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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

箱及应急处置装置，包括箱体和箱盖，箱盖通过

多个铰链进行连接，且箱盖通过多个锁扣和箱体

锁紧，锁扣为不锈钢弹簧锁扣，箱体和箱盖均由

三层结构组成，且外层为隔热层、中间层为隔热

吸能层以及内层为耐高温层，箱体前端面上部和

下部分别设置有第一观察窗和第二观察窗，箱体

左侧端面和右侧端面上部分别设置有第一提手，

箱盖上表面中心设置有第二提手，箱盖上表面位

于第二提手的两侧分别设置有排气口和注水口。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提供一种结构轻巧、操

作便捷且安全可靠的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

箱及应急处置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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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箱，其特征在于：包括箱体和箱盖，所述箱盖通过多个

铰链进行连接，且所述箱盖通过多个锁扣和所述箱体锁紧，所述锁扣为不锈钢弹簧锁扣，所

述箱体和箱盖均由三层结构组成，且外层为隔热层、中间层为隔热吸能层以及内层为耐高

温层，所述箱体前端面上部和下部分别设置有第一观察窗和第二观察窗，所述箱体左侧端

面和右侧端面上部分别设置有第一提手，所述箱盖上表面中心设置有第二提手，所述箱盖

上表面位于所述第二提手的两侧分别设置有排气口和注水口，所述排气口设置在所述第二

提手的右侧，所述注水口设置在所述第二提手的左侧，所述注水口上设置有铝合金翻盖，所

述注水口下端设置有注水管，所述注水管外设置有一套管，所述套管设置在所述注水管的

外部下端；通过所述套管能在注水时及注水后，形成水封，防止通过注水口向外排放毒气或

粉尘烟雾；

所述排气口为圆形排气口，所述排气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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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过滤从箱体内向外排出的烟气；

所述箱体和箱盖的外层均由铝合金板构成，且铝合金板外表面涂覆有隔热涂层；或者

所述箱体和箱盖的外层均由硬质塑料构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和箱盖的

中间层均由硅酸盐陶瓷纤维棉构成，所述箱体和箱盖的内层均为不锈钢板，且箱体和箱盖

的四角的形状均设置为圆弧形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观察窗和

第二观察窗均为圆形，且均由钢化玻璃板构成，且采用内嵌式的结构分别设置在箱体前端

面的上部右侧和下部左侧，所述第一观察窗和第二观察窗的直径均为60～10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提手由铝

合金材料构成，且所述第一提手外层设置有柔性隔热塑料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提手为伸

缩提手，其由高弹性塑料构成，所述第二提手两端通过金属铆钉固定设置在所述箱盖上表

面中心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上端开口

处设置有密封圈，所述密封圈为船用防火膨胀密封圈，所述密封圈将箱体和上盖紧密配合

形成密封。

7.一种应急处置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应急处置装置包括如权利要求1‑6任一项中所

述的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箱，所述应急处置箱内设置耐火隔热夹具、耐火长筒手套、护

目镜以及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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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箱及应急处置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箱。

背景技术

[0002] 飞机客舱安全是飞行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飞机客舱中物品的起火严重威胁着飞

行安全，如果应急处置不当，将造成严重的后果。现阶段通过控制火种、易燃物品以及配备

灭火器等措施，来降低客舱起火风险。但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客舱中存在大量的锂电池或

含有锂电池的物品，由于电池体系自身具备发热、燃烧要素，这大大增加了起火风险，实际

情况也是起火冒烟事件屡次发生。据统计，2015年中国民航共发生12起锂电池引发的不安

全事件，其中9起发生在客舱中。2015年5月12日，国内一架航班在机场进近时，一名旅客的

充电宝出现冒烟现象，乘务人员将充电宝转移至后舱洗手间进行处置，处置时充电宝自爆，

事故现场一片狼藉，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0003] 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技术中心的研究表明锂电池引起的火灾具有不可控性。经

研究发现，对锂电池起火的有效灭火方式是完全浸泡在水中，而其他类型的灭火器或灭火

剂仅可以扑灭火苗，但不能阻止复燃和爆炸。对于不同于其他物品引起的火情，锂电池起火

对飞机客舱应急处置提出了新的挑战。应急消防程序中虽提到适当的灭火器和防火装置，

但针对锂电池起火爆炸的应急处置装置在大多数飞机客舱中并没有配备。

[0004] 近日，三星手机NOTE  7召回事件再次引起大家对客舱电子产品安全的关注，虽然

通过禁止携带三星NOTE7手机登机，可以一定程度控制危险发生，但大量携带上飞机的其他

含锂电池的产品起火后如何有效控制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目前，国内针对锂电

池起火的安全研究及防护产品开发还处于萌芽阶段，还没有成型产品，专门针对飞机客舱

锂电池起火爆炸的应急处置装置研究开发处于空白。

[0005] 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曾于1993年提出过防爆箱的设计概念和防火防爆罩的部分

