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ss Prevention Bulletin

燃油质量纠纷（第1部分）：实务性和技术性措施

简介

第1部分：实务性和技术性措施

使用不合格燃油的后果会相当严重，可致船舶设备发
生故障。即便不合格燃油并未造成故障，将不合格的
燃油卸下船或绕航重新添加燃油也会产生大量的时间
和费用损失。

1） 燃油交付：船上相关程序

不合格燃油可能引发船壳险承保范围的索赔，也可能
引发协会承保范围的索赔，这可能包括抗辩险（
FD&D）承保责任（向期租承租人或燃油供应商提起
索赔），也可能包括保赔险（P&I）承保责任，例如
因使用不合格燃油致使迟延交付货物，又或者该种迟
延进一步导致货物变质。此外，承租人也可能因所供
燃油不合格而对出租人承担责任。
该文章分为两部分，第1部分（详见下文）主要阐述一
些为避免不合格燃油纠纷而应考虑到的实际措施，而
“燃油质量纠纷（第2部分）：法律和索赔处理注意事
项”则列举了当发生不合格燃油纠纷时，应当采取哪
些法律和索赔措施。

a) 取样
船舶的安全管理体系和相关文件应包含关于添加燃油
程序（包括对添加的所有燃油进行取样）的详细指导
、指示、程序和检查清单。
如发生燃油质量纠纷，相关燃油样本将起到重要作用
。应倍加小心以确保所采集的燃油样本能够充分代表
所添加的燃油情况，并且所有可能对样本产生影响的
污染源均需消除。
为确保接收的燃油符合合同规定、不含污染物质且完
全适合船舶设备，建议采集燃油样本，从而保护船方
利益，且应聘请声誉良好的第三方实验室，在燃油使
用之前对油样进行独立分析。
MARPOL附则VI要求采集燃油代表性样本并在船上进
行保留，以备必要时用于证明燃油符合附则VI规定的
含硫量限制。尽管MARPOL样本不可用于其它目的，
但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第182（59）号决议（Resolution
MEPC.182（59） “经修订的MARPOL附则VI的燃油取
样导则2009”）中规定的取样、储存和文件要求可作
为确定取样过程的依据，同时考虑下列因素：








应在燃油交付期间
，于受油船输油总
管入口处连续采集
MARPOL样本。在
一些港口，供油船
也会在其输油总管
处采集油样。理想
情况下，所有油样
均应在输送燃油过
程中，于作为燃油
交接点的受油船输
油总管处采集，该
样本可反映出输油
管中存在的污染源
情况。
应确保取样设备和容器清洁 – 理想情况下，应使
用全新的取样容器。
在供油期间，应将取样设备和容器进行密封，供油
方和受油方应共同见证密封过程。
在加油期间，应定期对取样设备和容器的完整性进
行检查。
在加油作业结束后，双方应在启封前对取样装置的
密封完整性进行检查。

仅MARPOL样本具有强制性，因此是否进一步采集样
本，将根据作业情形以及出租人和/或承租人的指示而
定。此外，要考虑到当地可能有取样要求。通常，除
非租约或当地规则中另有规定，应采集如下五种燃油
样本：






MARPOL 样本（不少于400ml）
供油方的样本
受油船的样本
受油船的样本 – 用于实验室分析
燃油检验人员的样本（如果检验人员参加取样）

在向所需数量的每个二级样本瓶中分装初级样本前，
应将其充分摇晃，以确保样本的均匀性。应每次向每
个样本瓶中倾倒少量的油样，直至二级样本瓶装满。

应当在供油方和受油船的代表均在场的情况下填写样
本瓶标签，并应包含如下信息：











受油船船名和IMO编号*
交付作业开始日期*
燃料补给驳船/油轮/加油装置的名称*
取样地点和方法*
供油方代表和受油船代表的签字和姓名*
密封识别号码*
燃油等级*
加油港口和地点
供油方名称

