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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依据 GB/T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对现行的 GB15603-1995《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修订，重新起草了标准文本。

本标准与 GB15603-1995 的主要差异如下：

——标准名称改为《危险化学品储存通则》；

——按照 GB/T1.1的要求，重新起草了标准文本。

——调整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和术语定义

——取消了 GB15603-1995中的附录 B《常用化学危险品的安全贮存》和附录 C《化学危险品品名

汉语拼音索引》；修订了附录 A《危险化学品储存禁忌表》；增加了附录 B《部分危险化学品安全储存温

湿度条件》；附录 C《部分危险化学品的灭火方法》；附录 D《部分毒害性危险化学品中毒急救方法》；

附录 E《部分腐蚀性危险化学品个体防护和事故应急处理方法》。

本标准附录 A是规范性附录，附录 B、C、D、E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替代 GB15603-1995。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化学品安全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TC 288/SC 3）提出并

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GB15603-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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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储存通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化学品储存的基本要求、安全管理、装卸搬运与堆码、入库作业、在库管理、出

库作业、劳动保护、事故应急处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企业的危险化学品储存管理，不适用危险化学品

储罐储存，实验室中危险化学品储存。国家法律、法规、标准有专门规定的，从其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18265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要求

GB 2951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基本要求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6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T 1648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内容和项目顺序

GB/T 11651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AQ 3013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 the storage subjec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是指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企业中利用危险化学品仓库对危险化学品进行储存管理的

企业法人及相关部门。

3.2

禁忌物品 incompatible materials

指容易相互发生化学反应或灭火方法不同的物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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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储存 Separated storage

储存在不同仓间或者防火分区的储存方式。

3.4

分开储存 segregated storage

在同一储存空间内，用距离将不同非禁忌物品隔开的储存方式。

3.5

动碰复核制度 Dynamic touch review system

物品出入库或货位变动时，对系统数据（帐卡）和实物进行核对的仓储管理制度。

4 基本要求

4.1 设施

4.1.1 危险化学品仓库的规划、选址、建设应符合 GB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要求，危险化学

品生产企业或经营性的危险化学品仓库还应分别符合 GB5016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18265《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要求》的要求。

4.1.2 危险化学品仓库地面应平整、坚实、防潮、防滑、防渗漏、易于清扫。应根据储存物品特性，配

备通风、密封、调温、调湿、防静电等设施。

4.1.3 危险化学品仓库的安全设施，应符合 GB18265《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要求》的要求。

4.1.4 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定期对仓储设施进行检测，保证其符合设计使用要求。

4.2 管理

4.2.1 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按照安全生产法的要求健全安全组织架构。

4.2.2 应按照安全标准化的要求建立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4.2.3 应按照安全标准化的要求建立日常作业相关的记录档案，做到随时可查，并保存不少于 1年。

4.2.4 应建立覆盖全员的应急反应程序，编制《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每

次演习后，记录、评估、总结，对演练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持续改进。

4.2.5 宜采用电子标签等自动识别技术手段，实现危险化学品出入库信息动态管理；宜引入智能化、可

视化、无人化等技术，提升仓储安全管理水平。

4.3 人员与培训

4.3.1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建立全员培训体系，对从业人员进行法规、岗位技术、安全、个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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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等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作业；对有资质要求的岗位，应当配备依法取得相应资质的人员。

4.3.2 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经过由具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进行的考核并合格。

4.3.3 危险化学品仓库管理人员应具备与经营范围相关的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

4.3.4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从业人员应看懂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并掌握风险防范措施，了解危险化学

品包装的相关知识，掌握岗位操作技能；企业应开展有关事故报告、调查和分析，危险化学品操作安全

要求，个人防护设备使用，泄漏预防控制等方面的培训。

4.4 储存

4.4.1 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建立危险化学品储存信息管理系统，具备识别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中要

求的灭火介质、应急、消防要求以及库存危险化学品品种、数量、分布、包装形式、来源等信息及危险

化学品出入库记录，数据保存期限不少于 1年，且应采用不同形式进行实时备份，做到实时可查。

4.4.2 委托储存单位与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对危险化学品按照其特性、防火要求及化学品安全技术说

明书中的储存要求，选择经过委托储存单位与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双方认可的符合规范的仓储设施进行

储存。其建设要求应符合 GB18265《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要求》的要求。

4.4.3 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根据危险化学品仓库设计要求，严格控制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品种、数量。

应根据储存危险化学品的特性及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的要求，实行分库、分区、分类储存，禁忌物

品不应同库储存。具体要求见附录 A。

4.4.4 爆炸物应专库储存。不应与其他危险化学品混存。

4.4.5 剧毒品应实行“五双”管理（双人验收、双人保管、双人发货、双把锁、双本帐）；储存地点、

储存数量、流向动态及管理人员的情况应报相关部门备案。

5 安全管理

5.1 制度管理

5.1.1 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建立安全组织，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建立岗位安全责任制，责任落实

到人。

5.1.2 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按照 AQ3013《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通用规范》的要求，健全

安全管理制度。

5.1.3 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与社区及周边企事业单位建立应急联动机制。

5.1.4 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建立安全设施、消防器材、储运机械、设备器具检查和维护制度，保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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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使用。

