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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氯气安全设施和应急技术的指导意见 

 

 

—2008《氯气安全规程》和 AQ3014—2008《液氯使用安全技术要求》施行以来，对氯气生产

和使用等涉氯企业安全生产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同时，一些企业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

技术，在氯气安全设施和应急技术方面进一步改进，对贯彻上述标准又有了新的要求。 

 

设计单位、安全评价机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相关企业，在具备条件时应当予以考虑

和采用先进技术，提高涉氯企业安全生产的能力，提高事故预防能力和氯气泄漏突发事件的

应对能力。但是，上述两项标准施行以来，有些设计单位、安全评价机构及监管部门仅局限

于符合标准、满足基本的要求，对于氯碱行业安全技术的发展关注不够；对于上述标准的基

本要求以及标准条款未明确的事项，认识不足；尤其是低标准、低要求的一些做法，对贯彻

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安委办[2008]26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指

导意见》，提高化工生产装置和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本质安全水平，对涉氯产品高危工艺生产

装置进行自动化改造和技术改造工作将会产生不良影响。 

 

中国氯碱工业协会安全专业委员会针对国内涉氯企业现状，为正确理解和执行 GB11984—2008

《氯气安全规程》和 AQ3014—2008《液氯使用安全技术要求》，对以下有关问题提出指导意

见。 

 

一、液氯贮槽安全技术要求 

 

、液氯贮槽厂房 

 

液氯贮槽厂房推荐采用密闭结构，建构筑物设计或改造应防腐蚀；有条件时把厂房密闭结构

扩大至液氯接卸作业区域；厂房密闭化同时配备事故氯处理装置，在密闭结构厂房内不仅配

置固定式吸风口且配备可移动式非金属软管吸风罩，软管半径覆盖密闭结构厂房内的设备和



 

管道范围；密闭结构厂房内事故氯应输送至吸收装置。 

 

不推荐使用氨冷冻盐水液化装置，尤其是盐水压力高于氯气压力的液化装置。 2、液氯贮槽

应急备用槽 

 

根据液氯贮槽体积大小，至少配备一台体积最大的液氯贮槽作为事故液氯应急备用受槽，应

急备用受槽在正常情况下保持空槽，管路与各贮槽相连接能予以切换操作，并应具备使用远

程操作控制切换的条件。液氯贮槽进水管阀门应采用双阀。 

 

、液氯贮槽液面计 

 

液氯贮槽液面计应采用两种不同方式，采用现场显示和远传 液位显示仪表各

http://doc.xuehai.net/b09843932e188e4a18a007df1.html 一套，远传仪表推荐罐外测量的

外测式液位计；现场显示液氯液位应标识明显的低液位、正常液位和超高液位色带（黄、绿、

红），远传仪表应有液位数字显示和超高液位声光报警；液氯充装系数为≤1.20kg/L，并以此

标定最高液位限制和报警。 

 

、事故液氯捕集 

 

在液氯贮槽周围地面，设置地沟和事故池，地沟与事故池贯通并加盖栅板，事故池容积应足

够；液氯贮槽泄漏时禁止直接向罐体喷淋水，可以在厂房、罐区围堰外围设置雾状水喷淋装

置，喷淋水中可以适当加烧碱溶液，最大限度洗消氯气对空气的污染。 

 

、液氯贮槽一级释放源泄漏报警 

 

厂房、围堰内液氯贮槽一级释放源范围，应设置氯气泄漏检测报警仪，设计时应考虑主导风

向、人员密集区和重要通道的影响，并能满足风向变化时的报警要求，泄漏检测报警仪现场

布置应充分。 

 

二、液氯气瓶充装和使用安全技术要求 

 



 

、淘汰釜式气化器液氯气瓶充装设备，采用机械泵充装工艺；推荐机械泵变频技术，变频设

计设置超压起跳连锁系统，防止小流量引起管路超压而造成事故。 

 

、推荐使用液氯气瓶充装自动控制、电子衡称重计量和超装报警系统，超装信号与自动充装

紧急切断阀连锁，并设置手动阀。 

 

、液氯气瓶使用，推荐电子衡称重计量和余氯报警系统，余氯报警信号与紧急切断阀连锁，

并设置手动阀。 

 

、液氯气瓶充装厂房、液氯重瓶库推荐采用密闭结构，多点配备可移动式非金属软管吸风罩，

软管半径覆盖密闭结构厂房、库房内的设备、管道和液氯重瓶堆放范围；一旦氯气泄漏，采

用移动吸风罩捕集，事故氯输送至吸收装置。 

 

