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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船舶制造的生产工艺
• 船舶建造的内容
• 船体建造

船体号料、船体构件加工、中间产品制造、船台总装；
• 舾装工程

除主船体和上层建筑、动力系统以外的机电装置、营
运设备、生活设施、各种属具和舱室装饰等；
• 涂装作业

在船体内外表面和舾装件上，按照技术要求进行除锈和
涂敷各种涂料，使金属表面与腐蚀介质隔开，达到防腐蚀处
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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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船舶制造的生产工艺

钢结构船舶生产基本流程

原材料堆放→钢材预处理→切割、加工→部件装焊

→分段装焊→涂装→总装→船坞（船台）总装→下水

↑ ↑

预舾装 预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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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造船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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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造船企业生产工艺说明

一、板材加工、型材加工：位于下料车间（数控车间），主
要工作内容为对钢板进行丙烷切割、等离子切割；

二、焊接部件装配、立体、曲面、平面分段装焊和预舾装：
位于船体车间，包括冷热加工车间与分段装焊车间两部分。
其中冷热加工车间主要工作内容为钢板弯曲成型或剪切；分
段装焊车间主要工作内容为船舶部件打磨、焊接装配；

三、分段涂装：包括喷砂房与喷漆房，主要内容为喷砂与喷
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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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造船企业生产工艺说明
四、总组装与预舾装：包括小构件车间与分段堆场。船舶小部件
在小构件车间经打磨焊接后转移至分段堆场进一步打磨焊接及预
舾装。

五、船体合拢与安装：属于舾装车间（船台或船坞），该阶段主
要将船舶各部件通过焊接合拢，另外还需要打磨除锈。

六、管子堆场、管子加工、管子装配焊接、装配中心：属于管子
车间及机加工车间。管子车间主要工作内容为打磨与焊接；机加
工车间主要工作内容为钢材的机械加工。

七、码头舾装和系泊试验：属于码头作业，主要内容为船舶供电
设备的装配，有小部分打磨、电焊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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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造船企业生产工艺说明
八、公用工程及辅助生产设施
污水处理系统

对生活污水、生产污水收集处理达标后排放，常见采用Ａ/O处理工艺；

动力设施

生产运作需要供应各种动力用气（汽）：压缩空气、氧气、乙炔、丙烷、二氧
化碳、氩气等。根据各种动力气体的需要量新建各种动力站房，主要包括空压房、
液氧气化站、二氧化碳气化站及丙烷储存库等；

变配电站

油漆存放间

存放各类油漆及稀释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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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各工艺单元主要工序及主要设备

生产单元 主要工序 主要设备

码头 卸料 起重机

钢料堆场 进料；存放 电动平板车、起重机

钢材预处理
钢材矫正；表面处理（清洁、预热、抛
丸除锈、喷漆、烘干）

液压机、矫直机、起重机、预处理流
水线

切割加工及部
件装焊

边缘加工：剪切、切割等；冷热加工：
消除应力、变形等；成型加工：油压床
、肋骨冷弯机等；部件装焊

切割机、打磨机、焊接机、吊机

分段装焊 装配、焊接、预舾装 焊机、吊机

管子车间 机加工、焊接、打磨
打磨机、焊接机、折弯机、剪床、铣
床、攻牙机等

涂装车间 喷砂、涂装
喷砂缸、喷枪、输送机、通风除尘设
备

总装平台 焊接、补涂、船体轴线对中 焊机、补漆设备、激光机、门吊机

舾装工程
舾装系统、系泊系统、机装、电装、管
装

切割机、打磨机、焊接机、龙门吊

水工工程 船坞式试验、系泊实验 系泊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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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原辅料

序号 原、辅料 主要成分
1 原料
1.1 钢材 铁、碳、锰、硅、硫、磷、铝、锌（镀锌管道）
2 辅料
2.1 焊条 碳、铝、硅、锰、铬、镍、镆
2.2 焊丝 碳、锰、硅、磷、铬、镍、钒、硫
2.3 焊剂 碳、锰、硅、铝、镁、钛、氟、钙

