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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7·21”“H”轮与渔船
“D”碰撞事故

调查报告

一、事故简况

2019年7月21日约0329时,油船“H”轮自白马井锚地出港过

程中，与进港渔船“D”在洋浦港航道17#航标以北约195米处

（109°11'07.29″E，19°43'30.17″N）水域发生碰撞,事故造

成“H”轮左、右两锚唇受损变形，渔船“D”驾驶台倾斜破损，

未造成水域污染和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约22万元人民币（事

故直接经济损失用于事故定级，不作为事故双方赔偿依据），属

于小事故。

二、事故调查取证情况

洋浦海事局于2019年7月22日成立事故调查组，对本起事故

进行调查。调查人员通过询问船员、现场勘查取证和查询相关资

料等途径，共获得：（1)《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3份；（3）《水

上交通事故现场勘查记录》2份；（3）水上交通事故调查询问笔

录3份；（4）“H”轮船舶文书资料1份；（5）渔船“D”船舶资

料1份；（6）“H”轮船员证书1份；（7）现场勘查照片83张。

（一）船舶资料

1.“H”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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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H”轮船舶证书整理船舶数据如下：

表1：H”轮基础数据

2.渔船“D”

根据渔船“D”提供的《渔业船舶买卖合同》、《海南省渔

船变更申请审批表》和《渔船核查登记表》等资料整理船舶数据

如下：

船籍港：海口 船舶种类：油船

航区：近海 船体材料：钢质

总吨：299 净吨：167

船长：43.88米 型宽：7.5米

型深：3.8米 满载吃水：3.3米

主机类型：内燃机 总功率：202KW

建成日期：2009年9月22日 雷达：1831 MARK-2

建造厂：台州市路桥金清海祥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船舶所有人：略

船舶经营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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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渔船“D”基础数据

（二）船舶登记和检验情况

1.“H”轮

“H”轮船籍港为海口，其《船舶国籍证书》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口海事局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核发。其适航证书由中国

船级社海南分社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签发，有效期至 2019 年 9

月 21 日，处于有效期内。中国船级社海南分社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在海口港对“H”轮进行船舶检验，该轮处于适航状态。

2.渔船“D”

渔船“D”无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登记证书和检验证书，

主要活动水域在北部湾。2019 年 2 月 8 日，新州镇渔民刘仁红

从原船主麦庆裕处购得该船。

船名：D 国籍：中国

船籍港：儋州 船舶种类：刺网渔船

船体材料：木质 总功率：278.8KW

总长：26.9米 型宽：5.66米

船长：21.33米 型深：2.5米

主机类型：柴油机 建成日期：2011年9月15日

建造厂：儋州市新英荣上个体造船厂

船舶所有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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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员情况调查

1.“H”轮

“H”轮本航次共配备船员5名，满足船舶所持最低安全配员

证书要求。事故发生时，船长及水手在驾驶室值班。

2.渔船“D”

渔船“D”本航次在船人员共4人，均无船员证书。事故发生

时刘X在驾驶船舶，其他人在睡觉。

（四）环境因素调查

1.气象海况

海南省气象台 7 月 20 日 17 时发布天气预报：“20 日夜间

到 21 日白天：北部湾海面，本岛四周海面，多云,西南风 5 级,

阵风 6 级”。

根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编制的 2018 年 6 月第 1 版《2019 潮

汐表》，洋浦地区事故发生前后正在退潮，7 月 21 日潮汐情况

详见下表：

表 3：洋浦潮汐情况

时间(时) 01 02 03 04 05

潮高（cm） 184 147 119 102 93

查询洋浦船舶交通管理系统气象监测设备数据:2019年 7月

21 日 0325 至 0330 时事故水域附近风速实测为 0 米/秒，能见度

约 9585 米。

结合双方船员笔录陈述，调查组认定：事故发生时无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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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度约 5 海里，落潮。