5.1.5 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定期进行风险评估，定期检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5.2 库区安全

5.2.1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仓库和场所应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并符合 GB 2894《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规定。

5.2.2 库区内严禁吸烟和使用明火，库区内应建立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制度、电器安全管理制度。

5.2.3 外来入库人员应进行进场安全培训，对出入库人员和车辆应认真进行登记和管理，不具备资质的

不予受理；不应携带危及安全的物品进入库区。

5.3 作业安全

5.3.1 进入易燃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和爆炸品仓库的作业人员，应穿具有防静电功能的工作服，

不应穿带钉鞋，在进入仓库前应消除人体静电。

5.3.2 进入有毒气体、易燃气体、易燃液体、强酸、毒害品仓库作业前，应先通风后作业。

5.3.3 闪点在 28℃以下的易燃液体在夏季高温期出入库作业，宜安排在早晚或夜间。

5.3.4 储存仓库内禁止进行开桶、分装改装、物流加工等作业，这些作业应在专用场所进行。

5.3.5 发现包装破损时应及时修整或更换包装；包装变形但未泄漏的，单独区域进行存放，并制定处置

措施；如包装破损，发生泄漏，应启动应急相应程序，及时处理。

5.3.6 对废旧包装、垃圾等及时处理保持作业场所清洁卫生。

6 装卸搬运与堆码

6.1 装卸搬运

6.1.1 应按照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及装卸要求进行作业。

6.1.2 应做到轻拿轻放，严禁拖拉、翻滚、撞击、摩擦、摔扔，挤压、倒置等。

6.1.3 搬运装卸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应使用防爆型叉车。

6.2 堆码

6.2.1 危险化学品堆码应整齐、牢固、无倒置；不应遮挡消防设备、安全标志和通道。

6.2.2 除 200L及以上的钢桶包装外，其他包装的危险化学品不应就地码放，货垛垫底高度不小于 15cm。

6.2.3 堆码应符合包装标志要求；无堆码标志的木箱和 200L及以上钢桶包装堆垛高度应不超过 3m；

纸箱和小铁桶堆垛高度应不超过 2.5m；放置托盘上应不超过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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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采用货架存放时，应把包装件置于托盘上并采取固定措施。

6.2.5 仓库、货棚内的堆垛间距：

a) 主通道 ≥200cm

b) 墙距≥50cm

c) 柱距≥30cm

d) 垛距≥100cm（每个堆垛的面积不应大于 150 m²）

e) 灯距≥50cm

7 入库作业

7.1 入库验收的基本要求

7.1.1 入库前应准备好相关设备、设施，交接清单，作业人员根据清单要求准备好相关作业防护装备。

7.1.2 入库验收应在库外或专用场所进行，不应在储存仓库内作业。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与委托储存

单位共同确认储存和验收作业场地是否符合相关安全要求。

7.1.3 应依据危险化学品储存信息管理系统数据或入库单据，对入库物品的品名、规格、数量、包装、

容器、标识、附件等进行核对与验收。

7.1.4 验收完毕应作好记录并归档，单据保存期限不少于 2年。

7.2 入库验收内容

7.2.1 入库信息或单据查验

应对入库信息或单据的品名、数量进行查验。

7.2.2 运输工具、装载状况查验

应对运输车辆（厢），装载状况（含施封）加固进行检查，发现异常时与相关方联系处理。

7.2.3 包装验收

7.2.3.1 危险化学品包装上的标志、标记和标签应规范清晰。

7.2.3.2 包装不应有破损、潮湿、污染。

7.2.4 附件验收

应附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并符合 GB/T16483《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内容和项目顺序》的规

定，应附有中文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7.3 验收问题的处理

7.3.1 单据逾期或票模、印鉴不符，应更换单据；错开品名、编号、规格、数量的单据可由委托储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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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更改，更改处应加盖单位公章和单位负责人签字。

7.3.2 包装破损、潮湿、污染的不应入库。

7.3.3 无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与安全标签的危险化学品不应入库，仓库内储存物应设置“一书一签”。

7.3.4 数量不符应按实收数量处理。

7.3.5 超期危险化学品经与委托储存方协商进行相应超期处理。

8 在库管理

8.1 盘点管理

应定期盘点对账，确保账货相符。

8.2 安全检查

8.2.1 每天应对库房内外进行检查、检查货垛是否牢固、包装是否完好、物品是否有散落现象、门窗是

否完好、电闸是否关好、垃圾是否及时清理、周边环境是否有异状。

8.2.2 定期检查仓储设施设备、消防器材、电闸线路、防护用品、机械工具、通信与报警装置是否完好

有效。

8.2.3 每次检查均应做好记录，对检查出的问题应及时上报并妥善处理。

8.3 温湿度管理

8.3.1 库房内应设置温湿度记录装置，根据所存物品的性能特点确定每天观测记录频次，观测记录应保

存不少于 1年。

8.3.2 库房应配置通风、除湿、增温、降温等温湿度调控设备，根据库房条件和所存物品的需要，正确

调节控制库内温湿度。

8.3.3 部分危险化学品安全储存温湿度条件见附录 B。

9 出库作业

9.1 严格按照委托储存单位的要求进行出货、必要时候提醒所存物品临期或超期。

9.2 认真核对出库凭证中的品名、编号、规格、日期、印鉴等各项内容，发现问题立即与相关方协调

处理，单据不符及无效单据不应出库。

9.3 出库作业应严格执行动碰复核制度，确保帐货相符，发现问题及时查询解决。

9.4 认真查验提货车辆及随行人员的危险化学品运营资质，并作好记录。不符合要求的不应受理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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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9.5 认真做好出库交接手续，并在出库单据和回执上签字、盖章。

