.盖板，挡板，挡，罩，盾，屏②v.防护，隔离③v.屏蔽，铠装④n.盾钩⑤n.（船在狭水区下水时用的）尾

部护木 

shut ①v.合拢，收拢，关闭，锁住，截止②n.（金属的）焊缝，冷塞 

significant ①a.有影响的，有意义的②a.重要的，重大的，显著的 

similar a.类似的 

single ①a.单层的，单次的，单独的，单一的②v.抽出，单绑（索等） 

smother ①n.浓雾，烟雾，浓烟，尘②v.使窒息，闷熄，盖熄，消灭③v.掩盖，覆盖④v.混乱，杂乱 

soda n.碳酸钠，苏打，碱 

space ①n.空间，宇宙，太空②n.货舱，库场，场地，住所③v.留间隔，隔开 

spare ①a.节约的，简陋的②a.备用的，多余的③v.节约，节省④n.备用品，备件⑤v.饶恕，赦免 

specific ①a.单位的，比的②a.有特效的，特殊的，专门的，特有的 

spontaneously ad.自然地，本能地 

squeeze ①v.挤压，压榨，榨取②v.敲诈 

stainless ①a.不锈钢的，不锈的②a.没有污点的 

state ①v.说明，阐明，表明，陈述②v.规定，指定③n.（美国等的）州，国家④n.政府，国务⑤n.状态，情况，形势，

事态⑥n. 

身份，地位⑦n.庄严，堂皇，雄伟 

steel ①n.钢铁，钢②v.钢化，加钢③v.表面硬化 

step ①n.脚步，步伐②n.台阶，踏步，梯级③n.足迹，脚印④n.步骤，手段，工序⑤v.踏上，踩 

stern ①a.船尾的②a.严格的，严峻的，严厉的，苛刻的③n.船后部，船尾 

strainer ①n.滤器，滤网②n.张紧器，隔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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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am ①n.河道，河②n.河流，水流，气流，潮流，趋势③v.（光线等）射出，涌出 

stress ①n.应力②n.压力，压强③v.使受应力，加压力，受力，加力④v.强调，着重 

sulfur ①n.硫磺，硫（缩写 S，原子数 6）②v.硫化处理，用硫熏 

survey ①n.v.检查，勘查，测量②n.v.观察，调查，视察③n.（船、货物）检验，鉴定④n.述评 

sweeping ①n.扫除，扫过②n.地脚料，扫舱货，扫集物 

sweet ①a.甜的，美好的，芳香的②a.含硫量小的 

system ①n.系统②n.制度，方式③n.体制，体系④n.装置，设备 

talc ①n.滑石粉，滑石②v.用滑石擦 

tank ①n.液体舱，油柜，油舱，油罐，水柜②n.沉箱，浮筒③n.（船模试验）水池④n.储能电路，谐振电路⑤n.坦克 

technique n.工艺学，技术，技能，手法，技巧 

threshold ①n.门槛②n.入口，门口，阈③n.上下限，阈限，界限，限度④n.初期，起点，开端 

timer ①n.时间继电器，延时调节器②n.计时器，定时器③n.同步器 

tin ①n.锡（缩写 Sn，原子数 50）②n.马口铁，白铁皮，白铁③n.罐头④n.听，桶⑤n.镀锡 

tip ①n.尖端，末梢，顶②n.接头，触点，触头③n.喷嘴，焊嘴④v.使倾斜，使翻倒，点焊 

tobacco n.烟草制品，烟叶，烟草 

toolpusher 钻井平台上的工长 

toward ①ad.对„„的方向，向，朝②ad.有助于 

toxicity n.毒性 

traditionally ad.传统上，传说上 

trash ①n.废物，垃圾，废料②n.冒牌货，劣货 

triangle n.三脚起重架，三角形，三角架，三角板 

trigger ①n.v.触发，启动，激发②n.v.松开闸柄，扣扳机，起动③n.触发脉冲，起动电路，起动设备，触发器④n.扳

机，扳柄， 

闸柄⑤n.（船台）垫块 

until prep.到„„为止，直到„„才 

upside n.上边，上面，上部 

useful a.有益的，有用的，有效的 

vapor n.蒸汽 

vermin ①n.（鼠等）害兽，害鸟，害虫，虫②n.蟊贼，歹徒 

visible ①a.看得见的，能见的，可见的②a.明显的，显著的 

voltage n.电位差，电压 

vulnerable a.容易受损的，有弱点的，脆弱的 

wash ①n.v.洗涤，冲洗，冲刷②n.v.泼溅，拍岸③n.洗涤剂④n.薄涂层⑤n.（推进器）排出流，尾流 

waste ①a.废弃的，荒芜的，废的②n.垃圾，废液，废品③n.损耗，消耗，浪费④n.废纱头，废布，废料 

aft draft 船尾吃水，尾吃水 

air supply 气源，给气，供气 

alarm light 警报灯，报警灯（光） 

all but 除„„外全部，差一点，几乎 

allowable limit 容许极限，允许限度 

ambient temperature （机器周围或船体内部）周围温度，环境温度 

annealed copper 煨火紫铜导体，韧化软铜，退火软铜 

audible alarm 音响警报设备，音响报警器，声响报警器，声响警报 

autoignition temperature 自燃温度 

back over 后盖 

batten down 钉板条压牢，封舱 

blood poisoning 败血症 

boat drill 登救生艇演习，救生艇操练，救生演习，舢板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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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thing apparatus ①呼吸器②呼吸器具，氧气面罩，呼吸装置 

broken out 锚出土（起锚情况） 

bronze wire 青铜丝 

built in ①内装式，内嵌式，内置式②内在的，固有的，固定的③刚性嵌固的 

calibrated scale 校准标度，测度标 

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 

carry out ①输出②完成，实行，执行 

catch fire 着火 

chain reaction 连锁反应 

change course 改变航向，改向 

chemical foam （灭火剂的）化学泡沫 

chemical protection 化学保护 

cloud cover 云量 

combustible metal 可燃的金属 

control panel 配线板，控制盘，操纵板，控制台，控制板，控制电箱 

converted from 变换 

cooling agent 冷却液，冷却剂 

cooling oil 冷却用油 

crew member 船员，水手 

crude petroleum 石油，原油 

different from 不同于，区别于 

direct contact 直接接触，直接联系 

discharge hose 泄水软管 

discharge off 排气终止，放电终止 

discharge piping 卸载管路 

discharge side 卸货舷侧，卸货舷，输出端 

drain cock （放水、放油的）旋塞开关，放泄旋塞，泄水旋塞，泄水孔塞 

draw off ①（水库）放水，抽水，抽出②撤离 

dry chemical 干式化学剂 

emergency signal 紧急信号，事故信号 

engine compartment 机舱 

engine room 发动机房，机舱 

exhaust manifold 排气阀管箱，排气阀箱，排气歧管 

exhaust system 排气系统 

extinguishing action 灭火作用 

extinguishing agent 灭火剂 

extinguishing system 灭火系统 

face shield 焊工面罩，面罩 

fire alarm 火警警报器，火警信号，火警 

fire control 火灾控制，消防控制 

fire detection 火警探测，侦火 

fire extinguisher 灭火机，灭火器，灭火筒 

fire extinguishers 灭火器 

fire hose 救火水龙带，救火帆布带，消防水龙带，消防软管 

fire hydrant 消防水龙头，消火栓 

fire main 消防水管，消防总管 

fire nozzle 消防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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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 patrol 防火安全检查，火警巡逻 

