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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4章及第5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根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 30035－2013《船员健康检查要求》。本标准与GB 30035－2013相比，除编辑性修改

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船员注册的术语和定义（见2013年版的3.1）； 

——删除了“船员注册健康要求”（见2013年版的第4章）； 

——修改了海船船员任职岗位健康要求（见表1，2013年版的表1）； 

——修改了内河船舶船员任职岗位健康要求（见表2，2013年版的表1）； 

——增加了《内河船舶船员体检证明》（见附录C图C.1）。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山东海事局。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烟台打捞局潜水医疗保障中心、青岛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青岛远洋船员职业

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京军、王海宇、孙大斌、邵广宝、陆立明、丁善读、纪培浩、冯春宁、王江

凤、沈健、董心诺、李伟、刘柱、孟祥武。 

本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3003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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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对船员提出了任职岗位健康要求。 

我国缔结或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制定船员健康标准。 

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对保障船员适任及船员权益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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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健康检查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员任职岗位健康要求，以及检查和评定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船员任职岗位健康状况的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533-2011   标准对数视力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餐饮服务船员  catering and service seafarers 

在船舶上提供饮食、卫生服务的船员，包括但不仅限于厨师、服务员。 

4 船员任职岗位健康要求 

4.1 海船船员任职岗位健康要求按表 1的规定。 

表1 海船船员任职岗位健康要求 

健康要求 

任职岗位 

船长和甲板部值班船员 
轮机部值班船员及无线电操

作人员 
餐饮服务及其他船员 

身高，cm ≥160 ≥155 ≥155 

血压，

mmHg 

收缩压 90 ～150 90 ～150 90 ～150 

舒张压 60 ～95 60 ～95 60 ～95 

心率,次每分钟 50～100 50～100 50～100 

呼吸频率,次每分钟 14～20 14～20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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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海船船员任职岗位健康要求（续） 