、液氯气瓶泄漏时禁止直接向气瓶喷淋水，应将泄漏点朝上（气相泄漏位置），宜采用专用工

具堵漏，并将液氯瓶阀液相管抽液氯或紧急使用。 

 

、液氯气瓶泄漏，无法堵漏时可采用专用真空房紧急处置，将泄漏的气瓶处于密闭真空房，

启动真空房事故氯吸收装置。 

 

三、液氯气化安全技术要求 

 

、禁止液氯＞1000kg的容器直接液氯气化，禁止液氯贮槽、罐车或半挂车槽罐直接作为液氯

气化器使用。 

 

、 不 推 荐 液 氯 气 瓶 直 接 气 化 工 艺 ， 如 采 用 液 氯 气 瓶 直 接 气 化 ， 使 用 不

http://doc.xuehai.net/b09843932e188e4a18a007df1.html当的负压瓶和连续过度使用的空

瓶不得立即充装液氯，用户应作出标记，液氯充装单位应进行充装前检验或洗瓶。 

 

、推荐使用盘管式或套管式气化器的液氯全气化工艺，液氯气化温度不得低于 71℃，建议热

水控制温度 75～85℃。采用特种气化器（蒸汽加热），温度不得大于 121℃，气化压力与进料

调节阀联锁控制，气化温度与蒸汽调节阀联锁控制。 



 

 

、原则上氯气缓冲罐容积不得小于用氯的第一级设备容积，缓冲罐底设有排污口，应定期排

污，排污口接至碱液吸收池；缓冲罐应布置在用氯的第一级设备临近处或高于用氯设备；布

置在气化站的缓冲罐或低于用氯设备，应防止管道积液产生虹吸倒灌。 

 

、进反应釜的氯气管道（液下氯分布器），应设置氯气止回阀或增加高度（提高倒流时液柱高

度），建议采用气化氯负压信号与反应釜氯气切断阀连锁控制，防止物料倒灌。 

 

、所有管道不得在积聚液氯时密闭，应确认无液氯后方可关闭管道阀门；管道、法兰、阀门

材质应满足常温下液氯气化产生的低温状态和强度。 

 

、普通温度下的干氯（气体或液体）能与铝、砷、金、水银、硒、碲和锡发生反应，干氯与

钛发生剧烈反应，干燥氯系统禁止使用钛材，碳钢在干氯工艺过程中使用时,必须保持在限定

的温度范围,当工艺过程的温度超过 149℃，应采用比碳钢更耐氯气高温腐蚀的材料，温度超

过 200℃，氯迅速腐蚀碳钢，当温度高于 251℃时会在氯中着火，不得使用橡胶垫片作为管法

兰、设备法兰和结构件密封。 

 

、水合氯（Cl2&#183;8H2O）在常压下温度低于 9.6℃时会结晶，压力增大结晶温度也提高，

应防止水合氯积聚堵塞。 

 

四、事故氯吸收安全技术要求 

 

、氯碱企业生产系统必须设置事故氯吸收（塔）装置，具备独立电源和 24小时能连续运行的

能力，并与电解故障停车、动力电失电连锁控制；至少满足紧急情况下生产系统事故氯吸收

处理能力，吸收液循环槽具备切换、备用和配液的条件，保证热备状态或有效运行。 

 

、液氯作业场所或密闭厂房可以将意外发生泄漏的氯气捕集输送至事故氯吸收（塔）装置处

理，也可以独立设置与事故应急相应的事故氯吸收装置。 

 

、 液 氯 使 用 企 业 可 根 据 用 氯 规 模 ， 生 产

http://doc.xuehai.net/b09843932e188e4a18a007df1.html 系统、液氯储存厂房、液氯气瓶



 

使用场所，设置相应的事故氯吸收装置。 

 

、处理液氯气瓶泄漏推荐使用专用真空房，可以设置相应的文丘里吸收装置，循环吸收液可

以采用 15%烧碱水溶液或石灰水乳液，并确保有效吸收。 

 

、移动软管吸风罩捕集的事故氯，也应输送至吸收塔装置或现场的文丘里吸收装置。 

 

、大型吸收塔无害化气体放空管高度不得小于 25米，并应高于现场建构筑物或设备高度 2米

以上，不得无序排放。 

 

、不推荐使用碱池中和法。碱池中和法适用于不具备上述条件时的紧急处置。但是，1000kg

液氯气瓶碱池处理，水体容积必须达到 25m3，100%液碱 1200kg，且控制气瓶泄漏点要浸没在

水体中，吸收水温控制＜45℃，PH控制＞7。采取防止液氯气瓶泄漏点反喷朝上的固定措施。 

 

