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47.020
CCS  

NESIF
U 01 

国 家 渔 业 装 备 科 技 创 新 联 盟 团 体 标 准 

T/NESIF 0001—2021 

玻璃钢渔船生产企业基本要求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duction enterprise of glass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 
fishing vessel

（报批稿）

XXXX - XX - XX 发布 XXXX - XX - XX 实施

国家渔业装备科技创新联盟 发 布 



 
 

 
 

 
 

 
 

 
 

 
 

 
 

 
 

 

 

T/NESIF 0001—2021 

1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渔业装备科技创新联盟提出。 

本文件由舟山市国家渔业装备科技创新联合会团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山东滨港海洋工程平台装备有限公司、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船级社武汉规范研究所、浙江海洋大学、大连海洋大学、南京国材检测有

限公司、中创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复西港船艇有限公司、珠海市琛龙船厂有限公司、威海西

港游艇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樊菲、信德利、冯振玉、李玉更、李苗、方闯、刘立新、李新华、刘全良、隋

江华、方允伟、贺波、吴忠友、梁铭琛、陈书虎、徐天南、高霞。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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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钢渔船生产企业基本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从事玻璃钢渔船建造、维修和改建的生产企业的分级要求以及生产企业的建造能力、

人员、计量检测、生产设施、生产设备、质量管理、安全生产、节能环保、职业健康和社会责任方面的

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对从事玻璃钢渔船建造、维修和改建企业生产条件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1651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 13690  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AQ/T 7008  造修船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要求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玻璃钢渔船 glass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 fishing vessel 

主船体采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建造的从事捕捞鱼类或其他水生生物资源的船舶。 

 

船长 ship length 

自龙骨上缘量至最小型深85%处水线总长的96%或该水线从艏柱前缘量至舵杆中心线的长度，取大

者，船舶设计为倾斜龙骨时，其计量长度的水线与设计水线平行。  

 

危险化学品 dangerous chemical  

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

化学品。 

4 生产企业分级 

生产企业分为三级，见表1。 

表1 生产企业分级表 

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生产能力 各尺度的玻璃钢渔船 船长小于24 m的玻璃钢渔船 船长小于12 m的玻璃钢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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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本要求 

通用要求 

5.1.1 细目 

通用要求包括营业执照、管理要求和生产场所共3个细目。  

5.1.2 营业执照 

生产企业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经

营范围应包括玻璃钢渔船建造、维修和改建。 

5.1.3 管理要求 

产品生产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应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不应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设备、材

料和生产工艺；应具备企业管理和产品生产应符合的法律法规清单、国家标准规范清单、国际公约清单

及清单所列的文本电子稿或纸质稿。 

5.1.4 生产场所 

5.1.4.1 生产企业应提供生产用地权属（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若是租赁用地，应签署不少于五年

的租赁协议。 

5.1.4.2 生产企业生产用地的占地面积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表2 生产企业占地面积最低要求                     

单位为m2 

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占地面积 10 000 5 000 2 500 

基本能力 

5.2.1 细目 

基本能力包括规范化管理能力、设计与出图能力、模具制造能力、整船成型能力、设备安装调试能

力、质量管控能力、售后服务能力共7个细目。 

5.2.2 规范化管理能力 

生产企业应采用与造船规模相适应的技术和管理文件： 

a) 工艺作业流程和技术文件，应包括模具制造工序、铺敷成型工序、脱模工序、二次胶接工序、

船体合拢工序、船体密性试验、重要设备安装等工序的关键内容； 

b) 工程计划管理体系和日程计划、建造方针和施工要领； 

c) 标准作业周期和建造作业指导书。 

5.2.3 设计与出图能力 

5.2.3.1 生产企业应设置生产设计部门，或委托其他具有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生产设计。 

5.2.3.2 生产企业的设计图纸应规范，应涵盖相应的物量信息、工艺信息和生产管理信息。 

5.2.4 模具制造能力 

应具有与渔船建造规格相对应的渔船模具制造能力和制造整体式或组合式木模、玻璃钢模的能力。  

5.2.5 整船成型能力 

应具有对整个船舶全部过程的建造能力，包括船体成型、脱模、胶接、合拢等船舶完整成型过程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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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设备安装调试能力 

