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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船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操作指南（V7.0）

本指南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关于船舶防控新

冠肺炎的相关指南文件，结合航运公司关于船舶疫情防控的实

践经验，坚持以防为主、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

效救治的原则，旨在为船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建议，为船

员个人防护提供指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将根据需要更新本指南。

一、建立健全疫情防控管理制度

航运公司应当落实主体责任，执行防控规定，建立健全防

控工作责任制和管理制度，制定完善应急预案，并根据管理船

舶的种类、航行的区域以及疫情分区分级管控的要求，考虑将

疫情防控制度纳入公司安全管理体系。

（一）制定疫情防控管理计划

航运公司应当建立船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管理计划，包括

船上隔离计划，指导船舶成立疫情防控工作组，由船长担任组

长、船上部门负责人担任组员，完善各项疫情防控工作制度，

监督船上所有人员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二）落实疫情防控管理责任

航运公司应当确保公司岸基与船舶的沟通联系，指定船长

或其他合适的人员作为船舶疫情防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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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全面加强疫情防

控工作。从事冷链货物和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运输的航运

企业还应参照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要求和指南，完善相关疫情

防控机制，指导并督促船舶做好相关货物装运过程中疫情防控

措施。

（三）建立疫情防控排查制度

航运公司应当指导船舶建立“防疫工作日志”，排查船上

的所有船员，掌握在上船前曾途经存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或

重点地区的船员名单，对疫情排查工作和日常防控工作进行记

录和报告。

（四）建立疫情防控培训制度

航运公司应当及时向船上提供相关疫情防控的知识培训，

制定培训计划，指导船员识别新冠肺炎症状，及时通报疫情防

控的相关情况，保证新上船船员在开航前完成疫情防控知识培

训，并有计划地定期组织全船船员开展熟悉个人防护用品使用

和应急演练程序等方面的培训；对相关船员开展关于疑似病员

的船上隔离看护、密切接触人员管理、疑似病员的转移以及乘

客的疏导和控制等方面的培训。航运公司培训可采用图文、网

络或视频等方式进行远程培训，船上自行组织的培训可采用收

看视频、阅读相关资料、船上广播等方式开展。

（五）建立疫情防控演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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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公司应当指导船长定期组织船员做好模拟疫情发生时

的应急演练，包括与公司岸基的联系、疑似病员的船上隔离看

护、密切接触人员管理、疑似病员的转移以及乘客的疏导和控

制等。

（六）建立船员换班操作制度

船运公司应当明确与船员派出机构的船员换班管理责任，制

定船员换班工作计划，明确船员换班过程中的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并有效落实，掌握拟安排船员换班港口的疫情状况和防疫要求，

以及船舶上一挂靠港的疫情状况，实施船员换班风险评估，最大

可能降低疫情传播风险；指定专班专人负责，指导船舶安全、稳

妥地开展船员换班；妥善安排船员换班所必需的防护和生活保障

物资，配合船员换班地疫情防控部门落实船员转运、治疗、隔离、

留观等防控措施，实现闭环运作；加强与船舶计划靠泊港口口岸

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解决船舶、船员疫情防控中遇到的问题。

（七）建立防疫物资保障制度

航运公司应当及时了解船上防疫实际需求，建立船舶防疫

物资供应清单，及时为船舶提供必需的防疫物资；根据国家关

于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最新版，为船舶提供相应的预防和治疗药

品。

二、船舶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一）防疫物资配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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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在船船员人数，配发充足的口罩，包括配备给梯口值

班人员、与外来人员接触的工作场所人员和航运公司上船工作

的岸基人员使用（按船上实际需要配发）；

2.配备防护手套、护目镜和防护服（按船上实际需要配发）；

3.配备医用红外线测温仪；

4.配备手消毒剂，放置在梯口、生活区公共场所使用；

5.配备消毒液、消毒粉用于厨房和生活区场所消毒；

6.船上防疫物资缺乏或不足时，及时向航运公司报告。

（二）疑似症状监测

1.船长应当指定专人负责对在船船员和乘客进行体温测量；

2.每天早晚各进行一次体温测量，同时观察和询问有无相关

症状，测量结果及疑似症状应当及时登记，由船长签字后存档

备查；

3.在船船员和乘客体温跟踪测量实行报告制度，正常情况下

每天定时向航运公司岸基管理部门报告，如发现船员发热、疑

似病症或身体其他异常情况，应当立即向航运公司报告。

（三）船舶梯口管控

1.船舶靠泊作业期间，船长应当督促梯口值班人员加强梯口

管控，严格检查所有登轮人员证件及个人防护用品的佩戴情况，

无关人员禁止登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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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梯口值班设置登轮人员体温测量和登记岗，对登轮人员须

