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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第4章、第5章和第6章为强制性条款，其余为推荐性条款。

    本标准是《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检验安全规范》系列标准之一，它与《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检验

安全规范 通则》和《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使用鉴定》两个标准配套使用。

    本标准与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12修订版）和《国际公路危险货物运

输协定》(2003版）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其有关包装的技术内容与上述规章范本及协定完全一致，在

标准文本格式上按GB/T 1. 1-2000做了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的附录A是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51)提出并归Ca o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山东出人境检验检疫局、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安徽出人境检验检疫局、江苏出人境检验检疫局、天津出人境检验检疫局、北

京出人境检验检疫局、江西出人境检验检疫局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少岩、汤礼军、宋振乾、房建朋、朱超、邢力。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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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性能检验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性能检验的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GB 19269. 1-2003第4章中除第2类、第7类和第6类6.2项以外的公路运输危险

货物包装的检验。

    本标准不适用于压力贮器、净重大于400 kg的包装件、容积超过450 L的包装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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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4857.3 包装 运输包装件 静载荷堆码试验方法（GB/T 4857. 3-1992,egv ISO 2234;

1985)

    GB/T 4857. 5-1992 包装 运输包装件 跌落试验方法（eqv ISO 2248:1985)

    GB/T 17344 包装 包装容器 气密试验方法

    GB 19269. 1-2003 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通则

术语和定义

    GB 19269. 1-2003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 要求

4.1 试验的施行和频率

4.1.1 每一容器在投人使用之前，其设计型号应成功地通过试验。容器的设计型号是由设计、规格、材

料及材料厚度、制造和包装方式界定的，但可以包括各种表面处理。它也包括仅在设计高度上比设计型

号稍小的容器。

4. 1.2 对生产的容器样品，应按主管当局规定的时间间隔重复进行试验。

4. 1.3 容器的设计、材料或制造方式发生变化时也应再次进行试验。

4. 1.4 与试验过的型号仅在小的方面不同的容器，如内容器尺寸较小或净重较小，以及外部尺寸稍许

减小的桶、袋、箱等容器，主管当局可允许进行有选择的试验。

4. 1.5 如组合容器的外容器用不同类型的内容器成功地通过了试验，则这些不同类型的内容器也可以

合装在此外容器中。此外，如能保持相同的性能水平，下列内容器的变化形式可不必对包件再做试验准

予使用：

    a) 可使用尺寸相同或较小的内容器，条件是：

    — 内容器的设计与试验过的内容器相似（例如形状为圆形、长方形等）；

    — 内容器的制造材料（玻璃、塑料、金属等）承受冲击力和堆码力的能力等于或大于原先试验过的

          内容器；

    — 一内容器有相同或较小的开口，封闭装置设计相似（如螺旋帽、摩擦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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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用足够多的额外衬垫材料填补空隙，防止内容器明显移动；

    — 内容器在外容器中放置的方向与试验过的包装件相同。

    b) 如果用足够的衬垫材料填补空隙处防止内容器明显移动，则可川较少的试验过的内容器或a)