要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标准ISO  14186：2013，规定了防火罩最基本的设计、性

能标准以及测试方法。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航空航天工业分会发布的SAE  AS6453标准，等

同于标准ISO  14186：2013。这些标准针对普通货物起火爆炸的风险，未涉及电子产品起火

爆炸的特殊性。现阶段在研的阻燃箱和防火罩多针对大宗货物起火爆炸进行设计研发，存

在体积笨重、不方便移动、操作繁琐、易破损、价格昂贵、维修成本高等问题，并不适合客舱

环境下作为应急处置装置。

[0006] 为了解决飞机客舱锂电池起火爆炸应急处置装置缺失的问题，针对飞机客舱空间

拥挤、灭火资源有限和处置时间短等特点，提出一体化、便捷式的飞机客舱锂电池起火应急

处置装置的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0007] 鉴于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轻巧、操作

便捷且安全可靠的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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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箱，其包括箱体和

箱盖，所述箱盖通过多个铰链进行连接，且所述箱盖通过多个锁扣和所述箱体锁紧，所述锁

扣为不锈钢弹簧锁扣，所述箱体和箱盖均由三层结构组成，且外层为隔热层、中间层为隔热

吸能层以及内层为耐高温层，所述箱体前端面上部和下部分别设置有第一观察窗和第二观

察窗，所述箱体左侧端面和右侧端面上部分别设置有第一提手，所述箱盖上表面中心设置

有第二提手，所述箱盖上表面位于所述第二提手的两侧分别设置有排气口和注水口，所述

排气口设置在所述第二提手的右侧，所述注水口设置在所述第二提手的左侧，所述注水口

上设置有铝合金翻盖，所述注水口下端设置有注水管，所述注水管外设置有一套管，所述套

管设置在所述注水管的外部下端。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箱体和箱盖的外层均由铝合金板构成，且铝合金板外表面涂覆有

隔热涂层。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箱体和箱盖的外层均由硬质塑料构成。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箱体和箱盖的中间层均由硅酸盐陶瓷纤维棉构成，所述箱体和箱

盖的内层均为不锈钢板，且箱体和箱盖的四角的形状均设置为圆弧形状。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观察窗和第二观察窗均为圆形，且均由钢化玻璃板构成，且采

用内嵌式的结构分别设置在箱体前端面的上部右侧和下部左侧，所述第一观察窗和第二观

察窗的直径均为60～100mm。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提手由铝合金材料构成，且所述第一提手外层设置有柔性隔

热塑料层。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提手为伸缩提手，其由高弹性塑料构成，所述第二提手两端通

过金属铆钉固定设置在所述箱盖上表面中心位置。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排气口为圆形排气口，所述排气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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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过滤从箱体内向外排出的烟气。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箱体上端开口处设置有密封圈，所述密封圈为船用防火膨胀密封

圈，所述密封圈将箱体和上盖紧密配合形成密封。

[0017]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应急处置装置，所述应急处置装置包括如上述权利要求中所述

的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箱，所述应急处置箱内设置耐火隔热夹具、耐火长筒手套、护目

镜以及口罩。

[0018]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和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的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箱及应

急处置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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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9] 1、应急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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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飞机客舱环境和条件，设计结构小巧紧凑，轻便灵

活，操作简单；

[0020] 2、应急处置箱能够耐受锂电池产品的燃烧危害，内部耐受温度达到900℃，外部传

导温度50℃，降低人员灼烧风险；

[0021] 3、应急处置箱能够完全包裹火势，杜绝火势蔓延；应急处置箱具有一定的抗爆能

力，设计有排气口(泄爆口)，不会产生整体爆炸，同时设计有吸能材料，减轻爆炸威力；

[0022] 4、应急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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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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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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

不同的过滤盒，达到有效的过滤和多种用途；

[0023] 5、应急处置箱设计有注水口，可以在1分钟内注入10L水，利用水起到降温灭火功

能；

[0024] 6、应急处置箱小巧轻便，操作简单，可在人员密集、拥挤环境下，经过六步以内快

速转移冒烟着火物品，几分钟内清除危险源；

[0025] 7、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箱易于清理，可循环使用；

[0026] 8、本发明提供的应急处置装置，其包括上述的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箱，还包

括耐火隔热夹具、耐火长筒手套、护目镜以及口罩，且上述耐火隔热夹具、耐火长筒手套、护

目镜以及口罩可放置于应急处置箱内，为了提供更加有效的全方位保护，应急处置箱可和

其他个人防护设备集成形成应急处置装置使用。应急处置装置可以组合应急处置箱、夹具、

耐火长筒手套、护目镜和口罩，提供全方位的保护。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箱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箱的后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箱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箱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31] 图5为图1中A‑A方向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32] 图6为图1中B‑B方向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33] 图7为图3中C‑C方向的局部剖视放大结构示意图；

[0034] 图8为图3中D‑D方向的局部剖视放大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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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通常在此处附图中描述和示出的本发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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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实