先测量体温，体温超过摄氏37.3度以及未按规定佩戴个人防护用

品的人员禁止登轮；

3.梯口值班人员应当严格佩戴口罩和防护手套，必要时穿戴

防护服、佩戴护目镜；

4.在境内高风险地区，无特殊情况不建议船员登陆；

5.登陆人员佩戴过的口罩严禁带入生活区，应当统一投放到

在梯口设置的密封回收容器中。

（四）船岸人员交流

1.拟进入境内港口作业的国际航行船舶应在预计抵达港口

24小时前向拟抵达港口企业通报在船船员健康信息。航行时间

不足24小时的，应在驶离上一港口时立即通报。

2.船舶在疫情防控期间应当尽量减少船岸人员的交流活动，

谢绝登轮参观访问和家属探望；

3.船舶应当严格控制登轮外来人员的活动区域，在主甲板设

立理货间或接待室，限制代理、理货、供应商等外来人员进入

船员生活区域。

（五）船舶饮食安全

1.船舶伙食应当从正规供应商处采购，应当尽可能避免从发

生疫情的港口和地区购买，原则上不从高风险地区采购冷冻食

品，同时做好船舶伙食采购登记。船上所采购食品中包含有冷冻

食品的，应当告知供应商在食品采购和运输时，冷冻食品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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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要分开存放，有条件的，冷冻食品应当单独购买、运输和搬

运；

2.船员在搬运船舶食品过程中，应当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包

括佩戴口罩和防护手套，高纬度寒冷地区的食品搬运或涉及到冷

冻食品的搬运还须佩戴护目镜、穿戴防护服，搬运前应当先对冷

冻食品的外包装进行消毒，且搬运后还应当对搬运期间接触过的

各种表面进行消毒；

3.船上要加强食品库房的管理，特别是冷冻间和冷藏间的管

理要防范冻品污染，冷冻食品应当尽可能按购买批次独立存放。

厨师和膳食服务人员在进入食品库房时应当穿戴防护服，全程佩

戴一次性口罩和防护手套；

4.厨师和膳食服务人员在对冷冻食品开箱开包装或处理冷

冻食品时，应当全程佩戴一次性口罩和防护手套，并佩戴护目镜

及防水围裙，对于冷冻品的外包装和冷冻食品处理过程中使用的

个人防护用品，均应当消毒封闭后，存放在指定场所，送岸处理，

不得重复使用；

5.疫情防控期间应当科学制定船上食谱，多补充新鲜蔬菜水

果，并适量保证肉、禽、鱼等蛋白质食物的摄入；

6.生食和熟食的砧板和刀具要分开，不吃生食品，尤其是肉

类、蛋类和海鲜类，且处理冷冻食品的砧板和刀具等器具应当

专用，用完后及时消毒；

7.严格落实分餐制度，所有餐具要坚持用餐前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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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船舶舱室通风

1.建议船舶起居舱室和生活处所每日通风3次，每次20-30分

钟，寒冷地区通风时注意保暖，在高温环境下可增加使用电风扇

增强通风和降温；

2.抵达疫区港口的船舶，应当注意船舶空调及通风控制，尽

量保持船上生活和居住处所空气新鲜。建议控制船上一次风（新

风）占10%-20%，二次风（循环风）占80%-90%，根据船舶实际

进行风比调整，直至二次风关闭；

3.中央空调系统风机盘管正常使用时，定期对送风口和回风

口进行消毒；

4.中央空调新风系统正常使用时，若出现疫情，不要停止风

机运行，应在人员撤离后，对排风支管封闭，运行一段时间后关

断新风排风系统，同时进行消毒；

5.带回风的全空气系统，应把回风完全封闭，保证系统全新

风运行；

6.船上应当设置隔离处所或隔离区，以防病毒扩散传染。有

条件的船舶，隔离处所应当配有独立的卫生间，独立通风或关闭

全船回风，减少生活区内部空气循环。

（七）船舶清洁消毒

1.科学使用消毒物品，遵守消毒液、酒精等浓度配比要求，

落实防火、防静电等措施，严防发生爆燃、火灾、人员中毒等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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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消毒物资管理，落实专人保管、专室存放、专业操作

等制度，减少安全隐患，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3.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疑似病员以及与之密切接触人员