5.2.6.1 应具备与所建造渔船相适应的机械和电气设备的安装、调试施工经验和业绩，并具有相应的

证明材料。 

5.2.6.2 应具备安装、调试制冷设备（用于渔获冷冻和保鲜）的施工经验，并具有相应的证明材料。 

5.2.7 质量管控能力 

生产企业应建立施工现场视频录制系统，该系统应在船舶建造的每个关键工序点（见5.2.2 a）设

置不少于一个能清晰拍摄施工过程的视频录制设备；视频录制设备分辨率应大于或等于1 280 ppi×960 

ppi，存储量应大于或等于1.3 T，具备录制、回放及联网功能。 

5.2.8 售后服务能力 

生产企业应具有售后服务管理体系，为用户提供相应的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和维修服务等。生产企

业应建立售后服务档案，对定期回访情况形成记录。 

人员 

5.3.1 细目 

人员要求包括企业技术、质量、安全生产负责人，专业技术和检验人员，技术工人共3个细目。 

5.3.2 企业技术、质量、安全生产负责人 

5.3.2.1 一级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和安全生产负责人应具备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且从事相关工

作满五年以上，或具备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且从事相关工作满七年以上，或具备大学本科及

以上学历且主管相关工作十年以上； 

b) 企业技术、质量、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已签订两年及以上的劳动合同（退休返聘人员签订一年以

上的劳务合同），否则视为不具备该人员； 

c) 成立一年以内的新建企业的人员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不作年限要求。 

5.3.2.2 二级和三级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和生产负责人应具备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且从事相关工作满五年

以上，或具备助理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且从事相关工作满七年以上，或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历且主管相关工作七年以上；  

b) 企业技术、质量、生产的负责人已签订两年及以上的劳动合同(退休返聘人员签订一年以上的

劳务合同)，否则视为不具备该人员； 

c) 成立一年以内的新建企业的人员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不作年限要求。 

5.3.3 专业技术和检验人员 

生产企业应配有适任的、能覆盖船体、船机、船电等专业技术和检验人员，最低应配备的专业技术

和检验人员人数应符合表3的规定。所配备的技术和检验人员应与本企业已签订两年及以上的劳动合同

（退休返聘人员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务合同），成立一年以内的新建企业的人员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

不作年限要求；专业技术和检验人员应持有国家有关部门承认的相应的专业技术证书。不符合上述要求

视为不具备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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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生产企业专业技术和检验人员人数最低要求              

   单位为人 

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专业技术人员 

从事相关工作满十年以上 3 / / 

从事相关工作满七年以上 5 2 1 

从事相关工作满三年以上 / 2 1 

专职检验人员 4 3 1 

注： 专业技术和检验人员应为船体、船机、船电专业方向。 

5.3.4 技术工人 

生产企业应有与生产玻璃钢渔船相适应的技术工人，最低应配备的成型工、木模工和焊工人数应符

合表4的规定。所配备的技术工人应与本企业已签订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退休返聘人员签订一

年以上的劳务合同），成立一年以内的新建企业的人员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不作年限要求；焊工

应持有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的焊工证书，持证上岗，成型工上岗前应经岗前培训，应具有满足岗位技能需

要的外部培训经历。不符合上述要求视为不具备该人员。 

表4 生产企业技术工人人数最低要求 

单位为人 

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成型工 16 10 6 

木模工 3 2 1 

焊工 2 1 1 

计量检测 

5.4.1 细目 

检测设备要求分为计量检测设备和计量管理共2个细目。 

5.4.2 通用要求 

计量检测设备应具有有效的周期检定证书或处于完好技术状态的有效证明，否则视为不具备该类

别检测设备。外协的计量检测设备应签订外协合作协议。 

5.4.3 计量检测设备 

生产企业应具备下列计量器具和检测设备： 

a) 水平尺、水准仪、焊角规； 

b) 游标卡尺、千分尺、百分表、卷尺、直尺、角尺、量杯； 

c) 万用表、兆欧表、温度计、湿度计、压力表； 

d) 巴氏硬度仪； 

e) 水份仪、测厚仪； 

f) 电子吊式计重表； 

g) 弯曲拉伸试验设备（三级企业不作要求）。 

5.4.4 计量管理 

生产企业的计量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制定合理的计量管理制度，且执行良好； 

b) 建立计量器具和检测设备管理台帐； 

c) 计量器具的检定应取得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颁发的证书，未经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不应投入使

用； 

d) 计量器具和检测设备应按规定周期校准，并在证书有效期内使用。 



 
 

 
 

 
 

 
 

 
 

 
 

 
 

 
 

 

 