          中所列的替代型号内容器。

4. 1.6 物品或者是装固体或液体的任何型号的内容器合装在一个外容器内运输，在下列条件下可不进

行试验：

    a） 外容器在装有内装液体的易碎（如玻璃）内容器时应成功地通过按照5.1以I类包装的跌落高

          度进行的试验；

    b） 各内容器的合计总毛重不得超过a)中的跌落试验使用的各内容器毛重的一半；

    c） 各内容器之间以及内容器与容器外部之间的衬垫材料厚度，不应低于原先试验的容器的相应

        厚度；如在原先试验中仅使用一个内容器，各内容器之间的衬垫厚度不应少于原先试验中容器

        外部和内容器之间的衬垫厚度。如使用较少或较小的内容器（与跌落试验所用的内容器相

        比），应使用足够的附加衬垫材料填补空隙；

    d) 外容器在空载时应成功地通过5. 4的堆码试验。相同包装件的总质量应根据a)中的跌落试

        验所用的内容器的合计质量确定；

    e） 装液体的内容器周围应完全裹上吸收材料，其数量足以吸收内容器所装的全部液体；

    f) 如用不防泄漏的外容器容纳装液体的内容器，或用不防泄漏的外容器容纳装固体的内容器，则

        应配备发生泄漏时留住任何液体或固体内装物的装置，例如，可使用防漏衬里、塑料袋或其他

        同样有效的容纳装置。对于装液体的容器，。）中要求的吸收材料应放在留住液体内装物的装

          置内；

    g)容器应按照GB 19269. 1--2003作标记，表示已通过组合容器的I类包装性能试验。所标的

        以kg计的毛重，应为外容器重量加上a）中所述的跌落试验所用的内容器重量的一半之和。

        这一包件标记也应包括GB 19269.1-2003中第6.1.4中所述的字母“V91.

4. 1.7 主管当局可随时要求按照本节规定进行试验，证明成批生产的容器符合设计型号试验的要求。

4. 1.8 因安全需要有的内层处理或涂层，应在进行试验后仍保持其保护性能。

4. 1.9 若试验结果的正确性不会受影响，可对一个试样进行几项试验。

4.1.10 救助容器应根据拟用于运输固体或内容器的ff类包装容器所适用的规定进行试验和做标记，

以下情况除外：

    a） 进行试验时所用的试验物质应是水，容器中所装的水不得少于其最大容量的98%。允许使用

        添加物，如铅粒袋，以达到所要求的总包装件质量，只要它们放的位置不会影响试验结果。或

        者，在进行跌落试验时，跌落高度可按照5. 1. 5b）予以改变；

    b) 容器应已成功地经受30 kPa的密封性试验，并且这一试验的结果反映在5. 7所要求的试验报

          告中；

    c） 容器应标有GB 19269. 1-2003中第6.1.4条所述的字母“T".

4. 1. 11 拟装液体的每个容器，应在下列情况下成功地通过适当的气密试验，并且能够达到5.2.4表明

的适当试验水平：

    a） 在第一次用于运输之前；

    b) 在改制或修复之后，再次用于运输之前。

    如试验结果不会受到影响，复合容器的内贮器可在不用外容器的情况下进行试验。

4.2 容器的试验准备

4.2. 1 对准备好供运输的容器，其中包括组合容器所使用的内容器，应进行试验。就内贮器或单贮器

或容器而言，所装人的液体不应低于其最大容量的98 00，所装人的固体不得低于其最大容量的95 %a

就组合容器而言，如内容器将装运液体和固体，则需对液体和固体内装物分别做试验。将装人容器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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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或物品，可以其他物质或物品代替，除非这样做会使试验结果成为无效。就固体而言，当使用另

一种物质代替时，该物质必须与待运物质具有相同的物理特性（质量、颗粒大小等）。允许使用添加物，

如铅粒包，以达到要求的包装件总质量，只要它们放的位置不会影响试验结果。

4.2.2 对装液体的容器进行跌落试验时，如使用其他物质代替，该物质必须有与待运物质相似的相对

密度和粘度。水也可以用于进行5.1.5条件下的液体跌落试验。

4.2.3 纸和纤维板容器应在控制温度和相对湿度的环境下至少放置24 h。以下3种方法，应选择其

一。温度（23士2)℃和相对湿度（50％士2%）是最好的环境。另外两种方法是：温度（20士2)℃和相对湿

度（65％士2%）或温度（27士2)℃和相对湿度（65％士2%)0

    注：平均值应在这些限值内，短期波动和测量局限可能会使个别相对湿度量度有士5％的变化，但不会对试验结果

        的复验性有重大影响。

4.2.4 天然木制的塞式琵琶桶在试验之前，应装满水放置至少24 ho

4.2.5 首次使用塑料桶（罐）、塑料复合容器及有涂镀层的容器，在试验前需直接装人拟运危险货物贮

存六个月以上进行相容性试验，对贮存期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24 h，应使试验样品的封闭装置朝下放

