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泊湖、莲花水库小型船舶检验补充技术要求
总则
1 制定依据
根据交通运输部《船舶检验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2 号）第五章
第三十二条；《内河小型船舶检验技术规则》（2016）第 1 章第 2 节有关规定。
2 宗旨
2.1

根据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镜泊湖、莲花水库水域实际情况，为提高该地区小

型船舶检验标准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推动船舶检验高质量发展，在保障牡丹江市
镜泊湖、莲花水库船舶航行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优化并
统一牡丹江市镜泊湖、莲花水库小型船舶检验要求，特制定《镜泊湖、莲花水库
小型船舶检验补充技术要求》（以下简称补充要求）。本补充要求是《内河小型
船舶检验技术规则》、《黑龙江水系船舶信号设备规范》（1996）等适用标准的
补充。
2.2

对符合本补充要求的牡丹江市镜泊湖、莲花水库小型船舶，应按《内河小

型船舶检验技术规则》的规定签发相应的法定证书，以证明其适合于在上述水域
航行和作业。
3 适用范围
3.1

除另有规定外，本补充要求适用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镜泊湖、莲花水库水

域航行的中国籍船舶，具体要求按第 1 章 1.1 条及各章的规定执行。
3.2

本补充要求未规定者，仍应按照现行法定检验技术规则、规范等相应规定

执行。
4 生效与适用
4.1 本补充要求经黑龙江海事局批准后生效。
4.2 本补充要求生效后，适用于新船及现有船舶。
5 有关定义
除本补充要求另有规定外，有关定义按照《内河小型船舶检验技术规则》的规定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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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则
1.1 适用范围
1.1.1

本补充要求适用于牡丹江市镜泊湖、莲花水库水域航行的船长大于等于 5

米的下列新船及现有船舶：
（1） 船长 15 米及以下的内河渡船；
（2） 船长 20 米以下的内河普通货船；
（3） 船长不超过 20 米的 12 人及以下的内河载客船舶。
1.1.2

船长小于 5 米的上述水域船舶，可参考本补充要求的规定执行。

1.1.3

除另有规定外，本补充要求不适用于：

（1） 高速船；
（2） 军船、公安、边防检查船等特殊船舶；
（3） 渔船、农用船；
（4） 木质船舶、帆船、运动竞赛艇、游艇；
（5） 柴油挂桨机船；
（6） 液化气体船舶、化学品船舶、闪点≤60℃的油船和载运包装危险货物船舶。
1.1.4

船舶涉及的起重设备，应符合中国海事局相应法定检验技术规则和接受的

中国船级社相应规范的规定。
1.1.5

黑龙江省其他相似水域可参照执行本补充要求的相应规定，但本补充要求

发布单位不承担相关责任。
1.2 定义
本补充要求适用的定义如下：
（1）新船：系指本补充要求生效之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相似建造阶段的船
舶。相似建造阶段按照《内河小型船舶检验技术规则》的有关要求确定。
（2）现有船舶：系指非新船的船舶，且已持有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船舶检验证
书的、并在海事部门登记的船舶。
（3）镜泊湖水域：一般系指南起吉黑界牡丹江入镜泊湖湖口至西湖岫岸线区域，
北至镜泊湖溢流坝、镜泊山庄、抱月湾及鹿苑岛形成的湖岸线区域，西至尔站河
口至道士山两侧形成的湖岸线区域，东至水产养殖场、龙泉疗养院、苇子沟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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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湖头林场等自然山体、湖叉形成的湖岸线区域，含小北湖、钻心湖、紫菱湖。
实际水域以主管机关公布的范围为准。
（4）莲花水库水域：一般系指牡丹江市海林市境内东北部，国家重点工程莲花
水电站建成后形成的大型人工湖泊，航道水域为高丽井（柴河镇高丽井村）至电
厂大坝（莲花电站）航道范围内水域。实际水域以主管机关公布的范围为准。
（5）相似水域：系指黑龙江省内与镜泊湖、莲花水库航行条件等相似的、且已
划定相同等级航区的封闭水域。

第 2 章 检验与发证
2.1 一般要求
2.1.1

凡适用本补充要求的船舶应按本章的规定进行建造检验和营运检验。其中

营运检验包括现有船舶初次检验（以下简称初次检验）、年度检验、换证检验、
船底外部检查、附加（临时）检验、特别定期检验；检验合格后，船检机构方可
签发相应证书，同时在证书中注明限定的航行水域。
2.1.2

检验证书的签发以及检验间隔期应满足《内河小型船舶检验技术规则》的

有关规定。
2.2 建造/营运检验
2.2.1

本补充要求参考依据为相关船舶检验法规、规范，以及镜泊湖和莲花水库

的实际航行条件。
2.2.2

检验项目按照《内河小型船舶检验技术规则》和本补充要求进行。

2.3 检验后状况的维持
2.3.1

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应对船舶及其设备加强维护保养，保持良好的状况，

使其能符合本补充要求的各项规定，从而保证船舶在各方面适合用于牡丹江市镜
泊湖、莲花水库水域而不致对船舶及船上人员产生危险。
2.3.2

根据本补充要求对船舶所进行的任何检验完成以后，非经船检机构同意，

对经过检验的结构、布置、设备及其他项目概不得变动。
2.3.3

当船舶发生事故或发现缺陷，且将影响船舶的安全或船舶设备的有效性或

完整性时，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应立即向船舶检验机构报告，以确定是否有必要
进行附加（临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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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当船舶所在水域水文、航行条件发生变化时，以及当相关法规、规范更新

