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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船货物操作高级培训 

 
 

ET031_装卸货操作-在化学品船上服务的轮机长、轮机员、值班水手、值班机工、高级值

班水手、高级值班机工及其他对化学品船货物相关操作承担直接责任的船员 
ET032_装卸货物操作-在化学品船上服务的船长和甲板部高级船员 
ET033_洗舱、排污及舱壁测试操作-在化学品船上服务的轮机长、轮机员、值班水手、值

班机工、高级值班水手、高级值班机工及其他对化学品船货物相关操作承担直接责任的船

员 
ET034_洗舱、排污及舱壁测试操作-在化学品船上服务的船长和甲板部高级船员 
ET035_氮气冲注及维护操作-在化学品船上服务的船长、驾驶员、轮机长、轮机员、值班

水手、值班机工、高级值班水手、高级值班机工及其他对化学品船货物相关操作承担直接

责任的船员 
ET036_货舱液位、温度、压力测量及报警操作-在化学品船上服务的船长、驾驶员、轮机

长、轮机员、值班水手、值班机工、高级值班水手、高级值班机工及其他对化学品船货物

相关操作承担直接责任的船员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T031 1 1   0.4 1 

ET032 1 1   0.4 1 

题干 结合考场准备的货物装卸设备或模拟等效设备，演示货物安全装载的操作程

序，同时辅以解说，阐述船岸联系、装货前的准备工作、装货过程速度的控

制及注意事项、货泵间通风机操作及注意事项、货物气体回收操作及注意事

项、压载水操作。（货物的种类、数量等相关信息以及具体的装载要求由评

估员现场指定）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在考场准备装货设备或模拟等效设备。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一、口述与实际操作： 

1、船岸联系：与码头代表共同完成船岸安全检查单，以及与码头代表、商检

共同确认装货的各项事宜，如： 

1.1、本次所装货品的品名、性质、数量、舱别（配载图） 

1.2、船岸连接用的歧管和法兰的尺寸（货管、回气管） 

1.3、船岸间通讯方式、应急停止的信号 

1.4、初始装速、正常装速、平舱速度及提前通知的时间 

1.5、取样事宜也需要事先约定 

2、装货前的准备工作：到港前测试高位和高高位报警，根据船岸约定进行货

物管线、回气管路的调整和连接，阀门的正确开启，消防器材、安全员装备

及防污器材的准备。 

3、装货作业过程： 

3.1、初装：先以低速进行装载（线速度不大于 1 米/秒），检查管系、阀门

是否泄漏，货物是否进入预定舱室 

3.2、普装：经初装检查正常，货物淹没装货管出口后可以缓慢增加至正常装

货速度（线速度不大于 7 米/秒），重新进行管系阀门的检查，注意舱内液位

的变化，压力变化，PV 阀工作是否正常（若连接回气管，PV 阀不跳动；若未

连接回气管，则 PV 阀在达到一定的压力后起跳释放货舱压力）；随时核算船

舶剪力、弯矩，保持合理的吃水差 

3.3、平舱：通知岸方降低装货速度至约定的平舱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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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货泵间通风机操作：按要求提前开启货泵间通风机，人员进入货泵间检查

时，必须遵守相关的安全操作规程。 

5、压载水的操作：根据装货作业的需要合理排放压载水 

6、装货结束后，对货物管线中进行吹扫操作，进行货物的计量（实高、空

挡） 

7、应急事件的处理（管线渗漏，货舱漫溢等） 

 

二、评估方法： 

（1）学员在操作演示的同时，辅以解说。 

（2）评估员根据现场实操的情况对学员提问。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T031 1 1   0.4 1 

ET032 1 1   0.4 1 

题干 结合考场准备的货物装卸设备或模拟等效设备，演示货物安全卸载的操作程

序，同时辅以解说，阐述船岸联系、卸货前的准备工作、卸货过程操作、货

泵间通风机操作及注意事项、货物气体回收操作及注意事项、压载水操作以

及液压泵的操作及注意事项。（货物的种类、数量等相关信息以及具体的装

载要求由评估员现场指定）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在考场准备卸货设备或模拟等效设备。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一、口述与实际操作： 

