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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

燃箱，包括箱体和箱盖，箱体和箱盖均由三层结

构组成，且外层为聚碳酸酯层、中间层为陶瓷纤

维棉层以及内层为含钼不锈钢层；箱盖上表面中

心设置有提手，箱盖上表面位于所述提手的两侧

分别设置有排气口和注水口；注水口上设置有铝

合金盖，注水口下端设置有注水管，注水管延伸

至箱盖内部，箱盖上表面位于提手的一侧设置有

观察窗，箱体内底部设置有含钼不锈钢挡板。本

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提供一种结构轻巧、

操作便捷且安全可靠的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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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其特征在于：包括箱体和箱盖，所述箱盖通过铰链和

箱体连接，并通过锁扣进行锁紧，其中：

所述箱体和箱盖均由三层结构组成，且外层为聚碳酸酯层、中间层为陶瓷纤维棉层以

及内层为含钼不锈钢层；

所述箱盖上表面中心设置有提手，所述箱盖上表面位于所述提手的两侧分别设置有排

气口和注水口；

所述注水口上设置有铝合金盖，所述注水口下端设置有注水管，所述注水管延伸至箱

体内部，所述箱盖上表面位于所述提手的一侧设置有观察窗，所述箱体内底部设置有含钼

不锈钢挡板，且所述含钼不锈钢挡板上设置有多个通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铰链由不锈钢构

成，且所述铰链的外表面涂覆有聚碳酸酯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铝合金盖包括铝

合金盖本体，其中：

所述铝合金盖本体的形状为圆柱形，且所述铝合金盖本体上端设置有凹槽，所述凹槽

中设置有横条状把手；

所述铝合金盖本体外圆周方向设置有外螺纹，所述铝合金盖与所述注水口螺纹连接，

且通过所述把手进行锁紧或打开；

所述铝合金盖的凹槽中填充有陶瓷纤维棉。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盖下端开口处

设置有倒梯形凸部；

所述箱体上端开口处设置有与所述倒梯形凸部相配合的定位凹槽；

所述定位凹槽中设置有密封圈，所述密封圈将箱体和箱盖紧密配合形成密封，且所述

密封圈为耐高温密封硅胶体。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注水口为圆环形

注水口，其中：所述注水口的材料为不锈钢；所述注水口下端设置有圆柱形的安装部，所述

安装部中设置有注水孔，所述安装部外侧壁圆周方向设置有外螺纹，所述注水管上端外侧

壁设置有外螺纹，所述注水管上端与所述安装部下端螺纹连接；所述注水管上均匀分布有

排水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提手由ABS材料

构成，所述提手两端通过金属铆钉固定设置在所述箱盖上表面的中心位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锁扣为含钼不锈

钢弹簧锁扣，所述锁扣在扣合后可自动锁紧，且按压即可打开。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气口外部设置

有金属防护网，且所述排气口中设置有可更换的过滤盒，所述过滤盒内填充有过滤浓烟所

需的填充物，用于过滤从箱体内向外排出的浓烟。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含钼不锈钢挡板

通过下方下端的支撑柱设置在所述箱体底部中心位置，所述含钼不锈钢挡板外边缘四周方

向向外延伸设置倾斜部，所述倾斜部与所述含钼不锈钢挡板所处平面的夹角为6～15°，所

述含钼不锈钢挡板的中心轴线处均匀分布有多个所述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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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观察窗由钢化

玻璃构成，且采用内嵌式的结构设置在所述箱盖上表面位于所述提手一侧的中心位置，所

述观察窗为圆形观察窗，且其外径为10～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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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

背景技术

[0002] 飞机客舱环境特殊：相比敞开空间空气流动性差；人员密集，一旦物品发生起火冒

烟，会引起人员恐慌，如果应急处置不当，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可以利用的灭火资源有限，灭