所使用过的医疗设施、起居舱室和活动处所应每天按照规定的

程序进行清洁和消毒。

4.从事冷链货物和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运输的船

舶，应当按照公司要求，确保清洁和定期消毒；在装运相关货

物前后，应组织或配合消毒单位，对作业人员可能接触的部位、

装有上述货物的处所等高风险环境进行消毒。

（八）船舶货物作业

1.船员在进行货物检查、洗舱、绑扎和装卸货作业，以及对

船舶集装箱绑扎、检查、加固，空箱、开门箱、半开门、框架

箱及冷链箱等进行检查或突发情况处理期间，特别是在高纬度

寒冷地区，应当做好作业环境场所的消毒，并全程佩戴口罩、

穿戴防护服和防护手套，尽最大可能减少在货舱或其他围蔽区

域内的作业时间，且不将上述作业期间使用过的防护装备带入

生活区域，在作业后进入生活区之前应当进行全面的个人消毒；

2.从事冷链货物和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运输船舶，

在装货前应做好装货计划，尽可能将上述货物安排在远离生活

区且通风良好的区域。负责插拔连接冷链集装箱制冷装置电缆

的船员以及负责日常温度监测、故障维修和协助港口主管机关

对冷链货物或食品采集相关样本的船员应当全程佩戴口罩、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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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防护服和防护手套，必要时应当佩戴护目镜和面屏，且船员

在日常温度监测时尽可能选择上风向并与冷链集装箱制冷系统

的出风口保持适当的距离；

3.集装箱在运输过程中，船员不擅自开箱，不随意打开集装

箱货物包装直接接触货物或冷链产品包装，对装有冷链集装箱

的甲板，应及时处理积水，并做好消毒工作。

（九）船上生活垃圾及生活污水处理

1.严格按照适用的国际公约、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要求，对船

舶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和处置，各类生活垃圾收集后应尽可能密封

封装。生活垃圾送岸处理时应按照当地港口及海关检疫等部门的

要求进行，送岸前应对生活垃圾外包装、垃圾存放场所进行消杀

处理，相关船上操作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

2.船舶在港期间处理生活污水应按照当地港口及海关检疫

等部门的要求落实防疫措施，处理过程中要按程序规范操作，相

关船上操作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

（十）船员换班操作

1.国内航行船舶应当尽可能在中风险、低风险地区开展船员

换班，高风险地区港口一般不进行船员换班；国际航行船舶应当

根据境内、境外疫情情况，科学合理地确定换班的港口；船员换

班应当按照换班地的要求，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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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船员换班全过程应当做好个人防护设备佩戴、体温检测等

措施，如出现健康异常状况的，应当立即暂停船员换班，并按照

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处理；

3.船员换班上船前 14 天应当保持健康状况正常，每天不少

于两次检测体温，填写健康记录并签字，并经航运公司或海员外

派机构确认；符合健康要求的船员应当尽可能从居住地采用“点

对点”运输方式前往港口直接换班上船；船员赴境外换班上船，

航运公司或海员外派机构，有条件的应尽量在登机前为船员安排

核酸检测，做好登机前和飞行途中的体温监测，并按照入境地有

关疫情防控要求，做好上船前各项防护。

4.拟换班离船的船员在船期间应当每天不少于两次检测体

温，填写船上隔离健康记录，并经船长签字确认；拟进入境内港

口作业的国际航行船舶应当在预计抵达港口 48小时前向海事管

理机构报告在船船员健康信息，航行时间不足 48小时的应当在

驶离上一港口时立即报告；

5.换班船员按规定需进行隔离观察的，应当严格遵守相关隔

离要求，自隔离之日起至隔离结束之日止每天向航运公司或海员

外派机构报告健康情况；

6.新换班上船的船员应当在最初的 14 天内，尽可能做到上

船后的自我隔离，严格遵守船上各项相关防控要求：尽量避免与

船上任何身体不适或有感冒或类似流感症状的人员接触，避免与

其他船员或乘客进行非必要的接触，与船上其他船员一起工作



— 11 —

时，应当保持 1米以上的社交距离；如有可能，在保证安全的前

提下，尽量使用外部楼梯、逃生通道或走道；尽量避免使用船上

任何公用场所，例如餐厅、活动室、洗衣间或娱乐场所；在工作

时间或任务完成后应当尽快返回其个人起居舱室，尽量在其个人

舱室内用餐。

（十一）境外疫情防范

1.航运公司应当结合航线挂靠港口的疫情形势和防控要求，

加强对国际航行船舶船员的疫情防控知识培训，确保船舶在境

外航行、靠泊、作业过程中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

2.航运公司应当充分考虑境外航线周期和补给渠道，为国际

航行船舶配备充足的口罩、防护服、护目镜、防护手套、预防

和治疗药品等防疫物资。

3.航运公司应当加强与中国船东协会的对接，推动国际航行

船舶船员的疫苗接种工作，提高疫苗接种比例，对新上船的中

国籍船员努力做到“应接尽接”。

4.船舶在境外港口靠泊作业的，应当根据航运公司提供的境

外疫情和相关港口的信息以及防控要求，制定相应防控措施，遵

守靠泊港口所在地对于船舶货物作业、船舶修理、船舶补给和船

员登陆等的规定；

5.船舶在抵达国外港口检疫锚地后，应当立即通过船舶代理

通知拟靠泊港口检疫部门，在检疫未完成前，禁止其他人员上下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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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船舶应当提前做好靠泊申报工作，保持通讯畅通，按拟靠

