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船长手册
休闲驾船者简明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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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行准备

妥善维护船只、引擎和安全
设备 把电池充满电

查看海洋天气预报 将你的出行意向通知别人

确保有充足的燃油和储备燃油
在维多利亚州，你需要有驾
船执照才能作为休闲机动船
的船长



3 出
行

准
备

船长检查清单
出发之前

 计划行程，告诉别人你打算去哪里以及何时返回

 制定应急计划，以防遇到坏天气或海上事故

 获取最新的天气观察、预报和沙洲通行信息

 预测行程时间，计算所需油量以及储备油量

 检查确定你有所有适当的安全设备，而且设备状况良好，还在有效期内

 检查工具包、修理/更换备件和急救用品

 携带食品和水

 检查拖车——确保船只已妥善固定在拖车上

 查看并了解你前往的当地水道的规定： 

transportsafety.vic.gov.au/msv/waterways

 确保你有至少两种求助方法，以防万一出现问题



4保持船只状况良好
妥善维护船只

 检查螺旋桨螺母和销子
 检查是否有漏水或漏燃油
 确保排水塞适配而且状况良好
 确保舱底清洁干燥
 检查储备浮力装置的状况
 检查转向系统是否有僵硬不灵活的情况
 检查接线
 检查并清洁燃油过滤器
 清洁冷却系统管道
 更换磨损的舷外引擎拉绳

确保燃油充足
 准备1/3油量用于去程、1/3用于返程和1/3 

作为储备
 若船只有一段时间没有使用，一定要换掉旧
的燃油

 检查燃油管、手动启动注油器和连接处是否
有裂缝、渗漏等情况

 检查油箱是否有裂缝或腐蚀情况
 启动引擎之前，一定要检查船上是否有燃油
气味，并给船只进行良好通风。

把电池充满电
 电池应该充电，但绝不能充电过度
 电极、电缆和电池壳应该保持干净
 测试所有电池操作设备，比如电台、表计、
电动引擎升降装置、航行灯。

你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份实用的 
出行前检查清单，网址： 

TRANSPORTSAFETY.VIC.GOV.AU/MSV/TRIP-P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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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衣类型

1类
100+等级

1类
100+等级

固有浮力式

2类
50等级

3类
50 S等级

船只类型 海岸水域 封闭水域 内陆水域

长度为4.8米及以下
的机动船 1类 1类 1、2或3类 

长度为4.8米以上但不
超过12米的机动船 1类 1类 1、2或3类 

个人船只 1、2或3类 1、2或3类 1、2或3类 

皮划艇/独木舟 1、2或3类 1、2或3类 1、2或3类 

必须为船上和被拖曳的每一个人携带救生衣。



6救生衣会挽救生命
机动船
我是否应遵守穿戴个人漂浮装置（PFD）的规定？

行动
如果回答“是”：

船是否在航？ 是——继续阅读

我是否在船上的露天区域内？ 是——继续阅读

船只长度是否为12米或以下？ 是——继续阅读

如果你对以下任何陈述回答“是”，请穿好救生衣

船只在航时，船上露天区域内有十岁以下儿童 是——给他们穿好救生衣

船只长度为4.8米或以下 是——你应该穿好救生衣

我在独自操控船只，或身边的人无法协助我* 是——你应该穿好救生衣

我即将穿过沙洲或进入指定危险区域* 是——你应该穿好救生衣

我在夜间（日落后1小时到日出前1小时之间）或能见度有限
的情况下操控船只*

是——你应该穿好救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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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已失去动力* 是——你应该穿好救生衣

我在气象局已发出强风、暴风雨或飓风警报、严重雷暴雨	
警报或恶劣天气警报的区域内操控船只*

是——你应该穿好救生衣

我在操控没有安全屏障、救生索、栏杆、安全背带或安全	
母索的游艇*

是——你应该穿好救生衣

*注：这些情况被视为高风险。高风险不仅限于有很大可能发生船只倾覆或被海浪淹没或船上人员
掉到船外或被迫入水的情况。它也会发生在预料此类事件的能力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比如无法看见	
危险时。