火器仅有少量哈龙灭火器和水灭火器；处置灭火容器有限。

[0003] 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每个人随身都会携带手机、充电宝等电子产品。以每个人携

带2块锂电池计算，一个200人的客舱，具有的锂电池就有400块。实验数据显示，锂离子电池

燃烧的温度近1000度，并伴随大量刺激性气味的浓烟和有毒气体。18650型号的锂电池起火

爆炸还具有一定的冲击力。此外，锂电池燃烧后还具有复燃的风险。机上的灭火器对少量锂

离子电池能起到较好的灭火效果，但对于大量的锂电池起火或锂电池多次复燃，机上灭火

器严重不足。现有的机上灭火器对锂金属电池的燃烧没有效果，还会起到助燃效果。

[0004] 近年来，在飞机客舱里屡次发生锂电池冒烟起火事件，严重威胁飞行安全。据不完

全统计，2016年，中国民航共发生7起危险品引发的客舱不安全事件，这7起不安全事件全部

为锂电池起火冒烟，其中有些事件已造成人员轻伤或备降。经过对这些事件进行分析，发现

锂电池质量不合格是发生起火冒烟的一大主因。由于飞机客舱人员密集，如果不能对锂电

池引起的冒烟起火及时处置，很容易造成人员受伤，加上锂电池起火有复燃的风险，会引起

人员恐慌，导致事故扩大。为了降低和防范锂电池冒烟起火的安全风险，保障航空飞行安

全，急需要一种专用设备来应急处置锂电池的起火冒烟。

[0005] 自2010年美国联合包裹(UPS)货运航空公司迪拜坠机事件后，UPS便开始研制阻燃

集装器来应对锂电池货物的起火风险。目前的实验结果显示，其可以延阻锂离子电池货物

的起火，延长飞机操控处理时间，但无法解决锂电池起火产生的大量有毒气体和浓烟。还有

不少欧美公司在从事阻燃箱和防火罩的开发和产业化工作，比如Fedex，AmSafe，HighWater

等公司。总体上，现阶段阻燃箱和防火罩还存在一些技术缺陷，且价格昂贵，还没有成型的

产品问世。这些针对大宗货物起火爆炸进行设计研发的设备，体积笨重、不方便移动、操作

繁琐、易破损、维修成本高，不适合飞机客舱锂电池起火应急使用。

[0006] 现有飞机客舱的应急包并非为锂电池起火而设计、配备，不具有防爆功能，耐受不

了锂电池燃烧产生的近1000度高温，也不具有过滤浓烟毒气的功能。传统的防爆罐体积庞

大、笨重，没有释放压力设计，不适合飞机客舱使用。

[0007] 目前，国内外专门针对飞机客舱内锂电池起火爆炸的应急处置设备研制还处于空

白。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鉴于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轻巧、

操作便捷且安全可靠的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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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包括箱体和

