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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日期：1983-06-01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适用范围 1.本规则

各条适用于在公海和连接于公海而可供海船航行的一切水域

中的一切船舶。 2.本规则各条不妨碍有关主管机关为连接于

公海而可供海船航行的任何港外锚地、港口、江河、湖泊或

内陆水道所制订的特殊规定的实施。这种特殊规定，应尽可

能符合本规则各条。 3.本规则各条，不妨障各国政府为军舰

及护航下的船舶所制订的关于额外的队形灯、信号灯、号型

或笛号，或者为结队从事捕鱼的渔船所制定的关于额外的队

形灯、信号灯或号型的任何特殊规定的实施。这些额外的队

形灯、信号灯、号型或笛号，应尽可能不致被误认为本规则

其他条文所规定的任何号灯、号型或信号。 4.为实施本规则

，本组织可以采纳分道通航制。 5.凡经有关政府确定，某种

特殊构造或用途的船舶，如须完全遵守本规则任何一条关于

号灯或号型的数量、位置、能见距离或弧度以及声号设备的

配置和特性的规定，就不能不影响其特殊功能时，则应遵守

其政府在号灯或号型的数量、位置、能见距离或弧度以及声

号设备的配置和特性方面为之另行确定的，尽可能符合本规

则所要求的规定。 第二条 责任 1.本规则各条并不免除任何船

舶或其所有人，船长或船员由于对遵守本规则各条的任何疏

忽，或者对海员通常做法或当时特殊情况可能要求的任何戒

备上的疏忽而产生的各种后果的责任。 2.在解释和遵行本规

则各条规定时，应适当考虑到，为避免紧迫危险而须背离本



规则各条规定的一切航行和碰撞的危险，以及任何特殊情况

，其中包括当事船舶条件限制在内。 第三条 一般定义 除其他

条文另有解释外，在本规则中： 1.“船舶”一词，指用作或

者能够用作水上运输工具的各类水上船筏，包括非排水船舶

和水上飞机。 2.“机动船”一词，指用机器推进的任何船舶

。 3.“帆船”一词，指任何驶帆的船舶，包括装有推进机器

而不在使用者。 4.“从事捕鱼的船舶”一词，指使用网具、

绳钓、拖网或其他使其操纵性能受到限制的渔具捕鱼的任何

船舶，但不包括使用曳绳钓或其他并不使其操纵性能受到限

制的渔具捕鱼的船舶。 5.“水上飞机”一词，包括为能在水

面操纵而设计的任何航空器。 6.“失去控制的船舶”一词，

指由于某种异常的情况，不能按本规则各条的要求进行操纵

，因而不能给他船让路的船舶。 7.“操纵能力受到限制的船

舶”一词，指由于工作性质，使其按本规则要求进行操纵的

能力受到限制，因而不能给他船让路的船舶。 “操纵能力受

到限制的船舶”一词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船舶： （1）从

事敷设、维修或起捞助航标志、海底电缆或管道的船舶； 

（2）从事疏浚、测量或水下作业的船舶； （3）在航中从事

补给或转运人员、食品或货物的船舶； （4）从事发放或回

收航空器的船舶； （5）从事清除水雷作业的船舶； （6）从

事拖带作业的船舶，而该项拖带作业使该拖船及其被拖船偏

离所驶航向的能力严重受到限制者。 8.“限于吃水的船舶”

一词，指由于吃水与可用水深的关系，致使其偏离所驶航向

的能力严重地受到限制的机动船。 9.“在航”一词，指船舶

不在锚泊、系岸或搁浅。 10.船舶的“长度”和“宽度”是指

其总长度和最大宽度。 11.只有当一船能自他船以视觉看到时



，才应认为两船是在互见中。 12.“能见度不良”一词，指任

何由于雾、霾、下雪、暴风雨、沙暴或任何其他类似原因而

使能见度受到限制的情况。 第二章 驾驶和航行规则 第一节 

船舶在任何能见度情况下的行动规则 第四条 适用范围 本节各

条适用于任何能见度的情况。 第五条 僚望 每一船舶应经常用

视觉，听觉以及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下一切有效的手段保持

正规的僚望，以便对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 第六

条 安全航速 每一船舶在任何时候均应用安全航速行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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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距离以内把船停住。 在决定安全航速时，考虑的因素中应