2.4 油漆
环氧漆、醇酸面漆、丙烯酸面漆、环氧富锌底漆等含有的
二甲苯、乙苯、甲苯、苯、正己烷、异丙醇、乙酸丁酯

2.5 稀释剂
二甲苯、乙苯、1-丁醇、芳香烃、氢化脱硫重石脑油、酸
丁脂

3 钢矿砂 铁、碳、锰、硅、硫、磷
4 动力辅料 丙烷混合气、乙炔、二氧化碳、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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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船舶制造职业病危害因素

• 焊接方法及常见职业病危害因素
常用焊接技术 焊接形式 焊机 焊料 应用范围

手工电弧焊 手工 手工电弧焊机 焊条
钢材、铸铁、合金钢、低熔点金属
焊接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手工、半自动和
自动

熔化极和非熔化极气体
保护焊机

焊丝
焊接碳钢和合金钢、磨损零件的堆
焊和铸钢件缺陷的补焊

埋弧焊 自动、半自动 埋弧自动焊机 焊剂
厚钢板结构、大型容器和大直径、
管道的焊接

氩弧焊 手工 氩弧焊机 焊丝 钢材、有色金属及活性金属
气焊（乙炔、液化石油
气与氧气混合燃烧，工
件熔焊）

手工、自动焊 气焊机 焊丝 碳钢、合金钢等薄件的焊接

气割 自动 切割机 乙炔 薄钢、圆钢、厚钢切割

碳弧气刨 手工、自动 碳弧气刨 --
薄钢板切割、清除焊接缺陷、刨开
焊接坡口、清理毛边和飞刺

垂直气电自动焊 自动 焊条 总段垂直大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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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船舶制造职业病危害因素

• 焊接方法及常见职业病危害因素

常用焊接方法
紫外线
红外线

高频电磁
场

电焊烟尘 有毒气体 射线
金属氧化

物
噪声

手工电弧焊 + - ++ + - + -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
焊

+ - ++ + -
+

-

埋弧焊 - - + + - + -

氩弧焊 ++ ++ + ++ + + -

气焊 + - ++ + - + -

气割 - - + + - + +

碳弧气刨 + - ++ + - + +

垂直气电自动焊 + - ++ + - + -

1．金属氧化物视使用的焊材和母材不同，产生的金属包括锰、铁、铬、镍、钛、铝、钙、镁、硅、钛的化合物及
其氟化物和氟化氢。2．有毒气体包括一氧化碳、氮氧化物和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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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船舶制造常见职业病危害因素

常见作业危害识别及危害程度分析
作业种类 职业病危害因素 危害程度

装卸、装配 噪声、高温、石棉尘、玻璃丝尘
①噪声和高温较大，以舱室内危害最大，以打磨、
切割噪声较大；②锅炉和蒸汽管道的石棉瓦、玻璃
丝隔热层产生的石棉和玻璃丝尘危害较大

焊接
电焊烟尘，铁、铬、锰及其金属氧化物，臭
氧，氮氧化物，CO，高温，紫外线，氧化
锌金属烟尘

①危害严重，以船台和舱室内作业、集中电焊区域
及其危害最大；②易引起电焊工尘肺、锰中毒、金
属烟尘热

涂装
二甲苯、乙苯、甲苯、苯、正己烷、异丙醇
、乙酸丁酯，1-丁醇、芳香烃、氢化脱硫重
石脑油

分段合拢、舱室内补漆，手工喷涂和调漆配料时危
害较大

切割
噪声、粉尘、锰及其化合物、氧化锌烟尘、
氮氧化物

舱室内作业危害大，尤其是船舱内各种镀锌管道切
割时易金属烟尘热。

打磨 噪声、粉尘 噪声危害较大
机加工 噪声、油雾、粉尘 噪声危害较大
高处 高处作业 安全生产事故较多
轴线对中 激光 危害小
探伤作业 X射线 危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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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船舶制造常见职业病危害因素