应当根据IMO指导规则对标注星号的事项在MARPOL
样本上进行记录。此外，应当在加油单（BDN）中记
录MARPOL 样本的密封号。建议也在BDN上将其它所
有的密封号予以记录。
在完成作业之前，不应在样本标签上签字，且不应填
制或签署额外的标签。
MARPOL样本必须（其他受油船样本也应当）按照
MEPC.182（59）中包含的指导规则予以保留。为确保
上述样本维持最佳状态，应将油样存储在：





室外
安全、有遮蔽的通风场所
凉爽的环境温度下
避免阳光直射

应当保留样本至大部分燃油使用完毕时为止，并且保
留期限自燃油被交付之日起应不少于12个月。受油船
还应对MARPOL和其他燃油样本的存储位置作跟踪记
录。
若供油方未提供MARPOL样本，或不知道燃油的产地
，或者燃油的取样过程并未得以见证，则受油船应当
向供油方签发一份声明书，并将副本送交当地的港口
当局、船旗国1 和船东（出租人）。此外，船上应当保
留一份副本。

必须对MARPOL 样本（也应当对其他样本）用保护封
套进行密封，并在受油船代表见证的情况下，由供油
方代表标注唯一的识别号码。

1
MARPOL缔约国有义务将违反附则VI的情形通报给IMO。因此受油船需在MARPOL样本/BDN等出现问题时，将相关情况报告给船旗国。港口国检查时也会核
查船舶对不符合MARPOL规定的情形（例如，缺少MARPOL样本）是否做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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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完成后，供油方代表和受油船代
表应当在BDN上会签。
BDN应当自相关燃油被交付之日起在
船上保留3年。在MARPOL缔约国主管
当局检查时，应能够提交BDN供其查
阅。若供油方未按照MARPOL要求签
发BDN，则应向供油方签发一份声明
书，并将副本送交当地港口当局、船
旗国和船东。此外，船上应保留一份
副本。
当燃油不符合MARPOL规定，或者供
油方未遵守MARPOL要求，受油船需
出 具 声 明 书 时 ， 可 在 IMO通 函
MEPC.1/Circ.551中查找相关声明书范
例文本。

b) 加油单（BDN）

c) 船上测试

MARPOL不仅要求采集燃油样本，还规定供油方需向
受油船提供一份加油单（BDN）。

为尽早发现所供燃油存在潜在问题的迹象，船上可能
需要进行测试，从而查看有限数量的燃油特性。这可
能需用到便携式测试装置对燃油的密度、粘度、倾点
、浊点、水分含量以及兼容性进行检查。此外，建议
在使用燃油之前聘用声誉良好的第三方实验室对在加
油期间采集的燃油样本进行测定，以便将燃油的各方
面特性与合同规定和强制性要求进行对比。

MARPOL附则VI规则18.5要求BDN中至少应包含下列
信息：










受油船船名和IMO编号
港口
交付作业开始日期
燃油供油方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d) 加油程序

产品名称

如果在输送燃油过程中，在管线内对燃油进行混合可
能会导致规格差异，因此应要求供油方在加油作业开
始前就对燃油进行充分混合。此外，在管线内对燃油
进行混合还可能导致运输过程中燃油在油舱中出现分
层。

交付数量（公吨计）
15℃时的密度（千克 / 立方米）
含硫量，按重量计（%/m/m），精确到小数点后两
位
经供油方代表签字确认的声明，该声明中应写明所
供燃油符合MARPOL附则VI，规则14.1（全球含硫
量限制）或规则14.4（硫排放控制区（SECA）含硫
量限制）和规则18.3（确认燃油对人体无害并不含
化学废料）。