9.6 出库作业后，应及时对出库信息及单据进行处理，出库单据保存期应不少于 2年；需进行备案的

危险化学品应按规定进行备案，对国家管控物品及时按照要求报备。作业现场应及时进行清扫和整理。

10 劳动保护

10.1 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建有完善的劳动保护制度，应配置安全有效的防护装备，并符合 GB2951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基本要求》和 GB/T11651《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的要求。

10.2 从业人员应经过专业防护知识培训，按照作业对象的危险特性佩戴相应的防护装备上岗作业。

11 事故应急处理

11.1 火灾的应急处理

11.1.1 应首先明确燃烧物及其特性，选用合适的灭火器材和灭火方式,进行灭火作业，并设立危险区域

警戒线。

11.1.2 发生火灾，应按应急预案自救同时报警。

11.1.3 应尽快堵截火势，防止蔓延，防止次生、衍生事故的发生。

11.1.4 灭火结束后应清理现场，防止复燃。

11.1.5 部分危险化学品灭火方法见附录 C。

11.2 泄漏事故的应急处理

11.2.1 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急救援小组应负责库存危险化学品泄漏的应急处理。

11.2.2 进入现场施救人员应佩戴相应的防护装备。不应单独行动，必要时用水枪、水炮掩护。

11.2.3 应根据现场泄漏危险化学品特性及时进行围堤堵截、覆盖、收容、稀释处理，使泄漏物得到安

全可靠的处置，防止次生、衍生事故的发生。

11.2.4 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处理现场应严禁火种。

11.2.5 气体泄漏，应旋紧阀门或用堵漏材料对漏气处进行封堵。易燃气体、助燃气体泄漏，应严禁火

种；有毒气体泄漏应戴好防毒面具与手套，迅速将泄漏钢瓶移至封闭容器或应急处置装置中。

11.2.6 部分毒害性危险化学品中毒急救方法见附录 D。

11.2.7 部分腐蚀性危险化学品个体防护和事故应急处理方法见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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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危险化学品储存禁忌表

表 A.1 给出了各类危险化学品之间禁忌储存的规定

表 A.1 危险化学品储存禁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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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部分危险化学品安全储存温湿度条件

表 B.1 给出了部分危险化学品安全储存温湿度条件。

表 B.1 部分危险化学品安全储存温湿度条件

类 别 品名 温度℃ 相对湿度%

爆炸品
黑火药、化合物 ≤32 ≤75

水作稳定剂的 ≥1 <80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易燃、不燃、有毒 ≤30 ≤

易燃液体
低闪点 ≤28 —

中、高闪点 ≤35 —

易燃固体

易燃固体 ≤35 ≤

硝酸纤维素酯 ≤25 ≤80

安全火柴 ≤35 ≤75

红磷、硫化磷、铝粉 ≤35 <75

自然物品

黄磷 >1 —

羟基金属化合物 ≤30 ≤75

含油制品 ≤32 ≤80

遇湿易燃物品 遇湿易燃物品 ≤32 ≤70

氧化剂和有机

过氧化物

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 ≤30 ≤75

过氧化钠、镁、钙等 ≤30 ≤75

硝酸锌、钙、镁等 ≤28 ≤75

硝酸铵、亚硝酸钠 ≤30 ≤75

盐的水溶液 >1 —

结晶硝酸锰 <25 ≤75

过氧化苯甲酰 2～25 —

过氧化丁酮等有机氧化剂 ≤25 ≤75

毒害品
固体 ≤35 ≤75

液体 ≤32 ≤75

酸性腐蚀品

发烟硫酸、亚硫酸 0～30 ≤75

硝酸、盐酸及氢卤酸、氟硅（硼）酸、硫化硫、磷酸等 ≤30 ≤75

硫酰氯、氯化亚砜、氧氯化磷、氯磺酸、溴乙酰、三氯

化磷等多卤化物
≤30 ≤70

发烟硝酸 ≤25 ≤75

溴素、溴水 0～28 —

甲酸、乙酸、乙酸酐等有机酸类 ≤32 ≤80

碱性腐蚀品 氢氧化钾（钠）、硫化钾（钠） ≤30 ≤70

其它腐蚀品 甲醛溶液 10～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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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部分危险化学品灭火方法

表 C.1 给出了部分危险化学品灭火剂的使用和禁用规则

表 C.1 部分危险化学品灭火方法

类 别 品名 灭火方法 备注

爆炸物
黑火药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 禁用砂土

化合物 雾状水、水、泡沫、二氧化碳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大量水、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

干粉

冷却钢瓶

易燃液体

中、低、高闪点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甲醇、乙醇、丙酮 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