fire point 着火点，发火点，燃点 

fire pump 消防水泵，消防泵 

fire resistant 耐火的 

fire station 消防队部，消防站，消防局 

fire triangle 着火三要素 

firefighting equipment 消防设备 

firefighting station 消防部署 

firefighting system 灭火系统 

fireman's outfit 消防员装备 

flammable limit 爆炸极限，可燃极限 

flammable material 易燃材料，易燃品 

flammable mixture 可燃混合气，易燃混合物 

flash back 反燃，逆火 

foam type 泡沫式（灭火器） 

forced ventilation 强制通风，机械通风 

fresh air 新鲜空气 

fuel line 燃油管路，燃油管，燃油管道 

fuel piping 燃油管系 

fuel source 燃料源 

fuel tank 燃油柜，油舱，油箱，油缸 

fusible link （防火门上的）熔断连杆，条形保险丝，熔片 

gage pressure 仪表压力，指示压力 

gas mask 防毒气面罩，防毒面具 

gas system 气体系统 

general alarm 火警报警器，全船报警 

hand portable 手提式 

hand pump 手动泵，手摇泵 

hazardous cargo 危险货物 

heat absorption 吸热 

heat resistant 耐热的 

heavy weather 恶劣天气，坏天气 

high voltage 高电压 

hook up ①（广播）联播，联系，协作，挂钩②（无线电）试验线路③组件，装置 

identification number 识别编号，识别号码 

ignition point 着火点，燃烧点，燃点 

ignition temperature 点火温度，着火点，燃烧点 

immediate danger （两船碰撞前的）紧迫危险，即刻危险 

in all 总的说来，总计 

in service 使用中的，运转中的，在职的 

incoming air 进入空气 

inert gas ①惰性气体②不凝性气体，钝气 

isolation valve 隔离阀 

jet fuel 喷气燃料 

know how 专有技术，关键技术，技术诀窍 

liquid state 液体状态，液态 

locking pin 防松栓，制动栓，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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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discharge （冷凝器的）海水排出主管 

mechanical foam 机械泡沫（灭火剂） 

mechanical ventilation 机械通风，机动通风 

motor gasoline 汽油 

muster list 应变部署表，集合部署表 

off air （电台等）停止发射 

official logbook 同 official log 

oil fire 油类火灾 

oil gas 石油气，油气 

on course ①在航线上②方向正确的 

open position 开启位置 

oxygen indicator 测氧仪 

pertaining to 关于„„的，属于„„的 

plastic pipe 塑料管路，塑料管 

portable extinguisher 手提式灭火器 

potable water 可饮用水，食水 

pressure control 压力控制，压力调节 

pressure gage 水压验潮仪，压力器，压力表，压力计 

pressure test 压力试验 

protected space 保护处所 

provided that 以„„为条件，但是，假如 

public address 扩音机 

pumping rate 泵出流量 

put back 回原地，送回，退回 

put on 增加，施加（指速度、压力等） 

radiant heat 辐射热 

range hood （炉灶上的）抽油烟机，排风罩 

regular foam 普通泡沫 

remote control ①遥控装置，遥控②远距离控制 

running fire 速行火，凶火 

rupture disc 破裂片 

safety feature 安全性能，安全装置 

safety inspection 安全检查 

safety meeting 两船安全会遇 

screen wall （防波堤顶的）挡浪墙，护墙 

secondary effect 副作用 

selector valve 选择阀 

self contained 设备齐全的，自给式的，自激式的，自续式的 

shipboard fire 船舶火灾 

shore connection 接岸联结 

shore facilities 陆域设备，岸上设备 

sight glass 观察玻璃，观察窗 

smoke detection 烟雾探测 

smoke screen 烟幕 

sodium bicarbonate 碳酸氢钠，小苏打 

spare parts 备用件，配件，备件 

spray pattern 雾化状态，喷流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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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inless steel 不锈钢 

stop valve ①开关②截止阀，停止阀，断流阀，制动阀 

talc powder 滑石粉 

trigger valve 起动阀 

unobstructed space 无障碍空间 

upside down 颠倒，混乱 

vapor condensation 蒸汽冷凝 

ventilating system 通风系统 

ventilation system 通风系统 

vertical surface 垂直面，立面 

waste oil 废油 

water fog 水雾 

threshold limit value 阈极限值，阈限值 

transfer of heat 传热 

upper explosive limit 爆炸上限 

ABC|Activity Based Costing 作业基础成本，行动成本 

AN|Aids to Navigation 助航标志，助航设备 

AT|Abnormal Transportation 非正常运输 

BY|Buoy 浮筒，浮标（海图图式） 

 

abandonment ①n.放弃，废弃，抛弃②n.弃船③n.放弃货载④n.委付（保险） 

accidental ①a.事故的，偶然的，意外的②a.附带的，次要的，临时的 

account ①n.v.核算，估计②n.账单，账目，账户③v.叙述，记载，报导④v.原因，理由，缘故⑤n.重要性，价值⑥v.

认为，以为 

，说明 

accumulation ①n.淤积物，堆积物，淤积②n.积累，积聚，累加③n.堆积物压储，蓄压④n.（信息等）存储⑤n.（冰

雪的）冻结增 

长 

acknowledgement ①n.承认②n.签认，确认③n.承认书④n.致谢 

airplane ①n.飞机 

apex ①n.尖端，尖部②n.坞首③n.（大圆）顶点，顶端，顶尖 

arrest ①n.v.阻碍，妨碍，防止，控制，抑制②v.引起注意，吸引③n.v.扣留，逮捕，阻止（船只或货物） 

backup ①n.援助，支持②n.积集，积聚③n.增强，加强④n.拥塞，堵塞，堵水⑤n.后退⑥n.拉紧（口令）⑦n.截流措

施 

bank ①n.堤岩，江岸，河岸，低坝②n.（可航的）海岸浅滩，沙洲，浅滩，暗滩③n.组合，系列，排，组④n.（车

辆在弯段行驶时 

的）倾斜，（道路弯段的）外侧超高，（波浪前边的）斜度⑤n.存储单元，银行，库⑥n.小艇座板，线弧，鱼栅 

beacon ①n.立标，信标，灯标，灯桩，标桩，导标，航标（固定在礁或滩上的导航标杆）②n.无线电指向标，信号，

灯塔③v.引导 

，指引，激励④v.装设指向标，设航标，设信号 

bilge ①n.（琵琶桶的）桶腹，（桶等的）腹部，桶腰②n.侧凸出部，船腹③n.舭部（船底和船侧的弯曲部分）④n.