对本补充规定的执行产生影响时，对本补充规定予以修订。
2.3.5

当船舶转到其他水域航行时，应按照相应适用的有关法规、规范进行检验。

第 3 章 构造及舾装设备
3.1

镜泊湖、莲花水库水域航行的适用本补充要求的船舶可不设置锚设备，在

证书上注明不设置锚设备的情况。
3.2 船舶应配备系船索２根，系船索的总长度大于等于 3.5Ｌ（Ｌ为船长）；系
船索可使用直径大于等于 7mm 的柔韧镀锌钢丝绳，柔韧镀锌钢丝绳可用具有破
断负荷相当的纤维绳代替。船长不大于 10 米的现有船舶，系船索的总长度可根
据船舶实际系固特点进行配备，并经验船师确认满意。

第 4 章 吨位丈量、载重线、稳性
4.1 船舶在勘划载重线标志时，可免画载重线标志的圆环。
4.2 船长 10 米及以下的纤维增强塑料船舶（非客船），可免于勘划水尺。

第 5 章 消防
5.1 一般要求
5.1.1

船上所配备的消防用品，均应是经过船检机构认可的或接受的产品。

5.2 消防用品
5.2.1

船长小于等于 10 米的船舶，至少应配备 1 只泡沫灭火器（9L）。主机额

定功率大于 40kW 汽油机船无需增配泡沫灭火器。船长大于 10 米的船舶，按照
《内河小型船舶检验技术规则》有关要求配备消防用品。
5.2.2

LPG 动力船、设有滚装处所的船舶、设有厨房船舶按照《内河小型船舶

检验技术规则》有关要求配备灭火器及其他灭火设备。
5.2.3

如船上不采用泡沫灭火器（9L），经现场验船师同意后，可以允许使用 5

公斤干粉灭火器或等效灭火能力的其他灭火器，不建议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一
只灭火器可用多只小型灭火器替代，但总容量应不小于其总容积或总重量。
5.2.4

船舶应至少配备带绳索的水桶１只，船长大于 15ｍ的船舶应至少配备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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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索的水桶２只。

第 6 章 救生设备
6.1 一般要求
6.1.1

船上所配备的救生用品，均应是经过船检机构认可的或接受的产品。

6.2 救生设备的配备
6.2.1

救生圈按照《内河小型船舶检验技术规则》有关要求配备，救生圈存放于

易于取用之处。
6.2.2

救生衣按照《内河小型船舶检验技术规则》有关要求配备，救生衣存放于

易于取用之处。

第 7 章 信号设备
7.1 一般要求
7.1.1

日落至日出期间或能见度小于 1000 米的日间航行的船舶：

7.1.1.1 按照《内河小型船舶检验技术规则》有关要求配备基本号灯，或
7.1.1.2 作为替代，配备红、白、绿光三色灯一盏。
7.1.2

仅在白天航行的船舶：

7.1.2.1 若设有固定停靠码头，则可不配备灯光信号设备。
7.1.2.2 若无固定停靠码头，至少应配备 1 盏白光环照灯，作锚泊灯用。
7.1.3

所有船舶至少应配备：

1）黑色球体号型 1 只（直径为 30cm）；
2）红、白旗根据实际需要配备；
3）悬挂戊种（5 号）中国国旗。
7.1.4

船舶应配备电笛一只，其可听距离应大于等于 0.2km；当条件不具备时，

可用口笛或其他等效的声响器具替代声响信号设备。

第 8 章 航行设备
8.1 一般要求
8.1.1

船舶需要配备探照灯，如没有配备，需要在证书簿记事栏中进行记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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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能夜航。
8.1.2 航行于镜泊湖、莲花水库水域的船舶，如果船舶常规营运水域水深超过 4
米，则可免配测深杆和测深锤。
8.1.3 航行于镜泊湖水域的船舶，应配备符合海事管理部门要求的船舶识别系统。

第 9 章 无线电设备
9.1 一般要求
9.1.1

自航船舶对外扩音装置、航行安全信息接收装置按照《内河小型船舶检验

技术规则》有关要求配备。
9.1.2

载客船舶（船长大于 15 米）和救援船舶、巡逻船等公务船舶应配备 1 个

可携式甚高频设备。

第 10 章 其他
10.1 船舶识别号标记应按照《船舶识别号检验管理规定》（海船检[2011]55 号）
执行。
10.2 若船舶（如舷外挂机等快艇）不便于参照 12.1 条执行,则应采取令验船师满
意的方式标记船舶识别号（如驾驶位舷侧）。
10.3 船检登记号标记方式参考船舶识别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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