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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本标准依据 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编写。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长江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平安煤炭开采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文件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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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天然气（LNG）罐式集装箱内河堆场管理与作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内河液化天然气（LNG）罐式集装箱内河堆场基本要求、堆场总平面布置、作业的一

般要求、作业前准备、作业规范、堆场的运行与维护、信息管理和应急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内河液化天然气（LNG）罐式集装箱堆场管理与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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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GB 11602  集装箱港口装卸作业安全规程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36029  港口危险货物集装箱堆场安全作业规程 

GB 50032  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CJJ/T 153  城镇燃气标志标准(附条文说明) 

JT 397 危险货物集装箱港口作业安全规程 

IMO 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International Maritime Dangerous Goods Code）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罐式集装箱 tank container 

由罐体和框架两部分构成,按照相关标准和规定设计制造,并取得相应资质或者证书的集装箱。 

 

LNG 罐箱堆场 LNG tank container yard 

LNG 罐箱堆场是露天堆存 LNG 罐箱的专用场所，具有接收、堆放和配送 LNG 罐箱的功能。 

4 内河堆场基本要求 

堆场的容量应根据年运量、堆存期、装卸工艺和集疏运条件等因素确定，并根据需要适当留有发

展余地。 

取得港口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港口经营许可证》及《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具备危险货物

作业资质。 

堆场产生的噪声应符合 GB 12348 的有关规定，抗震设计应符合 GB 50032 的有关规定。 

堆场内消防设施的设置，应根据站场等级、火灾危险性及临近消防协作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堆场的防洪标准应根据其规模、当地自然条件等因素确定，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且不得低于其所在区域防洪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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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场内危险场所和有较大危险因素的设施、设备上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专用标志，并应符合

CJJ/T 153 的有关规定。 

从业人员按照相关规定要求，经考核合格或者取得相应从业资格。 

5 堆场总平面布置 

堆场的总平面应按罐箱区、辅助区和应急处置区分区布置。罐箱区应分为空箱区和重箱区。 

堆场内应急处置区应独立划分区域。应急处置区可包含回收罐、气化器、集中放散等工艺设备。 

LNG 罐箱应露天设置，不应设在建筑物内。 

罐箱叠放层数应考虑地基承载力、地理位置、装卸方式、检修操作的要求。 

堆场罐箱区和道路面层、荷载设计应符合 JTS 168 的有关规定。 

堆场道路、出口等等应符合相关规定。 

6 作业一般要求 

应在作业前核实运输人员资质、运输车辆资质、载运船舶资质及 LNG 罐箱资质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要求。 

管理人员应提前确认作业环境，遇下列情况不应进行 LNG罐箱作业： 

a) 雷雨、大雾、大风等恶劣天气； 

b) 作业区域及周边发生火情及自然灾害时； 

c) 堆场周边区域或单位发生重大社会治安事件等情况。 

应设置专人负责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工作，对作业全过程进行监护。 

管理及作业人员应熟知 LNG 理化性质、LNG 罐箱结构及薄弱位置分布情况（包括仪表、阀门、裸

露管道等），并接受相关的培训。 

管理人员应在作业前检查作业人员的情绪及精神状态，发现有情绪波动或精神状态不稳定等情形

的异常人员，应及时进行更换。 

LNG罐箱作业应考虑堆场及作业委托人实际作业能力： 

a) 直装直取时，应与作业委托人的车辆配备数量匹配； 

b) 需要在堆场堆存时，应与堆场堆存能力匹配。 

LNG罐箱作业的安全、技术及管理要求应按 GB 11602、 GB/T 36029以及 JT 397 相关规定执行。 

应提前辨识、评估 LNG 罐箱作业风险，落实管控措施，制定 LNG罐箱作业方案。 

应对装卸区域进行封闭管理,封闭范围距装卸地点应不小于 50m，封闭管理区域内： 

a) 应设立明显危险货物作业警示标志和风向标示物； 

b) 作业无关人员及车辆不应进入； 

c) 不应进行动火及可能产生火星的作业； 

d) 人员不应使用手机及其他非防爆型电子设备。 

堆场应与作业委托人建立联合应急处置机制，明确应急分工，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建立沟通机制，

提前沟通作业方案。 

作业相关单位应确保 LNG罐箱作业信息传播受限，LNG罐箱作业信息只在相关业务部门及业务人

员间传递，不应向无关人员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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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业前准备 