（舱底）污水 

沟⑤n.舱底污水，舱底水⑥n.舱底，底舱⑦v.（船）搁浅，座底 

bladder ①n.膀胱②n.气泡③n.囊状物④n.空话连篇的人⑤n.膨胀物，水泡 

boat ①n.船形容器，船，艇②v.把„„放在船上，用船装运③v.坐船去，船运，乘船，装船，划船，驾艇 

book ①n.表册，账簿，记录簿②n.书③n.挂号，注册④v.预订，登记⑤v.订舱配载 

booklet n.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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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①v.（波浪）卷碎，打碎，分解，打破，破碎②n.破坏，破裂，断裂，切断，断开，断路③n.（堤）决口，中

断④n.（工间 

）休息，暂停⑤n.违背，违犯⑥n.气温突变，浪开花⑦n.船楼端 

bright ①a.明亮的，鲜明的②a.生气勃勃的，欢快的③a.聪明的，伶俐的 

bumpkin n.前桅帆滑车的伸出梁，前桅帆滑车的伸出架 

cabin n.（架空索道的）载客吊笼，（铁路的）信号室，（船）客舱，小屋 

canopy ①n.舢板天幕②n.天篷，挑栅，顶盖③n.（飞机的）座舱盖④n.（降落伞的）伞盖⑤v.（用天篷）覆盖，遮盖 

card ①n.记录卡，卡片，编卡，图表②n.钢丝刷，梳刷③n.标度盘 

clearance ①n.（船出港的）许可证，通关证，结关单②n.结关③n.（船的）出水高度，间隙，余量，裕量，净空 

climb n.浮起，攀登，爬升，上坡，上升 

collapse ①v.倒塌，坍塌，崩溃，瓦解，破坏②v.衰竭③v.折叠，叠合 

collection n.收集，征收，收款 

color ①n.颜色，色彩②v.给„„着色，上色 

complement ①n.补充，补足，补数，补码，余角②n.配套，配全③n.（船等的）全员，定员 

completely ad.十分，圆满，全然 

condensation ①n.冷凝作用，凝聚作用②n.凝结，缩合，凝聚③n.（舱内）凝露，汗湿 

condense ①v.冷凝，凝结②n.压缩，缩减，浓缩③v.（光线等）聚集 

constipation n.便秘 

container ①n.集装箱，货柜②n.保护壳，容器③n.周转箱，贮存器 

cover ①n.覆盖物，包皮，盖子，外壳，罩，套，盖②v.遮蔽③v.覆盖，承保，补偿④n.保险责任范围，保险项目 

creep ①v.蠕动，爬行②v.（材料的）蠕变，（皮带的）打滑，（仪表的）潜动，（频率的）漂移③v.用深海钩探海底 

cruciform n.十字形（接头） 

cushion ①n.垫块，垫层，垫②n.缓冲器，减震器，减震垫③v.装垫子，加衬垫，减震 

davit n.吊梯柱，吊锚杆，吊艇柱，吊柱，吊杆 

day n.日期，日光，白天，日 

deflation ①n.抽气，放气，瘪气②n.（地质）风蚀③n.通货紧缩 

dehydration n.脱水作用，去水，干燥，脱水 

depress ①v.贬值②v.（气压）下降，减低③v.使沮丧，压制，抑制 

desalt v.除去„„盐分，使淡化 

descent ①v.下降，下行，下坡②n.（向下的）斜坡，斜坡道，降坡 

diarrhea n.痢疾，腹泻 

dirt n.尘埃，灰尘，污物，油泥，泥土，脏物 

dish ①n.盘，碟②n.碟形物③n.抛物面反射器，抛物面天线④v.（使）下凹，做成碟形，使成碟形 

dive ①v.下潜，潜水②v.跳水③v.（飞机）俯冲，插进，下沉，伸入④v.埋头，钻研 

divide ①v.隔开，分隔，分开②v.分配，分派③v.（投票）表决，（数学）除，做出分度④n.标度，刻度⑤n.分水岭，

分水界，分 

界点，分界线 

drink ①n.v.饮用，饮，喝②v.吸收 

drogue ①n.浮锚，海锚，流锚②n.（测流浮子等的）坠子③n.捕鲸索浮标 

ear ①n.耳朵，耳②n.耳环，吊环，眼板③n.（水壶等）把手，突出物，耳状物④n.穗 

elbow ①n.肘管，肘②n.（航道、海岸线的）急转弯处，肘形弯管，肘状物，弯头，弯管③n.（双锚泊时船转一周的）

锚链半绞花 

④v.（锚和链）绞缠⑤v.用肘推，转弯 

eliminate ①v.除去，删除，淘汰②v.排除，消除，消去 

engineer ①n.工程师，技师②n.轮机员③n.（火车）司机④n.工程兵⑤n.（技术业务）主任，策划，指导 

enough ①n.足够②a.足够的 

entrance ①n.进入②n.（航道、吸管等的）进口，（港池等的）口门，入口③n.（船首浸水部分）进流端，船首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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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分，船首 

外形，船首曲线，首尖部④n.引入线，进路⑤n.参加，就职，到任 

envelope ①n.外壳，机壳，管壳②n.包裹物，信封，封皮，封套③n.包络线，包络面，包迹④n.包裹，封装 

escape ①n.应急出口，安全梯，太平门，安全门，出口②v.逃出，逃走，脱险③v.（水、汽）漏出，排泄④n.排出管，

排出孔，排 

气管，退刀槽 

exertion ①n.行使职权②n.尽力，努力 

facilitate ①v.促进，推动②v.使便于，便利，帮助 

fever n.高热，发烧 

firmly ad.坚定地，稳固地 

float ①v.浮动，漂浮，浮②n.漂浮物，浮冰，浮体，浮箱③n.浮标，浮子，浮筒④n.浮船坞，平底船，浮式码头，方

驳，趸船， 

渡船⑤n.（木排）浮运，木排⑥v.镘平，镘板 

fluke ①n.手掌②n.锚爪③n.桨的扁平部分④n.棕榈树 

food ①n.食物，食品②n.粮食 

fresh ①a.新做的，新到的，新制的②a.有生气的，新鲜的③a.（水）淡的④a.缺乏经验的，不熟练的⑤a.（颜色）鲜

艳的 

gather ①v.聚集，搜集，采集②v.增加③v.收紧（绳索） 

governor ①n.调节器，调速器，调压器②n.统治者，管理者 

grasp ①v.抓住，抱住，握紧，抓②v.掌握，领会③n.桨柄，锚钩，把，柄 

hardwood n.硬木，坚木 

hear ①v.听到，听说②v.（争议案件的）审理，听取意见 

hinder ①v.阻碍，阻滞，妨害②a.后方的，后面的 

hive ①n.蜂窝②v.群集，群居③v.喧噪地区，闹市 

hydrostatic ①a.流体静力的，静水力的②a.灌水的 

hypothermia n.体温过低 

indefinitely ad.长期不变地，无限期地 

inflatable a.能膨胀的，可膨胀的，充气的 

inflation ①n.通货膨胀，物价上涨②n.膨胀，充气 

injury n.损害，侮辱，诽谤，受伤，损伤，伤害 

instruction ①n.指示，指令②n.守则，指南③n.讲授，教导，说明④n.说明书 

insufficient a.不适当的，不足的 

irregular a.不规则的，非正规的，不整齐的 

jackknife n.水手刀，大折刀 

keel ①n.（船）龙骨②n.平底船③v.使船翻转（底向上） 

knee ①n.膝②n.弯曲的事物，弯曲处，膝形杆，肘管，肘板，弯头，肘材（如扶手、弯头、推轮等）③n.曲线的拐

点，反曲点 

lack ①a.不足的，缺乏的②n.不足，缺乏 

lanyard n.（穿在三眼饼上的）收紧索，松紧绕索，张紧索，小绳，短索 

lifeboatman n.救生艇员，救生艇水手（经过训练的） 

liferaft n.救生筏 

litre n.公升，立升，升（容量单位） 

little a.小的 

locate ①v.坐落在，位于，配载，设置②v.定位，定线，寻找 

loop ①n.回线，索环，环，圈②a.环形的，盘旋的 

manager ①n.经营者，管理人，经理②n.负责人，主任③n.管理员，监督，干事 

maneuverability n.驾驶性能，操纵性能，灵活性，操纵性，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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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al ①n.说明书，指南，规程，手册②a.手动的，手工的，人工的，手控的 