泊港口检疫部门的要求准备好相关文件材料，例如船员健康情况

调查表、船舶卫生情况报告、航海日志、船员和旅客名单、船上

医疗记录等，并按照港口检疫部门的要求配合接受检查；

7.船上人员出现发烧、咳嗽、腹泻、虚弱、呼吸困难等症状

的，船长应当第一时间向公司报告，并及时向港口检疫部门报告，

在其指导下采取积极的防控措施，减少疫情在船上传播的风险；

8.在港口检疫部门发现船上有确诊病例、疑似病员、密切接

触者、有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者，船舶可能会被视为受感染船舶

的情况下，船舶应当积极配合港口检疫部门的工作；

9.船舶在境外疫情严重国家或地区的港口靠泊时，船员应当

做好在船自我防护，尽可能避免与岸上人员直接接触；因工作需

要确需接触的，应尽量选择在室外空间进行；除对伤病船员实施

紧急救助和生产必需外，不安排船员上岸活动；

10.船舶在境外疫情严重国家或地区的港口装卸货作业时，

应当通过船舶代理提前与港口方面沟通作业方式和防控措施；应

当加强船岸界面的管控，坚持“本船船员非必要不下船，外籍人

员非必要不登轮”的原则，尽最大可能避免或减少码头作业人员

的上船数量，并严格控制其活动区域，人员离船后要加强消杀工

作；对于职业暴露风险高的甲板部船员，确有必要与岸上人员发

生接触时，应当严格按要求做好个人防护，佩戴口罩和防护手套，

必要时穿戴防护服、佩戴护目镜，保持 1米以上的社交距离，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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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避免船员与码头作业人员直接接触，原则上禁止船员进入码头

作业区域；码头作业人员上船工作时如缺乏口罩等个人防护用

品，船舶应当在确保满足自身防护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为其提

供；

11.船舶应当为引航员等必须登轮且需进入船舶驾驶室等进

行室内活动的人员提供必要的防护手套、口罩等个人防护装备；

同时，需要与此类人员接触的船员应当做好自身防护工作，待人

员离船后应当对其活动区域进行有效的消杀处理。

12.船舶在海上救助人员时应做好个人防护。被救助人员上

船后，应详细了解被救助人员的健康状况，参照疑似病员在船的

要求对被救助人员进行隔离，严格控制本船船员与被助救人员的

接触。

（十二）客运船舶分区分级防控

客运船舶还应当按照本指南附件中关于分区分级防控的建

议，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做好登轮人员的排查，强化船员对疫

情防控知识的培训和相关演练，合理安排乘客舱室，保证船舶

舱室的消毒和通风，做好船员和乘客的个人防护，控制船岸人

员的交流，加强对船上乘客相关卫生知识的宣传，切实保障船

员和乘客的健康安全，防范疫情传播。

三、加强船员个人防护

（一）注意个人卫生

1.船员应当勤洗手、勤洗澡、勤换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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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船员在咳嗽或打喷嚏后、在制备食品全过程、在饭前便后、

在接触他人或动物后以及外出回船后等情况下，应当规范地清

洗手部，无法获得流动水的情况下可采用手消毒剂清洁手部；

3.船员应当将在室外或工作场所工作时穿着的衣服放在更

衣室内，严禁穿回个人房间，勤用消毒液泡洗工作服；

4.船员在咳嗽或打喷嚏时应当使用纸巾遮挡，防止飞沫喷

溅，用过的纸巾建议集中焚烧处理。

（二）推荐洗手方法

使用肥皂或洗手液并用流动水洗手，推荐以下洗手六步法：

1.双手手心相互搓洗（双手合十搓五下）；

2.双手交叉搓洗手指缝（手心对手背，双手交叉相叠，左右

手交换各搓洗五下）；

3.手心对手心搓洗手指缝（手心相对十指交错，搓洗五下）；

4.指尖搓洗手心，左右手相同（指尖放于手心相互搓洗搓五

下）；

5.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的拇指搓洗，左右手相同，各搓五下；

6.弯曲手指使关节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交换进行各搓五

下。



— 15 —

（三）增强防范意识

1.疫情防控期间，尽量减少船上人员之间日常交往，避免与

外来人员不必要的接触，交流时保持1米以上的社交距离；

2.所有外来人员包括引航员登轮后均应当全程佩戴口罩；

3.外来人员离船后应当对其活动的场所进行通风和消毒；

4.船员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外来文件、单据以及其他物品时，

应当佩戴口罩和防护手套，必要时应进行消毒处理；

5.船员在接种疫苗后，应继续做好个人防护，不能降低防护

要求。

（四）加强自我防护

1.规范佩戴个人防护用品，夏季或高温环境下人员穿着防护

服工作应当注意尽可能进行人员轮换，并及时补充体内水分，

避免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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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靠泊期间，船员离开生活区到甲板工作场所时应当全程佩