土

易燃固体

易燃固体 水、泡沫、砂土

发乳剂 水、干粉、二氧化碳、泡沫 禁用酸碱泡沫

硫化磷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禁用水

自燃物品

自燃物品 水、雾状水、泡沫、湿砂土、二氧

化碳

烃基金属化合物 干粉、砂土、二氧化碳 禁用水

遇湿易燃物品

遇湿易燃物品 干粉、干砂、石灰粉、二氧化碳 禁用水

钾、钠 干粉、干砂、石灰粉 禁用水、二氧化

碳、四氯化碳

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

物

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过氧化钠、钾、镁、钙等 干粉、砂土 禁用水

无机剧毒性物品

亚硒酸盐、亚硒酸酐、硒

及其化合物

水、砂土、二氧化碳

硒粉 砂土、干粉、二氧化碳 禁用水

氯化汞 水、砂土、二氧化碳

氯化物、氰熔体、淬火盐 水、砂土、二氧化碳 禁用酸碱泡沫

氢氰酸溶液 二氧化碳、干粉、泡沫

有机剧毒性物品

氟磷酸异丙酯、对氧磷、

对硫磷等

水、砂土、二氧化碳

四乙基铅 干砂、泡沫、二氧化碳

马钱子碱 水、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硫酸二甲酯 干砂、泡沫、二氧化碳、雾状水

无机毒害性物品
氧化汞、汞及其化合物、

碲及其化合物

矽土、水、二氧化碳、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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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续)

类 别 品名 灭火方法 备注

有机毒害

性物品

氰化二氯甲烷、其他含氰化合物 二氧化碳、雾状水、矽土

苯的氯化物（多氯代物） 砂土、泡沫、二氧化碳、雾状水

氯酸酯类 泡沫、二氧化碳、水

烷基（烯烃）的溴代物、其他醛、醇、酮、

酯、苯等的溴化物

砂土、泡沫

各种有机物的钡盐、对硝基苯氯（溴）甲

烷

砂土、泡沫、雾状水

砷的有机化合物、草酸、草酸盐类 泡沫、水、二氧化碳、

胺的有机化合物、苯胺的各种有机化合

物、盐酸苯二胺（邻、间、对）

砂土、泡沫、雾状水

二胺基甲苯、乙萘胺、二硝基二苯胺、苯

肼及其化合物、苯酚的有机化合物、硝基

的苯酚钠盐、硝基苯酚、苯的氯化物

砂土、泡沫、二氧化碳、雾状水

糠醛、硝基萘 砂土、泡沫、二氧化碳、雾状水

滴滴涕原粉、毒杀酚原粉、666 原粉 砂土、泡沫

氯丹、敌百虫、马拉松、烟雾剂、安妥、

苯巴比妥钠盐、阿米妥尔及其钠盐、赛力

散原粉、1-萘甲氰、炭疽芽胞苗、鸟来因、

粗蒽、依米丁及其盐类、苦杏仁酸、戊巴

比妥及其钠盐

砂土、泡沫、水

酸性腐蚀

物品

发烟硝酸、硝酸 砂土、二氧化碳、雾状水 禁用高压水

发烟硫酸、硫酸 干砂、二氧化碳 禁用水

盐酸 砂土、干粉、雾状水、二氧化碳 禁用高压水

磷酸、氢氟酸、氢溴酸、溴素、氢碘酸、

氟硅酸、氟硼酸

砂土、二氧化碳、雾状水 禁用高压水

高氯酸、高磺酸 干砂、二氧化碳

氯化硫 干砂、二氧化碳、雾状水 禁用高压水

磺酰氯、氯化亚砜 干砂、干粉 禁用水

氯化铬酰、三氯化磷、三溴化磷 干粉、干砂、二氧化碳 禁用水

五氯化磷、五溴化磷 干粉、干砂 禁用水

四氯化硅、三氯化铝、四氯化钛、五氯化

锑、五氯化磷

干砂、干粉 禁用水、二氧

化碳、泡沫

甲酸 二氧化碳、雾状水、泡沫、干粉 禁用高压水

溴乙酰 干粉、干砂、泡沫、二氧化碳 禁用高压水

苯磺酰氯 干粉、干砂、二氧化碳 禁用水

乙酸、乙酸酐 砂土、二氧化碳、雾状水、泡沫 禁用高压水

氯乙酸、三氯乙酸、丙烯酸 砂土、二氧化碳、雾状水、泡沫 禁用高压水



征求意见稿

GB 15603—2022

12

表 C.1(续)

类 别 品名 灭火方法 备注

碱性腐蚀物品

氢氧化钠、氢氧化钾、氢氧化锂 砂土、雾状水 禁用高压水

硫化钠、硫化钾、硫化钡 砂土、二氧化碳 禁用水或酸、碱式

灭火剂

水合肼 干粉、二氧化碳、雾状水、

泡沫

氨水 水、雾状水、砂土

次氯酸钙 水、砂土、泡沫

其它腐蚀物品

甲醛 水、二氧化碳、泡沫

苯酚鈉 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蒽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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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部分毒害性危险化学品中毒急救方法