milk ①n.牛奶，乳，奶②n.乳状物，乳状液，乳剂③v.榨取，挤取 

mop ①n.拖把，拖布②v.拖，擦，揩 

negative ①a.否定的，阴性的，负的②n.否认，反面，负数，负值③n.（照相）负片，底片 

noise n.噪音，噪声，干扰，杂音，杂波 

nose ①n.鼻子，鼻②n.前端，凸头，端③n.海角，岬④n.船头，船首⑤n.寻觅，嗅⑥v.（船、机车等）摸索前进，慢

速前进 

notice ①n.注意事项②n.通知书③n.v.布告，通知 

oar ①n.桨，橹②n.桨手，划手③v.用桨划船 

occupant ①n.乘员②n.占有人，占用者，占据者③n.住户，居民 

official ①a.正式的，公务的②a.官方的，法定的，国家的③n.行政人员，官员 

old a.旧式的，过时的，老的，陈的 

oppose v.使相对，反对，对抗 

pack ①v.包装，装罐，填塞，装满②v.垫高，夯实，压实，捣实③v.堆积，拥挤，挤满④n.挑，抬，驮⑤n.一包，一

群，一堆，大 

量 

painter ①n.系艇索，拖缆，首缆②n.小碰垫③n.油漆工④n.画家⑤n.（秘鲁沿海）不洁雾 

perspiration ①n.出汗，汗②n.渗出 

physical ①a.自然科学的，物理学的②a.实际的③a.身体的 

pickup ①v.（车辆）取货②v.拾取，捡波，读出③n.拾音器④n.集货站 

pill n.小球，球团 

pin ①n.大头针，别针②n.销子，销钉，闩住③n.管脚，引线，插头④v.钉住，扣住，销住 

platform ①n.作业台，承台，钻台，平台②n.平板集装箱，台式集装箱③n.讲台④n.月台，站台⑤n.台地⑥n.宣言，

纲领⑦v.放在 

台上，设平台，设站台 

plot ①v.画曲线，绘制，标绘，绘图②v.计策，计划③v.区分，区别，划分④n.曲线，图表⑤n.地段图，位置图⑥n.

小块土地，地 

段，地皮，场地，地区⑦n.海图室⑧n.情节，阴谋，圈套 

possibility ①n.可能性，可能②n.成功的希望，前途 

preserver ①n.保护人②n.保护物，防护具，保存器 

projectile ①n.射弹，炮弹，导弹②n.投射体，抛射体③a.抛射的，发射的 

propel v.驱动，推进，推动 

pudding ①n.缓冲防擦材料，（拖船上）船首碰垫（旧麻絮、麻绳、帆布等）②n.布丁（食品） 

puncture ①n.v.刺，扎，戳②n.（轮胎）刺伤③n.v.刺孔，漏气④n.v.（电）击穿 

push ①v.推动，推进，压，推②v.按动（电钮、开关等）③v.追求，攻击 

put ①v.放，置②v.装上，提出③v.附加，添加④v.表达，说明 

pyrotechnic a.烟火信号的，烟火的 

raft ①n.救生筏②n.木筏，木排③v.（木材）流放，浮运，筏运④v.冰块叠挤，冰块重叠 

ramp ①n.坡道，滑道，匝道②n.（登陆艇）首舌门，（滚装船）驳门，斜坡道，驳道③n.斜轨，滑轨④n.接线夹，鳄

鱼夹 

ration n.（食品、供给品等）日定量，限额 

reduce ①v.减小，减缩②v.破碎，弄碎，分解③v.归纳，归并④v.换算，折算，还原⑤v.简化，约分 

release ①v.断开，解开②v.放松，放开，放出③v.脱扣，脱钩④v.解除，免除，豁免⑤v.发布（消息等），发行（影片）

⑥n.免 

除断路器，放气装置，释放装置 

representative ①n.代表人，代理人②a.代表性的，相当的，表现的，典型的③n.（美）众议院议员 

rib ①n.肋材，拱肋，肋骨②n.防挠肋，加强筋③n.（沙上的）浪痕，畦田④v.装补强材，装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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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hand ①n.右侧，右手②a.顺时针方向的，右转的 