2.事故水域通航情况

洋浦港5万吨级航道全长约10公里，入口1#航标位于大铲礁

北侧，向内依次通往小铲滩码头、干冲渔港、国投洋浦港码头及

白马井锚地，进出航道商船、渔船密集，附近分布养殖渔排。本

次事故发生于该航道17#、18#航标北侧水域，为洋浦港航道中段

与里段的转弯区，也是渔船进入干冲渔港的必经水域，交通复杂，

如图1所示。

图1 事故水域示意图

三、事故要素认定

（一）碰撞时间

渔船“D”北斗导航系统故障，无法通过渔业北斗系统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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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航行轨迹；渔船在船人员不能提供事故相关准确时间和船

位。通过导助航综合应用系统调取“H”轮AIS航行数据（附件1），

该轮0324时44秒至0327时43秒在航道转弯处航行，航速保持在

7.7节至8.3节；0327时43秒至0328时13秒，航速自7.7节降至4.9

节；0329时13秒航速为0节。“H”轮船员陈述，船舶出港期间未

调整过航速，在发现渔船“D”后向左转向并开始全速倒车，两

船碰撞后船舶停住。根据“H”轮AIS航行数据和其船员陈述，调

查组认定碰撞时间约为7月21日约0329时。

（二）碰撞地点

根据“H”轮AIS航行数据，7月21日0329时13秒“H”轮船位

为109°11'07.29″E，19°43'30.17″N，上述位置与实际碰撞

地点接近，调查组认定碰撞地点为109°11'07.29″E，19°

43'30.17″N。

（三）碰撞部位和角度

根据现场勘查信息、船舶受损情况和船舶航行动态，调查组

认定“H”轮船首与渔船“D”右舷中部驾驶台发生碰撞，碰撞角

度约90°。

四、事故经过

本事故经过是根据“H”轮AIS数据结合船员调查询问笔录等

资料综合分析得出。

（一）“H”轮

2019 年 7 月 21 日约 0250 时，“H”轮起锚从白马井锚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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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洋浦 1#锚地为锚泊的“BRIGHTOIL GEM”轮提供柴油。船长和

水手在驾驶台值班，船舶最大吃水 3.2 米。

0317 时，经过洋浦大桥，船速 7.6 节，航向 265°，船位

109°12'37.39″E，19°43'28.48″N。

0325 时，经过航道弯角处 21#浮标，船速 8.0 节，航向 262°，

船位 109°11'44.43″E，19°43'28.18″N，船舶在航道中线左

侧航行。

图 2 “H”轮航行轨迹

0326 时，船速 7.9 节，航向 240°，船位 109°11'20.43″

E，19°43'41.37″N，船舶在航道中线左侧航行。

0327 时，经过 19#浮标，船速 7.8 节，航向 224°，船位

109°11'13.71″E，19°43'36.79″N，船舶在航道中线左侧航

行。船长发现左前方 100 至 200 米距离处有一盏快速移动的白色

灯光，判断是一条进港渔船，随即令水手用探照灯照射该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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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8 时，距离渔船约 20 米，船速 4.9 节，航向 216°，船

位 109°11'08.39″E，19°43'31.13″N，发现渔船向左转向，

船长林新桥开始全速倒车。

0329 时，船速 0 节，航向 128°，船位 109°11'07.29″E，

19°43'30.17″N ，“H”轮与渔船“D”发生碰撞。

（二）渔船“D”

2019 年 7 月 20 日约 2000 时，渔船“D”从八所出发驶往洋

浦，单船航行。

21 日约 0310 时，进入洋浦港航道，保持约 4.5 节航速航行。

约 0326 时，渔船“D”航经 15#浮标，发现 17#浮标北侧水

域有一艘 2 至 3 米的小渔船，向左转向进行避让。

约 0327 时，渔船“D”让过小渔船后，未调整航向，发现“H”

轮朝本船驶来，据渔船驾驶人员刘 X 描述“很近了，看到对方很

大，开着红灯”。

约 0328 时，“D”与“H”发生碰撞。

五、 事故损失情

略

图3：“H”轮受损情况

略

图4：“D”受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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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勘查和事故双方陈述，事故造成“H”轮左、右两