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而是仅仅表示本发明的选定实施

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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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6]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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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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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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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7]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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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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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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38] 下面将参照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9] 如图1至图8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用于飞机客舱的应急处置箱，包括箱

体100和箱盖200，箱盖200通过多个铰链300进行连接，且上述铰链300可选4个，同时箱盖

200通过多个锁扣400和箱体100进行锁紧，且锁扣400的数量可为两个，且锁扣400为不锈钢

弹簧锁扣，通过铰链300可成90度开启箱盖200，便于物品(锂电池)放入箱体100中，另外，不

锈钢弹簧锁扣，可自动关闭，按压打开，节省操作时间，箱体100和箱盖200均由三层结构组

成，且外层为隔热层、中间层为隔热吸能层以及内层为耐高温层，且内层采用不锈钢板，可

耐高温；中间层可放置硅酸盐陶瓷纤维棉，隔热，吸能；外层若采用铝合金材料，则再涂有隔

热涂层，进而降低箱体表面温度，防止人员烫伤；外层若采用硬质塑料，可不加涂隔热涂层，

箱体100前端面上部和下部分别设置有第一观察窗105和第二观察窗106，便于观察箱体100

内的情况，安全可靠性得到进一步提升，箱体100左侧端面和右侧端面上部分别设置有第一

提手101，可采用铝合金材料，由于箱体100左右两侧面各设置一个第一提手101，因此可单

人也可双人提起箱体100，进而可实现箱体100的快速转移；所述箱盖200上表面中心设置有

第二提手201，所述箱盖200上表面位于所述第二提手201的两侧分别设置有排气口203和注

水口204，排气口203设置在所述第二提手201的右侧，排气口203内部设置有容纳腔210，容

纳腔210中设置有卡扣，通过所述卡扣可以安装滤毒盒，该过滤盒具有过滤毒气粉尘、烟雾

及泄爆功能；注水口204设置在第二提手201的左侧，注水口204上设置有铝合金翻盖，可按

压打开，易打开易关闭，通过注水口204注入水，可以有效降低箱体内放置的锂电池的温度，

可扑灭锂电池燃烧，所述注水口204下端设置有注水管208，所述注水管208外设置有一套管

209，所述套管209设置在所述注水管208的外部下端，且套管209的长度大于注水管208的长

度，注水管208的长度可为25mm，套管209的长度可为30mm，通过该套管209可以在注水时及

注水后，形成水封，防止通过注水口204向外排放毒气或粉尘烟雾。

[0040]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实施方式，上述箱体100和箱盖200的外层均由铝合金板构

成，且铝合金板外表面涂覆有隔热涂层；或箱体100和箱盖200的外层均由硬质塑料构成，进

而降低箱体100的表面温度，防止人员烫伤。

[0041]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实施方式，箱体100和箱盖200的中间层均由硅酸盐陶瓷纤

维棉构成，箱体100和箱盖200的内层均为不锈钢板，且箱体100和箱盖200的四角形状均设

置为圆弧形状。

[0042]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第一观察窗105和第二观察窗106均为圆

形，且均由钢化玻璃板构成，且采用内嵌式的结构分别设置在箱体100前端面的上部右侧和

下部左侧，且第一观察窗105和第二观察窗106的直径均为60～100mm。

[0043]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第一提手101由铝合金材料构成，且所述第

一提手101外层设置有柔性隔热塑料层，隔热性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0044]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第二提手201为伸缩提手，其由高弹性塑料

构成，所述第二提手201两端通过金属铆钉202固定设置在所述箱盖200上表面中心位置，盖

好箱盖200后，可通过伸缩提手，单人即可提起箱体100，从而实现箱体100的快速转移。

[0045]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排气口为圆形排气口，所述排气口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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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金属防护网205，且所述排气口中设置有过滤盒，用于过滤从箱体内向外排出的烟

气。

[0046]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箱体上端开口处设置有密封圈，所述密封

圈为船用防火膨胀密封圈，所述密封圈将箱体和上盖紧密配合形成密封。

[0047]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应急处置装置，所述应急处置装置包括如上述所述的用于飞机

客舱的应急处置箱，所述应急处置箱内设置耐火隔热夹具、耐火长筒手套、护目镜以及口

罩，为了提供更加有效的全方位保护，应急处置箱可和其他个人防护设备集成形成应急处

置装置使用。应急处置装置可以组合应急处置箱、夹具、耐火长筒手套、护目镜和口罩，提供

全方位的保护；耐火隔热夹具为便捷的多用途耐火隔热夹具，折叠后长度400mm，夹持杆采

用铝合金材料，夹持端采用不锈钢片，耐高温，有摩擦力。握式手柄采用隔热塑料。夹具可夹

起3公斤物品；耐火长筒手套长度520mm，铝箔隔热。护目镜和口罩可根据实际需要选配市场

成型产品。

[0048]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的各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

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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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

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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