作业准备 

7.1.1 管理人员应做好场地布置： 

a) 根据作业地点及环境划定封闭管理区域； 

b) 确认消除封闭管理区域内可能的火源； 

c) 摆放好作业标志。 

7.1.2 管理人员应做好作业人员安排： 

a) 安排操作经验丰富的岸桥司机负责装卸作业； 

b) 确认作业人员处于良好精神状态； 

c) 确认作业人员穿戴防静电劳保护具。 

7.1.3 管理人员应联合作业委托人召开 LNG罐箱作业工前会： 

a) 告知作业人员 LNG 罐箱作业注意事项； 

b) 明确各岗位具体职责分工； 

c) 确定运输车辆在行驶线路； 

d) 确认作业委托人车辆、人员及应急物资准备情况。 

7.1.4 管理人员应确认作业机械、工具及应急物资准备情况： 

a) 确保作业机械处于安全、良好的技术状态，维修人员作业期间随时待命； 

b) 确认防爆通讯设备、可燃气体检测仪处于良好技术状态，并安排相应备用设备； 

c) 准备好作业现场应急物资，并且打开备用应急物资库。 

作业委托人 

7.2.1 作业委托人应了解并服从堆场管理规章制度及作业计划安排。 

7.2.2 作业委托人应具备完善的专业应急处置预案，并证明其执行能力。 

7.2.3 首次操作前，作业委托人应与堆场联合开展至少一次应急演练。 

7.2.4 委托人应配备相应应急物资。 

7.2.5 作业委托人应派遣具有 LNG 罐箱管理经验及专业应急防护能力的人员，监护现场作业，并做好

以下工作： 

a) 与堆场明确应急分工，发生险情时，配合应急处置； 

b) 对相关人员就专业及应急知识进行培训。 

7.2.6 作业委托人应在船舶靠泊前 48小时提出作业申请(遇节假日提前申请)，同时提供： 

a) 作业船名航次、箱号等信息； 

b) 船舶载运 2.1类危险货物资质、运输人员资质、运输车辆资质及 LNG罐箱资质； 

c) 准确的 LNG罐箱剩余维持时间； 

d) LNG罐箱本身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罐箱重量、罐箱整体结构说明、罐箱实物照片等。 

7.2.7 作业委托人应选用性能良好的 LNG罐箱，并提前做好箱体自查，保证 LNG 罐箱的适用性、安全

性。 

8 作业 

箱体检查 

8.1.1 应在 LNG罐箱作业前完成箱体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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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应设置专人，会同作业委托人共同进行箱体检查，检查内容应包含如下： 

a) 罐体有无裂纹、腐蚀、划痕，阀门箱、框架是否有挤压变形等， 

b) 压力表、温度计、液位计等是否完好无损，读数清晰，是否在正常工作范围内； 

c) 管道连接处、仪表、阀门等部位是否有泄漏、结霜现象， 

d) 螺丝是否有松动现象， 

e) 使用可燃气体检测仪对阀门、法兰及管道接口处进行检测。 

8.1.3 检查完毕各方应填写检查记录，一箱一单，留底备案。 

运输及卸载 

8.2.1 应做好运输车辆管理，及时制止车辆违规行为。 

8.2.2 车辆引导人员应提前到位，避免车辆载箱在岸壁或者大门等候。 

8.2.3 不应临时改变路线，不应在行驶路线上停留。如遇特殊情况需停车处置，应在运输车辆前后设

立明显警示标志，由专人指挥过往车辆通行。 

8.2.4 LNG罐箱车，应避免车辆载箱在岸壁长时间停留。 

8.2.5 LNG 罐箱发生排气现象，应停止封闭区域内一切作业。安全阀复位关闭后，由作业委托人安排

专业人员采取措施降低罐箱内部压力，确认 LNG罐箱处于安全适运状态后，方可恢复作业。 

8.2.6  装卸过程中，作业指挥人员应： 

a) 检查确认船舶锁具、运输车辆转锁完好，检查确认船舶舱面、运输车辆托盘清洁，无可能损伤

LNG罐箱的障碍物或突出物； 

b) 指挥信号应清晰、准确，指令接收者确认无误后方可作业； 

c) 提醒岸桥司机 LNG罐箱的阀门箱、仪表、裸露管道等薄弱部位所处位置，并做重点监护。 

8.2.7 装卸过程中，司机应： 

a) 按照门字形操作，稳起稳落，避免箱体刮碰； 

b) 落箱时与作业指挥人员配合，在箱体角件距离锁具 30cm 时悬停，确认位置准确后，方可低速

落箱。 

8.2.8 绑扎人员作业时应： 

a) 轻拿轻放工具、锁具，避免碰撞产生火花，避免对 LNG罐箱造成损伤； 

b) 避开 LNG罐箱排气口； 

c) 绑扎完毕后，会同船方对 LNG 罐箱绑扎情况全面检查，检查完毕立即离开，不应在附近停留。 

堆存作业 

8.3.1 LNG 罐箱应在堆场限量堆存,堆存总量应严格按照 “港口危险货物作业安全评价报告”的限量

要求执行，不应超量堆存。 

8.3.2 LNG罐箱应在内河堆场限时堆存： 

a) 堆场应根据 LNG罐箱剩余维持时间，结合“港口危险货物作业安全评价报告”的限时要求，以

二者较短时间为限，与作业委托人确定最迟离场时间； 

b) 装船 LNG罐箱进入堆场的时间宜不早于船靠前 24小时。 

8.3.3 堆场应提前制定 LNG罐箱的堆存方案: 

a) 应根据“港口危险货物重大危险源安全评估报告”的要求，制定堆存方案； 

b) LNG罐箱宜小规模分组堆存: 