作为船长，如果你在以上任何情况下驾船， 
就必须确保船上所有人员都穿好救生衣



8安全设备
机动船上要求的安全设备 

在离岸 
两海里以外
的海岸 
水域里：

在离岸 
两海里以内
的海岸 
水域里：

在海湾和 
河口：

在内陆 
水域里， 
包括河流、
湖泊和 
水库：

船上/拖曳的每个人都应有救生衣 1类 1类 1类 1、2或3类

获批准的灭火器
8米以下的船只，一只最低指定容量的灭火器。8到12米	
的船只，两只灭火器（其中一只为最低指定容量）。	
12米以上的船只，三只灭火器（其中一只为最低指定	
容量）。

防水漂浮式电筒 1 1 1 1

锚和锚链或绳索或两者都有 1 1 1

戽斗（如果没有电动或手动舱底泵水系统） 1 1 1 1

带挂绳的水桶（也可兼作戽斗） 1 1 1 1

电动或手动舱底泵水系统（如果船只有非气密空
间形式的被封盖船底或封闭的甲板下舱室）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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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带桨架的桨或一对非固定式桨（如果船只	
长度为4.8米或以下） 1 1 1

手持式橙色烟雾信号 2 2 2

手持式红色遇险火焰信号 2 2 2

救生圈，如果船只长度为8米以上，12米以下 1 1 1 1

救生圈，如果船只长度为12米以上 2 2 2 2

救生艇或救生筏，如果船只长度为12米以上 1 1

罗盘 1

船用电台 1

红星降落伞遇险火箭信号 1

已登记的紧急无线电示位标（EPIRB） 1

个人船只乘员必须始终穿戴1、2或3类救生衣

并携带一只防水漂浮式电筒。

驾船离岸2海里以外时，
必须携带一只已登记的EPIRB。

1



10了解你的救生衣
•	充气救生衣需要定期检查和保养。一定要参考制
造商的使用和维护说明，该说明可在制造商网站
上找到。

•	自检由救生衣所有者每年开展一次。

•	保养由救生衣制造商批准的专业服务代理开展。

小贴士
•	检查救生衣是否有任何在存放或使用期间发生实
际损坏的迹象。

•	检查二氧化碳气瓶状况良好，能在O形圈上	
旋紧。

•	确保充气管完好无损，阀门操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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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天气
互联网
访问bom.gov.au/marine查看：

• 最新天气图表
• 卫星和雷达图像
• 未来四天的警告和预报
• 潮汐信息
• 日落和日出时间
• 所有电台和电话服务的完整时刻表。

METEYE
MetEye在6x6千米网格的互动地图上显示	
气象局发出的正式预报。预报内容包括风力、
海浪、天气和很多其它信息，每三小时一次，
最多提前七天。

小贴士
• 阵风是指持续仅几秒钟的风速上升。它们通常
比平均风速高30到40%。

• 浪高最高可能达到平均预测浪高的两倍，尤其
当风向与潮汐和水流方向相反时。

• 风力可能比预测强40%。



12电台天气预报服务
27兆赫 数量有限的海岸电台提供天气预报服务。

维州甚高频
海事电台

• 于东部标准时间06:48和18:48在甚高频67频道广播维州海岸水域天气预报。
• 收到最初天气警告后立即在甚高频67频道播出。
• 在播出最初天气警告后，于东部标准时间00:48、02:48、04:48、06:48、	

08:48、10:48、12:48、14:48、16:48、18:48、20:48、22:48在甚高频67频道
广播当前天气警告，直到通过传真从气象局收到取消警告的通知。

• 在收到取消天气警告的通知后立即广播该通知，并在下一次计划的维州海岸天气
预报广播时再次广播。

 注：播出天气警告和取消天气警告的通知之前，甚高频16频道会播出一次安全（SECURITE）	
通告。

中频/高频 • 气象局从Charleville向澳大利亚东部广播天气预报，频率：8176和12365千赫，
全时段；

• 频率：4426和16546千赫，全天（早晨7点到下午6点）；
• 频率：2201千赫、高频6507千赫，夜间（下午6点到早晨7点）。
• 维州海岸水域的计划广播时间为东部标准时间0130、0530、0930、1330、	