1、船岸联系：与码头代表共同完成船岸安全检查单，以及与码头代表、商检

共同确认装货的各项事宜，如： 

1.1、本次所卸货品的品名、性质、数量、舱别（积载图） 

1.2、船岸连接用的歧管和法兰的尺寸（货管、回气管） 

1.3、船岸间通讯方式、应急停止的信号 

1.4、初始卸速、最大卸速、最大卸货压力及提前通知的时间 

1.5、取样事宜也需要事先约定 

2、卸货前的准备工作：液压货泵的准备（吹空、液压动力的启动），根据船

岸约定进行货物管线、回气管路的调整和连接，阀门的正确开启，消防器

材、安全员装备及防污器材的准备。 

3、卸货作业过程： 

3.1、初卸：通常选择一液位较低货舱开始低速卸货，检查管系、阀门是否泄

漏，岸方核查是否正常收货 

3.2、正常卸货：经初卸检查正常，待岸方确认后可以缓慢增加泵压至正常卸

货速度（喉管压力达到约定压力），重新进行管系阀门的检查，注意舱内液

位的变化、压力变化、PV 阀工作是否正常（若连接回气管，PV 阀不跳动；若

未连接回气管，则 PV 阀在达到一定的真空压力后起跳补充货舱压力）；随时

核算船舶剪力、弯矩，保持合理的吃水差。 

3.3、扫舱：按照程序布置手册要求，调整至合适的横倾、纵倾，尽可能卸净

货物 

4、货泵间通风机操作：按要求提前开启货泵间通风机，人员进入货泵间检查

时，必须遵守相关的安全操作规程。 

5、压载水的操作：根据装货作业的需要合理装载压载水，若卸加温要求高的

货品，尽量避免压载水操作影响收舱效率 

6、卸货结束后，对货物管线中进行吹扫操作（压缩空气吹扫易产生静电，推

荐使用氮气） 

7、应急事件的处理（货油管线渗漏，液压管线渗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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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方法： 

（1）学员在操作演示的同时，辅以解说。 

（2）评估员根据现场实操的情况对学员提问。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T032 1 2   0.4 1 

题干 结合考场配备的积载软件和资料，编制一份配/积载计划（配载软件各参数的

初始值设置、三种及以上货物种类及积载的相关要求和资料由评估员现场指

定），要求每票货物装载完成后的船舶强度、吃水差等在合理范围并保存其

状态；阐述计划的实施与监控注意事项。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在考场准备配载软件及电脑设备和《货品相容性表》、船舶适装证书等资

料。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一、口述与实际操作： 

根据计划装载货物制作配载图 

1、根据要求完成配载软件的初始设置。 

2、查找适装证书，确认本船是否可以装运。 

3、查找《货品相容性表》和每票货品加温要求进行合理配载： 

A、根据货物、船舶等资料完成预配图； 

B、将预配载图输入配载仪； 

C、核实船舶吃水、吃水差、稳性、SF、BM。根据配载仪计算结果调整配载

图，重复以上步骤，直至得到合理的配载图； 

D、根据航程油水消耗，核算航行途中和抵港船舶吃水、吃水差、稳性、SF、

BM 以及船舶横倾。另外，尽可能考虑到多票货品不同港口装、卸后船舶吃

水、吃水差、稳性、SF、BM 以及船舶横倾是否满足要求； 

E、核算航行途中船舶碰撞情况下，船舶剩余浮力和稳性情况，即破舱稳性。

4、保存每票货物装载完成后的船舶状态。 

5、根据编制的装货计划，阐述计划的实施与监控及注意事项。 

二、评估方法 

1、评估员可以根据学员操作和口述的情况，对学员现场提问。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T034 2 1   0.4 1 

题干 根据给定的条件和要求（货舱状况及上载、下载货物的资料由评估员现场指

定），以及现场给定的船型和设备编制一份水洗舱计划。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在考场准备《洗舱指南（手册）》及相关资料。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一、实际操作与口述 

1、正确使用洗舱指南和清洗程序索引，确定洗舱的具体要求 

2、编制水洗舱计划 

2.1、洗舱作业前对洗舱设备的检查：包括洗舱机、洗舱软管（移动式洗舱

机）、洗舱泵、加热器及相关阀门 

2.2、参与洗舱人员的职责安排 

2.3、洗舱方式的选择 

2.4、洗舱介质的选择 

2.5、对洗舱管线压力和水温的要求 

2.6、对船舶吃水差的要求 

2.7、洗舱时惰气的使用（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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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货舱的清洗程序： 

清洗程序是下列步骤或部分步骤的组合： 

预洗（用海水冲洗液货舱）；化学清洗剂清洗；冲洗（用海水冲洗液货

舱）；喷洗淡化（用淡水冲洗液货舱）；除氯蒸舱（用蒸汽冷凝水清洗液货

舱）；甲苯气蒸（用甲苯作溶剂清除残货）；排污（清除舱中所有液体）；

干燥（吸尽冷凝水、通风、除味、干燥和吸尘）。 

2.9、装货前惰化舱气 

3、洗舱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二、评估方法： 

评估员可根据操作与口述的情况对学员进行提问。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T033 2 2   0.4 1 

ET034 2 2   0.4 1 

题干 结合考场准备的洗舱设备或等效模拟设备，演示洗舱操作程序，包括洗舱机

操作和洗舱水温度的控制等；同时辅以解说，说明洗舱过程的具体操作及注

意事项。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在考场准备洗舱设备或等效模拟设备。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一、口述与实际操作 

