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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危防〔2018〕555 号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关于规范实施船舶大气
污染物排放控制区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直属海事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交

海发〔2018〕168 号，以下简称《方案》）要求，确保船舶大气

污染物排放控制区各项政策要求有效实施，现就进一步明确船舶

排放控制区有关要求和规范监督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排放控制区有关要求

（一）船舶在排放控制区内使用的燃油应当符合《方案》的

要求。在船用燃料油、柴油国家标准修订实施之前，内河船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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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内河控制区的江海直达船舶使用的燃油应当符合现行标准。

（二）需要转换低硫燃油的船舶，应当制定并随船配备燃油

转换程序。船舶应当在进入排放控制区前完成低硫燃油转换，确

保在进入排放控制区时已经在使用低硫燃油；船舶换用高硫燃油

的，应当在离开排放控制区后开始转换；船舶应当将换油起止时

间、船位经纬度、转换前后所使用燃油的硫含量以及燃油舱存量、

低硫燃油使用量等信息记录在《轮机日志》等记录簿中。

（三）船舶氮氧化物排放控制应当符合《国际防止船舶造成

污染公约》《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技术规则》和《方案》的

要求。船舶发动机发生重大改装影响氮氧化物排放水平的，应当

采取措施达到与改装前同等的排放水平并申请船舶检验机构的

检验。

（四）船舶使用岸电的，应当按照有关安全操作规程操作，

并将岸电使用起止时间、操作人员等信息记录在《轮机日志》或

其他相关记录簿中。

（五）船舶使用液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新能源及其他替代

措施的，不得影响船舶的航行、停泊和作业安全，同时应当符合

相关安全操作规程，并将使用情况记录在《轮机日志》或者其他

相关记录簿中。双燃料动力船舶应当将各种燃料的使用量、换用

燃料的时间、船位经纬度、操作人员等信息记录在《轮机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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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其他相关记录簿中。

（六）船舶使用尾气后处理装置的，应当按要求持有船舶检

验机构签发的尾气后处理装置产品证书，保持装置运行良好。使

用国际海事组织《2015 废气清洗系统指南》（MEPC.259(68)决

议）规定的方案 B 型废气清洗系统的船舶应当安装和使用废气连

续监测系统；使用闭环控制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或者使用不能提

供常用工况下催化剂寿命等参数的开环控制选择性催化还原系

统的船舶，应当安装和使用氮氧化物监测设备。船舶应当将使用

尾气后处理装置的起止时间、船位经纬度、操作人员等信息记录

在《轮机日志》或其他相关记录簿中。

（七）船舶使用尾气后处理装置产生的水污染物的排放和处

理应当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禁止在内河控制区、沿海控制区内

的港口水域和渤海水域排放开式废气清洗系统洗涤水，其它沿海

控制区水域内开式废气清洗系统洗涤水的禁排要求将适时公布

实施。禁止将废气清洗系统洗涤水残渣排放入水或进行船上焚

烧，船舶应当如实记录废气清洗系统洗涤水残渣的储存和处理情

况。

（八）具有以下情形之一，船舶使用不符合《方案》要求燃

油的，应当向当地海事管理机构提出豁免或免责（《豁免或免责

情形报告表》详见《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监督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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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1.需要对船舶结构和设备进行改造后才能使用符合要求燃

油的，但此改造应在《方案》实施后一年内完成；

2.已做出一切应尽的努力，仍无法获得符合要求的燃油的；

3.因相关设备损坏、故障而无法在规定期间符合《方案》要

求的；

4.为保障船舶安全或实施海上人命救助，而无法在规定期间

符合《方案》要求的。

二、规范船舶排放控制区监督管理工作

（一）各级海事管理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方

案》的要求，参照《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监督管理指南》

（详见附件）开展船舶排放控制区的监督管理工作。

对于长江航务管理局、珠江航务管理局、上海组合港管委会

办公室依职责组织开展的船舶大气排放控制管理工作，各相关海

事管理机构应当给予支持配合。

（二）沿海地级市拟在本行政管辖区域内的内河通航水域，

参照内河控制区的要求，对海船进入本水域燃油硫含量提出控制

要求的，当地省级海事管理部门应当提前报交通运输部海事局。

本通知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事局关于加强船舶排放控制区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海船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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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船