表 D.1 给出了部分毒害性危险化学品中毒的急救方法

表 D.1 部分毒害性危险化学品中毒急救方法

中毒类型 品名 急救方法

呼吸道吸

入中毒

氯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

难，给氧，给予 2%至 4%的碳酸氢钠溶液雾化吸入。呼吸、

心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就医。

硫化氢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

难，给氧。呼吸心跳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肺复

苏术，就医。

碳酰氯（光气）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

难，给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吸入β2 激动

剂、口服或注射皮质类固醇治疗支气管痉挛。就医。

二氧化硫

将吸入患者迅速移到空气新鲜处,吸氧,呼吸停止立即人工

呼吸.呼吸刺激等咳嗽症状,可雾化吸入 2%碳酸氢钠,喉头

痉挛窒息时应切开气管,并注意控制肺水肿发生。

硫酸二甲酯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

呼吸困难，给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六氯环戊二烯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

呼吸困难，给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磷化氢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

呼吸困难，给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氯甲基甲醚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

呼吸困难，给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烯丙胺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

呼吸困难，给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甲基肼、对称/不

对称二甲基肼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

呼吸困难，给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丙烯晴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

难，给氧。呼吸心跳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勿用口

对口）和心肺复苏术。给吸入亚硝酸异戊酯，就医。

氰及其化合物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

难，给氧。呼吸心跳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勿用口

对口）和心肺复苏术。给吸入亚硝酸异戊酯，就医。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溶液或 5％硫代硫

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征求意见稿

GB 15603—2022

14

表 D.1（续）

中毒类型 品 名 急 救 方 法

误服消化

道中毒

氟及其化合物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氧。

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食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

就医。

硫酸二甲酯 食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苯胺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苯酚 食入：立即给饮植物油 15～30mL。催吐。就医。

六氯环戊二烯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氯甲基甲醚 食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烯丙胺 食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甲基肼、对称/不对

称二甲基肼
食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汞及其化合物
经口进入,立即漱口,饮牛奶,豆浆或蛋清水,注射二巯基丙磺酸钠或

二巯基丁二钠, BAL 等.

钡及其化合物
口服中毒,用 5%硫酸钠洗胃,随后导泻,口服或注射硫酸钠或硫代硫酸

钠.

砷化氢 吸入患者静卧吸氧,注射解毒药,如 BAL,二巯基丁二钠等,纠正酸中毒

砷及其化合物 吸入或误服,及时注射解毒剂,如二巯基丙醇,二巯基丙磺酸钠及二巯

基丁二钠等,对症治疗.

甲醇及醇类 中毒者离开污染区.经口进入者,立即催吐或彻底洗胃.

丙烯晴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溶液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洗

胃。就医。

氰及其化合物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彻

底冲洗不少于 20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接触中毒

氟及其化合物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不少于 15 分

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不少

于 15 分钟。就医。

苯胺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

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不少

于 15 分钟。就医。

烯丙胺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不少

于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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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续）

中毒类型 品 名 急 救 方 法

接

触

中

毒

苯酚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甘油、聚乙烯乙二醇或聚乙

烯乙二醇和酒精混合液 (7:3)抹洗，然后用水彻底清洗。或用大

量流动清水冲洗不少于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

不少于 15 分钟。就医。

六氯环戊二烯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氯甲基甲醚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不少于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

不少于 15 分钟。就医。

甲基肼、对称/不

对称二甲基肼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不少于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

不少于 15 分钟。就医。

铍及其化合物
接触中毒者必须迅速离开污染区,脱去污染衣物.衣物隔离存放,

单独洗刷.眼及皮肤均须用水冲洗,再用肥皂彻底洗净,如有伤口

速就医.吸入中毒,给予吸氧并防止肺水肿发生.

铊及其盐类
中毒者离开污染区,应即脱去污染衣服.用温水,肥皂彻底清洗皮

肤.吞服者以 5%碳酸氢钠或 3%硫代硫酸钠液洗胃,注射二巯基丁

二钠,1g 溶于 20~40ml 生理盐水静注或用二巯基丙醇.

苯的氨基,硝基化

合物

吸入及皮肤吸收者立即离开污染区,脱去污染衣物.用大量清水

彻底冲洗皮肤,用温水或冷水冲洗,休息,吸氧,并注射美蓝及维

生素 C葡萄糖液.

磷化氢
如果发生冻伤：将患部起侵泡于 38-42℃的温水中复温，不要涂

擦，不要使用热水和辐射热，使用清洁、干燥敷料包扎

丙烯晴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彻底冲洗

不少于 20 分钟。就医。

溴水

使患者急速离开污染区,接触皮肤立即用大量水冲洗,然后用稀

氨水或硫代硫酸钠液洗敷,更换干净衣服.如进人口内,立即漱

口,饮水及镁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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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部分腐蚀性危险化学品个体防护和事故应急处理方法