置，但对带有通气孔的容器，每次的时间应是5 min。在贮存期之后，再对样品进行5. 1, 5. 2 , 5. 3和5. 4

所列的适用试验。如果所装的物质可能使塑料桶或罐产生应力裂纹或弱化，则应在装满该物质、或另一

种已知对该种塑料至少具有同样严重应力裂纹作用的物质的样品＿L面放置一个荷重，此荷重相当于在

运输过程中可能堆放在样品上的相同数量包装件的总质量。堆垛包括试验样品在内的最小高度为

3 ma

4.3 检验项目

    各种常用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容器应检验项目遵照附录A，另外对拟装闪点不大于61℃易燃液

体的塑料桶、塑料罐和复合容器（塑料材料）(6 HA1除外）还应进行渗透性试验，对木琵琶桶则进行制

桶试验。

试验方法

5.1 跌落试验

5.1.1 试验样品数It和跌落方向

    每种设计型号试验样品数量和跌落方向见表10

    除了平面着地的跌落之外，重心应位于撞击点的垂直上方。

    在特定的跌落试验可能有不止一个方向的情况下，应采用最薄弱部位进行试验。

                                  表 1 试验样品数A和跌落方向

容 器 试验样品数量

钢桶

铝桶

除钢桶或铝桶之外的金属桶

钢罐

铝罐

胶合板桶

木制琵琶桶

纤维板桶

塑料桶和罐

圆柱形复合容器

轻型标准金属容器

6个

                跌 落 方 向

    第一次跌落（用 3个样品）：容器应以凸

边斜着撞击在冲击板上。如果容器没有凸

边，则撞击在周边接缝上或一棱边上。

    第二次跌落（用另外 3个样品）：容器应

以第一次跌落未试验过的最弱部位撞击在

冲击板上，例如封闭装置，或者某些圆柱形

桶，则撞在桶身的纵向焊缝上。
（每次跌落用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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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续）

一落
5.1.2 跌落试验样品的特殊准备

    以下容器进行试验时，应将试验样品及其内装物的温度降至一18℃或更低：

    a) 塑料桶；

    b） 塑料罐；

    c) 泡沫塑料箱以外的塑料箱；

    d） 复合容器（塑料）；

    e) 带有塑料袋以外的、拟用于装固体或物品的塑料内容器的组合容器。

    按这种方式准备的试验样品，可免除4. 2. 3中的调理。试验液体应保持液态，必要时可添加防

冻剂。

5.1.3 试验设备

    符合GB/T 4857.5--- 1992中第2章试验设备的要求。冷冻室（箱）：能满足5.1.2要求；温、湿度室

（箱）：能满足4. 2. 3要求。

5. 1.4 跌落高度

    对于固体和液体，如果试验是用待运的固体或液体或用具有基本上相同的物理性质的另一物质进

行，跌落高度见表20

                                          表2 跌落高度 单位为米

－一1.8一‘一                                     1.2一一，luAf} 0. 8
    对于液体，如果试验是用水进行：

    a) 如果待运物质的相对密度不超过1. 2，跌落高度见表2;

    b) 如果待运物质的相对密度超过1. 2,跌落高度应根据待运物质的相对密度（d）按表3进行计算

          （四舍五人至第 一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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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跌落高度与密度换算 单位为米