1730和2130（东部夏令时期间加一小时）。
• 天气警告从东部标准时间0000起每小时播出一次。
• 数量有限的一些海岸电台会在不同时间广播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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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
• 船上有人时不得加油。
• 加油枪应保持接地并接触加油口。
• 知道船坞或加油站的灭火设备在什么地
方，并知道如何使用。

• 立即清理任何溅出或泼洒出的燃油。
• 尽可能在远离船只、通风良好的禁烟区给
油箱灌油。

• 如果船上装有鼓风机，应在加油后开鼓风
机给舱底通风。

• 如果闻到燃油气味，不要启动船只引擎。
燃油蒸气是易爆的！

• 加油后，一定要在乘客登船之前先启动	
船只。

• 将备用燃油妥善存放在拧紧盖子并固定的
容器里。



14安全操作
最高时速

• 所有州水域中，水中有人或船只周围50米范围内，限速为5节。
• 所有州水域中，展示潜水旗的船只或浮标周围100米范围内，限速为5节。
• 内陆水域中，距离固定或漂浮构筑物（包括码头、栈桥、下水轨道、潜水平台和船只下
水坡道）以及水边50米范围内，限速为5节。

• 海岸和封闭水域中，距离码头、栈桥、下水轨道、潜水平台或船只下水坡道50米范围内
（出入通道中除外），限速为5节。

• 海岸和封闭水域中，距离水边200米范围内（出入通道中除外），限速为5节。
特殊情况下，这些限速会有变化。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transportsafety.vic.gov.au/msv/waterways

不要酒后驾船

• 对于21岁以下的船只操作者和船长，血液酒精含量限制为.00。
• 对于年满21岁者，血液酒精含量限制为.05。

始终做好瞭望，并以安全速度操作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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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安全载荷
过载很危险，会严重降低船只的稳定性和适航性。它会减小干舷，使船只抵御海浪的能力降低，
被淹没的可能性提高。
除非制造商另有规定，否则休闲船只的最大载客人数如下：
船只长度为3米以下，最多2人
船只长度为3米到3.5米以下，最多3人
船只长度为3.5米到4.5米以下，最多4人
船只长度为4.5米到5米以下，最多5人
船只长度为5米到5.5米以下，最多6人
船只长度为5.5米到6米以下，最多7人
一岁及以下儿童不计其中。
一岁以上至15岁（含）的儿童算作0.5人

警告 
表中所述最大载客人数是针对运行状况良好的船只确定的。如果船只在不利条件下或在外海中	
航行，就必须降低最大载客人数。载客量是按照每人75公斤体重外加每人15公斤个人物品限额来
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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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载两人 不能倾侧，否则船会被淹没；	
无法抵御任何海浪

可以抵御300毫米高的海浪 坐满最大载客量四人的船只不能倾侧	
很大角度，否则船会被淹没。

船只稳定性 
过载会严重影响船只的稳定性，使船只倾覆的可能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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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沙洲很危险
维州有很多沙洲穿越区，其中包括进入以下	
区域的河口：
• Andersons Inlet  • Barwon Heads
• Lakes Entrance  • Mallacoota
• Marlo   • McLoughlins Beach

保持极度谨慎
• 沙洲上的情况会毫无预警地迅速变化。
• 无论驾船者多有经验，也无论使用哪一类船
只，穿越沙洲都是一个危险的过程。

获取当地知识
评估天气条件，获取潮汐资料。

注意：
• 夜间穿行更危险。
• 试图在低潮之时或接近低潮时间穿过沙洲的
船只遇到不利情况的可能性较高。

• 最好在涨潮时穿过沙洲。

为穿过沙洲做准备：
• 确保甲板开口、舱口和门都已妥善封闭。
• 收藏好所有松散器具，穿好救生衣。

穿越沙洲：
• 查看其它船只穿越沙洲的位置——这很可能是
最佳穿越点。

• 观察或寻找：
– 盛行风向
– 海浪规律时机，即寻找水流方向
– 航行方向
– 沙洲交通
– 替代路线。

transportsafety.vic.gov.au/msv/ocean-bars

穿越沙洲风险很大， 
必须穿救生衣



18航标系统 
特殊情况 安全水域 孤立的危险 新的危险 侧面 基点

北
灯光：白色
持续快闪
向北侧通行

东
灯：白色
3次快闪
向东侧通行

灯光：黄色
任何节奏
（参考当地	
海图）

灯光：白色
明暗光，	
等长， 

每10秒一次	
长闪，或	
摩尔斯	
电码“A”

