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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通 则 

第1节   适用范围 

1.1.1   适用范围 
1.1.1.1   除另有明确规定者外，本篇适用于总吨大于1000且航行时间大于12h的自航船

舶。 
1.1.1.2  船舶法定证书在其有效期内，如船舶进行改建或变动影响船员舱室的布置和

设备的配备时，应即申请检验，否则该证书即自动失效。 
1.1.1.3  船员舱室设备还应符合本法规总则的适用规定。 

第2节   定 义 

1.2.1   本篇所用名词定义如下： 
1.2.1.1   船员舱室——系指供船员用的卧室、餐厅、卫生间和休息室等。 
1.2.1.2   船长——系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的规定取得船长任职资格，负

责管理和指挥船舶的人员。 
1.2.1.3   高级船员——系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的规定取得相应任职资格

的大副、二副、三副、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通信人员以及其他在船舶上任

职的高级技术或者管理人员。 
1.2.1.4   普通船员——系指除船长、高级船员外的其他船员。 
1.2.1.5   航行时间——系指船舶由始发港到终点港的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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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船员舱室设备 

第1节   卧 室 

2.1.1   卧室的布置 
2.1.1.1   卧室应位于设计水线以上艏防撞舱壁以后的处所。当船舶的空间受限制，卧

室可布置在船首防撞舱壁之前，但同时应位于干舷甲板以上，且卧室前端壁与船舶最前端

（首部外板最前端，不含突出物）的距离应不小于0.05L（L为船长）。 
对客船，在照明和通风满意的情况下，卧室可布置在设计水线以下，但卧室两舷应合理

设置防撞边舱。 
2.1.1.2   油船船员卧室的布置尚应符合本法规第5篇第3章的有关规定。 

2.1.2   船员舱室的定额 
2.1.2.1   普通船员卧室的最高定员，客船每间卧室最多居住6人，其他船舶每间卧室最

多居住4人。 
2.1.2.2   船长和轮机长卧室为1人1间，除轮机长以外的高级船员每间卧室最多居住2

人。 

2.1.3   居住面积 
2.1.3.1   船员卧室的人均居住甲板面积应不小于2.35 m²。 
2.1.3.2   丈量船员卧室居住甲板面积时，应计入床、衣柜、带抽屉的橱和座位所占用

的面积。但对那些面积不大的、形状不规则的和不能放置家具及不能自由走动的处所，应

不计入到居住甲板面积内。丈量应从卧室的围壁内缘量起。 
2.1.3.3   当船上所雇用的普通船员的数量大大超过实际所需雇用的普通船员数时，对

所雇用的普通船员的卧室，其居住甲板面积可减小，但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大于1000总吨且小于3000总吨的船舶和总功率大于1000KW且小于2000KW的拖

（推）船，每人的最小居住甲板面积为1.67m2； 
(2)  等于或大于3000总吨的船舶和总功率等于或大于2000KW的拖（推）船，每人的最

小居住甲板面积为1.85m2。 
 

2.1.4   其他 
2.1.4.1   卧室中的床应采用质地坚硬、不易翘曲、表面光滑、不易腐蚀的材料制作。 
2.1.4.2   应为每个船员设置独用的床，床量自内缘的最小尺寸为1.9m×0.8m。 
2.1.4.3   当床采用管材制作时，不可有任何开口存在，以防害虫进入。 
2.1.4.4   每张床铺应配有床垫以及被子或毛毯、枕头。 
当设置上下铺时，应在上铺床的下方设防尘板，防尘板可用木板、粗帆布或其他合适的

材料制成。 
每张床铺的床缘至少应有 1 条无阻挡的通道。 
2.1.4.5   多人间船员舱室的床应配有床帘。床帘应能有效地将床围蔽起来。 
2.1.4.6   船员卧室的窗或舷窗应配有窗帘、遮光帘或固定百叶窗。 
2.1.4.7   船员卧室的床、柜、桌子等家具应予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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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餐 厅 

2.2.1   一般要求 
2.2.1.1   餐厅应与卧室隔开，并尽可能靠近厨房。当餐厅与厨房分设在不同一层甲板

时，应考虑在餐厅与厨房之间设一部适宜的伙食升降机。 
2.2.1.2   餐厅应配备供所有船员进餐用的餐桌和座椅。餐桌和座椅应采用防潮、不易

裂及易于清洁的材料制作。 
2.2.1.3   当餐具室不与餐厅直接相通时，餐厅内应配备足够数量的可锁餐具柜和洗涤

器具。 
2.2.1.4   餐厅的柜子、桌子等家具应予以固定。 

第3节   休息处所与办公处所 

2.3.1   一般要求 
2.3.1.1   每艘船应为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提供有适当设备、位置适宜的休息室。当餐

厅兼作休息室时，则要求餐厅也应提供相应的设备。 
2.3.1.2   每艘油船及化学品船、液化气体船、装运危险货物船等应设有1间吸烟室。 
2.3.1.3   如有可能，每艘船应为甲板部和轮机部提供1间分开的或公用的有适当办公设

备的办公室。 
2.3.1.4   休息与办公处所的沙发、柜子、桌子等家具应予以固定。 
 

第4节   卫生设备 

2.4.1   一般要求 
2.4.1.1   卫生间的布置和设置，应避免其气味渗入邻近居住舱室、公共处所、粮库、

食品库、医务室、餐厅和厨房等处所。卫生间不能设在厨房、餐厅、粮库和食品库之上。

卫生间应有良好的排水、通风和照明设备。 
2.4.1.2   卫生间的地板应敷设易于清洁的材料，并应具有防滑措施。 
2.4.1.3   每艘船应在适宜的部位配备卫生设备，至少每6人设1只抽水大便器、1个洗脸