rotate ①v.回转，旋转，转动②v.循环，轮流，更替 

rouse ①v.用力拉②v.叫醒，唤醒 

row ①n.横列，行，排②v.划船，荡桨③v.骚动，吵闹 

salt ①n.盐类，盐②v.撒盐，加盐③a.咸味的，含盐的，咸的 

sanitary a.卫生的，清洁的 

scour ①v.擦洗，冲洗，洗净，刷②v.侵蚀，冲击，扫荡③v.疏浚，挖底（河底等）④n.洗涤剂，除垢剂 

seaward a.朝海的，向海的 

separate ①v.分开，分离②v.脱离，析出，离析③v.隔票（理货）④a.分离的，分开的，单独的 

serviceable ①a.适用的，可用的②a.可检修的③a.耐用的 

severe ①a.厉害的，猛烈的，严格的，严厉的，严重的②a.（天气等）恶劣的③a.（工作）艰苦的，繁重的 

sickness n.缺陷，疾病 

sight ①n.v.观察，观测②n.瞄准，照准③n.视野，情景，风景④n.视线，视距，眼界⑤n.瞄准器⑥n.观察孔 

sinkage n.（船在浅水区航行时出现的）下沉 

skid ①n.垫木，滑材，垫架②n.滑道，滚道③n.护舷木，艇垫木④n.制动垫板，刹车块⑤v.滑动，下滑 

spirit ①n.酒精，烈酒②n.乙醇③n.心情，情绪④n.精神，志气，态度 

sponge ①n.海绵②n.多孔材料，海绵状物③v.（用海绵）吸湿，揩，擦，抹④n.海绵质底（海图图式） 

sterilize ①v.消毒，灭菌，杀菌②v.使不起作用③v.（资金）冻结，封存 

sternum n.胸骨，胸片，胸板 

stomach n.胃，腹 

stop ①v.停止，阻止，阻塞，拦住②v.停留，停泊，停车③n.句号④n.掣子，门闩，销⑤n.限制器，截止阀，制动楔 

store ①v.贮藏，储藏②v.储备，存储③n.贮存品，备用品，补给品④a.大的（挪威、丹麦语） 

suit ①v.适合，配合，适应②v.控告，诉讼，起诉③n.（衣服、房屋）套，副，组 

surf n.拍岸碎浪，折岸波涛，浅浪，浪花，碎浪 

surface ①n.表面，面层②n.地面，路面，水面，砌面，镶面，铺面③v.装面层，弄平，刨平④v.浮出水面，升到面上 

survive ①v.幸免于，幸存，生存②v.脱险，残留，残存 

survivor n.生存者，幸存者，脱险者，残留者，残存者 

sway ①v.摇晃，摇动②v.偏荡，横荡 

swim ①v.漂浮，游泳，浮动②v.时髦，潮流③v.眩晕 

swivel ①n.回转体，转轴转，旋转②n.（链的）转节，转环③n.水龙头④v.使旋转 

take ①v.获得，取得②v.采取，利用③v.以为，认为④v.记录，摘录，量取⑤n.大山，山丘（日语） 

test n.v.试验，检验，检查，测验，化验，考验，测试 

texture ①n.（岩石、布料等的）组织，结构，纹理②n.特征，品质 

threaten ①v.预示，威胁，恐吓（危险）②v.似有发生或来临的可能，可能来临 

throw ①v.抛，投，掷②n.冲程，行程③n.（仪表指针的）摆幅，（断层的）落差，（光线等）投射，（电机的）槽距 

toggle ①n.肘节，套环②n.紧线钳，拉钳③n.系索扣栓，系索桩④v.索系，栓钉 

total ①a.全部的，总的②n.总额，总数，合计 

trace ①n.痕迹，轨迹，航迹，踪迹，迹②n.微量，痕量③n.（记录器的）描绘图，（示波器上的）扫描④v.跟踪，探

索⑤v.画曲 

线，描绘 

trice ①v.（用绳索或绞辘）捆，拉起，吊起，绑②n.瞬息，瞬间 

try ①n.试用，试图，尝试②v.力求，企图③v.（风暴中）减帆航行，不张帆航行④v.试验，考验⑤v.审讯，审理 

unconsciousness n.失去知觉，丧失意识 

unhook v.解开，摘钩，脱钩 

unscrew ①v.（螺钉等）拧开，扭开②v.拧松（螺钉） 

value ①n.价值，值，价②n.数值，数③n.尺寸 

vital ①a.有生命力的，有生命的，活的②a.不可缺少的，必要的，重要的③n.要害部门，要害部位，要害④n.（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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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部 

件，关键部件 

water ①n.水②n.海域，水域，水位，水面③n.潮位④v.浇水，掺水⑤v.给锅炉、船舶等上水，加水，洒水⑥v.使出水，

使湿 

water-tight ①a.不漏水的，水密的②a.（论据等）无懈可击的，没有漏洞的 

weekly ①n.周刊，周报②a.每星期的，每周的 

whistle ①n.号笛，汽笛②n.雾哨，哨子③n.笛声，啸声④v.放汽笛，吹哨，鸣笛 

yaw ①v.首摇，偏荡②v.偏航（由于操舵不慎或浪涌打击所致） 

yearly ad.一年一度的，每年的，年年，每年 

abandoned ship ①已弃船②已委付船 

able seaman ①一级水手，一等水手，熟练水手②二等水兵（海军） 

after all 归根结底，终究，毕竟 

air cylinder 储气筒，空气瓶，气缸，气筒，压气缸 

air tank ①空气箱，浮箱（救生艇上用）②压缩空气柜，（贮）气柜，储气罐，空气箱 

all hands 全体船员 

all water 全程水运，全程水路（运输条款用语） 

anchor line 锚定索，拉索 

appropriate time 适当时间 

ball joint 球形接头，球铰接合，球接头，球节 

bank cushion 岸推 

bilge strake 舭部列板，舭部外板，船腹外板 

blue color 面色发蓝 

boat fall 吊艇滑车索，吊艇辘绳，吊艇索 

brake handle 刹车手柄，制动手柄 

breaking seas 开花浪 

can opener 开罐头工具，开听刀，罐头刀 

carrying case 携带式仪器箱，弹药箱 

clear of 驶离，离开，避开 

close by 附近的，邻近的 

combustion temperature 燃烧温度 

come to ①朝风转向②船已被锚拉住③达到，共计 

compass error 罗经误差，罗经差 

condensed milk 炼乳 

container securing 集装箱系固系统 

control lever 控制杆，操纵杆 

davit head 吊艇架弯头，吊艇杆弯头，吊艇柱弯头，吊杆头 

davit span 吊艇柱连动索，吊艇杆牵索，吊艇架张索 

deck officer （船）驾驶员 

disengaging apparatus （救生艇的）松放装置 

drag line ①拉索，拖绳②拉铲挖掘机，索铲挖掘机③绳斗电铲 

drinking water 饮用水 

emergency situation 应急情况 

hard rain 暴雨 

heat loss 热消耗，热损耗，热损失 

helicopter pad 直升机起落坪 

high tide ①高潮，满潮②（满潮的）高水位 

hydraulic system 液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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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arge 负责人，主管 

inflatable liferaft 气胀式救生筏 

insufficient lubrication 润滑不良 

landing lights 着陆灯 

life preserver 救生用具，救生具 

life ring ①救生圈②救生握索环，救生索环 

lifeboat capacity 救生艇搭载量，救生艇容量 

lifeboat compass 救生艇罗经 

lifeboat equipment 救生艇设备，救生艇属具 

liferaft container 救生筏气箱，救生筏箱 

lowering position 下降位置 

manual pump 手动泵，手摇泵 

maximum rate 最高定额，最大功率 

metal lifeboat 金属救生艇 

minimum number 最小数量 

motor lifeboat 机动救生艇，摩托救生艇 

motor vessel 柴油机船，内燃机船 

ocean service 远洋航线，远洋业务 

official log 船舶志，船事记录簿（用于记录船上大事，如船员更换、救生与消防演习、对船员进行的处分等） 

offshore installation 海上建筑物，近海设施 

oil resistance 抗油性，耐油性 

open lifeboat 开敞式救生艇 

ordinary seaman ①二等水手，普通水手，普通海员②三等水兵 

oxygen deficiency 缺氧 

painter line 系艇索 

petroleum gas 石油挥发气体 

pneumatic system ①气动系统②气力输送系统 

pressure relief 压力减低，压力解除 

propeller speed 螺旋桨转速 

pull on 继续划船，用力拉纤 

put out ①驶出②开始，拿出，作出 

put up ①收起来，树起，挂起②提高，展示 

radial davit 旋转式吊艇柱，转动式吊艇杆 

radio apparatus 无线电设备，无线电机 

radio equipment 无线电设备 

readily available ①容易购到，容易取得②（市场上）有现货，能现购 

referring to ①关于②参照，参阅 

release lever 放松杆，脱扣杆 

releasing gear 释放机构，脱钩装置，解缆装置 

sinking vessel 下沉船 

soft patch ①临时补板（金属补板用螺栓固定住再涂上红丹油灰使其水密）②船上管道临时包缠堵漏 

spare battery 备用蓄电池，备用电池 

spare rudder 备用舵 

spray oil 喷淋油，杀虫油 

sprinkler system 洒水灭火系统，洒水装置，喷洒系统 

steel wire 钢丝绳，钢丝 

steering oar （救生艇）舵桨，代舵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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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ke oar 领桨手（左舷最后端的桨手） 

strong current 强电流 

supply system （油、水、气、汽）供给系统，供给方式 

supply valve 供给阀，供水阀 

take measures ①采取措施②设法 

towing hawser 拖缆，拖索 

tricing pendant 控制绳，吊索，拉索 

trip line 浮锚拉索，锚爪拉索（在锚不能拉起时用） 

tripping line 浮锚拉索，帆桁拉索，锚爪拉索，拉回绳，收帆索 

turn to 开始工作，转变 

visual signal 可见信号，视觉信号，直观信号 

warm water 暖水区，暖水海洋（指南北极圈以外的海洋） 

water spray （灭火器的）水雾 

wave action 波浪影响，波浪作用 

weather beam 正横风 

weather bow 上风首舷（方向） 

well ventilated 通风良好的 

work schedule 工作进度表，工作计划，施工进度表 

abandon ship signal 弃船信号 

complement of persons 全部乘员 

free fall lifeboat 自由落水救生艇 

galvanized wire rope 镀锌钢丝绳 

in connection with 与„„有关 

officer on duty 值班驾驶员 

on the bow 在首舷方向（自船首向左右 45°范围内） 

portable radio apparatus 手提式无线电设备 

pressure relief valve 压力交换阀，压力释放阀，去压阀，安全阀，减压阀 

shallow draft vessel 浅水船 

shallow water effect ①浅水效应（航速降低、操舵失灵及船尾下沉）②（潮汐）浅水影响 

steel wire rope ①钢丝绳②钢索 

take advantage of 利用，运用，趁机 

up and down ①（锚链）垂直②上下往复③有进取心的，进步很快的，精明强干的 

OARS|Ocean Area Reconnaissance Satellite 海域侦察卫星 

SWL|Safe Working Load 安全工作负荷 

 

access ①n.v.接近，进入②n.引道，进路，捷径，通道③n.进入孔，调整孔，入口，人孔④n.（拆机）备用空间⑤v.