健康要求 

任职岗位 

船长和甲板部值班船员 
轮机部值班船员及无线电操

作人员 
餐饮服务及其他船员 

视力 

远视力 

采用 GB/T 11533-2011 规定的

视力表小数记录法。双眼裸视

力均能达到 0.6 及以上；或双

眼裸视力均能达到 0.3 及以

上，且矫正视力均能达到 0.8

及以上 

采用 GB/T 11533-2011 规定的

视力表小数记录法。双眼裸视

力均能达到 0.6 及以上；或双

眼裸视力均能达到 0.2 及以

上，且矫正视力均能达到 0.8

及以上 

采用GB/T 11533-2011规定的

视力表小数记录法。双眼裸视

力均能达到0.6及以上；或双

眼裸视力均能达到0.2及以

上，且矫正视力均能达到0.8

及以上 

近视力 

采用 GB/T 11533-2011 规定的

视力表小数记录法。双眼裸视

力均能达到 0.8 及以上；或者

双眼裸视力均能达到0.4及以

上，且双眼矫正视力均能达到

1.0 及以上 

采用 GB/T 11533-2011 规定的

视力表小数记录法。双眼裸视

力均能达到 0.8 及以上；或者

双眼裸视力均能达到0.4及以

上，且双眼矫正视力均能达到

1.0 及以上 

采用 GB/T 11533-2011 规定的

视力表小数记录法。双眼裸视

力均能达到 0.8 及以上；或者

双眼裸视力均能达到0.4及以

上，且双眼矫正视力均能达到

1.0 及以上 

视野 采用白色视标测定，视野正常 采用白色视标测定，视野正常 采用白色视标测定，视野正常

复视 无复视 无复视 无复视 

暗适应 正常 正常 正常 

色觉 
采用俞自萍假同色表测定，辨

色力正常 

采用俞自萍假同色表测定，无

红绿色盲 

采用俞自萍假同色表测定，无

红绿色盲 

听力 

以电测听力计测定，单耳裸听

力在 0.5 kHz、1.0 kHz、2.0 

kHz、3.0 kHz 频段上平均小于

等于 30dB 

以电测听力计测定，一耳裸听

力在 0.5 kHz、1.0 kHz、2.0 

kHz、3.0 kHz 频段上平均小于

等于 30 dB；另一耳裸听力在

0.5 kHz、1.0 kHz、2.0 kHz、

3.0 kHz 频段上平均小于等于

40 dB 

以电测听力计测定，一耳裸听

力在 0.5 kHz、1.0 kHz、2.0 

kHz、3.0 kHz 频段上平均小于

等于 30 dB；另一耳裸听力在

0.5 kHz、1.0 kHz、2.0 kHz、

3.0 kHz 频段上平均小于等于

40 dB 

语言 良好的语言交流能力，无口吃 良好的语言交流能力，无口吃 正常的语言沟通能力 

脊柱、四肢 

双下肢不等长不超过 2 cm，脊

柱侧弯不超过 4 cm 且无明显

后凸畸形，四肢无残缺。脊柱

及四肢肌力正常，共济运动良

好 

双下肢不等长不超过 2 cm，脊

柱侧弯不超过 4 cm 且无明显

后凸畸形，四肢无残缺。脊柱

及四肢肌力正常，共济运动良

好 

双下肢不等长不超过 2 cm，脊

柱侧弯不超过 4 cm 且无明显

后凸畸形，四肢无残缺。脊柱

及四肢肌力正常，共济运动良

好 

职业限制和禁忌 
患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传染病者，在传染期内禁止上船工作。 

餐饮服务船员肠道传染性疾病病原携带者亦属禁忌。 

注：予以限制或者禁止上船工作的常见病症，参见附录 A。 

 

4.2 内河船舶船员任职岗位健康要求按表 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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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内河船舶船员任职岗位健康要求 

健康要求 
任职岗位 

船长和甲板部高级船员 轮机部高级船员 餐饮服务及其他普通船员 

身高，cm ≥155 ≥150 ≥150 

血压, 

mmHg 

收缩压 90～150 90～150 90～150 

舒张压 60～95 60～95 60～95 

心率,次每分钟 50～100 50～100 50～100 

呼吸频率,次每分钟 14～20 14～20 14～20 

视力 

远视力 

采用 GB/T 11533-2011 规定的

视力表小数记录法。双眼裸视

力均能达到 0.8 及以上；或双

眼裸视力均能达到 0.5 及以

上，且矫正视力均能达到 1.0

及以上 

采用 GB/T 11533-2011 规定的

视力表小数记录法。双眼裸视

力均能达到 0.6 及以上；或双

眼裸视力均能达到 0.4 及以

上，且矫正视力均能达到 0.8

及以上 

采用 GB/T 11533-20113 规定

的视力表小数记录法。双眼裸

视力均能达到 0.6 及以上；或

双眼裸视力均能达到0.4及以

上，且矫正视力均能达到 0.8

及以上 

近视力 

采用 GB/T 11533-2011 规定的

视力表小数记录法。双眼裸视

力均能达到 0.8 及以上；或者

双眼裸视力均能达到0.4及以

上，且双眼矫正视力均能达到

1.0 及以上 

采用 GB/T 11533-2011 规定的

视力表小数记录法。双眼裸视

力均能达到 0.8 及以上；或者

双眼裸视力均能达到0.4及以

上，且双眼矫正视力均能达到

1.0 及以上 

采用 GB/T 11533-2011 规定的

视力表小数记录法。双眼裸视

力均能达到 0.8 及以上；或者

双眼裸视力均能达到0.4及以

上，且双眼矫正视力均能达到

1.0 及以上 

视野 正常 正常 正常 

复视 无复视 无复视 无复视 

暗适应 正常 正常 正常 

色觉 
采用俞自萍假同色表测定，辨

色力正常 

采用俞自萍假同色表测定，无

红绿色盲 

采用俞自萍假同色表测定，无

红绿色盲 

听力 
采用语言交流简易听力检查，

双耳听力无异常 

采用语言交流简易听力检查，

双耳听力无异常 

采用语言交流简易听力检查，

双耳听力无异常 

语言 良好的语言交流能力，无口吃 良好的语言交流能力，无口吃 正常的语言沟通能力 

脊柱、四肢 

双下肢不等长不超过 2 cm，脊

柱侧弯不超过 4 cm 且无明显

后凸畸形，四肢无残缺。脊柱

及四肢肌力正常，共济运动良

好 

双下肢不等长不超过 2 cm，脊

柱侧弯不超过 4 cm 且无明显

后凸畸形，四肢无残缺。脊柱

及四肢肌力正常，共济运动良

好 

双下肢不等长不超过 2 cm，脊

柱侧弯不超过 4 cm 且无明显

后凸畸形，四肢无残缺。脊柱

及四肢肌力正常，共济运动良

好 

职业限制和禁忌 
患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传染病者，在传染期内禁止上船工作。 

餐饮服务船员肠道传染性疾病病原携带者亦属禁忌。 

注：予以限制或者禁止上船工作的常见病症，参见附录 A。 

5 检查及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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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海船船员健康检查应按附录 B 的要求进行，并填写“海船船员健康检查表”；内河船舶船员健康

检查应按附录 C 的要求进行，并填写“内河船舶船员体检证明”。 

5.2 船员健康检查结论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 合格：符合本标准所规定的健康要求； 