1、洗舱机操作程序 

（1）、固定式洗舱机：根据洗舱计划，设定固定式洗舱机的各参数（喷嘴角

度和旋转速度），打开洗舱机的阀门，启动洗舱泵，待确定洗舱介质通过洗

舱机管路时，提高泵速，使洗舱机达到工作压力，在换洗舱时，洗舱机应遵

守“先开后关”的原则； 

（2）、使用移动式洗舱机时，在连接洗舱软管与洗舱管路之前，先打开洗舱

管路最前端的接头，放水数分钟，然后将洗舱时需要的全部接头依次打开，

用海水加以冲洗，最后再将软管接到预定的接头上，在将洗舱机放入货舱

前，应先将洗舱机、软管和洗舱管路连接好，取出时也应保持连接状态。 

2、洗舱水的温度控制 

洗舱水加热器设备安装有控制出口水温的设备，用以控制洗舱水的温度在预

定值，当控制出口水温的设备故障时，也可通过控制蒸汽阀的开度，手动调

节洗舱水温度。 

3、洗舱过程的具体操作及注意事项（以装备潜液泵及其管系的化学品船为

例） 

1）清洗水预先由非循环管系注入污液水舱（或指定某一液货舱），进行预加

热，并按所需比例投入一定量的清洗剂，利用污液水舱内的潜液泵将清洗介

质输送至洗舱机进行洗舱。清洗后的洗舱水由该液货舱内的潜液泵通过液货

管系排往某一液货横跨管，再由专设的污液水舱管注入污液水舱。按照上述

流程重复进行循环洗舱，直至达到清洗要求为止。 

2）洗舱程序（根据要求，应是以下几种或全部步骤的组合） 

（1）预洗（用海水冲洗液货舱）； 

（2）化学清洗剂清洗； 

（3）冲洗（用海水冲洗液货舱）； 

（4）喷洗淡化（用淡水冲洗液货舱）； 

（5）除氯蒸舱（用蒸汽冷凝水清洗液货舱）； 

（6）甲苯气蒸（用甲苯作溶剂清除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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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排污（清除舱中所有液体）； 

（8）干燥（吸尽冷凝水、通风、除味、干燥和吸尘）。 

二、评估方法： 

评估员可根据操作与口述的情况对学员进行提问。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T034 2 3   0.4 1 

题干 结合考场准备化学品船污水排放设备或模拟等效设备，演示污水排放入海和

上岸的操作程序，同时辅以解说，说明防污染规定、要求及操作的注意事

项。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在考场准备化学品船污水排放设备或模拟等效设备。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一、口述与实际操作 

1、防污染规定、要求： 

1）、MARPOL 公约对于现有船和新造船的货舱残留量的要求 

2）、根据 MARPOL 公约附则Ⅱ的要求，对 X 类和部分 Y 类货物强制预清洗，

要求清楚的说明强制预洗的操作方法和文件记录要求。（以 1994 年 7 月 1 日

及以后建造的船舶为例） 

（1）、不带循环的非凝固物质的预清洗程序 

a、足够压力的旋转喷射水柱 

b、洗舱时，扫舱方法的使用 

c、对于黏度在 20℃时≧50mPa.s 的物质的洗舱要求（不少于 60℃的热水洗

舱） 

d、用于预清洗的最小水量 

e、预清洗后，彻底清扫货舱和管路 

（2）、不带循环的凝固物质与非凝固物质的预清洗程序的不同 

（3）、循环洗舱介质的预清洗程序 

a、适用于清洗含有相同或类似的物质的多个货舱 

b、循环冲洗的基本程序 

c、对于黏度在 20℃时≧50mPa.s 的物质的洗舱要求（不少于 60℃的热水洗

舱） 

d、用于预清洗的最小水量 

e、预清洗后，彻底清扫货舱和管路 

f、漂洗液货舱 

2、货物残余物的排放（排放上岸和入海） 

1）、X 类物质残余物的排放：预清洗后，排入接收设备的残余物的浓度

≦0.1%。预清洗后注入舱内的任何水可以按照排放标准排放入海。 

2）、Y和 Z类物质残余物的排放： 

（1）、关于 Y 和 Z 类物质残余物排放程序适用于化学品的排放标准。 

（2）、如果 Y 或 Z 类物质没有按《手册》要求进行卸载情况的处理。 

（3）、对于 Y 类物质中的高黏度或固化物质适用的措施和标准。 

3）、洗舱水排放入海条件：最近陆地 12 海里、水深大于 25 米、自航船船速

大于 7 节、通过水下排放且不超过水下排放口的最高设计速率、不在特殊区

域内。 

二、评估方法： 

评估员可根据操作与口述的情况对学员进行提问。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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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034 2 4   0.4 1 