箱盖，所述箱盖通过铰链和箱体连接，并通过锁扣进行锁紧，其中：

[0010] 所述箱体和箱盖均由三层结构组成，且外层为聚碳酸酯层、中间层为陶瓷纤维棉

层以及内层为含钼不锈钢层；

[0011] 所述箱盖上表面中心设置有提手，所述箱盖上表面位于所述提手的两侧分别设置

有排气口和注水口；

[0012] 所述注水口上设置有铝合金盖，所述注水口下端设置有注水管，所述注水管延伸

至箱体内部，所述箱盖上表面位于所述提手的一侧设置有观察窗，所述箱体内底部设置有

含钼不锈钢挡板，且所述含钼不锈钢挡板上设置有多个通孔。

[0013] 其中：所述铰链由不锈钢构成，且所述铰链的外表面涂覆有聚碳酸酯层。

[0014] 所述铝合金盖包括铝合金盖本体，其中：

[0015] 所述铝合金盖本体的形状为圆柱形，且所述铝合金盖本体上端设置有凹槽，所述

凹槽中设置有横条状把手；

[0016] 所述铝合金盖本体外圆周方向设置有外螺纹，所述铝合金盖与所述注水口螺纹连

接，且通过所述把手进行锁紧或打开；

[0017] 所述铝合金盖的凹槽中填充有陶瓷纤维棉。

[0018] 所述箱盖下端开口处设置有倒梯形凸部；

[0019] 所述箱体上端开口处设置有与所述倒梯形凸部相配合的定位凹槽；

[0020] 所述定位凹槽中设置有密封圈，所述密封圈将箱体和箱盖紧密配合形成密封，且

所述密封圈为耐高温密封硅胶体。

[0021] 所述注水口为圆环形注水口，其中：所述注水口的材料为不锈钢；所述注水口下端

设置有圆柱形的安装部，所述安装部中设置有注水孔，所述安装部外侧壁圆周方向设置有

外螺纹，所述注水管上端外侧壁设置有外螺纹，所述注水管上端与所述安装部下端螺纹连

接；所述注水管上均匀分布有排水孔。

[0022] 所述提手由ABS材料构成，所述提手两端通过金属铆钉固定设置在所述箱盖上表

面的中心位置。

[0023] 所述锁扣为含钼不锈钢弹簧锁扣，所述锁扣在扣合后可自动锁紧，且按压即可打

开。

[0024] 所述排气口为圆形排气口，所述排气口外部设置有金属防护网，且所述排气口中

设置有可更换的过滤盒，所述过滤盒内填充有过滤浓烟所需的填充物，用于过滤从箱体内

向外排出的浓烟。

[0025] 所述含钼不锈钢挡板通过下方下端的支撑柱设置在所述箱体底部中心位置，所述

含钼不锈钢挡板外边缘四周方向向外延伸设置倾斜部，所述倾斜部与所述含钼不锈钢挡板

所处平面的夹角为6～15°，所述含钼不锈钢挡板的中心轴线处均匀分布有多个所述通孔。

[0026] 所述观察窗由钢化玻璃构成，且采用内嵌式的结构设置在所述箱盖上表面位于所

述把手一侧的中心位置，所述观察窗的为圆形观察窗，且其外径为10～40mm。

[0027]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和有益效果：

[0028]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是飞机客舱环境下使用的应急设备，

在加工制造和使用操作上与飞机客舱环境条件相适应，并能够解决锂电池起火燃烧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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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其具有以下特点：

[0029] 1、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采用了将起火冒烟的物品隔离、降温灭火、有毒气体

和烟尘的过滤进行一体化处理的设计思想，充分考虑飞机客舱特殊环境和灭火条件，结构

小巧紧凑，轻便灵活，操作简单，同时安全可靠。

[0030] 2、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能够耐受锂电池产品的起火危害，内部耐受温度达到

1000℃，外部传导温度低于50℃，可有效保障人身安全，并降低人员灼烧风险。

[0031] 3、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能够完全包裹火势，杜绝火势蔓延，能够耐受锂电池

或电子产品在箱体内持续燃烧，有效降低锂电池复燃的危害。

[0032] 4、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具有一定的抗爆能力，设计有排气口(泄爆口)，箱体

不会产生整体爆炸。

[0033] 5、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在保证箱体整体密封性的同时，设计有特殊的排气口

和过滤盒，可将有机毒性挥发物、浓烟粉尘和毒性气体过滤，针对电池燃烧或其他物品燃烧

的成分，可选用不同的过滤盒，达到有效的过滤和多种用途。

[0034] 6、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设计有注水口，可以在1分钟内注入5L水，且注入的水

可以均匀淋到箱体底部，利用喷淋的水可起到降温灭火的作用。

[0035] 7、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的箱体底部设置的含钼不锈钢挡板，且所述含钼不锈