存取（计算技 

术）⑥v.与因特网的联接 

activity ①n.活动，业务，工作②n.活动性，能动性③n.活化度，活性，活性度 

adsorb v.吸附 

application ①n.操作，适用，运用，使用，应用②n.委托，申请③n.申请单，委托书，申请书④n.设备，用具⑤n.浇

油，撒布， 

敷用 

approval ①n.核定，鉴定，批准，赞成，认可，许可，核准，通过②n.同意 

ballast ①n.压载物，压重物，压舱物②n.石渣，碎石，道碴，底货③n.（气球、汽艇的）沙囊④n.镇定物，平稳器，

镇流器⑤v. 

使稳定，加压载，铺道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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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chemical a.生物化学的，生化的 

biodegradation n.（油污的）生物降解 

bisulfate n.酸式硫酸盐，硫酸氢盐 

boil ①v.煮开，沸腾，煮沸，浇开②v.（河水）泡水，翻滚，翻花③v.（砂土等）管涌④v.起泡，汽化⑤n.疖 

bubble ①n.水泡，气泡，泡②v.起泡，冒泡③v.沸腾，涌出④n.气垫 

cap ①n.海底平山，海角，岬角（罗马尼亚语）②n.帽，罩③n.（烟囱顶）环盖，（磁罗经）轴帽，云帽（气象）④

n.桩台，顶盖 

，桩顶⑤n.灯泡头，电子管底，雷管⑥v.给„„戴（帽），引出头，装雷管 

cause ①n.理由②v.引起，造成，原因 

certificate ①n.证明，凭证②n.证明书③n.合格证，执照 

chloride n.氯化物 

coastwise a.沿海岸的，近海的，沿海的 

concentration n.集聚，浓度，浓缩，集中 

contamination ①n.玷污，沾染，污染②n.污物，杂质 

country ①n.乡村②n.地方，地域，地带③n.国家④a.乡村的，地方的，本地的 

degradation n.（复合化合物）分解，（岩石等）破碎，（堤岸等）冲刷，（河床）刷深，弱化，降级，堕落，减削，

衰变，减低 

destruction n.毁灭，消除，破坏，毁坏，消灭 

dispersant ①a.分散的②n.护散剂，悬浮剂，分散剂，化油剂 

dispersion ①n.悬浮体，悬浮液②n.弥散（现象），分散（作用），色散③n.消散，消解④n.散布，扩散 

dissolution ①n.解除，取消，终止②n.分离，分解③n.（货物因化学作用而）变质，溶解④n.（冰雪）消融，散尽 

dissolve ①v.分解，溶解②v.解散，终止 

dissolvent ①n.溶剂②a.溶剂溶解的，有溶解力的 

down ①ad.在下面，向下边，向南边，向市内，向下游，向海边②n.丘陵，沙丘沙岗（常用复数）③n.绒毛④n.坏

了 

drip ①n.v.液滴，滴水，漏水，滴②n.滴水器③n.屋檐，门檐，窗檐 

elimination ①n.除去，删去，淘汰，排除，消除②n.消去法，消元法 

emulsification n.乳化作用，乳化 

emulsify v.使乳化 

environment n.周围的事物，环境 

environmental ①a.环境的②a.环境造成的 

enzyme n.酶 

ethyl n.四乙基化铅，乙烷基，乙基 

evaluation ①n.（数值的）计算，求值②n.测定，评定，鉴定③n.估价，评价④n.评审 

examiner n.检查员，检验员 

facility ①n.工具，装置，设施，装备②n.试验基地，试验室，工厂，厂房③n.设备（常用复数）④n.装卸设备，码头 

film ①n.（照相）软片，薄层，胶片，薄膜②n.影片，电影③v.在„„上覆以薄膜，形成薄膜，盖薄膜，涂膜 

government ①n.政府②n.管理，支配 

guide ①n.v.指南，引导，指导②n.（集装箱船）导箱轨，导向槽，导板③n.向导船，向导舰④n.波导管 

harbor ①n.港池，港湾，港口（有时也指一个港内的港区）②n.避难所③v.停泊 

harm n.v.伤害，损害，损伤，危害 

harmful a.有害的 

header ①n.头部，顶盖，磁头②n.集水管，联管箱，总管③n.丁头石，丁砖④n.文章标题，信息索引标题 

human a.人为的，人类的 

hydrocarbon n.碳氢化合物，烃 

implement ①n.执行，履行，完成，实现②n.补充，补给③n.工具，器械，仪器 

important a.重大的，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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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plete a.不完善的，未完成的，不完全的，不闭合的，不足的 