包括下列各点： 1.对所有船舶： （1）能见度情况： （2）通

航密度，包括渔船或者任何其他船舶的密集程度： （3）船

舶的操纵性能，特别是在当时情况下的冲程和旋回性能； 

（4）夜间出现的背景亮光，诸如来自岸上的灯光或本船灯光

的反向散射； （5）风、浪和流的状况以及靠近航海危险物

的情况； （6）吃水与可用水深的关系。 2.对备有可使用的雷

达的船舶，还须考虑： （1）雷达设备的特性、效率和局限

性； （2）所选用的雷达距离标尺带来的任何限制； （3）海

况、天气和其他干扰源对雷达探测的影响； （4）在适当距

离内，雷达对小船、浮水和其他漂浮物有探测不到的可能性

； （5）雷达探测到的船舶数目、位置和动态； （6）当用雷

达测定附近船舶或其他物体的距离时，可能对能见度作出的

更确切的估计。 第七条 碰撞危险 1.每一船舶应用适合当时环

境和情况的一切有效手段断定是否存在碰撞危险，如有任何

怀疑，则应认为存在这种危险。 2.如装有雷达设备并可使用

的话，则应正确予以使用，包括远距离扫瞄，以便获得碰撞



危险的早期警报，并对探测到的物标进行雷达标绘或与其相

当的系统观察。 3.不应当根据不充分的资料，特别是不充分

的雷达观测资料作出推断。 4.在断定是否存在碰撞危险时，

考虑的因素中应包括下列各点： （1）如果来船的罗经方位

没有明显的变化，则应认为存在这种危险： （2）即使有明

显的方位变化，有时也可能存在这种危险，特别是在驶近一

艘很大的船舶或拖带船组时，或是在近距离驶近他船时。 第

八条 避免碰撞的行动 1.为避免碰撞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如当

时环境许可，应是积极地，并应及早地进行和注意运用良好

的船艺。 2.为避免碰撞而作的航向和（或）航速的任何变动

，如当时环境许可，应大得足以使他船用视觉或雷达观察时

容易察觉到；应避免对航向和（或）航速作一连串的小变动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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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这种行动是及时的，大幅度的并且不致造成