舶燃油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海危防〔2016〕11 号）和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关于规范船舶大气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工作

的通知》（海危防〔2016〕454 号）同时废止。

附件：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监督管理指南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

2018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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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监督管理指南

1 总则

1.1 目的

为规范实施交通运输部印发的《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为海事管理机构开展船舶大

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监督管理工作提供参考，制定本指南。

1.2 依据

本指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船舶

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

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

理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

区实施方案》，以及《船用燃料油》《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

技术规则》《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8）》

等标准规范编制。

1.3 适用对象

本指南适用于在排放控制区内航行、停泊、作业的船舶，军

用船舶、体育运动船艇和渔业船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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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术语和定义

1.4.1 “江海直达船舶”，系指符合《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法

定检验技术规则（2018）》定义的船舶。

1.4.2 《方案》第五部分第 11 条中的“现有船舶”，系指 2019

年7月1日之前已在营运的中国籍和外国籍船舶，包括公务船舶。

1.4.3 “液货船”，系指建造成或改装成适合于载运散装易燃液

体货物的船舶，包括油船、化学品船和液化气船。

1.4.4 “邮轮”，系指以旅游为目的、定线航行的高端客船，包

括中国籍和外国籍邮轮、新造和现有邮轮。

1.4.5 《方案》第五部分第 11、第 12 和第 13 条中的“停泊”，

系指船舶开始稳固的系泊于某泊位的时刻至解开与其泊位系缚

的时刻之间的时间段，不包括船舶锚泊与浮筒系泊；“稳固的系

泊”系指所有船舶缆绳都系固完毕的状态；“解开与其泊位系缚”

系指所有船舶缆绳解开的状态。

1.4.6 “尾气后处理装置”，系指通过脱硫、脱硝等技术手段，

降低船舶尾气中的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和颗粒物含量，使船舶取

得与实施《方案》规定的相同或更好的大气污染减排效果的船用

设备。

1.4.7 “具备国家规定资质的检测单位”，系指具有经过省级以

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认定或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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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室。

2 船舶燃油使用和供给的检查

2.1 船舶使用燃油的检查

2.1.1 船舶尾气监测

海事管理机构可以结合辖区特点，部署船舶尾气监测设备，

通过船舶尾气监测并结合 AIS 等系统初步筛查涉嫌使用硫含量

超标燃油和氮氧化物排放超标的船舶。嫌疑船舶不靠泊本辖区

的，及时将相关信息通报拟靠泊地的海事管理机构。部海事局将

逐步推进船舶大气污染物监测工作纳入危防信息管理系统。

各海事管理机构将有违法排放记录的船舶、经尾气监测发现

涉嫌使用硫含量超标燃油和氮氧化物排放超标的船舶作为重点

检查对象。

2.1.2 文书检查

海事管理机构结合现场监督和安全检查工作，对船舶的轮机

日志、燃油供受单证、燃料消耗信息报告等材料进行检查。具体

检查内容如下：

2.1.2.1 轮机日志：核查船舶换油起止时间、船位经纬度、转换

前后所使用燃油的硫含量以及燃油舱存量、低硫燃油使用量、操

作人员等信息记录是否完整规范，核实换油完成船位是否符合

《方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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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燃油供受单证：核查是否持有燃油供受单证并按规定保

存 3 年，单证记录的燃油是否符合要求，重点核查燃油的硫含量、

闪点、酸度、凝点、水分、机械杂质等安全和环境保护指标是否

符合规定的最低限值要求。

2.1.2.3 燃油转换程序：核查是否持有书面燃油转换程序，该程

序是否纳入船舶安全管理体系（适用体系的船舶）或其他操作规

程（不适用体系的船舶），燃油转换操作记录是否规范完整。

2.1.2.4 船舶使用不合规燃油故障信息的接收与调查：船舶因使

用不合规燃油造成机器设备故障的，应当于发生故障后 24 小时

内向发生地海事主管机关报告至少以下信息：船舶和公司基本信

息、航次计划和进出控制区的时间和地点、发生故障的时间和地

点、故障详情、所用燃油的供应商名称和地址、加油时间和地点、

燃油供受单证所载信息等。

海事管理机构对报告故障信息的船舶及时进行调查，核实是

否因使用不合规燃油造成机器设备故障。

2.1.3 燃油检查

2.1.3.1 燃油样品检查

核查船舶留存的样品，是否由供应商代表和船长或负责加油

作业的高级船员在完成加油作业后密封并签字；核查船舶是否将

样品保存至该燃油基本用尽且至少保存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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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 燃油管系检查

