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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第５章为强制性条款，其余为推荐性条款。

本标准对泄漏氯气现场抢险器材的制造技术要求作出了规定。氯气捕消器采用干粉灭火器材筒体

及喷射装置，通过充装氯气捕消剂可组合成各种规格型号的氯气捕消器。它可用在液氯泄漏现场，顺风

喷射氯气捕消剂，迅速中和泄漏氯气。

本标准附录Ａ是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ＴＣ２８８）化学品安全

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ＳＣ３）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化化工标准化研究所、北京绿亿佳环保设备中心、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梅建、夏元超、邓九兰、王晓兵、汪彤、周其波、徐建军、岳涛。

本标准是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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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气捕消器技术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氯气捕消器（以下简称捕消器）的分类、型号标记、要求、检测方法、检验规则、标志、运

输、存放和产品有效期。

本标准适用于捕消器的设计、制造、组装和检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０３ＩＳＯ２８５９１：１９９５，ＩＤＴ）

ＧＢ４０６６．２—２００４　干粉灭火剂　第２部分：ＡＢＣ干粉灭火剂（ＧＢ４０６６．２—２００４ＩＳＯ７２０２—

１９８７，ＮＥＱ）

ＧＢ４３５１．１—２００５　便携式灭火器　第１部分：性能和结构要求（ＧＢ４３５１．１—２００５ＩＳＯ７１６５—

１９９９，ＮＥＱ）

ＧＢ８１０９—２００５　推车式灭火器（ＧＢ８１０９—２００５ＩＳＯ１１６０１—１９９９，ＮＥＱ）

ＧＡ９５—２００７　灭火器的维护与报废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４版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３．１　

氯气捕消剂　犮犺犾狅狉犻狀犲狉犲犿狅狏犻狀犵犪犵犲狀狋

氯气捕消剂由氢氧化钙、氢氧化钠及表面活性剂、覆膜干燥剂、稀释剂、防潮剂和疏散剂构成的一种

经处理形成结晶态白色粉状颗粒。

３．２　

氯气捕消器　犮犺犾狅狉犻狀犲犪狉狉犲狊狋犲狉

由消防干粉灭火器筒体、氯气捕消剂构成，通过氮气驱动喷射装置将消防干粉灭火器筒体内氯气捕

消剂喷出与泄露氯气发生中和反应的抢险器材。

３．３　

便携式氯气捕消器　狆狅狉狋犪犫犾犲犮犺犾狅狉犻狀犲犪狉狉犲狊狋犲狉

靠人工提至氯气泄漏现场的小型抢险装备（以下简称便携式捕消器）。

３．４　

推车式氯气捕消器　狋狉犪犿犿犲狉狋狔狆犲犮犺犾狅狉犻狀犲犪狉狉犲狊狋犲狉

靠人力推动的推车式氯气捕消器，装有轮子的可由一人推（或拉）至氯气泄漏现场，并能在其内部压

力作用下，将所装的氯气捕消剂喷出，与泄漏氯气中和的抢险装备（以下简称推车式捕消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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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有效喷射距离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犱犻狊狋犪狀犮犲

在喷射控制阀完全开启的状态下，当氯气捕消剂被喷出５０％时，喷射流的最远点至捕消器喷嘴之

间的距离。

３．６

完全喷射时间　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狋犻犿犲

在喷射控制阀保持完全开启的状态下，从开始喷射到捕消器喷射达到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相等的