加油作业开始前，为确保燃油符合租约要求，应对其
规格进行检查。此外，应当仔细核对BDN（曾发生过
受油船船员未注意到所供燃油的含硫量不合规定的情
形）。

应将新添加的燃油存储于空油舱内。不同供油方提供
的燃油不应混合在一起。另外，在得到第三方实验室
的测定结果，证实所供燃油合格之前，不应使用该新
添加的燃油。
若无空油舱可用，需将新油与陈油进行混装时，则应
尽量事先进行兼容性测验。理想的混装比例应为80/20
（新油/陈油）或者更高比例，即便达不到该比例，也
应尽量接近。即使油舱中的燃油和将要被添加的燃油
均符合国际标准，若两种燃油不兼容，将其混合后仍
可能产生不符合国际标准的燃油，因此，需要避免以
接近50/50的比例将新油和陈油进行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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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不合格燃油可能引发的潜在问题：
a) 强制性的燃油规格要求
使用不符合强制性要求的燃油可能会导致船舶被扣留
及罚款。MARPOL和SOLAS分别对含硫量和燃点作出
了限制。低燃点燃油的使用也可能会违反船级社的要
求。

b) 可导致燃油不合格和/或受到污染的因素
燃油规格中包含多项参数，这些参数均需满足要求。
使用不符合要求的燃油或受到污染的燃油会引发设备
问题。针对燃油规格，需考虑以下几点因素：













灰分 – 一种非易燃物质，会在排气阀和涡轮增压
机叶片上形成沉积物，引发功效损耗及设备损坏。
沥青质 – 可影响主机的点火性能并在储油罐内积
聚淤泥。
计算碳芳香度指数（CCAI）- 高CCAI值燃油的点
火性能和燃烧质量会较差。中速和高速柴油机以及
相对大龄的柴油机在低负荷或部分负荷运转时尤其
容易受到影响。
微碳渣 – 高浓度碳渣可在燃料喷射器上形成碳沉
积物。
密度 – 高密度会导致净化性能下降，增加研磨剂
和污染物的残留量。
低粘度 –可导致燃油系统内部泄漏，且在与高密
度燃油混合后，会导致燃烧不充分。
高粘度 –可导致泵油系统问题，如果未加热至合
适温度，会导致燃烧不充分。












铁（Fe） - 一种非易燃物质，能够在排气阀上形成
沉积物
润滑性能（仅指蒸馏油） - 可致使燃油泵组件的润
滑下降，继而导致泵咬粘。通常，硫含量越低，越
容易发生此种问题。
镍（Ni）- 一种非易燃物质，能够在排气阀和涡轮
增压机叶片上形成沉积物，引发功效损耗及设备损
坏。
钾（K）- 可增加燃烧后的残留物，并在涡轮增压
机喷嘴环上形成沉积物且加速其腐蚀。此外，会影
响选择性催化还原（SCR）装置。
倾点 – 当海水温度较低时，较难在不加热的情况
下输送和过滤高倾点燃油。
沉积物（总潜在沉积物 -- TSP）-- 可增加在离心机
和过滤器上形成淤泥的可能性，进而造成堵塞。
钠（Na）- 可导致排气阀腐蚀，增加排气系统和涡
轮增压机内的积灰量，尤其与钒混合时更是如此。
钒（Va）- 与上述钠存在同样的问题，尤其当钒/
钠比率接近3:1时。
废料 – 有时燃油中会添加废润滑油，其包含高浓
度的磨损金属残渣，会产生灰层问题。
水分 – 高水分含量会导致能量损耗、淤泥形成并
腐蚀喷油装置和排气阀。海水污染将导致腐蚀性化
合物的形成。

第三方实验室进行的常规分析可能无法测定所有可能
存在的污染物质。为识别上述提及的所有污染源，可
能需要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会员如需进一步的指导，请联系防损部。

铝/二氧化硅含量高（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催化剂粉
末）- 非常坚硬且粗糙，催化剂粉末会致使机械损
伤，以及主机的活塞环和环形槽、汽缸衬垫、喷油
泵和喷油嘴的快速和过度磨损。
硫化氢 – 一种剧毒气体，会在储油罐上方形成，
对在通风孔附近开启检修孔或进入空油舱的人员产
生影响。
与其他船载燃油不兼容 – 可形成蜡状物和焦油状
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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