核查船舶燃油管系布置及燃油管系图是否符合规范的要求，

燃油管系与燃油管系图是否一致，燃油管系中的阀门处于低硫油

还是高硫油位置，核实船方是否实际进行了换油操作。

2.1.3.3 船舶燃油使用数量估算

船舶进入排放控制区后理论上低硫燃油消耗量可通过以下

公式估算：AX+BY+CZ（吨）,式中 A 为：船舶主机耗油率，单位

为：吨/海里；B 为：副机耗油率，单位为：吨/小时；C 为：锅

炉耗油率，单位为：吨/小时；X 为：船舶燃油主机在控制区内

的推进距离（航行里程），单位为：海里；Y 为：船舶副机在控

制区内的使用时间，单位为：小时；Z 为：船舶燃油锅炉在控制

区内的使用时间，单位为：小时。以上参数可从《航海日志》、

《轮机日志》等记录中查找。

核查船舶加装低硫燃油的数量和船上实际留存低硫燃油的

数量。将上述理论计算值与船舶实际留存的低硫燃油数量进行比

较，初步判断船舶是否按规定换用了低硫燃油（船上所有燃油设

备，包括主机、副机、锅炉等均应当使用低硫燃油）。

2.1.3.4 燃油温度和粘度检查

核查主机、副机和锅炉的燃油进机温度和粘度及其历史趋势

图（如有）以及报警记录等数据，进一步验证船舶是否使用了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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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燃油。

2.1.3.5 船舶装载燃油检查

通过查看船舶燃油供受单证、油类记录簿、燃油舱存油情况，

核查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未使用硫氧化物和颗粒物污染控制装

置等替代措施的船舶进入排放控制区是否仅装载其按规定应当

使用的燃油。对于在不同控制区内外均航行的船舶，允许其装载

符合相关控制区内外使用要求的燃油。

2.1.3.6 燃油取样检测

对于文书检查不合格、有违规记录，或者经检查存在违规嫌

疑的船舶，海事管理机构进行船舶燃油抽检；对于文书检查合格、

无违规记录且无违规嫌疑的船舶，海事管理机构可进行船舶燃油

抽检。

（1）燃油快速检测

海事管理机构可使用快速检测设备对船上使用的燃油硫含

量进行初步检测。根据测试结果初步判断燃油硫含量是否超标

（详见附录 1），初步检测结果超过标准 10%的，建议送实验室

检测，并可要求船方出具《委托书》（详见附录 2）。

使用快速检测设备过程中涉及的取样工作，参见“燃油取样”

章节。

（2）燃油取样



— 12 —

燃油样品从燃油日用柜或者日用柜下游管路中抽取，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尽量接近燃烧系统（如船舶设置的燃油取样点、燃

油进机前最后一道滤器或者离燃油使用装置最近的驱气阀等）。

取样工作由执法人员和船员共同开展，也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取

样，可参照国际海事组织《船上燃油取样导则》进行取样。同一

取样点至少取 3 份油样，每份油样含燃油至少 400 毫升，1 份交

船方，1 份送检，1 份由海事管理机构留存，填写燃油样品标签、

封条编号,经船方代表和两名执法人员签字后，将标签（详见附

录 3）粘贴在瓶体上。

（3）样品送检

执法人员将样品封存在低温、遮光和安全的地方，并在取样

后及时将样品送至具有相应资质的燃油检测单位，燃油检测单位

按照《防污公约》附则 VI 中的附录 VI 规定的验证程序，以及现

行有效的国家标准明确的检测方法进行样品检测。检测报告应当

给出油品的硫含量，有条件的可视情抽检粘度、闪点、酸值、倾

点、水分、灰分和“铝+硅”等安全和环境保护指标，并与船用

燃料油、柴油等国家标准的要求进行比对。

2.1.3.7 船舶使用燃油标准

按照“宜燃则燃，宜柴则柴”的原则，根据发动机与燃油的

匹配性，大型内河船舶和江海直达船舶在内河控制区应当使用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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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船用燃料油》有关内河船用燃料油要求的燃油，其他内河船