influence ①n.效应，感应②n.影响 

investigation n.测定，审查，勘测，调查，研究 

label ①n.（危险品的）标签，签条②n.标记，铭牌，名牌③v.标明，标示④v.用名牌表明，贴标签 

large ①a.大的②a.大量的③a.顺风的 

levy ①v.征集，征收，征税②v.扣押 

lime ①n.石灰②v.用石灰处理③n.莱姆（像柠檬的果实） 

loading ①n.装船，装货②n.负荷量，承重量，荷载量 

million ①n.百万，兆②n.群众 

minor a.少数的，辅助的，局部的，较小的，次要的，小的 

movement ①n.运动，动作，活动，行动②n.运输，搬运，移动，迁移③n.运转，动态，动程④n.机械装置，可动机

构 

naphthenic ①a.环烷的②a.环烃的 

non-return a.不归零制的，单向的 

notification ①n.布告，通知，通告②n.通知单，通知书 

nutrient n.营养物，养分 

occurrence ①n.事故，遭遇②n.出现，发生③n.存在，产地④n.产状（地质） 

oily ①a.油的②a.油污的③a.多油的，油质的，含油的④a.加油润滑的 

organize ①v.编制，组织②v.筹备，创办，发起③v.形成器官 

overflow ①n.洪水②n.v.泛滥，洋溢，溢出③n.溢流管，溢水沟④n.超过业务量 

owner ①n.船舶所有人，船主，船东②n.所有人，所有者，物主，业主 

permission n.同意，容许，许可 

photooxidation n.光致氧化 

pollutant n.污染物质，污染物 

pollution ①n.污染，公害，弄脏，污秽②n.腐败，堕落 

practical a.有实际经验的，应用的，实际的，有用的，实用的 

pressurize v.增压，加压，密封 

prevention ①n.妨碍，阻止②n.防止，预防 

prioritize v.排列优先次序，作为重点 

quantity ①n.数量②n.参数，数值，定额③n.大量，大宗 

refuse ①n.渣滓，残渣，垃圾②n.废料，废物③a.废弃的，扔掉的，无用的 

relief ①n.释放，解除②n.放出，放泄③n.去载，卸荷，减压④n.救援，救助⑤n.替换，接班⑥n.地势起伏，轮廓鲜明

⑦n.替换者 

，接班者 

sawdust n.锯末，木屑，锯屑 

sediment n.沉积泥沙，冲积物，沉淀物，水垢，污垢，渣 

sedimentation n.沉积，沉淀，沉降 

seizure ①n.v.卡住，咬缸②n.v.夺取，占领③n.v.查封，没收，充公④v.扣押 

separator ①n.分离器，离析器，分选机②n.（道路上）分隔带，隔板 

settle ①v.沉陷，下沉，沉积，沉淀②v.决定，确定，解决③v.支付，结算④v.（使）稳定，定居 

severity n.严重性，严厉性 

sewage ①n.（生活）污水，污物②n.污水系统 

shipboard ①n.舷侧，船舷②a.船上的 

shutdown ①n.关闭，停车，熄火②n.停止运转，停航③n.（河流）封冻 

signatory ①n.（契约、协议等的）签署者，签约者，签约国②a.签约的，签署的 

site ①n.地区，场地，地点，部位②n.地址，位置③n.现场，场所④v.位于，设在，放在 

skill ①n.技巧，技能，技术②n.技术工人，技术人员③n.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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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ck ①a.整洁的，精致的，光滑的②a.巧妙的，灵活的③n.平滑水面，海面油膜，水面浮油（因撒油或船转弯时船

尾所形成）④ 

n.修光器，刮刀⑤v.修光，整修 

slop ①n.废油，污水②n.软泥，淤泥③v.溅出，泼出，溢出，超过④n.廉价服装，寝具 

sodium n.钠（缩写 Na，原子数 11） 

solubility n.可溶度，溶解度，溶解性 

solution ①n.解答，解释，答案②n.解式，解③n.沥青清漆，水罗松，橡胶水 

spill ①n.v.漏出，溅出（油等）②v.溢出，倒出，流出③n.溢出量，溢出物 

spread ①n.v.伸开，展开，铺开②n.v.扩散，散布，蔓延③v.扩敷，摊铺，涂 

straw ①n.稻草，麦秸②v.盖上稻草 

submission ①n.屈服，服从，忍受②n.降服，顺从③n.提供，投稿④n.认为，见解⑤n.接受外国法院的裁决 

subsequent ①a.接着发生的，后继的，以后的②a.后成的（地质） 

suction ①n.吸管，吸口②n.吸收，吸引，吸力，吸气，负压③n.吸引现象（船吸、岸吸） 

sufficient a.充分的，足够的 

supervision ①n.监视②n.监督，管理，主管③n.辅导，督促，指导④n.监理 

sustain ①v.支撑，支持，支承②v.持久，继续，持续③v.供应，维持④v.遭受，蒙受 

tanker n.散液船，液货船，油轮 

trade ①n.v.贸易，交易②n.v.经营，经商，通商③n.v.（运输合同中的）航海，航行④n.行业，职业，同行⑤n.贸易额，

运量⑥ 

n.贸易风，信风⑦n.v.交换，往返 

tug ①n.拖船②v.拖，拉，曳③v.苦干，挣扎，搏斗 

ullage ①n.（油舱）膨胀余位，空当②n.耗损量，漏损量③n.损耗 

unknown a.未被发现的，不知道的，不明的，未知的 

unplug v.拔去，去掉„„障碍物（塞子、插头） 

upwind ①a.逆风的，迎风的，顶风的②n.上风方向③ad.在上风 

deck level 甲板平面 

dirty ballast 油污压载，污压载水，沉淀柜，污油柜 

discharge head ①（泵的）扬程②排出压头，输送高度 

discharge valve 排泄阀，排出阀，排气阀，排水阀，放泄阀 

dock man 码头带缆工人，码头装卸工人，码头搬运工，码头水手，船坞工人 

double hull 双层船壳 

drip pan ①承滴盘，承屑盘，滴油盘，承水盘②（舷窗）集水斗③辅助帆④装卸货防护网 

emergency plan 应急计划 

equipment failure 设备故障，设备失灵 

ethyl chloride 氯化乙基，氯乙烷 

fire protection 消防措施，防火 

fleeting area 驳船集结区，驳船编队区 

free from 不受，免于，没有 

garbage disposal 垃圾处理 

harbor master 港监局局长，港务监督长，港务长 

hose connection 软管接头，软管联结 

immediate use 立即使用 

job site 施工现场，工作现场，工地 

liquid ballast 液体压载 

liquid cargo 液体货物，液体货，液货 

loading plan 装船计划，配载图 

margin line 界限线，限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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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 environment 海洋环境 

marine life 海生物 

metal container 金属制集装箱，金属集装箱 

navigation spaces 驾驶用的舱室（计算净吨位时可扣除的部分） 

non-return valve 止回阀，单向阀 

oil dispersant 油分散剂，消油剂 

oil pipe 润滑油管，油管 

oil pollution 油类污染，油污染 

oil refuse 油渣 

oil spill 溢油 

oil tanker ①油船②油槽车，油罐车 

oil wash （清洗油舱用的）轻汽油 

oily mixture 油性混合物，含油混合物 

oily water 含油的水，油污水，污油水 

on deck 在舱面上，在甲板上 

on-scene coordinator 现场协调人 

open deck 开敞甲板，露天甲板 

outside air 室外空气 

pedestal crane 基座式起重机，构台起重机 

petroleum cargo 石油货物 

plan approval 图纸审批，图纸认可 

pollution emergency 污染应急 

pollution prevention 防污染 

power ventilation 动力通风，机械通风 

pump out 泵出，抽空 

pumping out 泵出 

put forward 提出，推荐（问题、理论等） 

relief valve 减压阀，卸压阀，释荷阀，安全阀，保险阀，释气阀 

restricted service 有限航区航运 

result from 由„„引起，由于„„ 

set out ①开始，动身，出发②提出，陈述③放线，放样④落潮 

slop tank 污油水舱，污水舱 

solid oil 固体润滑油 

suction line 吸入管路，吸油管系，吸油系统 

suction valve 吸气阀，吸水阀，进油阀 

suspended material （水中的）悬移质，悬浮泥沙 

tank cleaning （油轮）洗舱，油舱清洗 

oily water separator 油水分离器 

period of validity 有效期 

red and white 红和白（条纹） 

replace the hose 换新软管 

shore control point 岸基控制点 

COW|Crude Oil Washer 原油清洗机 

DWT|Deadweight Tonnage 载重吨 

IN|Impeding Navigation 碍航 

IOPP|International Oil Pollution Prevention Certificate 国际防止油污染证书 

IT|Immediate Transport 保税运输，立即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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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POL|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1973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 