灯光：白色
2闪一组

灯光：黄色/
蓝色交替
一秒蓝色， 
一秒黄色， 
中间熄灭	

0.5秒

左舷
灯光：红色
任何节奏

危险区域

N

E

SESW

NENW

W

S

右舷
灯光：绿色
任何节奏

西
灯光：白色

9次快闪
向西侧通行

南
灯光：白色

6次快闪 
加1次长闪
向南侧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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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标可以是浮标、灯桩或灯塔

• 航标可包含一种或多种确定的	
特征。

• 航标如有编号，沿着航标方向，
单数航标为右舷，双数航标为	
左舷。

• 船只操作者必须参考海图。

• 始终做好瞭望，并以安全速度	
操作船只。

港口方向

航标方向

出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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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船只无法 
改变方向或停船

不要在 
大型船只周围驾船

避开大型船只
休闲船只有责任远远避开大型船只。
小型船只不得阻碍大型船只通行。
不要在航道或仅限通行的水道中下锚停泊或漂流。

如果大型船只发出五声短促的汽笛声， 
就说明船员认为你面临碰撞风险。
采取果断行动，远离其它船只。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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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航行
以下是《碰撞规避条例》中的一些通用规则

规则5 -  每艘船都应始终做好瞭望。这包括下锚停泊时。

规则6 -  每艘船都应以安全速度航行。

规则7 -  每艘船都应采用所有可用手段确定是否存在碰撞
风险。如有任何怀疑，就应视为存在此类风险。

规则8 -  任何避免碰撞的行动都应在充分的时间内开展，
使对方船只能清楚看见。任何避免碰撞的行动	
都应使双方船只能隔开安全的距离通过。

规则9 -  在狭窄航道中航行的船只必须靠右航行；应避免
在狭窄航道中下锚停泊。

规则13 -  超船的船只应保持航道通畅。 



22潜水操作
在潜水区周围驾船
•	如果看见潜水旗（国际信号旗A），就说明有潜水员
在水下。不要靠近！

•	在展示这种旗帜的船只或浮标周围100米范围内，	
航速不得超过5节。

•	如果你的船只参与潜水活动，就应携带万一发生紧急
情况时“发出警报”的装备。

•	夜潜时应亮起“机动性受限”的灯光。

•	如在船运敏感区内潜水，应遵守《港监局长指令》
（Harbour Masters’ Directions）中的指示。

•	关注甚高频电台频道，了解最新水上交通和天气	
信息。

•	记住 - 始终保持观察，潜水员	
会在任何地方浮出水面。你是	
船长，所以责任在你。

© RMS NSW 

你是船长， 
所以责任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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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船航行灯
长度为12米以下的机动船处于在航状态时，必须亮一盏桅灯、一盏尾灯和舷灯，
或一盏白色环照灯和舷灯。

下锚停泊的休闲船只
所有休闲船只在下锚停泊时都必须亮一盏白色环照灯。如果船只正在漂流（在航
但非航行），就必须亮舷灯、桅灯和尾灯。

1m



24下锚
下锚不仅是驾船的一项正常操作，也是紧急情况下的一项重要安全措施。下锚可让船只安全地保持
船头正对汹涌的海浪，并能让船只保持在原位。

下锚小贴士：
谨慎选择船锚类型，适合船只要求、水深和很可能遇到的水底情况。

一定要垂直放下船锚，而不是将锚和锚链抛出舷外，因为这可能导致锚被缠住。 

建议不要使用滑动浮球系统起锚。如果锚被缠住，巨大的力会传到船上，导致船只倾覆或损坏。

将船系在航标设备上或在航道中下锚既违法又危险

至少3米的	
锚链

沙质海床

比例为3:1

船首锚辊
锚链固定端

锚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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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无线电示位标（EPIRB）和 
个人定位信标（PLB）
所有航行到离海岸两海里以外（Port Phillip和
Western Port等海湾除外）的船只都必须携带
经过批准和登记的EPIRB。

