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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对 JB 6898—93 低温液体贮存设备  使用安全规则 进行修订 并为强制性标准  

本标准主要修改内容  

——标准适用范围中增加了对于二氧化碳液体贮运设备可参照使用的规定  

——对低温液体贮运设备使用安全要求和措施的有关内容作了修改  

——补充规定了容器和槽车容器内的液氧中乙炔含量的检测要求及在通风不良有发生窒息危险场

所的空气中检测含氧量的规定  

本标准从生效之日起 同时代替 JB 6898—93  

本标准由机械工业部气体分离与液化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制氧机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范光汉 陈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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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机 械 行 业 标 准  JB 6898 1997 
 

低温液体贮运设备  使用安全规则 
 

代替 JB 6898—93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低温液体贮运设备 以下简称设备 的安全要求和措施 事故处理  

本标准适用于氧 氮 氩低温液体容器 以下简称容器 及槽车的低温液体贮运设备  

本标准对于二氧化碳液体贮运设备可参照使用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 新版本的可能性  

GBJ 16—87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1995 所版修订本  

GB 2894—88 安全标志 

GB 50030—91 氧气站设计规范 

GB 50057—94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劳动部颁布的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在用压力容器检验规程 压力容器使用登记管理

规则 液化气体汽车罐车安全监察规程  

3  液氧 液氮 液氩的特性及其危险 

3. 1  液氧 液氮 液氩均为低温液化气体 在 101.325 kPa 压力下 液氧沸点为–182.83 液氮沸点

为–195.65 液氩沸点为–185.71 当与人体皮肤 眼晴接触会引起冻伤 冷烧灼  
3. 2  低温液体汽化为气体时 体积会迅速膨胀 在 0 101.325 kPa 状态下 1 L 液体汽化为气体

氧为 800 L 氮为 647 L 氩为 780 L 在密闭容器内 因液体汽化使压力升高 易引起容器超压危险  
3. 3  液氧和气氧是一种强助燃剂  
3. 3. 1  液氧与可燃物接近时 遇明火极易引起燃烧危险  
3. 3. 2  液氧与可燃物接触时 因撞击易产生爆震危险 液氧与可燃物混合时 潜在爆炸危险  
3. 3. 3  液氧蒸发成气氧时 能被衣服等织物吸附 遇火源易引起闪烁燃烧危险  
3. 4  氮气 氩气是一种无色 无味 无毒 不可燃的惰性气体 有很强的窒息性 会引起窒息危险  

4  安全要求和措施 

4. 1  设备安装场所 

4. 1. 1  低温液体汽化站的设计应符合 GB 50030 的规定  

4. 1. 2    属压力容器的低温液体贮存容器 它的安置 使用除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 还应符合 压力容

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在用压力容器检验规程 及 压力容器使用登记管理规则 的有关规定  

4. 1. 3  安装场所必须有良好的通风条件或设有换气通风装置 并能安全排放液体 气体  

4. 1. 4  安装场所必须设有安全出口 周围应设置安全标志 安全标志的要求应符合 GB 2894 的有关规定  

机械工业部 1997-03-04 批准 1997-10-01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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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5    安装容器的基础必须坚实牢固 并应防火耐热 安装液氧设备的基础必须无油脂及其他可燃物