表 E.1 给出了部分腐蚀性危险化学品个体防护和事故应急处理方法

表 E.1 部分腐蚀性危险化学品个体防护和事故应急处理方法

品 种 个体防护装备 泄漏应急处理 伤害应急处理

强 酸

眼睛防护：戴化学

安 全 防 护 眼 镜

（3M1621）。

防护服：穿专用防

酸工作服。

手防护：戴厚度不

小于 0.7mm 橡皮手

套。

呼吸系统防护:在

有蒸汽形成的情况

下使用带过滤功能

的呼吸器（TZL30）。

消除火源。远离禁忌物品

隔离泄漏污染区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阻断泄漏。

使用压缩蒸汽泡沫减少蒸汽。

切勿将水注入容器。

用水幕减少蒸汽或改变蒸汽云流向。防

止用水直接冲击泄漏物。

防止泄漏物进入排水沟，下水道，地下

室或其他密闭空间。

利用专用设备对泄露物进行回收。

在残留物上覆盖砂土然后清理，或用

碱性物质中和后用水清洗。

处理产品所用的设备必须接地。

除非穿有防护服，否则切勿触摸破损容

器或泄漏物质。

将患者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患者

温暖和安静。

脱掉并隔开被污染的衣服和鞋。

如果出现呼吸困难应进行吸氧。

误服可用大量水漱口或用氧化镁悬

浊液洗胃

如果患者停止呼吸，应立即实施人

工呼吸，注意口对口人工呼吸。要戴

呼吸面罩或其他医用呼吸器进行。

皮肤沾染立即用自来水冲洗或用小苏

打、肥皂水冲洗，

溅入眼睛用温水冲洗或用5%小苏打溶

液冲洗。

就医，预防吸入、食入或皮肤接触泄

漏物可能出现迟发型反应。

强 碱

眼睛防护：戴安全

防护镜（3M1621）。

防护服：穿专用防

碱 工 作 服

(3M4690)。

手防护：戴厚度不

小于 0.7mm 防碱橡

皮手套。

呼吸系统防护:在

有蒸汽形成的情况

下使用带过滤功能

的呼吸器（TZL30）。

消除火源。远离禁忌物品

隔离泄漏污染区。

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穿防碱工作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

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也可

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

系统。

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

所处置。

将患者转移到空气新鲜处。

保持患者温暖和安静。

脱掉并隔开被污染的衣服和鞋。

如果出现呼吸困难应进行吸氧。如果

患者停止呼吸，应立即实施人工呼吸，

注意口对口人工呼吸要戴呼吸器。

误服可用大量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

清。

皮肤和眼睛接触，立即用水冲洗不少

于 15 分钟。或用硼酸水、稀乙酸冲洗

后涂氧化锌软膏

就医，预防吸入、食入或皮肤接触泄

漏物可能出现迟发型反应。



征求意见稿

GB 15603—2022

17

表 E.1（续）

品 种 个体防护装备 泄漏应急处理 伤害应急处理

氢氟

酸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

蒸气或烟雾时，必须佩戴防

毒面具或供气式头盔。紧急

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

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工作服(防腐材料

制作)。

手防护：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它：工作后，淋浴更衣。

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再用。保持良好的

卫生习惯。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

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

器，穿防酸工作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

漏源。

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

灰混合。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稀

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

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

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

水冲洗 10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溶液冲

洗。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

或生理盐水冲洗不少于 15 分钟。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

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给

予 2-4%碳酸氢钠溶液雾化吸入。就医。

食入：误服者给饮牛奶或蛋清。

就医，预防吸入、食入或皮肤接触泄

漏物可能出现迟发型反应。

高氯

酸

眼睛防护：戴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

蒸气时，必须佩戴过滤式防

毒面具（全面罩）或自给式

呼吸器。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

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

器，穿防毒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

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尽可

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

洪沟等限制性空间。

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

灰混合覆盖清理。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

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

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

量流动清水冲洗不少于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

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不少于 15 分

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

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

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

就医，预防吸入、食入或皮肤接触泄

漏物可能出现迟发型反应。

氯化

铬酰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

眼镜。

防护服：穿工作服(防腐材料

制作)。

手防护：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

蒸气时，必须佩戴防毒面具

或供气式头盔。紧急事态抢

救或逃生时，建议佩带自给

式呼吸器。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

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建议应急处理

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

合理通风，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

使泄漏物与可燃物质(木材、纸、油等)

接触，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

喷水雾减慢挥发(或扩散)，但不要对

泄漏物或泄漏点直接喷水。

用沙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然

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如果大量泄漏，最好不用水处理，在

技术人员指导下清除。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

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若有灼伤，就医

治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

或生理盐水冲洗不少于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

持呼吸道通畅。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患者清醒时立即漱口，给饮牛奶

或蛋清。

就医。预防吸入、食入或皮肤接触泄

漏物可能出现迟发型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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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续）

品 种 个体防护装备 泄漏应急处理 伤害应急处理

氯磺酸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

烟雾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

（半面罩）或空气呼吸器。紧

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

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同呼吸系统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工

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

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

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

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

染的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

好的卫生习惯。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

区，并立即隔离 150m，严格限制

出入。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

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

从上风处进入现场。

尽可能切断泄漏源。

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

性空间。

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

惰性材料吸收清理。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

在专家指导下清除。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

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不少

于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

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

冲洗不少于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

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

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

蛋清。

就医。预防吸入、食入或皮

肤接触泄漏物可能出现迟发型

反应。

溴素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烟

雾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

毒面具（全面罩）或空气呼吸

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建议佩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同呼吸系统防护。

身体防护：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作现场禁止吸烟、

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

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

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

卫生习惯。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

区，并立即进行隔离。

小泄漏时隔离 150m，大泄漏时隔

离 300m，严格限制出入。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

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尽可能切断泄漏源。

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

性空间。

小量泄漏：用苏打灰中和。也可

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

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

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喷

雾状水冷却和稀释蒸汽。用泵转

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

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

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不少

于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

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

冲洗不少于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

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

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

蛋清。

就医。预防吸入、食入或皮

肤接触泄漏物可能出现迟发型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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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品 种 个体防护装备 泄漏应急处理 伤害应急处理

