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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甲烷检疫熏蒸库技术规范

1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溴 甲烷检疫熏蒸库的设计原则 、设备配备和熏蒸操作 。

本标 准适用于使用熏蒸剂溴 甲烷进行常压检疫熏蒸处理所需 的熏蒸库设计 、设备配备和熏蒸处理

技术规范 。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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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的引用文仵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 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

GBZ21-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l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31

熏蒸  fu血 gatioⅡ

在一定 的时间和可 以密闭的空间内 ,利用熏蒸剂将有害生物杀灭的过程 。

32

熏蒸剂 Fumigan1

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保持气态且对有害生物有杀灭作用的化学物质 .

33

检疫熏蒸库 qⅡ ara】 ltiⅡ e fu皿 igation chanlber

用作检疫熏蒸用途并符合压力测试要求的永久建筑物及其设施设备 。

34

检疫熏蒸处理 qⅡ aran伍Ile fumigatitln

为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传人传 出、定殖或 /和扩散 ,或降低受控 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 的经济影 响程

度而实施 的熏蒸处理 。

35

常压 ⅡorInal atmc,sphere pressure;NAP

10133kPa(1个标准大气压力 )。

36

罚盯E邑  dosage

熏蒸库 内单位体积所施用熏蒸剂 的量 ,表示单位通常为 乡m`
37

浓 度   coⅡceI11ration

检疫熏蒸库内空问单位体积的熏蒸剂气体量 ,表示单位通常为 ym3或 m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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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气体均匀分布 gas miForIn distribution

熏蒸处理过翟 中 ,熏蒸库内每个浓度检测点的熏蒸剂气体浓度值相差不大于 5g/m:或 各检测点气

体浓度值与其平均值相差在 10%之内 ,视为熏蒸剂气体达到了均匀分布。

3.g

促≡昭辶E竭￡  danger(exclusion, △azard or risk)盯 ea

在检疫熏蒸处理过程 中 ,禁止非专业人员进人的区域 。

310

承蒸安全区 saFe area

熏蒸过程中或熏蒸结束后的排毒期间 于职业接触限值的区域。

君蒸安全浓度 saFe

投药和熏蒸期间 ,

职业接触限

职业性有害 多数接触者的

健康不引起有 容许浓度、短

时问接触容

EGBZ2

4 溴甲烷

41 选址要

检疫熏 。避免在高

压线 、水渠和

42 库体设计

检疫熏蒸库及 根据熏蒸处理的

货物量确定 ,多 搬运的条件下 ,熏 蒸

庠门应尽量减小 ,以 提高熏 蒸庠体应做保温处理。在

需击多发地区 ,熏蒸库建筑区应

43 恧蒸庠气密性要求

检疫熏蒸库要有良好的气密性。熏蒸庠使用前应进行气密性测试 。采用压力测试法 ,其库 内气体

压力从 200Pa衰减到 100Pa的 时阃应不少于 30s,采用气体保持法测试 ,在 空鞍的熏蒸庠 中投药后

24h检测熏蒸库内聂蒸剂气体平均浓度 ,其数值应不小于初始投药剂量的 70%。 检疫熏蒸库的气密性

检测应每 3个月进行一次。

5 检疫△莱库设备

51 气密性检曰设备

在设备间应安装与熏蒸库相通的管道和与之配套的气密性阀门并安装玻璃 U形管压力计、电子压
2

气体浓庋监测值低于

包括熏蒸庠、设备间及操作间。检疫熏

((150m:)组合使用更为经

exposure Iimit;o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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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计等气密性检澍设备。

52 循环△荣与排放设备

循环熏蒸及排放系统包括循环风机、循环眢道 、配套阀门和排放管道 .循环管道在熏蒸库内的出风
口应设在与熏蒸库门相对应墙体距天花板约 20cm的 位王 ,回 风 口则应设在谲蒸庠门所在培体距地面
约 50cm的位置。检疫熏蒸库的循环风量 ,应保证熏蒸库内熏蒸剂气体在投药完成后 30min内 分布
均匀。

熏蒸开始时 ,通过循环风机和循环管道将熏蒸剂送人熏蒸库 中,并使其在熏蒸庠内分布均匀 ;熏 蒸
结束后 ,同样通过循环风机、循环管道和相应的阀门配合将熏蒸庠内残余熏蒸气体进行高空排放。熏蒸
剂气体排放管道室外末端高度应高于 熏蒸库距离最近的建筑物 5m以 上 ;女口果
距熏蒸库 100m范 围内无其