舶应当使用符合《车用柴油》规定的柴油。

江海直达船舶在沿海控制区应当使用硫含量不大于 0.50%

m/m 的船用燃油。

2.1.4 结果核实

海事执法人员在接到检测报告后，核实船舶使用燃油是否符

合《方案》及相关公约和标准要求。

2.1.5 结果处理

2.1.5.1 对使用或装载不符合标准或者要求燃油的船舶，根据违

法情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船舶污

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

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

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及我国加入的国

际公约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若船舶已离港，当地海事管理机构可

通报下一港海事管理机构协助调查。

2.1.5.2 船舶未按照规定保存燃油供受单证和燃油样品的，按照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进行处罚。

2.2 船舶燃料供给单位的检查

2.2.1 检查内容

核查燃料供给单位是否向船舶提供燃油供受单证和燃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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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燃油供受单证是否包括了受油船船名，船舶识别号或国际海

事组织编号，作业时间、地点，燃油供应商的名称、地址和联系

方式以及燃油种类、数量、密度和硫含量等信息；是否将燃油供

受单证保存 3 年，是否将燃油样品妥善保存 1 年；是否持有每批

次燃油的检测报告；已经检测的燃油又经调和或者与其它燃油混

装的，是否进行了重新检测。

2.2.2 结果处理

（1）燃料供给单位未如实填写燃油供受单证的，或未按照

规定向船舶提供燃油供受单证和燃油样品的，或未按照规定保存

燃油供受单证和燃油样品的，按照《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

条例》第六十二条进行处罚。

（2）燃料供给单位未按照有关安全和防治污染规范要求从

事供受油作业，或者所供应的船舶燃油超标的，由海事管理机构

按规定要求整改。

2.2.3 供油质量联合监管

海事管理机构与市场监督（质检、工商）等部门建立船用燃

油流通环节的联合监管制度，可以组织专项治理行动，开展联合

执法；或者建立联合监管信息通报机制，进行执法信息互通。

3 船舶氮氧化物控制的检查

3.1 文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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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管理机构结合现场监督和安全检查工作，对《船舶防止

空气污染证书》、《船舶发动机防止空气污染证书》、发动机产

品证书、《轮机日志》等证书文书进行检查。具体检查内容如下：

3.1.1 核查船舶类型、建造日期和发动机重大改装情况，确认船

舶应当符合的氮氧化物排放标准（详见附录 1）。核查《船舶防

止空气污染证书》等相关证书文书，确认发动机（应急发动机除

外）氮氧化物排放水平与船舶应当符合的标准是否一致。

3.1.2 核查《轮机日志》、船舶发动机技术文件和参数记录簿、

发动机实际参数是否与技术文件列明的参数一致，参数记录簿中

记录的更换部件是否与技术文件中列明的一致，确认发动机是否

发生了影响氮氧化物排放水平构建的改动。

3.1.3 《方案》第五条第（二）款第 8 项提及的“单缸排量大于

或等于 30 升的船用柴油发动机”，可从发动机铭牌、台架试验

材料中查找“单缸排量”数据；也可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单缸排量：

πD2×S/4，式中 D 为气缸直径，S 为行程，可从发动机铭牌或技

术案卷中查找；如以上参数无法获得，则可将“单缸排量大于或

等于 30 升的船用柴油发动机”视作“额定功率大于或等于 5000

千瓦的船用柴油发动机”。

3.2 现场检查

3.2.1 核查发动机数量及铭牌信息，确认船舶发动机的实际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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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船舶防止空气污染证书》记载是否一致。

3.2.2 通过询问船员、现场巡查，确认船舶应急发动机是否在非

应急情况下使用。

3.3 结果处理

对船舶氮氧化物控制不符合要求的，根据违法情节，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及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等相关规