题干 结合考场准备的舱壁测试设备，演示氯离子检测、碳氢化合物检测、高锰酸

钾试验方法进行舱壁测试的操作程序，同时辅以解说。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在考场准备舱壁测试仪器设备。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一、口述与实际操作 

1、舱壁测试操作 

1）、获取 WWT 样品 

2）、了解 WWT 的一般标准：（1）高锰酸钾变色实验：在 15.5°C 避光 50 分

钟；（2）碳氢化合物基本为零；（3）氯离子小于 1PPM 

3）、正确使用各种设备和仪器 

4）、目视比对样品的正确方法 

5）、WWT 实验试剂的保存方法。 

二、评估方法： 

评估员可根据操作与口述的情况对学员进行提问。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T035 3 1   0.4 1 

题干 结合考场准备氮气操作设备或等效模拟设备，演示氮气充注操作程序，同时

说明船岸联络注意事项、液货舱氮化充注操作要领、航行途中维持液货舱氮

化的条件、操作及注意事项。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在考场准备氮气操作设备或等效模拟设备。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一、口述与实际操作 

1、船岸双方对作业程序达成一致，包括： 

a、置换种类和顺序 

b、确定接受氮气的货舱和管路 

c、供气来源-船舶、码头、驳船 

d、通信和应急停止程序 

e、充气的速度和要求的压力 

f、压力的调整和监控 

g、紧急情况和完成时的操作 

h、健康和安全 

2、液货舱氮化充注操作 

1）、装货前对货舱进行氮气充注（开放式和封闭式置换） 

A、氮气充注的步骤和程序，注意监控货舱压力和货舱过压时应采取的保护措

施 

B、充注达到含氧量的要求和检测 

C、充注过程中相应阀门的开关 

D、氮气充注的危险。 

E、氮气充注结束时关闭阀门的顺序 

2）、装货后对货舱进行氮气覆盖或充填 

A、确定氮气覆盖或充填是经货管还是气体回收管路进行（如果货物粘度在

20°C 大于 50cst 时,必须经气体回收管路进行氮气操作） 

B、氮气覆盖或充填所要达到含氧量的要求和检测 

C、氮气覆盖或充填过程中所应开关的阀门 

D、氮气覆盖或充填的危险 

E、氮气覆盖或充填结束时关闭阀门的顺序 

3、航行途中维持液货舱氮化的条件、操作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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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如果天气允许，每天检查并记录货舱的压力 

B、当货舱压力低于 0.01 ㎏/cm
2
，将备用氮气瓶中的氮气充入货舱，达到建议

的安全压力 0.03～0.07 ㎏/cm
2
 

二、评估方法： 

评估员可根据操作与口述的情况对学员进行提问。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T036 4 1   0.4 1 

题干 结合考场准备货舱液位、温度、压力测量报警装置或等效模拟设备，演示货

舱液位、温度、压力测量报警装置的试验和使用的操作程序，同时辅以解

说。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在考场准备货舱液位、温度、压力测量报警装置或等效模拟设备。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一、口述与实际操作 

1、货舱液位测量报警装置的试验和使用 

1）船舶到港装货前，要对货舱液位测量报警装置进行试验，以确保该设备状

况良好。一般采用手动测试货舱液位高位报警、高高位报警装置，检查其

声、光报警是否正常，这里要注意的是，在测试前，要通知驾驶台值班人

员； 

2）装货期间，要保持货舱液位测量报警装置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收到高位、

高高位报警时，船岸双方应采取不同的应急措施。注意此时报警器绝不允许

人为关闭或破坏。 

2、货舱温度、压力测量报警装置的试验和使用 

1）货舱温度测量报警装置主要用作检测货油及货舱内环境的温度，同时也可

以防止货舱温度超过货舱涂层和舱内设备的最大允许温度，从而起到保护的

作用。一般采用标准温度计或是 UTI/MMC 与货舱温度测量的数据进行比对。 

2）压力测量报警装置用于监测货舱内舱气压力，防止因 PV 阀不动作，装卸

货作业时货舱压力过高或过低，造成货舱受损。一般采用标准压力计及附属

的气密装置（VAPOUR LOCK）测量的数据与之进行比对。 

注意压力报警值设定原则： 

①连接回气管：为了避免 PV 阀动作，使得货物蒸汽排入大气或大气进入货舱

（压力报警值通常设置为 PV 阀工作压力的 90%）； 

②不连接回气管：为了避免因 PV 阀不动作，装卸货作业时货舱压力过高或过

低，造成货舱受损（压力报警值通常设置为 PV 阀工作压力的 110%） 

二、评估方法： 

评估员可根据操作与口述的情况对学员进行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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