－－ 不合格：不符合本标准所规定的健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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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船员职业限制和禁忌证 

A.1 心脏、血管系统疾病 

A.1.1 严重风湿性瓣膜心脏病、不稳定型心绞痛、心肌梗死、急性心肌炎、心包炎、心肌病等各种引

起心功能不全的疾病者，禁止上船工作；无症状冠心病或者症状轻微的心脏疾患，心功能正常者，可允

许在沿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 

A.1.2 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第Ⅱ度Ⅱ型及第Ⅲ度房室传导阻滞、第Ⅰ度及第Ⅱ度Ⅰ型房室传导阻滞伴

有昏厥史、完全左束支传导阻滞、双支或三支阻滞、弥漫性心室内传导阻滞者，禁止上船工作；安装人

工起搏器且半年内病情稳定者，可允许在港内航行船舶工作，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 

A.1.3 反复发作性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心房扑动、心房颤动，频发室性早搏呈二、三联律，多源

性室性早搏，RonT型室性早搏，各种类型室性心动过速，预激综合症伴有室上性心动过速，先天性QT

间期延长综合症者，禁止上船工作；虽有房颤但室率正常、心功能正常者，偶发病理性早搏者，可允许

在沿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能够排除隐患的生理性早搏或者心律失

常者，不受限制。 

A.1.4 心脏粘液瘤、动脉瘤、血栓性动脉炎、严重的动静脉瘘、严重下肢静脉曲张合并皮肤溃疡者，

禁止上船工作；血栓性动脉炎、下肢深静脉血栓经治疗1年以上未复发者，可允许在沿海、内河航行船

舶工作，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下肢静脉曲张无明显症状者，不受限制。 

A.2 呼吸系统疾病 

支气管哮喘反复发作、支气管扩张反复咯血、反复发作的自发性气胸及各种原因引起的肺功能不全

者，禁止上船工作；支气管哮喘发作少于2次/年、支气管扩张近2年内未生感染或者咯血情况者，可允

许在沿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自发性气胸近2年未复发者，不受限制。 

A.3 消化系统疾病 

A.3.1 消化道溃疡合并出血、穿孔、梗阻，肝硬化失代偿期或肝硬化合并食道静脉曲张，胆囊炎、胆

石症并反复发生胆绞痛，急慢性胰腺炎，肠梗阻、肠粘连伴有明显症状者禁止上船工作；早期肝硬化患

者、肠粘连无明显症状者可允许在沿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消化道

溃疡、胆囊炎、胆石症、肠梗阻治愈后2年内未出现任何症状者，不受限制。 

A.3.2 肝移植、消化道造瘘及其他消化系统严重疾病者禁止上船工作。 

A.4 泌尿系统疾病 

A.4.1 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肾功能不全者禁止上船工作；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治愈后2年内

未复发者，可允许在沿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肾小球肾炎、肾病综

合征治愈5年内未复发者，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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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前列腺肥大合并尿路梗阻者禁止上船工作；前列腺肥大合并尿路梗阻治愈后1年内未复发者，可

允许在沿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3年内未复发者，不受限制。 

A.4.3 尿路结石并反复发生肾绞痛者禁止上船工作；尿路结石治愈半年内未复发者以及肾结石无症状

者，可允许在沿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尿路结石治愈1年内未复发者，

不受限制。 

A.4.4 肾移植、膀胱造瘘及其他严重泌尿系统疾病者禁止上船工作；肾移植稳定，5年内未出现排异反

应者可允许在沿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 

A.4.5 尿常规轻度异常，经医学检查未能发现隐患者可允许在沿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尿常规恢复

正常或者1年内无变化者，不受限制。 

A.5 血液系统疾病 

A.5.1 各种溶血、出血性疾病，中度以上贫血者禁止上船工作；轻度贫血或者上述血液性疾病治愈后2

年内未复发者可允许在沿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3年内未复发者，不

受限制。 

A.5.2 血常规轻度异常，经医学检查未能发现隐患者可允许在沿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血常规恢复

正常或者1年内无变化者，不受限制。 

A.6 内分泌代谢系统疾病 

A.6.1 甲状腺机能亢进或减退，且使用药物控制不良者禁止上船工作；治愈后1年内未复发或者口服药

物控制良好者，可允许在沿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2年内未复发者，

不受限制。 

A.6.2 糖尿病血糖控制不良，或有严重并发症者禁止上船工作；糖尿病需要使用胰岛素控制者仅限于

在港内航行船舶工作，且船舶上需配备冷藏冰箱，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半年；糖尿病必须口服药物