定进行处理。

4 船舶挥发性有机物控制的检查

4.1 文书检查

海事管理机构结合现场监督和安全检查工作，对船舶的《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管理计划》、《船舶防止空气污染证书》、《航

海日志》、《轮机日志》等证书文书进行检查。具体检查内容如

下：

4.1.1 确认船舶的种类、建造日期和国籍，确定船舶是否适用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要求。

4.1.2 适用《方案》第 16 条的船舶，核查其是否具有符合船舶

检验规范的油气回收装置，是否配备有油气回收操作规程，是否

将油气回收装置使用情况记录在《航海日志》、《轮机日志》或

者其他相关记录簿中。

4.2 结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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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适用《方案》第 16 条的船舶不具有符合船舶检验规范的

油气回收装置的，根据违法情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及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5 使用岸电及替代措施的检查

5.1 文书检查

海事管理机构结合现场监督和安全检查工作，对船舶文书进

行检查，具体检查内容如下：

5.1.1 使用岸电的检查

5.1.1.1 核实以下船舶是否具备船舶岸电系统船载装置：2019

年1月1日及以后建造的中国籍公务船、内河船舶（液货船除外）

和江海直达船舶，2020年1月1日及以后建造的中国籍国内沿海航

行集装箱船、邮轮、客滚船、3千总吨及以上的客船和5万吨级（指

载重吨）及以上的干散货船。上述建造时间是指船舶安放龙骨或

者处于相应建造阶段的时间。

5.1.1.2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核查具有船舶岸电系统船载装置

的现有船舶（液货船除外），在沿海控制区内具备岸电供应能力

的泊位停泊超过 3 小时，或者在内河控制区内具备岸电供应能力

的泊位停泊超过 2 小时，且不使用其他等效措施时，是否按规定

使用了岸电。2021 年 1 月 1 日起，核查邮轮在排放控制区内具

备岸电供应能力的泊位停泊超过 3 小时，且不使用其他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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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是否按规定使用了岸电。

5.1.1.3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核实使用的单台船用柴油发动机

输出功率超过 130 千瓦、且不符合《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

约》第二阶段氮氧化物排放限值要求的中国籍公务船、内河船舶

（液货船除外），以及中国籍国内沿海航行集装箱船、客滚船、

3 千总吨及以上的客船和 5 万吨级（指载重吨）及以上的干散货

船，在沿海控制区内具备岸电供应能力的泊位停泊超过 3 小时，

或者在内河控制区内具备岸电供应能力的泊位停泊超过 2 小时，

且不使用其他替代措施的，是否按规定加装了船舶岸电系统船载

装置，是否使用了岸电。

5.1.1.4 使用岸电的船舶，核查岸电使用是否符合相关安全操作

规程；核查船舶《轮机日志》中的岸电使用起止时间记录是否完

整规范；核查岸电使用起止时间是否符合《方案》要求。

5.1.2 使用清洁能源或新能源的检查

使用清洁能源或新能源的船舶，核查《船舶防止空气污染证

书》是否备注该船舶使用清洁能源。其中，对双燃料动力船舶，

还核查换用燃料时间记录是否完整规范；核查换用燃料时的船位

经纬度记录是否完整规范；核查换用燃料时的船舶位置是否符合

《方案》要求；核查清洁能源、新能源和燃油的使用量记录是否

完整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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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双燃料动力船舶是否可提供所有气体相关装置的维护

程序和信息；船上是否能提供操作程序，并应含有一份燃料操作

手册，以供经过培训的人员能够安全地操作燃料加注、储存和传

输系统；船上是否配有合适的应急响应程序。

5.1.3 使用尾气后处理装置的检查

核查使用尾气后处理装置的船舶，是否持有尾气后处理装置

相关产品证书；是否在船舶防止空气污染证书有相应的签注。核

查船舶《轮机日志》中尾气后处理装置使用起止时间记录是否完

整规范；装置使用起止时的船位经纬度记录是否完整规范；装置

使用起止时船舶位置是否符合《方案》要求等。

5.1.3.1 使用废气清洗系统的检查

对使用废气清洗系统的船舶，核查其是否持有《硫氧化物排

放符合证书》、废气清洗系统技术手册、船上监测手册、废气清

洗系统记录簿。对使用方案 B 型废气清洗系统的船舶，还核查其

是否安装了废气连续监测系统。船舶废气清洗系统洗涤水残渣应

当按照船舶垃圾分类中的操作废弃物来管理，查看船舶废气清洗

系统记录簿和垃圾记录簿，核查废气清洗系统洗涤水残渣是否船

舶污染物接收单位接收或者排放至岸上接收设施，是否存在将洗

涤水残渣排放入水或进行船上焚烧的行为。

5.1.3.2 使用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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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使用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的船舶，核查其是否持有选择性