一一[4} f-U VICdX1.5－斗－dX1.0一 dXO.67一
    c） 对于轻型标准金属容器，用于运输在23℃时粘度超过200 mm̀/s的物质：

    1) 如果待运物质的相对密度不超过1. 2，跌落高度见表4,

                                          表4 跌落高度 单位为米

卜下下0. 6，一一一一u4} }f2 }K0.4 一
    2) 如果待运物质的相对密度超过 1.2，跌落高度应根据待运物质的相对密度（d）按表5进行计算

（四舍五入至第一位小数）。

                                  表5 跌落高度与密度换算 单位为米

卜一．‘一dX0.5一，一一 dXO.33 州
5. 1.5 通过试验的准则

5.1.5.1 每一盛装液体的容器在内外压力达到平衡时，应无泄漏，有内涂（镀）层的容器，其内涂（镀）层

还应完好无损。但是，对于组合容器的内容器、复合容器（玻璃、陶瓷或粗陶瓷）的内贮器，其压力可不达

到平衡。

5. 1.5.2 盛装固体的容器进行跌落试验并以其上端面撞击冲击板，如果全部内装物仍留在内容器或内

贮器（例如塑料袋）之中，即使封闭装置不再防泄漏，试验样品即通过试验。

5. 1.5.3 复合或组合容器或其外容器，不应出现可能影响运输安全的破损。也不应有内装物从内贮器

或内容器中漏出。若有内涂（镀）层，其内涂（镀）层应完好无损。

5. 1.5.4 袋子的最外层或外容器，不应出现影响运输安全的破损。

5. 1.5.5 在撞击时封闭装置有少许排出物，但无进一步泄漏，仍认为容器合格。
5.1.5.6 装第1类物质的容器不应有可使松散的爆炸性物质或物品从外容器泄漏出的任何破裂处。

5.2 气密（密封性）试验

5.2. 1 试验样品数盘

    每种设计型号取3个试验样品。

5.2.2 试验前试验样品的特殊准备

    将有通风口的封闭装置以相似的无通气孔的封闭装置代替，或将通气孔堵死。

5.2.3 试验设备

    按GB/T 17344的要求。

5.2.4 试验方法和试验压力

    将容器包括其封闭装置籍制在水面下5 min，同时施加内部空气压力，籍制方法不应影响试验

结果。

    施加的空气压力（表压）见表4。

                                        表6 气密试验压力 单位为千帕

一书L.T- 30，一 II}137F 20，一 .III1} }2 T}1"  20一
    其他至少有同等效力的方法也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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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通过试验的准则

    所有试样应无泄漏。

5. 3 液压（内压）试验

5.3. 1 试验样品数蟹

    每种设计型号取3个试验样品。

5.3.2 试验前容器的特殊准备

    将有通气孔的封闭装置用相似的无通气孔的封闭装置代替，或将通气孔堵死。

5.3.3 试验设备

    液压危险货物包装试验机或达到相同效果的其他试验设备。

5.3.4 试验方法和试验压力

5.3.4. 1 金属容器和复合容器（玻璃、陶瓷或粗陶瓷）包括其封闭装置，应经受5 min的试验压力。塑

料容器和复合容器（塑料）包括其封闭装置，应经受 30 min的试验压力。这一压力就是列人

GB 19269. 1-2003中第5章所要求的标记的压力。支承容器的方式不应使试验结果无效。试验压力

应连续地、均匀地施加，在整个试验期间保持恒定。所施加的液压（表压），按下述任何一个方法确定：

    a) 不小于在55℃时测定的容器中的总表压（所装液体的蒸气压加空气或其他惰性气体的分压，

        减去100 kPa)乘以安全系数1. 5的值；此总表压是根据GB 19269. 1-2003中第5章规定的最

        大装载度和15℃的装货温度确定的；

    b) 不小于待运液体在50℃时的蒸气压的1. 75倍减去100 kPa，但最小试验压力为100 kPa;

    c） 不小于待运液体在55℃时的蒸气压的1.5倍减去100 kPa，但最小试验压力为100 kPao

    拟装I类包装液体的容器最小试验压力为250 kPao

5.3.4.2 在无法获得待运液体的蒸气压时，可按表7压力进行试验。

                                        表7 液压试验压力 单位为千帕

  I类包装

不小于 250

II类包装

不小于 100

M类包装

不小于 100

5.3.5 通过试验的准则

    所有试样应无泄漏。

5.4 堆码试验

5.4. 1 试验样品数f

    每种设计型号取3个试验样品。

5.4.2 试验设备

    按GB/T 4857. 3的要求。

5.4.3 试验方法和堆码载荷

    在试验样品的顶部表面施加一载荷，此载荷质量相当于运输时可能堆叠在它上面的同样数量包装

件的总质量。如果试验样品内装的液体的相对密度与待运液体的不同，则该载荷应按后者计算。包括

试验样品在内的最小堆码高度应是 3 m。试验时间为 24 h，但拟装液体的塑料桶、罐和复合容器

(6HH1和6HH2)，应在不低于40℃的温度下经受28 d的堆码试验。

    堆码载荷（尸）按式（1)计算：

＿ 1月 一h、
厂 ＝ I— lx m

          ＼ n ／
‘·“’．．．．··‘······“·······一（1）

式中：P－一 加载的载荷，单位为千克（kg) ;