主要工种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工种名称 职业病危害因素

电焊工
噪声、紫外线、电焊烟尘、二氧化锰、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臭
氧

铁工 噪声、高温、金属粉尘、激光
起重工 高温、噪声
油漆工 苯系物、酯类等有机溶剂、高温
打磨工 金属粉尘、噪声、高温
喷砂工 噪声、金属粉尘、高温
碳刨工 高温、噪声、金属粉尘、CO

管子工 高温、噪声、金属粉尘
钳工 高温、噪声
钣金工 高温、噪声
探伤工 X射线
电工 工频电磁场
维修及值班人员 二氧化碳、H2S、NH3、甲烷、乙炔、丙烷、噪声、高温、低温、工频电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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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船舶制造常见职业病危害因素

劳动过程中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手工作业为主，造般业存在劳动强度过大、长时间不良体位、姿势或使用不合
理的工具等，可引起职业紧张、下背痛、颈肩腕损伤（腕管综合征）等。

生产环境引起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夏季高温、密闭舱室通风不良等容易引起高温中暑。

多种危害因素混存在同一车间或工作环境中，加上危害因素强度较大、通风不

良等因素，劳动者容易受到多种危害因素的叠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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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船舶制造常见职业病危害因素

特殊作业环境及非常规作业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密闭空间

船体组装过程中存在多个密闭空间作业，通风不良时容易引起缺氧窒息、急性职业中毒、
高温中暑等；

污水处理池检维修

如潜污泵提升出水面维修、维修管道阀门等需下池进行检修、清理压滤泥饼时检人员可
接触到硫化氢、氨等化学毒物；

布袋除尘器出灰口人工排灰
人工排灰时可以使用人员接触粉尘；

乙炔和丙烷汇流排间泄漏

乙炔、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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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钢船制造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概念
玻璃钢的学名为玻璃纤维增强塑料，英文缩写GRP（Glass Reinforced Plastic）

优点
质轻高强、 耐腐蚀、抗海生物附着、能吸收高能量，冲击韧性好、船体
成型简便、维修保养方便，维修费低。

缺点
不能建造太大的舰船，加之原料价格较贵

常见船型
赛艇、游艇、公务用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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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钢船制造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生产工艺
模具制作

根据船型及主要参数采用槽钢建造船台，其两端各延伸两条竖直槽钢，槽钢均统一向
外，船台中间视船体大小（重量）增加横梁或纵桁。将木方固定在船台上，并对木方表面
进行打磨，使之保持光滑平整。
打蜡

在模具上打蜡（即地板蜡），使脱模后的船体外表面有一层保护模；脱膜后，再打一
次蜡。
喷胶衣

在模具上用喷枪喷洒胶衣，小的部位用刷子手刷。
壳板、结构糊制

调配好树脂（不饱和聚酯树脂）+促进剂+固化剂，在模具表面刷树脂、铺上裁剪好尺
寸的玻纤布，再刷树脂。待树脂固化后，按设计厚度重复刷树脂和铺玻纤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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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钢船制造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生产工艺
脱模合拢

待船体上下部分分别糊制完成后，进行脱模并装配在一起，对接合部位用树脂、螺丝
等进行胶接固定。
外表处理

对玻璃钢船体表面进行修整：对破洞、缝隙、棱角、不平整等缺陷处用原子灰、树脂
进行填补打磨，表面再喷漆。
机电安装

船体外表处理完毕后将船用卷扬机放入码头停泊位进行船上机电设备和控制线路的安
装。
内置装修

对船舱内部进行舱顶、壁、门、窗等按设计要求用白乳胶贴合木板、铺设木地板等装
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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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钢船制造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辅材料
不饱和聚酯树脂（聚合体、苯乙烯）、玻璃纤维布、短切毡、胶衣（不饱和聚酯
树脂聚合体、苯乙烯）、钢材、木材、PU透明底漆（含甲苯、二甲苯、乙苯）、

氨基甲酸乙酯醇酸清漆（含氨基甲酸乙酯醇酸、甲苯、二甲苯、乙苯）、原子灰
（不饱和聚酯、苯乙烯）、白乳胶（乙酸乙烯酯）、天那水（甲苯、二甲苯）

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主要生产设备
开料机（木工）、空压机、电动卷扬机、等离子弧切割机、砂轮机、抛光机、