53 投药设备

投药系统包 熏蒸剂气化后的气体
温度。在投药

54 席蒸剂

熏蒸

气体浓度

的熏蒸剂

检疫

排放等的

数),精度

至少设有两个

检疫熏蒸处理

漏和尾气

10‘ (体积分

在低于

度保持在 10
问熏蒸库内温

冷控温装置。熏
蒸库内加温

熏蒸期问应 或货物内部温度变化
影响熏蒸处理效果时 ,

56 安全防护设备

根据需要配备有效的安全防护设备如

防护或应急处置。

6 检疫△茶庠△衤处理技术规范

面具或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用 于熏蒸处理安全

6.1 货白堆放与包装

检查货物种类及包装。不宜用溴甲烷秉蒸的货物 (具体参见附录 A),不应进行熏蒸处理 ;货物包装
为密封不透气或透气性不好的 ,应在货主允许的条件下打开包装或在包装上打孔 (否则不能熏蒸),确保
足虽熏蒸剂气体进人货物内部或通风散气期间黑蒸剂气体从货物内部怏速扩散出来。不透气货物包装
上的打孔原则 :直径 6mm以 上孔洞不少于 dO0个 /m2或直径 5mr。 以上孔洞不少于 500个 /m2。

堆放货物时 ,应 留有足够的空间 ,以便熏蒸气体的扩散和穿透。货物堆垛 四周至熏蒸庠垴璧、地面

3

,熏蒸库排气管室外高

装置和熏蒸剂汽化器。熏蒸剂汽化器

剂汽化器出口气体温度不得低于 20C。

甲 度需达

季高温熏蒸处理会影响部分货物的产品质量 ,必要

,作 为熏蒸效果评估的依据。当

敏

仪褶

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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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花板至少留有 20cm空 间 ;女口熏蒸袋装货物等密度很高的货物时 ,应每隔 100cm高度用货物托盘

等将货物之间分隔并保侍 5cm高度的空间 .