甲醛

溶液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3M1621）。

防护服：穿工作服(3M4690 酸

碱防护服或其他防腐材料制

作的防护服)。

手防护：戴厚度为 0.7mm 橡皮

手套。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自吸过

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

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戴隔

离式呼吸器。

消除火源。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

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

罩），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

接触泄漏物。

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

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

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

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喷

雾状水冷却和稀释蒸汽、保护现

场人员、把泄漏物稀释成不燃物。

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

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

置。

将患者转移到空气新鲜处。

脱掉并隔开被污染的衣服和

鞋。

如果出现呼吸困难应进行吸

氧。

如果患者停止呼吸，应立即

实施人工呼吸。注意口对口人

工呼吸。要戴呼吸面罩或其他

医用呼吸器进行。

食入用 1%碘化钾灌胃，就医常

规洗胃。

皮肤和眼睛立即用自来水冲

洗不少于 15 分钟。

送医就诊，预防吸入、食入或

皮肤接触泄漏物可能出现迟发

型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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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的修订依据国家标准委下达的标准制修订计划

（编号 20160880-Q-450）进行。

（二）起草小组人员组成及所在单位：

起草小组成员来自于行业协会、科研院所、行业具有代

表性的企业（含外资企业代表）。

起草单位：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

究院，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中外运国际化工物流有限公司，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北芳储运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百

安石化仓储有限公司、杭州瑞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正本物

流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金鑫实业有限公司等。

起草小组成员：柴保身、孙杰、陈思凝、李运才、张金

梅、陈金合、庞广廉、王笃鹏、高原、王洪敏、龚慧珍、石

旭、马丙歌、陈碧励、谢维增、朱良伟、阎靓玉、钟原、林

隆海，张霄鹏、李东红、贾祥臣、张志勇、林震宇等。

（三）每个阶段草案的形成过程：

2016年9月，起草小组成员召开该标准修订工作启动会，

成立项目工作组，确定修订工作思路，人员分工，并落实资

料收集等相关工作，专家按分工要求组织修订并将修订意见

返回。

2017 年 6 月，工作组对返回意见进行讨论，并形成初稿，

行业内部征求意见，并于 2017 年 11 月进行专项讨论。

http://www.sac.gov.cn/was5/web/search?channelid=149536&templet=gjbzjhcx_detail.jsp&searchword=ID=10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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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初稿，期间起草小组成员

单位在调研过程中提出 GB17914、GB17915、GB17916 标准的

内容规范的是“商品”，与“危险化学品”概念的内涵和外

延有差别，不应该合并整合修订。故对征求意见稿初稿进行

了调整。只针对现行的 GB15603-1995《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

通则》修订，重新起草了标准文本。

2019 年 6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初稿，着重对禁忌表进行了

重新修订，并引用 GB18265 2019《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

技术基本要求》相关内容作为标准补充。

2020年1月起草小组结合TC288秘书处专家意见形成征

求意见反馈稿。

2020年3月，采纳应急管理部反馈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科学性、规范性、协调性、实用性的原则进

行修订，标准的主要内容依据《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进行修订，结合我国

危险化学品行业发展及仓储管理现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

容，标准的文体结构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进行编

写。

（二）标准技术内容变化：

关于标准名称的修改

1、本标准由原名《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修改为

《危险化学品储存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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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了“常用” 二字。一是哪些是常用危化品，哪些

不是常用危化品难以界定；二是标准名称为“通则”，应对

所有危化品普遍适用；

为了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标准术

语保持一致，将“化学危险品”修改为“危险化学品”；

将原“贮存”修改为“储存”。因为“贮存”是指长期

或定期存放，而“储存”是指随时存取，时间可长可短，更

为实用，“储存”目前已成为行业的通用术语。

2、关于章节调整：

原 GB 15603-1995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正文共

有十一章，分别为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引用标准、定义、

化学危险品贮存的基本要求、贮存场所的要求、贮存安排及

贮存量限制、化学危险品的养护、化学危险品出入库管理、

消防措施、废弃物处理、人员培训等。

修订后的标准共有 11 个章节：第 1 章范围、第 2 章规

范性引用文件、第 3 章术语和定义、第 4 章基本要求、第 5

章安全管理、第 6 章搬运装卸与堆码、第 7 章入库作业、第

8 章在库管理、第 9 章出库作业、第 10 章劳动保护、第 11

章事故应急处理，并对其标题重新进行了命名。新增加了“第

5 章安全管理”、“第 10 章劳动保护”、“第 11 章事故应急处

理” 3 个章节，因为 “安全管理”是危化品储存的重中之

重，是防止事故发生，保证人身、物品、设备安全的必要条

件；“劳动保护”是仓储作业人员个体保护的必要条件；“事

故应急处理”是仓储作业人员应该了解和掌握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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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了这三个章节使标准的内容更加完善。