T/NESIF 0001—2021 

6 

生产设施 

5.5.1 细目 

生产设施要求包括生产车间、贮存仓库、起重设施、下水设施和放样设施共5个细目。 

5.5.2 生产车间 

生产企业应具备满足生产需求的总装车间。总装车间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其使用面积应满足表 5的要求，车间净高应不影响脱模操作； 

b) 车间内的地面应耐磨、防水、防尘，表面平整； 

c) 自然采光应避免阳光直射到产品的糊制表面，应防止雨水和风砂对产品构成有害的侵袭； 

d) 与成型作业面有关的发光源的发光强度应不低 150 cd，电力照明应避免聚光灯等强光源的热

辐射对树脂正常固化的影响； 

e) 应配有必要的固定式或活动式上送下排通风设施，且排风口应具备适当的除尘装置以收集和

处理排出的纤维和粉尘；排风时不应影响糊制操作及玻璃钢本体的正常固化速度； 

f) 应配有温度及湿度的调控设备。 

表5 生产企业生产车间使用面积最低要求 

单位为m2 

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使用面积 3 000 1 500 500 

5.5.3 贮存仓库 

生产企业应具备贮存树脂及其辅料、纤维、模具、舾装件及其他材料的仓库。贮存仓库应符合下列

要求： 

a) 贮存树脂及辅料的仓库应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法和对危险化学品储存的相关规定； 

b) 应避免阳光直射，仓库内应阴凉、通风、保持干燥； 

c) 贮存纤维的仓库应通风、干燥、无灰尘污染； 

d) 引发剂和促进剂在仓库内应隔离，并单独贮存，应严格遵守国家安全生产法对危险化学品储存

的相关规定； 

e) 贮存模具的仓库，其内部空间应保证模具合理贮存，防止堆压变形； 

f) 贮存模具的室外仓库应配有遮蔽风砂、雨水的设施； 

g) 各类仓库均应配备符合消防要求的消防器材。 

5.5.4 起重设施 

5.5.4.1 一级生产企业的生产车间内应配有桥式起重设施（起重行车），其最大起重设施的额定起吊

能力应不低于 20 t。 

5.5.4.2 二级生产企业的生产车间内应配有桥式起重设施（起重行车），其最大起重设施的额定起吊

能力应不低于 15 t。 

5.5.4.3 三级生产企业的生产车间内应配有桥式起重设施（起重行车），其最大起重设施的额定起吊

能力应不低于 5 t。 

5.5.4.4 生产车间应配备与所生产玻璃钢船舶相适应的起重设施。 

5.5.4.5 生产企业的起重设施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起重设施应处于安全适用的技术状态，具有具备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年度检验证书，并在有

效期内； 

b) 起重设施应具备完整的特种设备技术档案； 

c) 起重操作人员应具有相应的上岗证书。 

5.5.5 下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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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1 生产企业应具备移船下水设施，外协下水应签订书面协议。 

5.5.5.2 下水方式和下水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下水设施应处于安全适用的技术状态； 

b) 下水配套设备应具有质量证明书，并处于安全适用的技术状态； 

c) 从事下水工作的技术人员、操作人员、管理人员等应具备相关工作经历； 

d) 应制定详细的下水方案（含应急预案），下水方案应经过论证，符合下水安全要求。  

5.5.6 放样设施 

5.5.6.1 鼓励采用计算机放样，采用计算机放样应设有专供肋骨线型比例 1:1的放样平台。 

5.5.6.2 采用手工放样的设施及放样能力应具备下列要求： 

a) 放样间应在室内，其面积和放样设备应能够与所生产的最大船舶相适应； 

b) 放样所采用的样板材料应不易变形； 

c) 放样台应平坦、无变形，可供按 1：1 的比例船体放样，放样台的平面度范围应为 5 m
2
范围内

不大于±3 mm。 

生产设备 

5.6.1 细目 

生产设备要求包括船体加工设备、机械加工设备、涂装设备和其他设备及工具共4个细目。 

5.6.2 通用要求 

生产企业应具备5.6.3～5.6.6规定的生产设备。采用更为先进的设备或因采用了更为先进的施工工

艺而可替代某类设备的，视为具备该类设备；某类设备的加工工序委托给具有相应能力的企业加工的，

视为具有该类设备。外协的生产设备应签订一年及以上的书面协议。 

5.6.3 船体加工设备 

生产企业应具备下列种类的船体加工设备： 

a) 烘箱； 

b) 电焊、气焊设备； 

c) 玻璃钢切割机； 

d) 纤维裁剪台。 

5.6.4 机械加工设备 

生产企业应具备下列种类的机加工设备： 

a) 车床； 

b) 刨床（包括金属加工刨床和木工刨床）； 

c) 钻床。 

5.6.5 涂装设备 

生产企业应具备下列种类的涂装设备： 

a) 喷涂用空压机； 

b) 胶衣喷涂机或喷枪。 

5.6.6 其他设备及工具 

生产企业应具备下列种类的其他设备及工具： 

a) 电动或气动模具抛光机； 

b) 吹尘用空压机； 

c) 移动式鼓风机； 

d) 吸除粉尘的吸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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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玻璃钢成型工具（如羊毛滚筒、脱泡滚轮等）； 