TOO|Time of Origin 起始时间 

US|Ultra-sonic 超声波，超声 

WAS|Warranty for Arresting Ship 扣船担保 

 

abdomen n.腹部，腹 

appendicitis n.阑尾炎 

appendix ①n.附录，附言，补遗②n.附属物③n.盲肠 

aromatic a.芳香族的，芳香的，芳烃的 

attack ①v.侵蚀，腐蚀②v.侵袭，破坏，进攻，攻击③v.着手，动手 

bath ①n.浴器，液槽，浴室，浴场②n.v.沐浴，洗澡③n.电镀槽，电解槽④v.浸，泡 

benzene ①n.苯②n.挥发油，汽油 

blister ①n.（铸件的）沙眼，水泡，气泡，泡②n.（使）起泡 

brush ①n.刷子，电刷②n.树枝，梢料③n.灌木材④v.刷掉，刷去，清理，擦，扫 

bunk ①n.（船上的）固定铺位，铁架帆布床，双层铺②n.锚地，泊位 

buttock ①n.纵剖面，纵剖线②n.船尾部型线，船尾型③n.臀部④n.船艄，艄型 

care ①n.v.谨慎，小心②n.v.照顾，照料③n.v.管理 

char n.炭烧焦，烧成炭，炭化 

concussion ①n.振动，冲击②n.震动，撞击③n.脑震荡 

confine ①v.限制，管制，禁闭②n.境界，边界，区域，范围 

consist v.组成 

conversation n.会话 

copious ①n.富饶，繁荣②a.内容丰富的③a.冗长的 

deflate ①v.放气，抽气，瘪气（轮胎等）②v.（通货）紧缩，下降，缩小 

dehydrate v.脱水，去水 

die ①v.死亡，消失②n.硬模，钢模，冲模③n.螺丝板牙，螺丝绞板④n.柱墩 

dilate v.扩大，膨胀，扩张，扩展，展开 

disinfectant n.消毒剂 

disulfide n.二硫化 

doctor ①n.博士，医生②n.海上医师，检疫医生，船医③n.辅助器具，校正器，调节机，刮刀④n.南非沿海的强烈东

南风（哈马丹 

风，道格特角风） 

dosage n.一次的分发量，剂量 

dose n.（药的）一服，一次服量，剂量 

establish v.设置，设立，建立，制定，确定 

examination ①n.试验，实验，检验，检查②n.考试，考查 

execute ①v.执行，实行，履行，施工②v.生效③v.执行指令，启动软件 

feeble a.微弱的 

fitness n.（健康状况）良好，适当性 

groggy a.醉酒的 

haste n.急速，急忙，草率 

immobilize ①v.使不动，使固定②v.（机舱）停机，停航③v.停止流通（货币、资金） 

inhalation n.吸入 

irreversible a.不能倒置的，不可撤销的，不可逆的 

isoprene n.异戊二烯 

jelly ①n.（透明）冻胶，胶状物，凝胶②n.果冻 

jerk ①n.v.急牵，急顿，急跳，急拉，急推，急扭，急扔②v.强烈颤动，震摇，颠簸，抖动③n.加油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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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hal a.致命的，致死的 

loosen v.变松，弄松，放松，解开，释放，放宽 

meal ①n.粗粉，谷粉②n.饭，餐（一般指非正餐） 

moment ①n.重要时刻，瞬时，瞬间②n.时机③n.力矩，弯矩，矩④n.重要因素⑤n.因素 

pale ①n.尖顶板条，栅栏，板桩②a.淡色的，苍白的③v.设木栅栏，设板桩④v.（颜色）变淡，变暗 

paralysis n.停顿，麻痹，瘫痪（复 paralyses） 

pause ①n.v.间歇，暂停，中止②v.踌躇，犹豫 

phenol ①n.石碳酸，酚石，碳酸，苯酚②a.苯酚的 

pillow ①n.垫块，承座，轴座②n.枕垫，垫板，垫座③n.轴枕，轴瓦④n.枕头 

preamble ①n.报头②n.（法律、条款等）前言，序言，绪论 

precaution ①n.警惕，谨慎，小心，注意②n.注意事项，预防措施③n.使警惕，使防备 

prescribe ①v.命令，指示②n.开药方，处方③v.指派，规定，指定 

prick ①v.刺穿，穿孔②n.刺点，刺孔③n.标杆④n.缝（帆）⑤v.标出（在海图上标出船位、航向或量取距离） 

principally ad.主要地，大概，大抵 

prompt ①a.立即的，敏捷的，迅速的②v.促使，推动，提醒 

prone ①a.有„„倾向的，容易„„的②a.面向下的，俯伏的，下倾的 

purge ①v.冲洗，清洗，清除②v.洗净，净化，肃清 

reliever n.减压装置，释放器，解脱器 

repack ①v.重新包装，改装②v.重新填塞 

revive ①v.苏醒，复苏②v.复兴，恢复，复原 

seriousness n.严重性 

spillage ①n.漏损货，扫舱货，地脚货②n.溢出物，溢出量③n.损耗，浪费 

spurt ①v.迅速上涨，生长，长出，发芽②v.活跃，兴旺③n.一会儿，短时间 

sugar n.蔗糖浆，蔗糖，糖 

sulfate ①v.硫酸盐，硫酸酯②v.（蓄电池极板）形成硫酸垢③v.用硫酸处理，硫化 

sunstroke n.v.中暑 

surgeon ①n.船上医生②n.外科医生 

symptom n.迹象，征兆，症状 

tablet ①n.碑，板，牌②n.小片，小块③n.便笺簿，便笺④n.药片⑤n.输入板，书写板 

telegram n.电报 

tenseness n.张紧状态，张紧度 

thumb n.拇指 

tongue ①n.舌榫，雄榫②n.舌簧，舌片，衔铁，舌③n.（伸入海面的）岸岬，沙嘴④n.海冰边界延伸部分⑤v.用舌槽

榫联结 

towel n.毛巾 

uncertainty n.不可靠性，不精确性，不确定度，不定性 

unfit ①a.不适当的，不合格的②v.使不适当③n.不合格者 

university n.大学 

upright ①n.立柱，竖杆，支柱②a.正浮的，直立的，竖立的 

vein ①n.纹理，纹路②n.矿脉，岩脉，岸脉③n.静脉，血管④n.冰间水路，裂缝⑤n.风格，趋向 

vomit v.呕吐 

wrap ①v.卷，缠，绕，包②v.包上，围上③n.覆盖物，封皮，包装④v.秘密，保密 

back injuries 腰背伤 

bowel movement 排便（医学用语） 

brush away 刷掉 

burn in 烧进，烙上，腐蚀 

carbon disulfide 二硫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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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 in 接近 

confine to 限制，局限于（在„„范围内） 

consist of 由„„组成 

elevated temperature 高温 

epileptic convulsion 癫狂症 

ethyl alcohol 酒精，乙醇 

fine spray 细油雾 

flow chart 流程图，流量图，框图 

foreign material 掺和物，杂质 

health hazard 人身事故 

heat cramps 热痉挛 

heat stroke 中暑 

ice pack 大块浮冰，浮冰群，积冰 

inert material 非活性材料，非活性物质 

injured person 受伤人员 

maximum temperature 最高温度 

medical care 医疗护理，医疗 

medical fitness 体检合格 

medical treatment 医药治疗 

no air 车胎无气（批注） 

petroleum jelly 凡士林 

radio telegram 无线电报 

reverse course 反航向 

room temperature ①常温②室温 

shaded area 划有阴影线的区域，阴影面积 

small circle 小圆 

steady flow 稳定流，定流 

unconscious condition 意识丧失状态 

water source 水源 

bicarbonate of soda 碳酸氢钠，小苏打 

medical first aid 医疗急救 

take charge of ①负责，担任②管理，保管，接办 

time to maneuver 试操作时间 

DH|Deadhead 码头系缆桩 

IBC|Institute Clauses for Builder's Risks （伦敦）保险业公会船舶建造条款 

MFAG|Medical First Aid Guide for Use in Accidents Involving Dangerous Goods 危险货物事故医疗急救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