戴口罩和防护手套，避免与任何有感冒或类似流感症状的人员

密切接触，尽量避免登陆到公共场所以及与牲畜或野生动物接

触；

3.保证充足睡眠。睡眠不足对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功能有伤

害，不仅会造成记忆困难、情绪不稳定、工作效率低下，还会

降低身体免疫力；

4.加强体育锻炼。在船上养成自觉锻炼身体的习惯，积极运

动，保持合适体重，增强体格抵抗力。

（五）医用口罩选择

能有效预防新冠肺炎的口罩类型有：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医用外科口罩（包括挂耳式和系带式，常见标准YY0469-2010

或YY0469-2011，印在口罩的独立外包装上）、医用防护口罩（如

医 用 GB19083-2020 、 KN95 、 医 用 N95-3M1860/1870+ 、

FFP2-UVEX）等。

1.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推荐在非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使用；

2.医用外科口罩推荐疑似病员和与之接触频繁的船上工作

人员在岗期间佩戴；

3.医用KN95/N95及以上颗粒防护口罩防护效果优于医用外

科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主要供医务人员使用，船员在

人员高度密集场所或密闭公共场所也可佩戴；

4.医用防护口罩推荐确诊患者转移时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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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正确佩戴口罩

应当根据不同的操作要求选用不同种类的口罩，佩戴口罩

前应洗手或用手消毒剂消毒双手，检查口罩的有效性、完整性

等，无异常方可使用。

1.进入船上人员密集或密闭公共场所须佩戴口罩；

2.有船上人员疑似感染的，应当佩戴医用防护口罩或医用外

科口罩，一次性口罩启用后4小时更换，遇破损、潮湿或受到患

者血液、体液污染后，应当及时更换；

3.有呼吸道基础疾病的人员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防护口罩；

4.以医用外科口罩的佩戴为例，按照下述步骤佩戴：

（1）平展口罩，深色朝外，金属条鼻夹朝上；

（2）将口罩罩住鼻、口及下巴，挂耳式应将两侧耳带挂在

双耳上；系带式应将口罩下方带系于颈后，上方带系于头顶中

部；

（3）将双手指尖放在鼻夹上，从中间位置开始，用手指向

内按压，并逐步向两侧移动，根据鼻梁形状塑造鼻夹；

（4）系带式可调整系带的松紧度。

5.摘脱口罩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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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要接触口罩的前面（污染面）；

（2）挂耳式医用外科口罩：双手提起两侧耳带；

（3）系带式医用外科口罩：先解开下面的系带，再解开上

面的系带；

（4）医用防护口罩：将颈部的下头带从脑后拉过头顶，拉

上头带摘除口罩；

（5）用手仅捏住口罩的系带丢弃。

（七）废弃防护用品处理

1.对废弃的一次性口罩、护目镜、防护面罩、防护服应设立

专门的收集区域和收集箱定时回收，回收后应密封封装，并标

识内容物。

2.船上使用后的废弃口罩应当分类处理：健康船员佩戴过的

口罩，一般在口罩变形、弄湿或弄脏导致防护性能降低时更换，

使用后的口罩，可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的要求处理；疑似病员、

确诊患者、呼吸道疾病患者或密切接触人员佩戴的口罩，不可

随意丢弃，应视作医疗废弃物，统一存放至黄色感染性医疗废

物垃圾桶，并建议使用含氯5%的消毒液按照1:99配比后，撒至

口罩上进行处理，且每天两次使用75%酒精或含氯消毒剂对垃

圾桶进行消毒处理。

四、发现疑似病员应急操作

船上发现疑似病员情况时，应当按照船舶疫情防控管理计

划的要求启动应急操作程序，落实人员隔离和防护的各项措施。

（一）船舶靠泊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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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即对疑似病员实施隔离，全船人员做好防护措施；