催化还原系统技术案卷、还原剂的货物安全数据表（MSDS）；是

否制定了减少还原剂泄漏的措施；核查是否记录还原剂每次加装

上船的数量、成分和浓度，查看技术案卷中还原剂供应量及相关

记录簿中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的运行时间，估算还原剂的应当消

耗量，将估算的应当消耗量与加装上船数量对比，核实船舶是否

按规定运行了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对于闭环控制选择性催化还

原系统或者不能提供常用工况下催化剂寿命等参数的开环控制

的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核查其是否在系统出口处安装了 NOX监

测设备；对于未在系统出口处安装 NOX监测设备的开环控制的选

择性催化还原系统，核查船舶是否能够提供常用工况下催化剂寿

命、催化剂保养说明等材料。

5.2 现场检查

对文书检查不合格、有违规记录或存在违规嫌疑的船舶，海

事管理机构对船舶使用岸电、清洁能源或新能源和加装尾气后处

理装置进行现场检查，核实船舶是否达到了排放控制要求。

5.2.1 使用废气清洗系统的检查

对使用方案 B 型废气清洗系统的船舶，查看其废气连续监

测系统运行情况，核查监测数据是否按规定保存 18 个月，记录

的 SO2/CO2 比值是否符合《2015 年废气清洗系统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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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PC.259(68)号决议）要求，验证废气清洗系统废气排放符合

性。

核查船舶是否安装洗涤水连续监测系统，查看该系统运行情

况，核查监测数据是否按规定保存 18 个月，记录的洗涤水 PH 值、

PAH 值和浊度等参数是否符合《2015 年废气清洗系统导则》要求，

可进一步对洗涤水进行取样送检，核实其排放是否符合《2015

年废气清洗系统导则》要求。核查船舶是否在内河控制区、沿海

控制区内的港口水域和渤海水域排放了开式废气清洗系统的洗

涤水。

5.2.2 使用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的检查

对使用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的船舶，查看其电控系统是否具

有数据记录功能，是否自动记录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一定数量的

最新运行数据，是否对运行过程中的报警及故障等异常状态进行

存储，是否将记录数据至少保留 18 个月。

核查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出口处的NOX监测设备是否运行正

常，将监测的NOX浓度值与柴油机初次检验发证时相应模式点的

NOX浓度值进行对比，核实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是否具有足够的

降NOX能力，是否符合《2011 年关于装有选择性催化还原（SCR）

系统船用柴油机特殊要求的2008 年NOX技术规则补充指南》

（MEPC.291(71)号决议）要求。



— 22 —

5.3 结果处理

船舶采取替代措施未符合《方案》要求的，根据违法情节，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及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等相

关规定进行处理。

6 豁免或免责的提出和处理

6.1 豁免或免责的提出

船方提出豁免或免责的，应当向当地海事管理机构提供相应

的证明材料，其中船舶需要进行结构或设备改造后才能使用符合

要求燃油的，应当提供船舶检验机构出具的证明材料、船舶相关

证书文书、船舶改造计划及完成时间等证明材料；船舶无法获取

符合要求燃油的，应当在到港前至少提前 24 小时（航程不足 24

小时的在船舶开航前）向目的港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至少以下信

息：船舶和公司基本信息、航次计划和拟进出控制区的时间和地

点，并提供试图购买合规燃油的证据、努力寻找替代燃油来源的

证据、获得合规燃油的计划等证明材料。

6.2 豁免或免责的处理

海事管理机构对提出豁免或免责的船舶及时进行核实，情况

属实的，可暂不执行《方案》相关控制要求。发现不再具备豁免

或免责条件的，或者提供的材料存在虚假情形的，不予豁免或免

责并按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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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信息报送