但是，建议所有在封闭水域和海岸水域航行的
船只都携带EPIRB或PLB。

每月检查一次信标操作状况。不同信标有不同的
测试方法，因此应该严格遵照制造商的说明。

确保信标位于容易拿到的位置，以便能立即	
激活。

确保信标登记每两年续期一次，并确保更新	
登记资料，以反映联系信息的任何变化。查看
beacons.amsa.gov.au

EPIRB

把EPIRB系在人身上或船只或救生筏上（确保
不会沉没）。确保天线始终处于垂直状态，以
尽量提高被发现的机率。确保信标没有被身体
盖住。

PLB

PLB不是EPIRB，没有像EPIRB那样必须携带的
法律要求。PLB不能取代EPIRB，但这是另一种
发出警报的方式。

把PLB系在救生衣的上部，保持在水面上方。确
保天线始终处于垂直状态，以尽量提高被发现的
机率。不要拿着PLB，因为你可能会无意中挡住
GPS信号传输，使别人无法发现你。

应
急

程
序



26通过无线电求助
维州海事电台（MARINE RADIO VICTORIA）全年365天、全天24小时监控甚高频信号，监控范
围覆盖封闭水域和离岸20海里的海岸水域。
遇险呼叫格式

遇险电文绝对优先于所有其它通信，	
只有经船长或船只的安全负责人授权后才能发送。

遇险电文
遇险信号 MAYDAY MAYDAY MAYDAY
船名/呼号 MAPLE MS742 MAPLE MS742 MAPLE MS742
位置 FAWKNER灯塔以南5海里
危险性质 被淹没，正在下沉。预计还能漂浮10分钟
其它信息 七米半舱船，白色船体，蓝篷
（如果时间允许） 船上有三人，EPIRB已激活。完毕
如果未收到回复，在其它呼救频率或任何其它可能获得帮助的可用频率上重复遇险呼救和电文。
紧急呼叫
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发出遇险呼叫，应使用紧急
呼叫Pan Pan（说三次）来表示接下来将是关于
船只或人员安全的非常紧急的电文。

呼叫格式应和遇险电文格式一样，区别在于电文
以PAN PAN、PAN PAN、PAN PAN开头。

安全信号
如果电台想要传递重要安全信息，例如导航警告
或天气警告，就应使用安全信号。安全信号以
单词SECURITE识别（发音：SAY-CURE-E-

TAY，说三次）。
transportsafety.vic.gov.au/msv/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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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船只

商业船只
搜索救援
作业

甚高频
中继器

DSC

港口运行

遇险呼救
16  67

职业渔民

甚高频海事电台频道我们强烈建议你在船上配备带数码选择呼叫
（DSC）功能的甚高频电台。

启用了DSC功能的甚高频电台可以按一个按
钮就传输一系列船只识别信息。如果连接了
GPS，这还包括位置信息。

启用了DSC功能的电台必须与移动海上服
务识别（MMSI）编号相连。MMSI编号由
AMSA出具，申请者必须持有海洋无线电	
操作者能力证书（Marine Radio Operators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或澳大利亚水域	
执照（Australian Waters Qualification）。

MSV不推荐使用 
27兆赫电台



28应急程序
所有乘客穿好救生衣

发出警报 - 如何求助

使用电话
拨打000

使用火焰信号 
在看见潜在救援者或 

认为火焰信号会 
被人看见时激活

使用船用电台 
甚高频 – 16频道

甚高频 – 配备DSC功能并 
已登记的电台上的遇险按钮

使用EPIRB 
激活已登记的 

紧急无线电示位标

使用PLB
激活已登记的 
个人定位信标

待在船上或船边
船远比人更容易被发现
在安全的情况下，将船只下锚停泊，以保持原位。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维多利亚州交通安全局（Transport Safety Victoria）
电话：1800 223 022  |  传真：+613 9655 6611  |  电邮：info@transportsafety.vic.gov.au  |  网站：transportsafety.vic.gov.au/ms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