严禁使用沥青地面  

4. 1. 6    安装场所附近必须有充足的水源 场所必须有灭火器材 场所周围 5 m 内不得有易燃易爆物

保持场地清洁干净  

4. 1. 7  安装场所应有槽车或消防车出入通道 并有足够宽度 便于槽车或消防车通行  

4. 1. 8    安装液氧容器的场所内的隔墙 屋顶建筑不得低于 GBJ 16 中的二级防火 耐热的规定及建筑

物的防雷要求应符合 GB 50057 的规定  

4. 1. 9    液氧的贮存 汽化 充装 使用场所宜设围墙或栅栏 安全出口必须布置适当 一般需有分别

安置在两侧的出入口 一旦发生危险时能使人员迅速撤离 汽化器的场所允许设一个出入口 门窗必须

向外开  

4. 1. 10  液氧容器间的安装间距 应不小于相邻两容器中较大容器者的半径 且 小间距不小于 1 m  

4. 1. 11    液氧容器与其他建筑物 贮罐 堆场的建筑防火间距必须符合 GBJ 16 的有关规定 当防火间

距不能达到时 应建筑高于容器及防火物 0.5 m 的防火隔墙 可减少防火间距到上述规定的 1/2  

4. 1. 12    液氧的贮存 汽化 充装 使用场所的周围 5 m 内严禁明火 杜绝一切火源 并应有明显的禁

火标志  

4. 1. 13    液氧的贮存 汽化 充装 使用场所的周围至少在 5 m 内不准有通向低处场所 如地下室 坑

穴 地井 沟渠 的开口 地沟入口处必须有挡液堰  

4. 2  设备安置 

4. 2. 1  容器不准安置在出入口 通道 楼梯间或它们的贴近处  

4. 2. 2    液氧容器一般应安置在室外 当液氧总贮存量不超过 10 m3 时 允许安置在一个防火耐热 耐

火极限不低于 1.5 h 非燃烧材料建筑的室内 且必须具有良好通风条件 人员流动少的单独房间 明火

间距不小于 5 m  

4. 2. 3    液氮 液氩容器宜安置在室外 若安置在室内 其安装场所应符合 4.1.3 的规定 且气体紧急

放空口必须引出室外安全处 放空口离地面高度不得低于 2 m  

4. 2. 4  液氧容器不得安置在经常有人逗留的房间上下层  

4. 2. 5    液氧容器安置在室外 必须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及防雷击装置 防止静电的接地电阻不应

大于 10 防止雷击装置的 大冲击电阻 30  

4. 3  槽车运输及充灌 

4. 3. 1    槽车的使用 运输和检修必须按 液化气体汽车罐车安全监察规程 的有关规定 槽车容器的

使用 管理和检修必须按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的有关规定  

4. 3. 2    装有低温液体的槽车应限速行驶 行驶速度一般为 一级公路 高速度为 60 km/h 二 三级

公路为 30~50 km/h 在高速公路上宜低速行驶 应避免紧急制动 严防撞击  

4. 3. 3  槽车行驶应避开闹市区和人口稠密区 必须通过时 应限速行驶 不得随意停靠  

4. 3. 4    槽车输送液体时 要经常监视压力表的读数 严禁超过压力规定值 当压力表读数有异常升高

时 槽车应开到人稀 空旷处 打开放空阀 排气卸压 排放氧气时 排放波及区内严禁明火  

4. 3. 5  液氧槽车必须有导静电接地装置  

4. 3. 6    槽车只有得到有关人员同意后 方可进入充灌场所进行充灌 充灌时 操作人员必须在现场

充灌操作应按操作规程进行 防止低温液体外溢 充灌液氧时 5 m 内不得有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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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7  槽车在连接充灌输液管前 必须处于制动状态 防止移动 在斜坡处应设置防滑块  

4. 3. 8  槽车充灌结束后应及时离开 如果充灌工作中断时间过长 过夜或假日中断 应解脱输液管连接  

4. 3. 9  槽车在充灌装卸作业时 汽车发动机必须关闭  

4. 4  设备的安全使用 

4. 4. 1  容器和槽车容器的充满率不得大于 0.95 严禁过量充装  

4. 4. 2    容器投入使用前 应按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的规定检查各种阀门 仪表 安全装置

是否齐全有效 灵敏可靠 以保证安全使用  

所用压力表必须是禁油压力表 安全阀 防爆装置的材质应选用不锈钢 铜或铝 并必须脱脂去油  

4. 4. 3  容器 汽化器及管路系统在使用前 应用无油干燥空气或氮气吹除水分或潮湿气  

4. 4. 4  低温液体汽化器的气体出口温度不低于–20  

4. 4. 5    容器在初次充灌时 开始应缓慢充灌 阀门应缓慢打开 然后逐渐加快 以减少对容器的热冲

击破坏和减少液体蒸发  

4. 4. 6    当设备上的阀门和仪表 管道连接接头等处被冻结时 严禁用铁锤敲打或明火加热 宜用 70~80 干

净无油的热空气 热氮气或温水进行融化解冻  

4. 4. 7    设备须按铭牌上标明的介质专用 需改换允许的介质时 必须彻底清洗吹除 并经测试分析合

格 符合适合充灌另一种介质 并改变相应色标  

4. 4. 8    液氧容器和液氧槽车内的液氧应定期进行乙炔含量分析 至少每月分析一次 其乙炔含量不得

超过 0.1 10–6 否则应排放液氧  

乙炔含量的测定方法按 比色法 化学分析或色谱进行测定  

4. 4. 9    使用单位必须制定安全使用操作规程 操作人员独立上岗操作前 必须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经