控制者，可允许在沿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糖尿病可以通过饮食、

运动控制者，不受限制。 

A.6.3 其他严重内分泌疾病，影响正常工作者禁止上船工作。 

A.7 神经系统疾病 

癫痫，病理性晕厥或原因不明的意识障碍，短暂脑缺血发作，偏头痛、丛集性头痛、三叉神经痛，

及各种引起智力或肢体活动功能障碍的神经系统疾病者禁止上船工作；经治疗2年内未复发者可允许在

沿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但不能履行值班职责，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 

A.8 精神系统疾病 

A.8.1 夜游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抑郁症、焦虑症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精神病者，禁止上船工作；经

治疗2年内未复发者可允许在沿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但不能担任船长职务和履行值班职责，且健康

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 

A.8.2 药物性依赖或持续性滥用药物者禁止上船工作；经治疗停药后，1年内症状无复发者可允许在沿

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但不能担任船长职务和履行值班职责，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有确

切证据表明停止滥用药物3年内无症状复发者，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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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3 酗酒者禁止上船工作；经治疗后，1年内无戒酒症状发作者可允许沿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但

不能担任船长职务和履行值班职责，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有确切证据表明戒酒后3年内无戒

酒症状发作者，不受限制。 

A.9 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未治愈者禁止上船工作；恶性肿瘤治愈后2年内各种检查未发现复发征象者，可允许在沿

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5年内各种检查未发现复发征象者，不受限制。 

A.10 运动系统疾病 

A.10.1 各类严重骨关节炎伴有严重功能障碍者，禁止上船工作；口服药物能控制症状者，可允许在沿

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经治疗症状轻微，在无药物控制状态下能从

事日常工作者，不受限制。 

A.10.2 严重骨质疏松症者禁止上船工作。 

A.10.3 椎管狭窄伴有严重症状者禁止上船工作；症状轻微，且通过口服药物能够控制症状者，可允许

在沿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 

A.10.4 引起肌力下降小于等于四级的各种疾病者禁止上船工作。 

A.10.5 习惯性关节脱位者禁止上船工作。 

A.10.6 脊椎手术后脊柱不稳定者禁止上船工作。骨折愈合后虽有内固定，但无症状和功能限制者不受

限制。 

A.10.7 引起肢体平衡、协调障碍的各种疾病者禁止上船工作。 

A.11 耳、鼻、喉疾病 

A.11.1 外耳道闭锁、慢性非良性化脓性中耳炎及其他难以治愈的耳病，影响听力者禁止上船工作；慢

性中耳炎，口服药能够控制，且听力正常者，可允许在沿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

得超过1年。 

A.11.2 患有严重的鼻息肉、鼻腔良性肿瘤、鼻畸形等者禁止上船工作。 

A.11.3 患有难以治愈影响吞咽、发声功能的咽喉部疾病者禁止上船工作。 

A.11.4 严重影响咀嚼功能和语言功能的口腔疾病者禁止上船工作。 

A.12 眼科疾病 

A.12.1 瞳孔变形、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疾病、眼内肌运动障碍严重影响视觉功能者，禁止上船工

作。 

A.12.2 青光眼、白内障和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性疾病严重影响视觉功能者禁止上船工作；经治疗

视觉恢复到本标准水平，且船上工作不会导致病情恶化者可允许在沿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但不能履

行瞭望职责，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白内障治愈者不受限制。 

A.13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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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1 妊娠7个月以上或异常妊娠者禁止上船工作；正常妊娠7个月以内者，可允许在沿海、内河航行

船舶工作。 

A.13.2 卵巢输卵管良性肿瘤者可允许在沿海、内河航行船舶工作，且健康证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 

A.13.3 严重的语言障碍者禁止上船工作。 

A.13.4 严重的胸廓畸形者禁止上船工作。 

A.13.5 疝气有嵌顿危险者禁止上船工作。 

A.13.6 硬皮病、严重银屑病、红皮病、脓疱疮者禁止上船工作。 

A.13.7 系统性红斑狼疮，以及其他结缔组织疾病控制不良者禁止上船工作。 

A.13.8 所有未在本附录提及的病症在没有确诊之前或者进行充分有效治疗之前，暂时不适宜上船工

作；若此类病症已引起不可恢复的损伤，且达不到本标准要求的，应禁止上船工作；若此类病症在恶劣

环境下，极易导致进一步损害，应禁止上船工作或者限制在沿海、内河或港内航行船舶工作，且健康证

明有效期不得超过1年。 

 



GB 30035—2019 

9 

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海船船员健康检查表 

海船船员健康检查表样式，见图B.1～B.4。 

 

图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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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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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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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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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内河船舶船员体检证明 

内河船舶船员体检证明样式，见图C.1。 

 

图C.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