锚唇受损变形，右锚唇脱焊致右锚无法降落，直接经济损失约2

万元；渔船“D”驾驶台结构变形破损，右船身3根长板断裂，右

舷舭龙骨位置破裂约1米，船舱渗水，右舷护栏杆部分断裂，船

尾等部位变形，直接经济损失约20万元。

此次事故未造成水域污染和人员死亡（失踪），直接经济损

失约22万元。

六、事故原因分析

（一）“H”轮

1.未保持正规瞭望

“H”轮未有效使用雷达、视觉瞭望等手段保持正规瞭望，

待发现渔船“D”时两船距离已不足200米。“H”轮违反《1972

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的规定“每一船在任何时候都应使用

视觉、听觉以及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的一切可用手段保持正规的

瞭望，以便对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

2.未采取安全航速

洋浦港航道交通流复杂，“H”轮在事故发生前以7.7节以上

速度航行，在发现与渔船“D”存在碰撞危险后全速倒车，未能

及时把船停住。“H”轮违反《1972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六条

的规定“每一船在任何时候都应以安全航速行驶，以便能采取适

当而有效的避碰行动，并能在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的距离以内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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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停住。”

3.未靠近其右舷航道外缘行驶

“H”轮在事故发生前一直位于航道中线左侧航行，与进港

船舶会遇几率增加。“H”轮违反《1972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

九条的规定“沿狭水道或航道行驶的船舶，只要安全可行，应尽

量靠近其右舷的该水道或航道的外缘行驶。”

（二）“D”轮

1.未保持正规瞭望

渔船“D”未有效使用雷达、视觉瞭望等手段保持正规瞭望，

在避让另一艘渔船前未发现“H”轮，直至与“H”轮接近发生碰

撞，违反《1972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的规定“每一船在任

何时候都应使用视觉、听觉以及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的一切可用

手段保持正规的瞭望，以便对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

2.采取避让措施不当

渔船“D”在航道内避让另一艘渔船时，未充分考虑周边其

他船舶航行情况，在让清后与“H”轮形成紧迫局面。渔船“D”

违反《1972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八条的规定“如有足够的水域，

则单用转向可能是避免紧迫局面的最有效行动，只要这种行动是

及时的、大幅度的，并且不致造成另一紧迫局面”。

3.未按照规定显示号灯

渔船“D”进港航行过程中，仅显示一盏白色环照灯，未按

照规定显示桅灯、舷灯和尾灯，不利于其他船舶及时发现本船。



11

渔船“D”违反《1972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在

航机动船应显示：在前部一盏桅灯；两盏舷灯；一盏尾灯”。

七、责任认定

综上所述，该起事故是一起在能见度良好的狭水道水域发生

的双方互有过失的责任事故。“H”轮和渔船“D”在航道中航行

时，均未能有效履行《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的有关规定。

渔船“D”在本起事故中负主要责任，“H”轮在本起事故中负次

要责任。

八、安全管理建议

略

附件：“H”轮 AIS 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洋浦海事局

2019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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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H”轮 AIS 数据

时间 航向 航速 船位

0324时44秒 279 8.3 109°11'32.46″E，19°43'44.37″N

0325时13秒 262 8.0 109°11'44.43″E，19°43'28.18″N

0325时43秒 246 7.8 109°11'24.10″E，19°43'43.23″N

0326时13秒 240 7.9 109°11'20.43″E，19°43'41.37″N

0326时43秒 236 8.1 109°11'16.90″E，19°43'39.36″N

0327时13秒 224 7.8 109°11'13.71″E，19°43'36.79″N

0327时43秒 221 7.7 109°11'10.90″E，19°43'33.90″N

0328时13秒 216 4.9 109°11'08.39″E，19°43'31.13″N

0329时13秒 128 0.0 109°11'07.29″E，19°43'30.17″N

0332时12秒 198 3.7 109°11'06.05″E，19°43'26.66″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