    H— 堆码高度（不小于3 m)，单位为米（m);

      h－一 单个包装件高度，单位为米（M);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GB 19269.2-2003

        m— 单个包装件毛重，单位为千克（kg);

  (H-h)/h— 计算值带小数点时，小数点后应进位取整。

5.4.4 通过试验的准则

    试验样品不得泄漏。对复合或组合容器而言，不允许有所装的物质从内贮器或内容器中漏出。试

验样品不允许有可能影响运输安全的损坏，或者可能降低其强度或造成包装件堆码不稳定的变形。在

进行判定之前，塑料容器应冷却至环境温度。

5.5 塞式木琵琶桶的制捅工艺试验

5.5. 1 样品数，

    每种设计型号取一个试验样品。

5.5.2 试验方法

    将至少制成两天以上的空琵琶桶齐中部以上部位的箍圈全部拆掉，用量具量取琵琶桶上半部位横

断面直径的变化。

5.5.3 通过试验的准则

    琵琶桶上半部位横断面直径的增大不得超过10写。

5.6 渗透性试验

5.6. 1 样品数，

    每种设计型号取3个试验样品。

5.6.2 试验方法

    将试验样品在盛装拟装物或标准溶液后在温度23 *C、相对湿度50％的条件下保存28 d。称取其在

28 d保存期前后的质量，并计算其渗透率。

5.6.3 通过试验的准则

    渗透率不超过。.008 g/ha

5.7 试验（检测）报告

5.7. 1 应编写至少包括以下细节的试验报告，并将该报告提供给容器使用者：

    a) 试验机构的名称和地址；

    b） 申请人的姓名和地址（如适用）；

    c） 试验报告的特别标志；

    d) 试验报告签发日期；

    e） 容器制造厂；

    f)容器设计型号说明（例如尺寸、材料、封闭装置、厚度等），包括制造方法（例如吹塑法），并且可
        附上图样和／或照片；

    9） 最大容量；

    h） 试验内装物的特性，例如液体的粘度和相对密度，固体的粒径；

    i) 试验说明和结果；

    J) 试验报告必须由授权签字人签字，写明姓名和身份。

5.7.2 试验报告应载有如下陈述：

    供运输的容器已按照本标准的有关要求进行试验，使用其他包装方法或部件则报告无效。

5.7.3 试验（检测）报告示例参照附录B,

检验规则

6.1

检验。

6.2

生产厂应保证所生产的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并由有关检验部门按本标准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性能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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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产时进行性能检验；

    —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 在正常生产时，每半年一次；

    —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 国家质检部门提出进行性能检验。

6.3 性能检验周期为1个月、3个月、6个月3个档次。每种新设计型号检验周期为3个月，连续三个

检验周期合格，检验周期可升一档，若发生一次不合格，检验周期降一档。

6.4 在性能检验周期内可进行抽查检验，抽查的次数按检验周期 1个月、3个月、6个月3个档次分别

为一次、两次、三次，每次抽查的样品不应多于两件。

6.5 包装容器有效期是自容器生产之日起计算不超过12个月。超过有效期的包装容器需再次进行性

能检验，容器有效期自检验完毕日期起计算不超过6个月。

6.6 对于再次使用的、修复过的或改制的容器有效期自检验完毕日期起计算不超过6个月。

6.7 对于6.1至6. 3规定的检验，应按本标准的要求对每个制造厂的每个设计型号的容器逐项进行检

验。若有一个试样未通过其中一项试验，则判定该项目不合格，只要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设计型号容

器不合格。

6.8 对检验不合格的容器，其制造厂该设计型号的容器不允许用于盛装公路运输危险货物，除非再次

检验合格。再次提交检验时，其严格度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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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各种常用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容器应检验项目

    表A. 1给出了各种常用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容器应检验项目的要求。

                                    表A. 1 检验项目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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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A. 1（续）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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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试验（检测）报告示例

    试验（检测）报告格式见表B. 10

                                表B. 1 试验（检测）报告格式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