钢挡板上设置有多个通孔，含钼不锈钢挡板上的水可通过通孔流入箱体底部，可以使起火

冒烟的物品始终处于箱体底部的中央位置，且注入的水可以喷淋到箱体内底部，不会将物

品浸没，安全可靠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7]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38]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9] 图4为图3中B-B方向的剖视放大结构示意图；

[0040] 图5为图3中C-C方向的剖视放大结构示意图；

[0041] 图6为图1中铝合金盖的剖视放大结构示意图；

[0042] 图7为图1中箱盖下端开口处设置的倒梯形凸部的剖视放大结构示意；

[0043] 图8为图1中箱体上端开口处设置的定位凹槽的剖视放大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

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

述的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通常在此处附图中描述和

示出的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组件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配置来布置和设计。因此，以下对在附

图中提供的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保护的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而是仅仅表示本实用新型的选定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

围。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208405820 U

6



[0045]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中心”、“上”、“下”、“左”、“右”、“竖

直”、“水平”、“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

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

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此外，术语“第

一”、“第二”、“第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46]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还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设

置”、“安装”、“相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

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

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47] 下面将参照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48] 如图1至图8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包括

箱体100和箱盖200，所述箱盖200通过铰链206和箱体100连接，并通过锁扣205进行锁紧，所

述箱体100和箱盖200均由三层结构组成，且外层为聚碳酸酯层、中间层为陶瓷纤维棉层以

及内层为含钼不锈钢层，其中：

[0049] 所述箱体100的外层101为聚碳酸酯层、中间层102为陶瓷纤维棉层以及内层103为

含钼不锈钢层；

[0050] 所述箱盖200上表面中心设置有提手201，所述箱盖200上表面位于所述提手201的

两侧分别设置有排气口211和注水口210，所述排气口211可设置在所述提手201的右侧，所

述注水口210可设置在所述提手201的左侧；

[0051] 所述注水口210上设置有铝合金盖202，所述注水口210下端设置有注水管208，所

述注水管208延伸至箱体100内部，所述箱盖200上表面位于所述提手201的一侧设置有观察

窗204，通过该观察窗204，可实时观察箱体100内部的情况，安全可靠性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所述箱体100内底部设置有含钼不锈钢挡板105，且所述含钼不锈钢挡板105上设置有多个

通孔106。

[0052] 所述铰链206由含钼不锈钢构成，且所述铰链206的外表面涂覆有聚碳酸酯层，进

而提高该铰链206的安全可靠性。

[0053] 如图6所示，所述铝合金盖202包括铝合金盖本体213，其中：所述铝合金盖本体213

下部的形状为圆柱形，且所述铝合金盖本体213上端设置有凹槽214，所述凹槽214中设置有

横条状的把手215；所述铝合金盖本体213外圆周方向设置有外螺纹，所述铝合金盖202与所

述注水口210螺纹连接，且通过所述把手215进行锁紧或打开；所述铝合金盖的凹槽214中填

充有陶瓷纤维棉216，进一步提高该注水口210的安全可靠性。

[0054] 如图1、图5、图7和图8所示，所述箱盖200下端开口处设置有倒梯形凸部217；所述

箱体100上端开口处设置有与所述倒梯形凸部217相配合的定位凹槽110；所述定位凹槽217

中设置有密封圈300，所述密封300将箱体100和箱盖200紧密配合形成密封，且所述密封圈

300为耐高温密封硅胶体；通过倒梯形凸部217、定位凹槽110以及密封圈300可将箱体100和

上盖200紧密配合以形成密封，箱体100内有毒气体和爆炸冲击波不能逸出，只可通过排气

口211排出，进而可提升该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的安全可靠性。

[0055] 所述注水口210为圆环形注水口，其中：所述注水口210的材料为不锈钢；所述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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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210下端设置有圆柱形的安装部207，所述安装部207中设置有注水孔(图中未示出)，所述