、道路车辆运输液氯，必须配备随车专用堵漏器材，气瓶、罐车泄漏时，应采用专用堵漏器

材堵漏；紧急情况下可采用雾状水（或含碱）喷淋泄漏源下风侧，洗消空气中的氯气，降低

扩散程度，禁止直接向泄漏源喷水。 

 

、罐车运输液氯, 建议槽罐采用内置式紧急切断阀，防止安全阀、阀门、接管遭严重损坏时

大量氯气（液氯）的泄漏。 

 

五、液氯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要求 

 

、依据 GB18218-2009《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对液氯生产、储存场所进行辨识，并根

据有关规定向当地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备案。 

 

、液氯重大危险源现场安全设施和安全条件及应急预案，应按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其安全检

查表见附件 1和附件 2。 

 

、液氯重大危险源的作业场所，必须按规定向作业人员发放氯气安全技术说明书（SDS），安

全技术说明书的编写应符合 GB T16483 2008《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现



 

场设置危险告知牌，向周边企业、社区发布安全信息。 

 

、直接从事特种作业的从业人员应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0 号《特种作业人员

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必须接受专业培训，并取得专业培训合格和上岗证，方可上岗

作业。 

 

、液氯重大危险源企业必须建立气防站和救护站，建立应急救援专业队伍，按规定配置

http://doc.xuehai.net/b09843932e188e4a18a007df1.html 应急救援器材、氯气防护器材和

人员中毒现场救治药品。 

 

、在厂房或高处设置风向袋或风向标，在厂区常年主导风向的两侧设立安全区域用于人员疏

散或集结，应急疏散路线和安全集结区域应有明显的标志。 

 

、液氯重大危险源单位，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九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自 2007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第二十二条 所有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

度，定期检查本单位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掌握并及时处理本

单位存在的可能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问题，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对本单位可能发生的

突发事件和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的情况，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报告。 

 

贯彻国办发〔2007〕13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加强企业应急管理工

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7〕52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

和 AQ/T 9002—2006《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积极做好单位应急管

理工作。 

 

六、三氯化氮安全技术要求 

 

涉氯企业应严格执行《氯中三氯化氮安全规程》，建立三氯化氮安全监控手段，确保安全生产，

一旦发生事故或事故隐患必须根据《规程》中“危情现场的处置”的方法去排险，切不可盲

目行事，酿成大祸。 

 



 

七、氯——国际化学品安全卡和应急指南 

 

、国际化学品安全卡 

 

表 1   国际化学品安全卡 

 

[此处图片未下载成功] 

 

爆 炸 

 

与可燃物质、氨和金属粉 末接触时，有着火和爆炸 危险。 避免一切接触。 腐蚀作用，灼

烧感，气促， 呼吸保护，密闭系统，通 咳嗽，头痛，恶心，头晕， 风。 呼吸困难，咽喉

痛。症状 可能推迟显现(见注解) 。 与液体接触：冻伤，腐蚀 作用，皮肤烧伤，疼痛。 腐

蚀作用，疼痛，视力模 糊，严重深度烧伤。 保温手套，防护服。 

 

着火时，喷雾状水保持钢 瓶冷却，但切勿与水直接 接触。 一切情况下均向医生咨 询！ 新

鲜空气，休息，半直立 体位，必要时进行人工呼 吸，给予医疗护理。 先用大量水冲洗，然

后脱 去污染的衣服 http://doc.xuehai.net/b09843932e188e4a18a007df1.html 并再次冲 

洗，给予医疗护理。 先用大量水冲洗几分钟 (如可能易行，摘除隐型 眼镜) ,然后就医。 

 

接 

 

触 

 

# 吸 入 

 

# 皮 肤 

 

# 眼 睛 # 食 入 泄漏处理 

 

护目镜或眼睛防护结合 呼吸防护。 



 

 