另一紧迫局面。 4.为避免与他船碰撞而采取的行动，应能导

致在安全的距离驶过，应细心查核避让行动的有效性，直到

最后驶过让清他船为止。 5.如须避免碰撞或须留有更多时间

来估计局面，船舶应当减速或者停止或倒转推进器把船停住

。 第九条 狭水道 1.船舶沿狭水道或航道行驶时，只要安全可

行，应尽量靠近本船右舷的该水道或航道的外缘行驶。 2.帆

船或者长度小于20米的船舶，不应妨碍只能在狭水道或航道

以内安全航行的船舶通行。 3.从事捕渔的船舶，不应妨碍任

何其他在狭水道或航道以内航行的船舶通行。 4.船舶不应穿

越狭水道或航道，如果这种穿越会妨碍只能在这种水道或航

道以内安全航行的船舶通行，后者若对穿越船的意图有怀疑

时，可以使用第三十四条4款所规定的声号。 5.（1）在狭水



道或航道内，如只有在被追越船必须采取行动以允许安全通

过才能追越时，则企图追越的船，应鸣放第三十四条3款（1

）项所规定的相应声号，以表示本船的意图。被迫越船如果

同意，应鸣放三十四条3款（2）项所规定的相应声号，并采

取使之能安全通过的措施。如有怀疑，则可以鸣放第三十四

条4款所规定的声号。 （2）本条并不解除追越船根据第十三

条所负的义务。 6.船舶在驶近可能被居间障碍物遮蔽他船的

狭水道或航道的弯头或地段时，应特别机警和谨慎地驾驶；

并鸣放第三十四条5款所规定的相应声号。 7.任何船舶，如当

时环境许可，都应避免在狭水道内锚泊。 第十条 分道通航制

1.本条适用于本组织所采纳的各分道通航制。 2.使用分道通航

制区域的船舶应： （1）在相应的通航分道内顺着该分道的

船舶总流向行驶； （2）尽可能让开通航分隔线或分隔带； 

（3）通常在通航分道的端部驶进或驶出，但从分道的任何一

侧驶进或驶出时，应与分道的船舶总流向形成尽可能小的角

度。 3.船舶应尽可能避免穿越通航分道，但如不得不穿越时

，应尽可能与分道的船舶总流向成直角穿越。 4.凡可安全使

用邻近分道通航制区域中相应通航分道的过境航行，通常不

应使用沿岸通航带。但长度小于20米的船舶和帆船在任何情

况下都可使用沿岸通航带。 5.除穿越船或者驶进或驶出通航

分道的船舶外，船舶通常不应进入分隔带或穿越分隔线，除

非： （1）在紧急情况下避免紧迫危险； （2）在分隔带内从

事捕鱼。 6.船舶在分道通航制区域端部附近行驶时，应特别

谨慎。 7.船舶应尽可能避免在分道通航制区域内或其端部附

近锚泊。 8.不使用分道通航制区域的船舶，应尽可能远离该

区。 9.从事捕鱼的船舶，不应妨碍按通航分道行驶的任何船



舶的通行。 10.帆船或长度小于20米的船舶，不应妨碍按通航

分道行驶的机动船的安全通行。 11.操纵能力受到限制的船舶

，当在分道通航制区域内从事维护航行安全的作业时，在执

行该作业所必需的限度内，可免受本条规定的约束。 12.操纵

能力受到限制的船舶，当在分道通航制区域内从事敷设、维

修或起捞海底电缆时，在执行该作业所必需的限度内，可免

受本条规定的约束。 第二节 船舶在互见中的行动规则 第十一

条 适用范围 本节各条适用于互见中的船舶。 第十二条 帆船

1.两艘帆船相互驶近致有构成碰撞危险时，其中一船应按下

列规定给他船让路： （1）两船在不同舷受风时，左舷受风

的船应给他船让路； （2）两船在同舷受风时，上风船应给

下风船让路； （3）如左舷受风的船看到在上风的船而不能

断定究竟该船是左舷受风还是右舷受风，则应该给船让路。

2.就本条规定而言，船舶的受风舷侧应认为是主帆被吹向的

一舷的对面舷侧；对于方帆船，则应认为是最大纵帆被吹向

的一舷的对面舷侧。 第十三条 追越 1.不论第二章第一节和第

二节的各条规定如何，任何船舶在追越任何他船时，均应给

被追越船让路。 2.一船正从他船正横后大于22.5度的某一方向

赶上他船时，即该船对其所追越的船所处位置，在夜间只能

看见被追越船的尾灯而不能看见它的任一舷灯时，应认为是

在追越中。 3.当一船对其是否在追越他船有任何怀疑时，该

船应假定是在追越，并应采取相应行动。 4.随后两船间方位

的任何改变，都不应把追越船作为本规则各条含义中所指的

交叉船，或者免除其让开被追越船的责任，直到最后驶过让

清为止。 第十四条 对遇局面 1.当两艘机动船在相反的或接近

相反的航向上相遇致有构成碰撞危险时，各应向右转向，从



而各从他船的左舷驶过。 2.当一船看见他船在正前方或接近

正前方：即在夜间，能看见他船的前后桅灯成一直线或接近

一直线，和（或）两盏舷灯；在日间，看到他船的上述相应

形态时，则应认为存在这样的局面。 3.当一船对是否存在这

样的局面有任何怀疑时，该船应假定确实存在这种局面，并

应采取相应的行动。 第十五条 交叉相遇局面 当两艘机动船交

叉相遇致有构成碰撞危险时，有他船在本船右舷的船舶应给

他船让路，如当时环境许可，还应避免横越他船的前方。 第