安装部207外侧壁圆周方向设置有外螺纹，所述注水管208上端外侧壁设置有外螺纹，所述

注水管208上端与所述安装部207下端螺纹连接；所述注水管208延伸到箱体100内部，且所

述注水管208上均匀分布有排水孔209。

[0056] 所述提手201由ABS材料构成，所述提手201两端通过金属铆钉固定设置在所述箱

盖200上表面的中心位置，提高了提手201与箱体100结合的牢固性，从而延长其使用寿命。

[0057] 所述锁扣205为含钼不锈钢弹簧锁扣，所述锁扣205在扣合后可自动锁紧，且按压

即可打开，方便快捷且安全可靠。

[0058] 所述排气口211为圆形排气口，所述排气口211外部设置有可拆卸的金属防护网

203，便于安装以及后期的维护；所述排气口211中设置有可更换的过滤盒212，用于过滤从

箱体100内向外排出的浓烟，可实现过滤毒气粉尘、烟雾及泄爆的功能。

[0059] 所述过滤盒212内填充有过滤浓烟所需的填充物，用于过滤从箱体100内向外排出

的烟气。

[0060] 所述含钼不锈钢挡板105通过下方下端的支撑柱104设置在所述箱体100内底部的

中心位置，所述含钼不锈钢挡板105外边缘四周方向向外延伸设置倾斜部107，所述倾斜部

107与所述含钼不锈钢挡板105所处平面的夹角为6～15°，所述含钼不锈钢挡板105的水平

中心轴线处均匀分布有多个所述通孔106；含钼不锈钢挡板105上的水可通过通孔106流入

箱体底部，可以使起火冒烟的物品始终处于箱体底部的中央位置，且注入的水可以喷淋到

箱体内底部，不会将物品浸没，安全可靠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0061] 所述观察窗204由钢化玻璃构成，且采用内嵌式的结构设置在所述箱盖200上表面

位于所述把手201一侧的中心位置，所述观察窗204的为圆形观察窗，且其外径为10～40mm，

通过所示观察窗可随时观察箱体内的情况，使用方便，且安全可靠性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0062]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是飞机客舱环境下使用的应急设备，

在加工制造和使用操作上与飞机客舱环境条件相适应，并能够解决锂电池起火燃烧的难点

问题。其具有以下特点：

[0063] 1、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采用了将起火冒烟的物品隔离、降温灭火、有毒气体

和烟尘的过滤进行一体化处理的设计思想，充分考虑飞机客舱特殊环境和灭火条件，结构

小巧紧凑，轻便灵活，操作简单，同时安全可靠。

[0064] 2、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能够耐受锂电池产品的起火危害，内部耐受温度达到

1000℃，外部传导温度低于50℃，可有效保障人身安全，并降低人员灼烧风险。

[0065] 3、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能够完全包裹火势，杜绝火势蔓延，能够耐受锂电池

或电子产品在箱体内持续燃烧，有效降低锂电池复燃的危害。

[0066] 4、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具有一定的抗爆能力，设计有排气口(泄爆口)，箱体

不会产生整体爆炸。

[0067] 5、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在保证箱体整体密封性的同时，设计有特殊的排气口

和过滤盒，可将有机毒性挥发物、浓烟粉尘和毒性气体过滤，针对电池燃烧或其他物品燃烧

的成分，可选用不同的过滤盒，达到有效的过滤和多种用途。

[0068] 6、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设计有注水口，可以在1分钟内注入5L水，且注入的水

可以均匀淋到箱体底部，利用喷淋的水可起到降温灭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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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7、飞机客舱专用防爆阻燃箱的箱体底部设置的含钼不锈钢挡板，且所述含钼不锈

钢挡板上设置有多个通孔，含钼不锈钢挡板上的水可通过通孔流入箱体底部，可以使起火

冒烟的物品始终处于箱体底部的中央位置，且注入的水可以喷淋到箱体内底部，不会将物

品浸没，安全可靠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0070]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的各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

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全部

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实用新型

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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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4/7 页

13

CN 208405820 U

13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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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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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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