弯管机、摇臂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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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钢船制造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辅材料
不饱和聚酯树脂（聚合体、苯乙烯）、玻璃纤维布、短切毡、胶衣（不饱和聚酯
树脂聚合体、苯乙烯）、钢材、木材、PU透明底漆（含甲苯、二甲苯、乙苯）、

氨基甲酸乙酯醇酸清漆（含氨基甲酸乙酯醇酸、甲苯、二甲苯、乙苯）、原子灰
（不饱和聚酯、苯乙烯）、白乳胶（乙酸乙烯酯）、天那水（甲苯、二甲苯）

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主要生产设备
开料机（木工）、空压机、电动卷扬机、等离子弧切割机、砂轮机、抛光机、

弯管机、摇臂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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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钢船制造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辅材料
不饱和聚酯树脂（聚合体、苯乙烯）、玻璃纤维布、短切毡、胶衣（不饱和聚酯
树脂聚合体、苯乙烯）、钢材、木材、PU透明底漆（含甲苯、二甲苯、乙苯）、

氨基甲酸乙酯醇酸清漆（含氨基甲酸乙酯醇酸、甲苯、二甲苯、乙苯）、原子灰
（不饱和聚酯、苯乙烯）、白乳胶（乙酸乙烯酯）、天那水（甲苯、二甲苯）

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主要生产设备
开料机（木工）、空压机、电动卷扬机、等离子弧切割机、砂轮机、抛光机、

弯管机、摇臂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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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钢船制造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木工车间单元
木工使用开料机按设计要求的尺寸对木材进行锯切，开料机锯切过程中会产生噪声

和木粉尘。
玻纤裁剪区单元
裁剪工按尺寸要求将玻璃纤维布和短切毡进行裁剪，裁切过程中会产生玻璃纤维粉

尘。
船体单元

钳工：钳工按模具要求用角铁、槽钢等钢材制作模具支架，使用到电焊、砂轮切割
机，产生电焊烟尘、紫外辐射、氮氧化物、噪声、砂轮磨尘等；

木工：在支架上制作木模，对木材进行锯切、木模表面打磨，会产生木粉尘、噪声、
手传振动等；

糊制工：在模具表面打蜡、喷胶衣、手刷不饱和聚酯树脂，胶衣和聚酯树脂固化时
会挥发出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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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钢船制造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船体单元

表面处理工：成型脱膜后需对船体外表面有缺陷部位进行打磨、用原子灰填补、再打磨、
喷漆，原子灰、油漆中含有的苯乙烯、苯、甲苯、二甲苯、乙苯等会挥发出来；打磨到玻
璃钢层，产生玻璃钢粉尘及噪声；气动打磨工具对使用者产生手传振动；

化学品仓单元
化学品仓主要存放不饱和聚酯树脂、原子灰、油漆、天那水等化学品，在存放和搬运过

程中会可能少量化学品及其挥物泄漏出来，产生苯乙烯、苯、甲苯、二甲苯、乙苯等化学
有害因素；

水箱、油箱制作单元

为船上制作不锈钢油箱、水箱，需要使用到电焊、打磨等工序，电焊条为碱性焊条，会
产生电焊烟尘、电焊弧光、锰及其化合物、紫外辐射、氮氧化物、噪声、手传振动、砂轮
磨尘等有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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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钢船制造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码头作业单元

机电安装、内置装饰，机电安装主要是船的动力系统（柴油机及其配套设施）、
发电、照明、控制系统的安装；内置装饰包括船舱内的门、窗安装、舱内壁粘接
装饰板、家俱、木地板等安装和贴合，使用到白乳胶粘合及使用切割机切割木板，
会产生乙酸乙烯酯、木粉尘、噪声及木夹板挥发的甲醛等职业病危害因素。

生产环境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夏季露天作业产生高温

劳动组织以及劳动过程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工人作业过程中长时间采用固定姿势工作，如装修岗、表面处理岗、糊制工等
可能会使作业人员处于强制体位，可产生下背痛、颈椎病、颈肩腕综合征等工作
相关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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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