接收船舶因使用不合规燃油造成机器故障信息、无法获取符

合要求燃油信息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通过所属的直属海事管理

机构或地方省级海事管理部门将接收、调查或核实情况每季度报

送部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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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船舶燃油硫含量控制要求

船舶类型

排放控制区 非排放控制区

沿海控制区
内河控制区 沿海水域 内河水域

海南水域 其他水域

海

船

2019.1.1 起，

≤0.50%

2022.1.1 起，

≤0.10%

2019.1.1 起，≤0.50%

2025.1.1 起，≤0.10%

（待评估）

2019.1.1 起，≤

0.50%

2020.1.1 起，≤

0.10%

2012.1.1 起，

≤3.50%

2020.1.1 起，

≤0.50%

2012.1.1 起，≤

3.50%

2020.1.1 起，≤

0.50%

内

河

大型内河

船
—— ——

2019.1.1 起，使用

符合新修订船用
——

2019.1.1 起，使用

符合新修订船用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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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燃料油标准的燃

油

料油标准的燃油

其他内河

船
—— ——

2019.1.1 起，使用

符合国家标准的

柴油

——
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的柴油

江海直达船
2019.1.1 起，

≤0.50%
2019.1.1 起，≤0.50%

2019.1.1 起，使用

符合新修订船用

燃料油标准的燃

油

2012.1.1 起，

≤3.50%

2020.1.1 起，

≤0.50%

2019.1.1 起，使用

符合新修订船用燃

料油标准的燃油

船舶氮氧化物控制要求

船舶类型
排放控制区

非排放控制区
沿海控制区 内河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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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水域 其他水域

国际航行

船舶

2000.1.1 及以后，功率 130 千瓦以上，≤国际 1 阶段限值

2011.1.1 及以后，功率 130 千瓦以上，≤国际 2 阶段限值

国

内

航

行

船

舶

中国

籍

2015.3.1 及以后，功率

130 千瓦以上，

≤国际 2 阶段限值

2022.1.1 及以后，排量

30 升及以上，

≤国际 3 阶段限值

2015.3.1 及以后，功率

130 千瓦以上，

≤国际 2 阶段限值

2025.1.1 及以后，排量

30 升及以上，

≤国际 3 阶段限值（待

评估）

2015.3.1 及以后，功率

130 千瓦以上，

≤国际 2 阶段限值

2022.1.1 及以后，排量

30 升及以上，

≤国际 3 阶段限值

2015.3.1 及以后，

功率 130 千瓦以上，

≤国际 2 阶段限值

外国

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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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委托书

关于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 ___船公司/代理公司:

我司谨在此委托你公司就船舶燃油质量检测达标事宜配合

海事局处理，若有后续问题，请代为处理。

指定人员姓名及联系方式：

船名（船章）：

船长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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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 Deed

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O:

I hereby entrust you to settle down the qualification

test of fuel oil used on board with Maritime Safety

Administration on behalf of me, if any problems, please

hand them for my ship’s company.

The name and the phone number of the Designated

person：

Ship’s Name:

Captain Signatur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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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海事局燃油样品标签

MSA FUEL SAMPLE IDENTIFICATION LABEL

样品编号

Sample No.

取样日期和时间

Date & Time

样品名称

Sample Description
□国际船舶 □沿海船舶 □内河船舶

规格等级

Product Grade

□柴油 Diesel Oil □180#RMG □380#RMK

□500#RMK □其他（请写明）：

取样船名

Ship Name

取样位置

Sampling Location

执法人员（2人）

Officers

船方代表签字

Captain/Person in

Charge

密封号

Seal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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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豁免或免责情形报告表

船舶名称： 国籍/船籍港：

总吨： IMO 编号/船舶识别号：

船舶种类： 建造日期：

上一港： 下一港：

所有人： 经营人：

靠泊码头： 靠泊日期及时间：

代理公司：

理由：

证明材料清单：

日 期：

（盖 章）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局、委），上海组合港管

委会办公室，长江航务管理局、珠江航务管理局，中国船级社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 2018年 12月 2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