十六条 让路船的行动 须给他船让路的船舶，应尽可能及早采

取大辐度的行动，宽裕地让清他船。 第十七条 直航船的行动

1.（1）两船中的一船应给另一船让路时，另一船应保持航向

和航速。 （2）然而，当保持航向和航速的船一经发觉规定

的让路船显然没有遵照本规则各条采取适当行动时，该船即

可独自采取操纵行动，以避免碰撞。 2.当规定保持航向和航

速的船，发觉本船不论由于何种原因逼近到单凭让路船的行

动不能避免碰撞时，也应采取最有助于避碰的行动。 3.在交

叉相遇局面下，机动船按照本条1款（2）项采取行动以避免

与另一艘机动船碰撞时，如当时环境许可，不应对在本船左

舷的船采取向左转向。 4.本条并不解除让路船的让路义务。 

第十八条 船舶之间的责任 除第九、十和十三条另有规定外：

1.机动船在航时应给下述船舶让路： （1）失去控制的船舶； 

（2）操纵能力受到限制的船舶； （3）从事捕鱼的船舶； 

（4）帆船。 2.帆船在航时应给下述船舶让路： （1）失去控

制的船舶； （2）操纵能力受到限制的船舶； （3）从事捕鱼

的船舶。 3.从事捕鱼的船舶在航时，应尽可能给下述船舶让

路： （1）失去控制的船舶； （2）操纵能力受到限制的船舶



。 4.（1）除失去控制的船舶或操纵能力受到限制的船舶外，

任何船舶，如当时环境许可，应避免妨碍显示第二十八条信

号的限于吃水的船舶的安全通行。 （2）限于吃水的船舶应

充分注意到其特殊条件，特别谨慎地驾驶。 5.在水面的水上

飞机，通常应宽裕地让清所有船舶并避免妨碍其航行。然而

在有碰撞危险的情况下，则应遵守本章各条的规定。 第三节 

船舶在能见度不良时的行动规则 第十九条 船舶在能见度不良

时的行动规则 1.本条适用于在能见度不良的水域中或在其附

近航行时相互看不见的船舶。 2.每一船舶应以适合当时能见

度不良的环境和情况的安全航速行驶，机动船应将机器作好

随时操纵的准备。 3.在遵守本章第一节各条时，每一船舶应

适当考虑到当时能见度不良的环境和情况。 4.一船仅凭雷达

测到他船时，应判定是否正在形成紧迫局面和（或）存在着

碰撞危险。若是如此，应及早地采取避让行动，这种行动如

包括转向，则应尽可能避免如下各点： （1）除对被追越船

外，对正横前的船舶采取向左转向： （2）对正横或正横后

的船舶采取朝着它转向。 5.除已断定不存在碰撞危险外，每

一船舶当听到他船的雾号显似在本船正横以前，或者与正横

以前的他船不能避免紧迫局面时，应将航速减到能维持其航

向的最小速度。必要时，应把船完全停住，而且，无论如何

，应极其谨慎地驾驶，直到碰撞危险过去为止。 第三章 号灯

和号型 第二十条 适用范围 1.本章各条在各种天气中都应遵守

。 2.有关号灯的各条规定，从日没到日出时都应遵守。在此

时间内不应显示别的灯光，但那些不会被误认为本规则各条

订明的号灯，或者不会削弱号灯的能见距离或显著特性，或

者不会妨碍正规了望的灯光除外。 3.本规则各条所规定的号



灯，如已设置，也应在能见度不良的情况下从日出到日没时

显示，并可在一切其他认为必要的情况下显示。 4.有关号型

的各条规定，在白天都应遵守。 5.本规则各条订明的号灯和

号型，应符合本规则附录一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定义 1.“桅

灯”是指安置在船的首尾中心线上方的白灯，在225度的水平

弧内显示不间断的灯光，其装置要使灯光从船的正前方到每

一舷正横后22.5度内显示。 2.“舷灯”是指右舷的绿灯和左舷

的红灯，各在112.5度的水平弧内显示不间断的灯光，其装置

要使灯光从船的正前方到各自一舷的正横后22.5度内分别显示

。长度小于20米的船舶。其舷灯可以合并成一盏，装设于船

的首尾中心线上。 3.是“尾灯”指安置在尽可能接近船尾的

白灯，在135度的水平弧内显示不间断的灯光，其装置要使灯

光从船的正后方到每一舷67.5度内显示。 4.“拖带灯”是指具

有与本条3款所述“尾灯”相同特性的黄灯。 5.“环照灯”是

指在360度的水平弧内显示不间断灯光的号灯。 6.“闪光灯”

是指每隔一定时间以每分钟频率120闪次或120以上闪次的闪

光的号灯。 第二十二条 号灯的能见距离 本规则各条规定的号

灯，应具有本规则附录一第8节订明的发光强度，以便在下列

最小距离上能被看到： 1.长度为50米或50米以上的船舶： 桅

灯，6海里； 舷灯，3海里； 尾灯，3海里； 拖带灯，3海里；

白、红、绿或黄色环照灯，3海里。 2.长度为12米或12米以上

但小于50米的船舶： 桅灯，5海里；但长度小于20米的船舶

，3海里 舷灯，2海里； 尾灯，2海里； 拖带灯，2海里； 白

、红、绿或黄色环照灯，2海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