f) 角式打磨机； 

g) 砂轮切割机； 

h) 树脂搅拌器； 

i) 用于划线和校正重要机件的固定平台。 

质量管理 

5.7.1 细目 

质量管理包括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船舶建造档案共2个细目。 

5.7.2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应按GB/T 19001或ISO 9001的要求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第三方认证，认证证书的适用范围应

覆盖本企业所生产的所有产品，且在有效期内。生产企业应严格按照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运行。 
注： 第三方是指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认证机构。 

5.7.3 船舶建造档案 

所建船舶应具有相应的船舶建造档案备查。 

安全生产与危险化学品作业安全 

5.8.1 细目 

安全生产与危险化学品作业安全包括危险化学品人员培训、危险化学品安全设施、危险化学品作业、

危险化学品储运、废弃物处理、事故应急处理共6个细目。 

5.8.2 安全生产通用要求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应符合AQ/T 7008或相关规定的要求，实现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 

5.8.3 危险化学品作业人员培训 

作业人员应定期进行危险化学品安全培训；企业应组织作业人员进行应急培训，定期演练、评审并

改进。 

5.8.4 危险化学品安全防护 

危险化学品仓库应按GB 50140的要求配备消防设施设备，并由专人管理，确保完好有效；现场定点

存放的防护器具及应急救援器材应由专人管理，定期检查、维护、校验；作业人员应根据危险化学品特

性和GB/T 11651的要求，选用适宜的个人防护用品。 

5.8.5 危险化学品作业 

5.8.5.1 作业前应制定危险化学品作业方案、安全保障措施和应急预案。 

5.8.5.2 作业时不应将手机、打火机、电子物品等带入作业场所；作业过程中不应擅离岗位；涂装作

业后不应使用含苯有机溶剂洗手；每次作业完毕，应及时洗净面部、手部，并用清水漱口。 

5.8.5.3 应严格控制作业现场存放的危险化学品数量；每天工作结束时，应将残存的危险化学品放入

固定的存储容器内，并带离作业场所，妥善保管。 

5.8.5.4 应确保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与其他作业场所及生活区分开；易燃易爆化学品现场及附近不应

使用无线电通信设备，不应动火作业。 

5.8.6 危险化学品储运 

5.8.6.1 危险化学品应按照 GB 13690 的要求分类储存。 

5.8.6.2 危险化学品应按 GB 2894 的规定设置安全标志，并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或危险告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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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3 危险化学品仓库、罐区、储存场所应根据危险化学品性质设置相应的防火、防爆、防腐、泄

压、通风、温度调节、防潮、防雨等设施，并配备通讯报警装置；接触腐蚀性等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的

场所应设置应急冲淋装置。 

5.8.6.4 危险化学品存储仓库应实行进出人员登记，并由专人值班；危险化学品应实行专人保管、双

人收发、双人记账、双人双锁、双人运输、双人使用。 

5.8.6.5 危险化学品的装卸应配备专用工具、器具及电器设备，并应符合防火、防爆要求。 

5.8.7 危险化学品废弃物处理 

5.8.7.1 危险化学品废弃物应由专门部门收集、保存、并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定期处理。 

5.8.7.2 泄露或渗漏危险化学品的包装容器应迅速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处理。 

5.8.8 事故应急处理 

应制定事故应急预案，事故发生时立即启动。 

环境管理、职业健康与社会责任 

5.9.1 细目 

环境管理、职业健康与社会责任包括环境管理与职业健康、建设项目验收、社会责任共3个细目。 

5.9.2 环境管理与职业健康 

5.9.2.1 应按照 GB/T 24001 或 ISO 14001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及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规章制度，

并有效实施。 

5.9.2.2 应具备收集和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以及粉尘、噪声等的环保设备

设施，且环境影响评价通过主管部门的批准。 

5.9.2.3 应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并有效实施。 

5.9.3 建设项目验收 

生产企业的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应具有安全、消防、环保、职业卫生等项目验收的档案资料，并

通过竣工验收。 

5.9.4 社会责任 

应合法、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用工制度合法有效；依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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