时间。

３．７

喷射率　狉犪狋犲狅犳犲狓狋犻狀犵狌犻狊犺犻狀犵犿犲犱犻狌犿

在完全喷射后，捕消器喷射的氯气捕消剂相对于原始充装量的质量百分比。

３．８

吸收效率　狉犪狋犲狅犳狉犲犪犮狋犻狅狀

含氯气体中氯气被氯气捕消剂吸收的量与原有氯气的量的比。

４　分类和型号标记

４．１　分类

按捕消器移动方式分为便携式和推车式，见表１。

表１

类　　别 驱动气体 压力值／ＭＰａ

便携式捕消器 氮气（贮压式） １．２

推车式捕消器 氮气（贮压式） １．６

４．２　 型号标记

４．２．１　氯气捕消器的规格型号。

按捕消器内盛装粉量划分出规格和型号，见表２。

表２

类　　别 型　　号 氯气捕消剂质量／ｋｇ

便携式捕消器 ＬＰ４ ４

推车式捕消器

ＬＰ１５ １５

ＬＰ２５ ２５

ＬＰ５０ ５０

４．２．２　型号标记如图１所示。









□

Ｌ　 氯气







　□

Ｐ　 捕消





　□

充装氯气捕消剂的质量，ｋ ｇ

图１

示例：

１）　ＬＰ４　表示：便携式捕消器，充装氯气捕消剂的质量４ｋｇ；

２）　ＬＰ５０　表示：推车式捕消器，充装氯气捕消剂的质量５０ｋｇ。

４．２．３　捕消器筒体颜色为绿色。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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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　型号标记的位置

便携式捕消器和推车式捕消器的型号标记贴于罐体表面的明显处。

５　要求

５．１　捕消器筒体及喷射装置应符合ＧＢ４３５１．１—２００５和ＧＢ８１０９—２００５的规定。

５．２　捕消器喷射性能的要求

喷射性能检验项目和性能见表３。

表３

类 别
检验项目 便携式捕消器 推车式捕消器

有效喷射距离／ｍ ５ ８

完全喷射时间／ｓ １０ ２４０

喷射率／％，≥ ９５ ９０

５．３　氯气捕消剂的要求

氯气捕消剂的物理性能和氯气捕消剂清除效率见表４。

表４

序号 项　　目 技　术　指　标

１ 比表面积／（ｍ２·ｇ
－１），＞ ３５．５

２ 含水率／％，＜ ２

３ 粉剂最大粒度／１５０目筛 无残留，全部通过

４ 松密度／（ｇ·ｃｍ
－３），≥ ０．４

５ 针入度／ｍｍ，≥ １６

６
氯 气 捕 消 剂 的 吸 收

效率／％

Ｃｌ２ 浓度（狓）／（ｇ·ｍ
－３） ３０＜狓≤１００ ≥８５

Ｃｌ２ 浓度（狓）／（ｇ·ｍ
－３） 狓≤３０ ≥９５

６　检测方法

６．１　外观

目测方法观察。

６．２　喷射性能测定

６．２．１　有效喷射距离和完全喷射时间测定符合ＧＢ８１０９—２００５规定的检测方法。

６．２．２　喷射率

将喷射前的捕消器称重，并记录质量狑１，将喷射后的捕消器称重，并记录质量值狑２，喷射率按式

（１）计算。

喷射率 ＝
狑１－狑２
狑３

×１００％ …………………………（１）

　　式中：

狑１———喷射前捕消器质量；

狑２———喷射后捕消器质量；

狑３———捕消器填充粉剂的质量，ｋｇ。

６．３　氯气捕消剂的物理性能和吸收效率测定

６．３．１　含水率按ＧＢ４０６６．２—２００４规定进行测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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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　粉剂最大粒度：粉剂取２００ｇ放入检验振动筛中，１０ｍｉｎ全部通过１５０目筛网为合格。

６．３．３　松密度、针入度按ＧＢ４０６６．２—２００４规定进行测定。

６．３．４　氯气捕消剂吸收效率

按国家环保总局编制的《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氯气分析方法中的碘量法（Ｂ）的方法测定，见

附录Ａ。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捕消器生产企业应按本标准的规定对产品进行检验。

７．２　捕消器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７．３　出厂检验

７．３．１　捕消器应逐批检查。生产企业以每月生产量为一批，用户以定货量为一批。检查批应由同类

别、同型号且生产条件相同的产品组成。

７．３．２　按ＧＢ／Ｔ２８２８．１抽样方案选择正常检查一次抽样方案。

７．３．３　出厂检验项目为６．１、６．２和６．３．４规定的检验项目。

７．３．４　出厂检验检查水平为特殊检查水平Ｓ２（犐犔＝２），合格质量水平为４．０（犃犙犔＝４．０）抽样数和合

格判定数见表５的规定。

表５

批量范围
正常一次抽样犐犔＝Ｓ２　　犃犙犔＝４．０

样品数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１２００以下 ３ ０ １

１２０１及以上 １３ １ ２

７．４　型式检验

７．４．１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ｂ）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设计、材料牌号、加工工艺有重大改变时；