盆和1只淋浴器。客船抽水大便器的配备量尚应满足如下规定： 
（1）总吨大于 1000 且小于 3000 的客船，至少为 4 只； 
（2）总吨大于等于3000的客船，至少为6只。 

2.4.2   其他 
2.4.2.1   洗脸盆应采用表面光滑、不透水、不易碎裂、不易剥落和耐腐蚀的材料制

作。 
2.4.2.2   每一只抽水大便器应备有能单独控制和随时可用的充足的冲洗水设备。 
2.4.2.3   粪便管道应有足够的尺寸，使之不易堵塞，且便于清理。 
2.4.2.4   当一个间隔舱内有多只抽水大便器时，抽水大便器之间应作有效地分隔，且

每1只抽水大便器的占地面积应不小于0.8m2 。 
2.4.2.5   如有可能，应在下列处所设置独立的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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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驾驶甲板值班人员易于到达的处所； 
(2)  机舱人员易到达的处所。 
独立卫生间内应配有 1 只抽水大便器和 1 只有水龙头的洗脸盆。 
2.4.2.6   如有可能，一般还应在机舱外部易于到达之处设置更衣室，室内应配有独用

的衣柜、淋浴器以及洗脸盆。 
2.4.2.7   当船上有女船员时，应为其设置单独的卫生设备。其配备标准可参照前面的

规定。 

第5节   照明设备 

2.5.1   一般要求 
2.5.1.1   每一船员舱室应有足够的照明。 
2.5.1.2   自然采光的生活舱室，其采光的最低标准是：在晴天，具有正常视力的人可

在舱室内任何可自由活动的地方阅读普通报纸。当舱室不能提供足够的自然采光时，则应

提供上述最低标准的电气照明。 
2.5.1.3   卧室中每张床铺的床头应装有1盏阅读用灯。 
2.5.1.4   客船由于其布置的特殊，允许其卧室和餐厅的采光可采用自然采光和电气照

明相结合的方式。 

第6节   取暖、通风与噪声 

2.6.1   取暖 
2.6.1.1   船员舱室应根据需要备有适当的取暖系统。 
2.6.1.2   当船员生活或工作在船上，且环境条件要求使用取暖系统时，该取暖系统应

随时处于有效状态。 
2.6.1.3   取暖系统的取暖方法，可采用蒸汽、热水和暖空气或电热。 
2.6.1.4   取暖装置的安装应能避免发生火灾及对船员造成危害或不舒适，必要时可加

设护罩。 

2.6.2   通风 
2.6.2.1   所有船员舱室应有足够的自然或机械通风措施。 
2.6.2.2   所有船舶，其机器集中控制室应装设空调。 
2.6.2.3   当船员生活或工作在船上，且环境条件要求使用通风设备时，空调系统或机

械通风或电风扇的动力应随时处于有效状态。 
2.6.2.4   厨房、浴室、盥洗室、厕所或其他可能产生异味的舱室，其排风管道应与其

他舱室的排风管道分开。 

2.6.3   噪声 
2.6.3.1   应防止船员舱室和工作处所产生有害的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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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舱室、通道和出入口的布置与结构 

2.7.1   一般要求 
2.7.1.1   有关船员舱室的位置、通道、结构和布置应确保足够的安全，并能抵御风

雨，还能隔热或御寒以及防止从其他处所来的噪声和异味。 
2.7.1.2   通道与出入口应保证船员易于从舱室进出，易于通达开敞甲板和集合站。 
2.7.1.3   除机器处所外，应在船员出入的处所以及船员经常使用的处所内设置脱险通

道。 
2.7.1.4   除另有规定者外，卧室与下列处所之间不应有直接开口： 
货舱、机舱、厨房、灯间、油漆间、蓄电池间、机器间、杂物间、干燥间、公共盥洗室

或厕所。卧室与机舱、厨房、油漆间、蓄电池间的分隔舱壁应为钢质或其他适宜的材料建造，

并应为气密和水密。 
 
2.7.2   船员舱室净空高 
2.7.2.1   为保证船员能充分地自由活动，船员舱室的最小甲板净高应不小于1.9m。对

于专在小河支流上航行的船舶，若通过桥孔有困难时，其净空高度可以降低，但应不小于

1.8m。 
2.7.2.2   船员舱室的甲板净高指自船员舱室的底板上表面垂直量至天花板下表面（如无

天花板则量至甲板横梁或顶蓬下表面）的高度。 

2.7.3   其他 

2.7.3.1   船员舱室内壁板和天花板应为适宜的材料，其表面应易于清洁。 
2.7.3.2   厨房的地板应敷设耐用、易于清洁的材料，并应具有防滑措施。 
2.7.3.3   应在通往开敞甲板的门、窗和通风口上设置合适的纱网。 
2.7.3.4   所有船员舱室的门上，应用字迹清楚的铭牌标明舱室名称。 
2.7.3.5   服务处所、公共处所的桌子、柜子等家具应予以固定。 

第8节   饮用水、洗涤水与其他 

2.8.1   一般要求 
2.8.1.1   每艘船应根据其船员的总人数及其航行的时间来确定供饮用和洗涤用水舱的

容量。饮用水和洗涤水的水质应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 
2.8.1.2  饮用水和洗涤水管路严禁采用含铅材料制造。 

2.8.2   其他 

2.8.2.1   每艘船应配急救药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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