撤离危险区域！向专家咨询！通风，切勿直接向液体上喷水，喷洒雾状水驱除气 体。不要让

化学品进入环境。个人防护用具：全套防护服包括自给式呼吸器。 特殊绝缘钢瓶。污染海洋

物质。 欧盟危险性类别：T 符号 N 符号 R:23-36/37/38-50 S:1/2-9-45-61 联合国危险性

类别：2.3 联合国次要危险性类别：8 中国危险性类别：第 2.3 项毒性气体 中国次要危险

性类别：8 运输应急卡：TLC(R)-20S1017 美国消防协会法规：H4(健康危险性) ,F0(火灾危

险性) ,R0(反应危险性) ,OX (氧化剂) 。 与强碱、可燃物质和还原性物质分开存放。阴凉

场所。干燥。保存在通风良好的 室内。 物理状态、外观：浅绿黄色气体，有刺激味。 物理

危险性：气体比空气重。 化学危险性：水溶液是一种强酸，与碱激烈反应，有腐蚀性。与许

多有机化合物、 氨、氢和金属粉末激烈反应，有着火和爆炸的危险。有水分存在时，浸蚀许

多金 属。浸蚀塑料、橡胶和涂料。 职业接触限值：阈限值：0.5ppm(时间加权平均值) ;1ppm(短

期接触限值) ;A4 (不能分类为人类致癌物) (美国政府工业卫生学专家会议，2004 年) 。最

高允许 2 浓度 0.5ppm,1.5mg/m ;最高限值种类：I(1) ;妊娠风险等级：C(德国，2004 年) 。 

接触途径：该物质可能通过吸入吸收到体内。 吸入危险性：容器漏损时，迅速达到空气中该

气体的有害浓度 

 

。 短期接触的影响：流泪。该物质腐蚀眼睛、皮肤和呼吸道。吸入气体可能引起肺 炎和肺

水肿，导致反应性呼吸道障碍综合症(RADS) (见注解) 。液体迅速蒸发可 能引起冻伤。远高

于职业接触限值接触可能导致死亡。影响可能推迟显现，需要 进行医疗观察。 长期反复接

触的影响：该物质可能对肺有影响，导致慢性支气管炎。该物质可能 对牙齿有影响，导致腐

蚀。http://doc.xuehai.net/b09843932e188e4a18a007df1.html6 

 

包装与标志 

 

应急响应 

 

储 存 

 

重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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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RG2000应急救援指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有关专家翻译了《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南》（ERG2000）。

EMERGENCY  RESPONSE  GUIDEBOOK （2000）。 

 

）氯泄漏隔离和撤离距离 

 

例如指南 124：有毒和/或腐蚀性氧化性气体，对液氯用户的指导意见是：立即将泄漏点周围

至少隔离 100～200米，遇到大泄漏时，现场指挥人员和急救人员可决定加大距离，从 100米

到认为安全的距离。 

 

）氯（氯气）应急救援指南索引 （1）指南号：124 （2）ID 号：1017 3）氯（氯气）应急

指南卡 

 

表 2   应急指南卡 

 

&#183;可点燃易燃性物质(木头、纸张、油类、布匹等) 。 &#183;有些可以与空气，潮湿空

气和/或水发生剧烈反应。 &#183;容器加热时会发生爆炸。 &#183;破损的钢瓶可引起崩裂爆

破。 健康 &#183;有毒：吸入或经皮肤吸收可以致死。 &#183;燃烧可以产生刺激性、腐蚀性

和/或有毒气体。 &#183;接触气体或液体可以引起灼伤、严重损害和/或冻伤。 &#183;灭火

用水可以导致污染。 公 众 安 全 &#183;首先拨打运货单上的应急救 

 

援电话，如果无此电话或无回音，可以拨打运货单背面列出的电 话。 &#183;立即将溢出或

泄漏区周围至少隔离 100 米。 &#183;撤离非指派人员。 &#183;停留在上风向。 &#183; 许

多蒸气比空气重， 一般沿地面扩散， 积聚在较低或局限的区域 (如下水道、 地下室或罐

内) 。 &#183;不得进入地势低洼的区域。 &#183;进入封闭的空间之前先进行通风。 防护 



 

&#183;佩带自供正压式呼吸器(SCBA) 。 &#183;穿戴厂商特别推荐的化学防护服，这些防护

服不能或仅部分隔热。 &#183;消防防护服只适用于火灾区域，只能提供有限的防护

http://doc.xuehai.net/b09843932e188e4a18a007df1.html 作用，而在泄漏区无防护效果。 

现场疏散 泄漏 &#183;可查找重点管理物质的首次隔离距离和防护距离表。可以增加重点管

理物质的下风向的隔离 距离，必要时参见“公众安全”条中列出的隔离办法。 火灾 &#183; 

如果储罐、 火车或者货罐着火， 应向四周隔离 800 米。 同时也可以一开始就考虑撤离 800 

米。 应 急 措 施 火灾 小火 &#183;只能用水，不能用干式化学灭火剂、二氧化碳或卤代烷

类。 &#183;盛有本品的容器燃烧，任其自燃自灭；如果必须灭火，建议使水或喷水雾。 &#183;

不要让水流入容器内。 &#183;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把盛有本品的容器运离燃烧现场。 