ｃ）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１次；

ｄ）　停产３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ｅ）　用户提出要求时；

ｆ）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要求时。

７．４．２　型式检验时按ＧＢ／Ｔ２８２８．１抽样方案选择正常检查一次抽样方案。

７．４．３　对第６章中各项规定的检验项目，检验水平规定为特殊检查水平Ｓ２，合格质量水平为６．５，抽

取样本数量符合表６的规定。

表６

批量范围

正常一次抽检

犐犔＝Ｓ２　　犃犙犔＝６．５

样本数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１～１５０ ２ ０ １

１５１～３５０００ ８ １ ２

≥３５００１ １３ ２ ３

７．５　 判定规则

７．５．１　出厂试验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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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６．１、６．２和６．３．４规定的项目依次进行检验。其中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样品为不合格品。当不

合格品数大于或等于表５规定的不合格判定数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７．５．２　型式试验

对第６章各项规定的检验项目依次进行检验。其中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样品为不合格品。当不合

格品数大于或等于表６规定的不合格判定数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７．６　 对不合格批的处理

对不合格批可将不合格品剔除或修复后，按第６章的规定重新提交检验，并按第７章的原抽样方案

和判定规则进行，仍不合格时，该批为不合格品。

８　标志、贮存和产品有效期

８．１　捕消器标志包括：型号、适用范围、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地址、出厂日期和有效期。

８．２　贮存

８．２．１　生产厂家存放时间不超过３０天。

８．２．２　各种型号捕消器都应放置在通风干燥处、方便取用处，避免日晒雨淋。在温度高、湿度大的地区

或季节应特别注意贮存条件，防止空气中酸性气体对捕消器的腐蚀。

８．３　产品有效期

８．３．１　捕消器内装粉剂自生产之日起有效期２年。

８．３．２　捕消器筒体报废按ＧＡ９５—２００７的有关规定执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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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氯气捕消剂吸收效率化学试验方法

犃．１　试验方法

注：本方法来源：国家环保总局编制的《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氯气分析方法中的碘量法（Ｂ）。

犃．１．１　负压配气，负压为喷散氯气捕消剂粉体的动力。

犃．１．２　氯气稀释的同时化学反应及物理吸附同步瞬时完成。

犃．１．３　平衡５ｍｉｎ后取样。

犃．１．４　碘量法测定。

犃．２　试验步骤

犃．２．１　氯气制备

ａ）　用浓盐酸与高锰酸钾反应制备氯气，其反应式如下：

２ＫＭｎＯ４＋１６ＨＣｌ＝２ＭｎＣｌ２＋２ＫＣｌ＋５Ｃｌ２↑＋８Ｈ２Ｏ

ｂ）　由于制备出的氯气含有水分，所以要用浓硫酸（Ｈ２ＳＯ４）进行干燥去水。

ｃ）　测定氯气浓度。

反应余量氯气应用氢氧化钠吸收液中和。

犃．２．２　用氯气捕消剂吸收氯气

在抽成真空的约５Ｌ容积的瓶内注入一定量的氯气，靠外界大气压把氯气捕消剂粉体均匀喷撒到

瓶内，含氯气体被氯气捕消剂吸收。氯气与氯气捕消剂［Ｃａ（ＯＨ）２］反应方程式如下：

６Ｃａ（ＯＨ）２＋６Ｃｌ２＝３ＣａＣｌ２＋３Ｃａ（ＣｌＯ）２＋６Ｈ２Ｏ

３Ｃａ（ＣｌＯ）２＝Ｃａ（ＣｌＯ３）２＋２ＣａＣｌ２

犃．２．３　采样

氯气捕消剂与氯反应的瓶内插入一捏瘪封口的聚酯薄膜袋（１Ｌ），采样时，打开袋封口，随着瓶内气

体被采走，袋内不断进入空气，膨胀，从而保证了采样过程中，瓶内外压力始终平衡，瓶内氯气浓度始终

不变。

犃．２．４　碘量法分析剩余氯气的含量

ａ）　瓶内抽出的剩余氯气被氢氧化钠溶液吸收，生成次氯酸钠，用盐酸酸化，反应式如下：

Ｃｌ２＋２ＮａＯＨ＝ＮａＣｌ＋ＮａＣｌＯ＋Ｈ２Ｏ

ＮａＣｌＯ＋ＨＣｌ＝ＮａＯＨ＋Ｃｌ２

ｂ）　游离氯再用碘化钾氧化生成碘，用硫代硫酸钠滴定，计算出氯的量。

Ｃｌ２＋２ＫＩ＝２ＫＣｌ＋Ｉ２

Ｉ２＋２Ｎａ２Ｓ２Ｏ３＝２ＮａＩ＋Ｎａ２Ｓ４Ｏ６

犃．３　试验流程

犃．３．１　氯气制备系统如图Ａ．１所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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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分液漏斗（内装浓盐酸）；