2.向航运公司和当地疫情防控部门报告，接受远程医疗指

导；

3.联系当地代理或航运公司代表安排疑似病员离船就诊，同

时通知航运公司给予相关岸基支持，在船船员尽量不参与疑似

病员的移动和运输；

4.疑似病员送岸检查确诊后，同时排查隔离密切接触者；

5.全船做好消毒工作，对疑似病员起居舱室和活动处所进行

重点消毒；

6.对疑似病员密切接触人员实施隔离观察；

7.保证足够的值班船员，人员不足时，应当及时妥善地安排

船员换班上船，以确保船舶安全。

（二）船舶在航期间

1.立即对疑似病员实施隔离，全船人员做好防护措施；

2.向航运公司报告，需要时向离岸最近的疫情防控部门请求

远程医疗救助，接受远程医疗指导；

3.岸基和船舶共同评估疑似病员病情，如病情可控，可等船

舶抵港后安排到当地医院检查、治疗；如病情不可控，航运公

司应当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岸基和船舶商定紧急靠岸或送岸方

案，以最快速度将疑似病员送岸检查、治疗；

4.启动应急换班操作并对疑似病员密切接触人员实施隔离

观察；

5.全船做好消毒工作，对疑似病员起居舱室和活动处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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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消毒。

（三）货船应急操作

1.关闭船舶空调系统；

2.关闭船员房间和公共场所布风器，阻断船员房间之间的内

部空气流通；

3.将疑似病员安置在医务室或独立的舱室进行隔离，采用自

然通风；

4.疑似病员应当尽可能安置在同一区域，单间隔离，并实施

封闭管理。

（四）客船应急操作

1.将疑似病员隔离于有舷窗的房间，关闭布风器，阻断与其

他房间的内部空气流通，采用自然通风；

2.关闭公共场所布风器和回风，有舷窗的房间也关闭布风

器，采用自然通风；

3.空调系统只向没有舷窗的房间供风，并应调整至新风模

式；

4.关闭回风防止病毒携带者对其他人员构成威胁；

5.有条件的可在空调房安装紫外线消毒器，根据紫外线消毒

器消毒时长要求，完成消毒后短暂启动空调，实行间歇供风，

保证没有舷窗的房间有足够的氧气含量。

（五）疑似病员信息沟通

船上应当使用船舶广播系统和对讲机与疑似病员进行信息

沟通，减少人员直接接触。食品供应等事项应当约定错开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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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的时间，降低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六）疑似病员隔离看护

1.疑似病员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并在单独的舱室进行隔

离，不参与船上群体性活动，在隔离舱室单独用餐，避免与其

他人员直接接触；

2.隔离舱室应加强空气流通，或持续使用排气扇保持空气流

通，注意环境清洁；

3.疑似病员使用过的防护手套、纸巾、口罩以及其他废弃物

都应当放在专用的垃圾袋封存，并标记为污染物；

4.限制看护人数，尽量安排健康状况良好且没有慢性疾病的

人员进行护理，看护期间应当佩戴好口罩、防护手套、护目镜，

必要时应穿着防护服，并拒绝一切探访，防护用品使用后应当

作消毒或废弃处置。

（七）密切接触人员管理

船舶应当评估所有人员与疑似病员的接触情况，收集船员/

乘客活动位置表，并将其归类为高风险接触者（密切接触者）

和低风险接触者。对接触人员的追踪应当在船上发现疑似病例

后立即开展，所有可能与疑似病员有过密切接触的乘客、医护

人员和船员应当在船上医疗人员或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隔离，隔离期限从最后一次与疑似病员可能有接触之日起算14

天。

（八）疑似病员转移

在疑似病员下船期间，应当尽量减少与船上其他人员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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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严格控制疑似病员在船上活动的区域。

疑似病员的转移原则上应当由岸上专业的医护人员实施。

如因条件限制，确需船员参与疑似病员转移的，相关船员应按

规定进行手部卫生处理，并按规定佩戴医用口罩、护目镜、防

护服和防护手套。

（九）医疗废弃物处置

船舱或隔离处所内所有的废弃品须按照船舶医疗废物进行

处理。如果废弃品可在船上焚烧，须进行焚烧；如果须送岸回

收，应当提前通知港口当局并按要求采取特殊的防护措施。

五、疑似病例报告

（一）船舶报告时机

当船上发生船员或乘客出现发烧、咳嗽或呼吸困难症状并

且在过去28天内去过发生疫情的地区，甚至导致死亡时，应当

立即向港口所在地或者离岸最近的卫生健康部门或检验检疫部

门报告，并通报海事管理部门。

（二）船舶报告事项

1.船舶名称、船舶类型、船旗国、船籍港、国际海事组织编

号或船舶呼号，在船船员及乘客人数；

2.最近28天内船舶停靠港，包括疑似病员下过船的停靠港清

单；

3.疫情发生的日期、时间和船舶地理位置；

4.相关疑似病员的姓名、性别、职务、出生日期、国籍和登

船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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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关疑似病员的体温记录、症状和体征清单（包括各症状