&#183;破损的钢瓶只有在专家指导下才能进行处理。 现场有储罐火灾 &#183;灭火时要与火

源保持尽可能大的距离或者用遥控的水炮。 &#183;使用大量流水冷却容器，直至火完全熄灭。 

&#183;灭火用水不要直接喷向泄漏源或安全装置，因为这样可能导致结冰。 &#183;如果容器

的安全阀发出响声或容器变色，要迅速撤离。 &#183;切记远离被大火吞没的容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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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首次隔离距离与防护距离 

 

（1）是建议用于保护人们避免吸入危险货物泄漏所致有毒蒸气的危害（TIH）的距离。在有

技术资质的应急救援人员到达事发地点之前，本表为紧急救援人员提供首次的指导。距离是

指在物质泄漏后 30分钟就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并随其时间的增加而增加的区域。 

 

（2）隔离区 

 

是指发生事故时，人们接触毒物（上风向）和生命受到（在下风向）危险品威胁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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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护区 

 

是指事故的下风向的人们变的没有能力且不能采取保护行动，并可引起严重或不可逆转的健



 

康损害的区域。本表为白天或黑夜发生的大、小泄漏提供特别的指导。 

 

表 3   首次隔离距离与防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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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首次隔离与防护距离表的使用说明 ①紧急救援人员应当做好下述准备： &#183;确认物

质； &#183;确 http://doc.xuehai.net/b09843932e188e4a18a007df1.html 定应急行动； 

&#183;注意风向。 

 

②判定事故泄漏的大小，发生在白天或晚上； 

 

③确定首次隔离距离，指导所有人员的转移，在交叉风向处，远离泄漏点至说明的距离；见

示意图如下： 

 

 

 

④确定首次防护距离以及所采取的防护措施； ⑤首次防护距离应尽量扩大，示意图如下： 

 

 

 

下风向距离 

 

风向 

 

下风向距离 

 

 

 



 

图 2  防护区域示意图 

 

八、氯气中毒的现场处置和救治 

 

依据 GBZ65-2002《职业性急性氯气中毒诊断标准》： 6.1 治疗原则 6.1.1 现场处理 

 

立即脱离接触，保持安静及保暖。出现刺激反应者，严密观察至少 l2h，并予以对症处理。

吸入量较多者应卧床休息，以免活动后病情加重，并应用喷雾剂、吸氧;必要时静脉注射糖皮

质激素，有利于控制病情进展。 

 

.1.2 合理氧疗 

 

可选择适当方法给氧，吸入氧浓度不应超过 60%，使动脉血氧分压维持在 8～1OkPa。如发生

严重肺水肿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给予鼻面罩持续正压通气(CPAP)或气管切开呼气末正压

通气(PEEP)疗法，呼气末压力宜在 0.5kPa(5cmH2O)左右。 

 

.1.3 应用糖皮质激素 

 

应早期、足量、短程使用，并预防发生副作用。 6.1.4 维持呼吸道通畅 

 

可给予雾化吸入疗法、支气管解痉剂，去泡沫剂可用二甲基硅油(消泡净)；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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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征应及时施行气管切开术。 

 

.1.5 预防发生继发性感染。 

 

.1.6 维持血压稳定，合理掌握输液及应用利尿剂，纠正酸碱和电解质紊乱，良好的护理及营

养支持等。 

 



 

.2 其他处理 6.2.1 治愈标准 

 

由急性中毒所引起的症状、体征、胸部 X线异常等基本恢复，患者健康状况达到中毒前水平。 

 

.2.2 中毒患者治愈后，可恢复原工作。 

 

.2.3 中毒后如常有哮喘样发作，应调离刺激性气体作业工作。 

 

九：支 http://doc.xuehai.net/b09843932e188e4a18a007df1.html 持性文件 

 

.GB 5138－2006 工业用液氯 2.GB 11984-2008 氯气安全规程 3.AQ 3014-2008 液氯使用安

全技术要求 

 

.AQ 3016-2008 氯碱生产企业安全标准化实施指南 

 

.国质检特联〔2006〕341 号《关于开展承压槽车充装站专项整治活动的通知》 6. 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办公厅安监总厅应急〔2009〕73号《关于印发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评审指南（试行）的通知》（2009年 4月 29日） 

 

．江苏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江苏省交通厅,江苏省公安厅苏安监[2008]165 号《关于印发

〈江苏省移动危险源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本指导意见所指氯气系液氯或气态氯 附件 1：《氯气安全规程符合性专项检查表》 附件 2：

《液氯槽车充装安全检查表》 

 

 

 

中国氯碱工业协会安全专业委员会 

 

年 10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