62 爵蒸库内温度控制

熏蒸库内温度和货物内部温度低于 10C时 ,应对熏蒸庠进行升温和倮温控制 ,以保证熏蒸期间熏

蒸库内和货物内部温度满足规定的熏蒸处理温度。

63 币蓁处理温度的检测和投药里的确定

熏蒸处理前 ,分别检测和记录熏蒸库内空问温度和货物内部或货物中心温庋。水果等应检测记录

果心温度。如果货物内部温度与空问温庋相差 5C以上 ,以货物内部温度作为熏蒸处理温度 ;货 物内部

温度与空间温度相差 5C以内 ,以 二者平均温度作为熏蒸处理温度。

根据已经确定的熏蒸处理温度 ,查 阅相关检疫熏蒸处理技术标准或要求 ,选择合适 的熏蒸投药剂

量。以投药剂量乘以熏蒸库体积 ,则 为熏蒸处理的投药量 。                         ˉ

64 爵蒸处理前的准备工作

关闭熏蒸庠门 ,确 保关闭严密。检查熏蒸库配备的各种设备及防毒面具的有效性并确保能正常工

作。根据需要 ,进行熏蒸庠气密性检浏。设置熏蒸处理危险区域 ,张 贴或悬挂危险暂戒标志 ,无关人员

离开熏蒸处理危险区域。

65 投药与环流

正确打开或关闭循环熏蒸管路上的相关阀门 ,开启循环风机、汽化器和投药系统。检查熏蒸剂汽化

器温度 ,达到规定温度后 ,开始投药熏蒸 。操作人员佩戴防毒面具或其他防护用具 ,缓慢打开熏蒸剂钢

瓶阀门 ,然后快速关闭 ,检查熏蒸剂钢瓶接 口等是否有泄漏 .如无泄滑 ,可 以继续投药 ,投药速度控制在

1k酽min~3k〃 min。 投药结束后 ,随 即检测熏蒸库内熏蒸剂气体浓度。当熏蒸库 内熏蒸剂气体浓度

分布均匀时 ,关 闭循环风机 ,开始熏蒸处理计时 ,熏蒸处理正式开始。

6.6 曰蒸气体泄漏和安全浓度监测

投药和熏蒸期间 ,应在正确佩戴防护设备的前提下对熏蒸库门、设备间和操作间的阀门、通往熏蒸

库内管道与墙壁结合处等进行熏蒸气体泄漏检查 ;对设备间和操作间进行熏蒸安全浓度的检测。一旦

发现熏蒸剂气体浓度超过职业接触限值规定的浓度 ,应立即对设备间和操作间通风 ,并迅速查找熏蒸剂

气体泄漏源 ,然后进行有效封堵。经再次确认设备间和操作间熏蒸剂气体浓度降至职业接触限值规定      ·

的浓度值以下 ,熏蒸人员方可卸去防护设备。

67 i蒸 气体浓度检浏

熏蒸处理期间应按规定定时进行熏蒸库内熏蒸气体浓度的检测和记录。各取样点的浓度检测值不

得低于相关检疫熏蒸处理技术标准或要求中规定的最低浓度值 ,规定时间溴甲烷气体浓度检测最低读

数值参见附录 B。 如果因特殊原因导致熏蒸期间熏蒸气体浓度低于规定的最低浓度值时 ,应在查明原

因的倩况下补充投药或重复熏蒸 ,详细倩况参见附录 C.

6.8 通风散气

当熏蒸库内规定时间所有熏蒸气体浓度检测值均符合标准(规定 )的最低浓度检测值且达到了规定

的熏蒸时间 ,应立即结束熏蒸。正确开启和关闭循环管路上相应的阀门 ,启 动循环风机 ,将 熏蒸库内残

存熏蒸剂气体高空排放 。当熏蒸库内熏蒸剂气体浓度降至低于熏蒸气体职业接触限值要求时 ,结束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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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散气 ,打开熏蒸库门 ,掇运货物。

69 完成i茶处理

通风散气结束后 ,收回营戒标识和安全隔离设施 ,完成桑蒸处理 ;完成检疫熏蒸处理结果记录 ,提交
当地检验捡疫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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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 料桂附录 )

不宜用溴甲烷秉寨的货物

不宜用溴甲烷熏蒸的货物如下 :

——汽车 ;

——精密电子仪器设备 ;

——黄油、猪油、脂肪 (除非保存于密封的铁罐内);

——发酵粉 、骨粉 、木炭、硅藻土 ;

——羽毛、毛毯、马毛制品、羽绒枕头、毛毯衬料、牦牛毛毯 ;

——含硫量高的纸张、专业用纸和新闻用纸 ;

——碘盐、含硫或硫化物盐块 ;

——含镁制品 ;

——皮货特别是小山羊皮、皮制家具 员

——照相药品(不包括胶卷和 r光胶片)、 印相纸、制图用纸和银光纸 ;

— 橡̄胶制品 ,特别是发泡橡胶 、海绵和再生橡胶等 ;

— —大豆粉、全麦面粉和其他蛋 白质含量高的面粉 ;

——毛料制品(特别是安哥拉呢 )、 软毛绒线、毛衣、人造纤维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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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 料性附录 )

规定时间溴甲烷气体浓度检测最低读数值

规定时间溴 甲烷气体浓度检测最低读数值见表 B1。

表 B1

注 :由 于货物种类和熏蒸条仵的不同 ,熏蒸期间货物对溴 甲烷 的吸附量有较大差异 ,附 录 B中 的浓度数值为保证
捡疫安全所需的最低效值 。对于有明确浓度要求的货物 ,按相关要求执行。

检测时间/h 要求达到的最低浓度读数值

不低于投药剂量的 75%

l 不低于投药剂量的 70%

不低于投药剂量的 60%

4 不低于投药剂量的 50%

不低于投药剂量的 “%

不低于投药剂量的 30%

48 不低于投药剂量的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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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 录 C
(资 料性附录 )

补充投药

熏蒸期间 ,熏蒸浓度低于标准(规定)浓度检测值 5g/m3以 内 ,可 以进行补充投药 ,熏 蒸时间随即延

长 4h,并进行相应的浓度检测 ;熏蒸浓度低于标准 (规定)浓度检测值 5g/m⒊ 以上 ,则为熏蒸失败 ,不允

许通过补充投药来补救。

溴甲烷补充投药量的确定见式 (C,D。

D=(s。 +5— M。 )× V/1000    ⋯⋯⋯⋯¨⋯¨⋯(C1)

式中 :

D— —补充投药量 ,单位为干克(kg);

s。
——标准 (规定)最低浓度值 ,单位为克每立方米 (g/ma);

M‘ —— 实际浓度捡测值 ,单位为克每立方米 (g/ma);

V— —熏蒸庠体积 ,单位为立方米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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