２———带支管的三角烧瓶（盛高锰酸钾）；

３———孟式洗气瓶（盛浓硫酸作干燥剂）；

４———集气瓶（盛氯气）；

５———孟式洗气瓶（盛氢氧化钠吸收液）。

图犃．１　氯气制备系统示意图

犃．３．２　采样系统如图Ａ．２所示。

１———容量瓶；

２———气球；

３———入口１；

４———入口２；

５———出口；

６———干燥管；

７———吸收瓶；

８———缓冲瓶；

９———采样泵。

图犃．２　采样系统示意图

犃．３．３　分析用试剂：

ａ）　０．１ＭＮａＯＨ溶液；

ｂ）　２０％ ＮａＯＨ溶液；

ｃ）　０．０１ＭＮａ２Ｓ２Ｏ３ 标准溶液；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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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２∶１盐酸；

ｅ）　ＫＩ、０．５％淀粉溶液。

犃．４　操作

犃．４．１　如图１所示，连好装置，加入试剂制备氯气。

犃．４．２　对５Ｌ的瓶抽真空，待用。

犃．４．３　待整个氯气集气瓶颜色变黄绿后，取２ｍＬ氯气用０．１ＭＮａＯＨ２０ｍＬ进行吸收。用碘量法测

氯气含量，计算出净化前配气浓度犆１。

犃．４．４　用注射器从集气瓶取一定量的氯气注入已抽真空的５Ｌ瓶内，称取一定克数的氯气捕消剂粉

体喷入瓶内，平衡５ｍｉｎ。

犃．４．５　对５Ｌ瓶内气体进行采样，如图２所示。吸收瓶内加入５０ｍＬ０．１ＭＮａＯＨ溶液，以３００ｍＬ／

ｍｉｎ流量采气１ｍｉｎ～３ｍｉｎ。

犃．４．６　稀释吸收瓶内溶液至１００ｍＬ，取两份１０ｍＬ或２５ｍＬ溶液，分别加入５ｍＬ，２∶１盐酸，１ｇ

ＫＩ，放入暗处反应５ｍｉｎ。用０．０１ｍＬ的Ｎａ２Ｓ２Ｏ３ 滴定至溶液变浅黄后，加入５ｍＬ０．５％淀粉溶液，滴

至蓝色消失，记录下Ｎａ２Ｓ２Ｏ３ 的量，计算出瓶内净化后浓度犆２。

犃．４．７　计算公式

犃．４．７．１　浓度计算公式见式（Ａ．１）和式（Ａ．２）。

　　　　　　犆１ ＝
１

２
×３５．５犆犞２／犞　ｍｇ／Ｌ …………………………（Ａ．１）

　　　　　　犆２ ＝３５．５×１０００犆（犞１′－犞０）×犞ｎｄ犞ｔ／犞ａ　ｍｇ／Ｌ …………………………（Ａ．２）

　　式中：

　犆———Ｎａ２Ｓ２Ｏ３ 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犞１′———消耗Ｎａ２Ｓ２Ｏ３ 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０———空白液消耗Ｎａ２Ｓ２Ｏ３ 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瓶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２———注入的氯气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ａ———滴定时所取样品溶液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ｔ———样品溶液总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ｎｄ———采余气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犃．４．７．２　氯气捕消剂吸收效率见式（Ａ．３）。

η＝
犆１－犆２
犆１

×１００％ …………………………（Ａ．３）

犃．４．７．３　单位粉剂吸氯量犖 见式（Ａ．４）。

　　　　　　犖 ＝
犆１－犆２
犠

×１０
－３
　ｍｇ（Ｃｌ２）／ｇ（氯气捕消剂） …………………………（Ａ．４）

　　式中：

犠———氯气捕消剂用量，单位为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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