考核合格 持安全操作证上岗  

4. 4. 10  操作人员应熟悉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的有关规定和低温液体的特性及其危险性  

4. 4. 11    操作人员应熟悉产品使用说明书 设备工艺流程 设备上各种阀门 仪表及其作用和操作程序

在发生故障及意外事故时必须能独立采取紧急安全措施  

4. 4. 12  容器和槽车上的其他故障排除应按使用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来处理  

4. 5  设备检修 

4. 5. 1    容器和槽车容器以及压力表 液面指示计 安全装置应按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在

用压力容器检验规程 及 液化气体汽车罐车安全监察规程 的规定进行定期检查和校验  

4. 5. 2  液氧容器上防雷 静电接地装置应定期检测接地电阻 至少每年检测一次  

4. 5. 3  液氧槽车贮有液氧时 不得动火修理  

4. 5. 4    容器与槽车容器的外壳上大面积结霜 结露或日蒸发量异常大时 应及时进行检修 设备大修

理应在产品制造厂或专业修理单位进行  

4. 5. 5    设备修理前 必须用无油干燥空气吹除置换 并使设备温度升至常温 动火必须严格执行动火

制度的规定  

4. 5. 6    在设备检修前排放液体或气体时 应将排放物排放到通风良好的大气中或专用排放处 必须有专

人监护 排放处应设有明显的标志和警告牌 以保证排放安全 排放液氧时 排放波及区内严禁明火  

4. 5. 7    设备上的阀门 仪表应有专业人员修理 用于氧的阀门 仪表修理后应严格脱脂去油 并用无

油干燥空气或氮气吹洗  

 3 
西安泽西柯普压缩机有限公司 储罐事业部   029-84357810，84357574    传真：029-81327078   邮件：709242092@qq.com



JB 6898 1997 

4. 6  安全防护 

4. 6. 1    操作人员在充灌或处理低温液体时 应戴上干净易脱的皮革 凡布或棉手套 若有产生液体喷

射或飞溅可能 应戴上护目镜或面罩 处理大量低温液体或低温液体严重泄漏时 应穿上无钉皮靴 裤

脚套在皮靴外面  

4. 6. 2    操作人员在充灌或处理液氧时 不得穿戴被油脂沾污的工作服和个人防护装备 凡被油脂沾污

过的衣服和防护用品必须更换 不得穿着有静电效应的化纤服装 不得穿有钉鞋  

操作人员的服装若已渗透了氧 不得进入有明火的场所 必要时 必须更换衣服或经过充分的吹除

在大气中至少吹除 15 min  

4. 6. 3    在进入通风不良有发生窒息危险场所处理液氮 液氩及其气体时 必须分析大气含氧量 当含

氧量低于 18%时 操作员必须戴上自供式防护面具 并需在有专人监护下进行操作处理 空气中含氧

检测方法可用 化学分析法 来测定  

4. 6. 4    操作人员的皮肤因接触低温液体或低温气体而被冻伤时 应及时将受伤部位放入温水中浸泡或

冲洗 切勿干加热 严重的冻伤应迅速到医院治疗  

5  事故处理 

5. 1  槽车容器管路系统有微小泄漏时 应及时检修处理 有严重泄漏时 必须将槽车开到人稀 空旷

安全处 逐渐排放 并应严格监护 排放时 人 车应处在上风向 排放液氧时 必须关闭汽车发动机

液氧波及区内严禁明火  

5. 2  当槽车在途中发生重大事故 须及时报告当地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同时须做应急措施  

5. 3  容器附近发生火灾 若环境温度有可能加速液体汽化时 可使用冷却水喷射到容器外壳上进行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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