显现时间）、死亡人数（如有）、可能发生原因、已采取措施

和发展趋势等。

国际航行的船舶，如果航行时船上发生疑似病例，应当根

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和拟安排疑似病员下船港口所在

国家法律要求，向当地主管当局提交《海事健康声明》。

六、疫情常态化防控

（一）国内航行船舶操作

1.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国内航行船舶、船员在防疫物资

配发使用、疑似症状监测、船舶饮食安全、船舶清洁消毒、船

员个人防护、发现疑似病员应急操作、疑似病例报告方面仍应

当按照本指南第二、三、四、五章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其它方

面有关措施可按下述建议实施：

（1）船舶起居舱室和生活处所每日通风至少1次，每次

20-30分钟；

（2）船舶靠泊期间，船员离开生活区到甲板工作场所时可

不必佩戴口罩和防护手套；

（3）船舶应当合理安排登轮参观访问和家属探望的人数及

频次，对登轮人员做好登记，控制其活动区域；

（4）体温检测正常的船员，在按当地规定做好必要防护情

况下，可以正常登陆活动，但应当注意避免长时间在人员聚集

场所活动；船舶对上岸活动船员应当做好登记。

2.如国内航行船舶与国际航行船舶在船-船作业活动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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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直接接触，且国际航行船舶过去28天曾停靠过境外疫情严

重港口或船上曾发生疫情/出现“四类”人员，则国内航行船舶、

船员应当按照本指南第二、三、四、五章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二）国际航行船舶操作

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国际航行船舶（包括内外贸兼营船

舶）在境内航行作业期间，船舶、船员仍应当按照本指南第二、

三、四、五章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船舶可根据在境外航行的区域

和港口疫情情况，动态调整船舶防控响应，实施精准防控，但无

论如何，应当按照有关要求，不断强化远端防控，严格做好防范

境外疫情输入工作。

七、船员心理健康调节

船长应当组织做好船员的心理疏导和健康调节工作。疫情

期间，由于受到岸上疫情和防控措施的影响，可能导致船员正

常换班困难，船员因此延长在船工作时间、无法正常上岸休息

休假，加之船上信息不畅通，易导致船员心理出现焦虑多疑、

惶恐不安、愤怒暴躁、抑郁悲伤、恐惧害怕、盲目乐观、孤独

寂寞、冲动激惹等负面情绪，需要针对性及时排解。

（一）船员换班困难情况下的心理干预

1.应激反应过度的判断方法。

（1）连续3天或更长时间的睡眠困扰，如入睡困难、多梦、

梦魇、早醒等；有明显的身体不适感，主要表现为身体紧张、

不易放松、食欲不振、尿频、尿急、心慌、坐立不安、多汗、

怕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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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复回想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消息、视频，或脑中不断

冒出相关字眼；

（3）容易受到惊吓，或者不敢看与新冠肺炎疾病相关的信

息；

（4）看到或听到别的船员换班休假的信息，产生烦躁、不

安等心理；

（5）反复回忆起过去某个阶段的痛苦经历；

（6）明显的情绪不稳定，或紧张恐惧，或悲伤抑郁，或易

发脾气；

（7）出现冲动、攻击性、伤害性的言语或行为。

2.认识应激反应过度的危害

（1）影响情绪和行为；

（2）影响认知功能，包括注意力、判断力；

（3）影响身体健康状况，如原有疾病加重，或诱发高血压、

高血糖、痛风、消化系统溃疡等身心疾病;

（4）影响社会交往、工作状态和家庭关系。

3.心理干预

（1）鼓励表达和沟通。在船船员遇到困难,难以像在陆上一

样向亲人和朋友倾诉,以此释放或舒缓心理压力。因此，鼓励船

员表达喜怒哀乐,使自己内心得到放松，船员可积极与关系好的

同事交流情绪感受，船上可组织小组交流活动;

（2）鼓励坚持写日记，记录生活和经历。长时间相对单一

的船上生活模式，易使人的思考动力弱化。鼓励船员以日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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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记录日常生活和工作，对情感进行反思和分析,有助于提高观

察和体会生活的能力，进而推己及人,增强转移注意力的能力，

促进同事间的相互理解。另可给家人写信，虽可能无法寄出，

但日后重聚，可以悄悄放在他（她）们枕头下，表达对家人的

情感;

（3）鼓励引导自身正性思维。疫情期间，船员为保障国际

物流供应链畅通和重要防疫物资运输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国家

做奉献，为家人保健康，船员应当意识到自己在疫情防控中的

责任，提升国家和集体荣誉感、自我价值感、职业自豪感;