1) 各分组间形成的通道应符合消防车道的宽度要求； 

2) 组内箱量分布应在消防车辆和消防设备覆盖范围内。 

8.3.4 堆存 LNG罐箱的区域与人员作业密集区域及办公设施的距离应不小于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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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LNG罐箱进入堆场前,堆场应由专人进行箱体检查，检查内容见 6.1.2。 

8.3.6 LNG罐箱应堆存在视频监控范围内，由专人职守,对 LNG罐箱应每 3小时至少巡检一次。 

8.3.7 堆场应做好 LNG罐箱巡检记录，应包括 LNG罐箱在场期间压力、温度等相关数据。 

8.3.8 除应急处置需要外，LNG罐箱不应在堆场内进行装液、卸液作业。 

9 堆场的运行与维护 

应建立现场检查制度，制定有针对性的检查表。 

堆场运行单位制定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事故统计分析制度； 

b) 隐患排查和分级治理整改制度； 

c) 站内设备设施的运行、维护、检修和操作规程； 

d) 日常运行中发现问题及事故处理的报告程序。 

堆场内从事管理、技术和操作的人员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人员配置应与堆场规模相适应，并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b) 应符合国家和地方对专业培训和考核的要求，作业人员应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持证上岗。 

堆场运行单位应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

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生产作业应配置相应的作业机具、通信设备、防护用具、消防器材、检测仪器等。运行单位应监

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防护用具。 

运行人员进入生产区前应按规定穿戴防静电、耐低温的工作服、鞋和手套等，并严禁在生产区内

穿脱和摘戴。 

堆场运行与维护中，应利用监控及数据采集系统，实现故障判断、作业指挥及事故统计分析的智

能化。 

堆场应安排驻站人员进行 24 小时值守。 

进入堆场内不得携带火种、非防爆型无线通信设备，未经批准不得在堆场内从事可能产生火花的

操作。 

堆场内应悬挂“严禁烟火”、“禁止打手机”、“停车熄火后装卸”等警示标识。 

堆场的运行维护应符合 CJJ 51 的有关规定 

10 信息管理 

应建立 LNG罐箱作业信息管理系统，实时记录作业基础数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LNG罐箱数量、箱号、单箱重量、场位信息； 

b) 货主信息； 

c) 理化性质、安全和应急措施等。 

d) 作业过程信息记录； 

e) 船舶载运资质、运输人员资质、运输车辆资质及 LNG罐箱资质； 

f) 箱体检查记录。 

LNG 罐箱作业基础数据应在作业场所外异地备份，便于查阅。 

应在作业后对相关记录单独进行整理归档，建立 LNG罐箱作业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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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应急管理 

堆场运行单位应制定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的编制程序、内容和要素等除应符合 GB/T 

29639 的有关规定，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针对可能存在较大危险性的装置、场所或岗位应编制相应的现场处置方案； 

b) 应急预案应按有关规定定期评估、修订、评审和备案； 

c) 每年应至少组织一次预案演练，每半年应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堆场应制定完备的应急处置方案，方案中至少包含如下内容： 

a) 火灾爆炸事故处理； 

b) LNG 泄漏处理； 

c) 罐箱跌落处理； 

d) 汛期灾害处理； 

e) 恶劣天气现场处理； 

f) 罐箱真空失效和超压处理。 

作业过程中发生普通箱损及设备故障，管理人员应立即向上级报告，根据现场处置方案，要求作

业委托人查明故障原因及位置，在采取相应安全措施的前提下，将 LNG 罐箱疏运至专业场所进行处置。 

LNG罐箱发生泄漏、着火等事故，管理人员应立即向上级报告，单位负责人根据现场情况启动相

应专项应急预案及现场处置方案,并着重做好如下具体处置措施： 

a) 立即疏散作业现场人员； 

b) 疏散、现场处置过程中，禁止人员接触或穿越泄漏物； 

c) 应急处置人员应配备使用专业防护、防爆设备； 

d) 扩大封闭范围，保证 LNG 气体在封闭范围内挥发扩散，使用可燃气体检测仪对封闭边界检测； 

e) 确认消除封闭范围内所有的火源； 

f) 通知大门、门岗，停止一切箱、车、人入内，待险情完全排除后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