3、关于标准附件的调整：

原 GB 15603-1995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有三

个附录，分别是：附录 A《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禁忌物配置

表》、附录 B《常用化学危险品的安全贮存》、附录 C《化学

危险品品名汉语拼音索引》（均为参考件）。

修订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通则》将附录调整为五个，

分别是：

附录 A 《危险化学品储存禁忌表》（规范性附录），系原

标准的附录 A《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禁忌物配置表》的内容

进行调整与更名，并改为规范性附录。

附录 B 《部分危险化学品安全储存温湿度条件》（资料

性附录），重点是温湿度控制的要求。

附录 C 《部分危险化学品灭火方法》（资料性附录），系

对灭火方法的整合与补充。

附录 D 《部分毒害性危险化学品中毒急救方法》（资料

性附录），系对中毒急救的补充。

附录 E《部分腐蚀性危险化学品个体防护和事故应急处

理方法》（资料性附录），是对个人防护和事故应急处理方法

的修改与补充。

取消了《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的附录 B《常用化

学危险品的安全贮存》、附录 C《化学危险品品名汉语拼音索

引》，原标准附录 B 给出了 328 种化学危险品的特性、包装、

贮存条件、养护、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了描述。应急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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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登记中心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安全工程研究院编写，

1997 年出版、2008 年第二版的《危化品安全技术全书》从

16 个部分（包括：危险性概述、急救措施、消防、泄漏应急

处理、操作处置与储存、接触控制/个体防护、废弃处理、

运输信息等）对我国生产、流通量大、危害性大的 1008 种

危化品进行了描述。同时《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

五条规定“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应当提供与其生产的危险化

学品相符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考虑《危化品安全技

术全书》对具体危化品介绍的内容较“附录 B”更全面、范

围更广，“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较“附录 B”更为专业，

因此取消。附录 C 是附录 B 的补充，取消附录 B，附录 C 也

没有必要保留。

三、与国际、国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水平的对比分析

无

四、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内容在遵循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同时，保持与

已发布标准的协调性，对其他标准已有规定的，直接引用。

本标准引用如下标准：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18265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要求

GB 2951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基本要求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6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T 1648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内容和项目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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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GB/T 11651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AQ 3013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通用规

范

规范性附录 A《危险化学品储存禁配表》的编制，以《危

险化学品目录（2015）》确定原则中的危险性类别为基础 ，

加入了退敏爆炸物类别。《危险化学品储存禁配表》重点考

虑了物理危险性全部类别、健康危害中的“急性毒性，类别

1、类别 2 和类别 3”，“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1”，其他健康

危害和环境危害类别未纳入《危险化学品储存禁配表》中，

具体储存禁配要求参考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SDS）。同时

参考了现有标准《易燃易爆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GB

17914-2013）中“危险化学商品储存性能互抵表”以及《常

用危险化学品贮存通则》（GB/T 15603-1995）中“常用化学

危险品贮存禁忌物配存表”，综合借鉴联合国《关于危险货

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国际海事组织 IMO《国际海运

危险货物规则》（IMDG Code）、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危

险品运输规则》（DGR）、国际民航组织 ICAO《关于危险物品

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TI)以及我国《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规则》（JT/T 617）中关于危险货物禁配规则。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本标准的修订依据国家标准委下达的标准制修订计划

（编号 20160880-Q-450）进行，同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深

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国办发【2015】13 号）和《强制

http://www.sac.gov.cn/was5/web/search?channelid=149536&templet=gjbzjhcx_detail.jsp&searchword=ID=10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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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方案》（国办发【2016】3 号）两个通知

要求，鉴于《易燃易爆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GB17914-2013）、《腐蚀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GB17915-2013）、《毒害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GB17916-2013）三个标准与本标准的的主要内容与基本雷

同，初稿曾经将这三个标准与本标准进行整合修订。

在初稿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参与起草的起草单位提出

GB17914、GB17915、GB17916 标准的内容规范的是“商品”，

与“危险化学品”不是一回事，不应该合并整合修订，故对

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调整。只对现行的 GB15603-1995《常用化

学危险品贮存通则》修订，重新起草了标准文本。

六、标准性质建议

随着我国化工产业的快速发展，危险化学品的品种和数

量日益增加，对危化品仓储设施建设和安全管理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15603—1995 已实施

20 多年，有些条款和内容不够完善或已严重老化，不适应化

学工业与危化品仓储发展的需要，对其内容和条款进行充

实、调整和修订十分重要。修订后的标准是危险化学品储存

的通用性、基础性标准，对加强危险化学品的仓储安全管理,

规范危险化学品的仓储标准体系的建设有着重大意义，仍然

应该作为强制性标准。

七、标准实施日期的建议

2023 年 7 月 1 日

八、标准实施的有关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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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措施：组织开展标准的宣贯培训以及邀请相关

业内专家召开危险化学品仓储管理专题研讨会。

2、技术措施：依托行业组织、业内专家，根据该标准

要求，进一步落实危险化学品仓储从业人员从业能力要求、

相关设施设备、信息化、作业流程等的标准化建设，力争尽

快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危险化学品仓储标准化体系，有效提

高危险化学品仓储安全管理水平。

3、落地措施：积极推进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鼓励相

关行业组织开展行业自律，根据本标准制定相应的评价体

系、督导相关企业积极落实本标准。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废止现行GB15603-1995《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和服务目录

无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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