（4）鼓励船上团队心理互助。船上可指定或推举性格外向、

心态积极的船员担任团队心理互助组长，鼓励船员及时反映自

身出现的应激反应过度和不良情绪，船员之间加强相互支持、

鼓励与帮助，倾诉、倾听和交流心理情感问题，缓解波动情绪，

进而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

（5）鼓励音乐、跳舞或体育活动。船上可因地制宜组织集

体性的音乐、跳舞或体育活动，尤其是与音乐相关的活动。因

船上空间有限、船体摇摆，体育活动的选择要结合实际、注意

安全，推荐选择如太极拳、瑜伽、八段锦、五禽戏等健身气功，

或者广播体操、健身操、武术等运动，既提高船员情绪,又通过

互相配合和频繁互动，丰富船上生活，增进彼此的信任和情谊。

（二）个人心理健康调节推荐方法

1.平缓呼吸法

吸气、屏气、呼气均默数５秒，吸气时通过鼻腔缓慢而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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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将空气吸到身体最深处，呼气时通过鼻腔或口腔缓慢呼出，

完全呼出气体后可正常呼吸２次。循环上述步骤，每次练习３-

５分钟。

2.肌肉放松法

可以采用平躺或端坐的姿势，放松顺序可遵循自上而下，

从头到脚，反之亦可。

3.蝴蝶拍法

闭上眼睛或半合眼，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双手交替摆动，

轻拍双肩，同时缓慢深呼吸，如此重复数次。

4.保险箱封存法

一种通过想象方法来完成的负面情绪处理技术。有意识地

对内心积攒的负面情绪进行打包封存，从而使自我可以在较短

的时间内从负面情绪及消极观念中解放出来。

八、疫情信息查询

新冠肺炎最新疫情信息可查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方

网站http://www.chinacdc.cn，中国地区可拨打健康咨询电话：

12320。

http://www.chinacdc.cn/en/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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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客运船舶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建议

防护内容 高风险地区 中风险地区 低风险地区

排查 客运船舶 排查所有船员近 14天旅居地 每次开航前 每次开航前 每次开航前

培训 客运船舶

新上船船员疫情防控知识培训 开航前 开航前
开航后 24 小

时内

全船船员熟悉个人防护用品使用和

应急演练程序等方面的培训；相关船

员关于疑似病员的船上隔离看护、密

切接触人员管理、疑似病员的转移以

及乘客的疏导和控制等方面的培训

每周 每周 每月

演练 客运船舶

模拟疫情发生时的应急演练，包括与

公司岸基的联系、疑似病员的船上隔

离看护、密切接触人员管理、疑似病

员的转移以及乘客的疏导和控制等

每周 每周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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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 客运船舶

座椅、扶手、栏杆、地板、驾驶室、

行李架、穿戴过的救生衣、客舱床位、

卫生间等

每次开航前 每次开航前 每次开航前

梯口、生活区等公共处所配备手消毒

剂，带有卫生间或者洗手池的处所配

备消毒洗手液

配备 配备 配备

通风

客运船舶

（封闭

式）

自然通风
风机和通风

筒全开

风机和通风

筒全开

视天气和温度

确定

中央空调系统（内循环） 停用 停用 视情况使用

客运船舶

（开敞空

间设有座

椅）

乘客优先安

排在开敞空

间

乘客优先安

排在开敞空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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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 客运船舶

客座率 ≤50% ≤70%
≤90%（设置

发热乘客隔离

区的除外）

客舱安排 单人单间 ≤3人一间
尽可能分散安

排

上下旅客安排 分批次上下船，减少聚集

防护 客运船舶

船员和乘客戴口罩 100%佩戴

船员护目镜、防护手套 100%佩戴防护手套（护目镜

视情佩戴）

—

船上餐饮、零售和娱乐设施 零售设施可用
餐饮、零售设

施可用

体温测量时间间隔（国际及港澳航

线）

码头测量或

者登轮前测

量合格，开航

后早、中、晚

各一次

码头测量或

者登轮前测

量合格，开航

后上午、下午

各一次

码头测量或者

登轮前测量合

格，开航后每

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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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温测量时间间隔（国内航程大于 2

小时）

码头测量或

者登轮前测

量合格，开航

后早晚各 1

次（夜间），

2 小时一次

（白天）

码头测量或

者登轮前测

量合格，开航

后早晚各1次

（夜间），5

小时一次（白

天）

码头测量或者

登轮前测量合

格

体温测量时间间隔（国内航程小于 2

小时）
码头测量或者登轮前测量合格

发热乘客隔离区
按乘客定额

10%安排

按乘客定额

5%安排

视情况设置

发热乘客信息登记 100% 100% 100%

船上垃圾处理 每航次 每航次 每航次

船岸

交流
船员

严控登陆，不

更换船员

原则上不更

换船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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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公司岸基人员、为船舶提供服务

的人员

禁止登轮（紧

急或必须情

况除外）

禁止为船舶

提供服务的

人员登轮（紧

急或必须情

况除外）

—

宣传 客运船舶
船上要通过广播、视频、海报等开展

卫生防护知识宣传
需要 需要 需要

乡镇客渡船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满足上述分区分级防控建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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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2021年 8月 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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