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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 38 届会议 

技术委员会 

议程项目 31：航空安全 — 正在出现的问题 

为航空器灭火系统开发哈龙替代品的最新情况 

（由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提交） 

执行摘要 

1994 年，随着《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签署，卤化碳氢化合物（哈龙）这一

民用航空器灭火系统所使用的主要灭火剂的生产已被禁止。这主要是因为哈龙具有消耗臭氧层和导致

全球变暖的性质；尽管如此，目前哈龙仍被广泛用于民用航空器的灭火系统。大会第 37 届会议规定了

替代盥洗室、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APUs）以及手持哈龙灭火器的时间框架。随后，理事会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通过了各项国际标准。 

2009 年至 2012 年间，与各国监管者、各国际组织及业界举行了一系列哈龙替代品的协调会议，以

讨论哈龙替代品、储备、污染的现状，以及与货舱哈龙替代品有关的未来活动。最近一次此类会议是

2012 年 11 月举行的，其重点是大会 37 届会议关于哈龙替代品所规定的时间框架方面的工作，以及为

货舱灭火系统确定哈龙替代日期的可行性。 

行动：请大会审议本报告，并通过附录所载的关于哈龙替代品的决议，用以取代 A37-9 号决议。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全和环境保护及航空运输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本文件所提及的各项活动将根据 2014-2016 年经常方案预算和/或预算外捐款可用资

源执行。 

参考文件： Doc 7300 号文件：《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Doc 9958 号文件：《大会有效决议》（截至 2010 年 10 月 8 日） 

AN 3/25.1-12/35 号国家级信件 

AN 3/25.1-10/2 号国家级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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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大会第 37 届会议指示理事会为替代哈龙制定一项要求。大会第 A37-9 号决议还指示理事会在

大会下届常会上报告哈龙的储量、为货舱和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APU）灭火系统开发哈龙替代品所

取得的进展状况，以及手持灭火器的哈龙替代品的状况。 

1.2  随后，针对该决议，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为附件 6 —《航空器的运行》

和附件 8 —《航空器适航性》所载的手持、盥洗室、发动机和辅助动力装置灭火器中的哈龙替代品通过

了新的标准。 

1.3  标准要求使用一种哈龙替代剂，用于： 

a) 2011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后制造的航空器使用的盥洗室灭火系统； 

b) 2016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后制造的航空器使用的手持灭火器；和 

c) 2014年12月 31日或之后提交机型合格审定申请的航空器使用的发动机和辅助动力装置的

灭火系统。 

1.4  国际航空器消防系统工作组已经为所有四种受到影响的航空器系统制定了最低性能标准

（MPS）。这个工作组是由美国联邦航空局（FAA）成立的，以便探索各种哈龙替代品的可行性。最低

性能标准阐述了将要进行的测试，以证明某一替代剂的性能提供与哈龙系统相当的安全水平。 

2.  讨论 

2.1  哈龙替代剂 

2.1.1  2011 年和 2012 年，与各国监管者、各国际组织、航空器及灭火器制造商举行了两次哈龙替

代品的协调会。会议审议了潜在的哈龙替代品的现状、确定了经商定的实施日期，并讨论了开发货舱哈

龙替代品方面取得的进展。 

2.1.2  目前，用于航空器盥洗室灭火器的哈龙替代剂已经准备就绪，一些制造商已经开始安装。安

装在盥洗室的哈龙替代品被认为是一种“现成”的替代品。 

2.1.3  目前，已经提供三种替代品用于手持灭火器。它们平均重量方面的不足之处是目前哈龙灭火器

的两倍，尽管所有三种替代品都具有全球升温潜能值（GWP），但目前国际上并没有禁止其用于航空。 

2.1.4  现有一种排在第四位被看好的哈龙替代剂 — 二溴三氟丙烯（2BTP），据报道，它既不是温

室气体，也不消耗臭氧层的物质，而被认为是“现成”的替代品。该制剂已通过最低性能标准检测，目

前正处于最后的测试和批准阶段，预计将在 2014 年的某个时间开始航空方面的商业化。如果在 2016 年

之前不能提供某种“现成”的哈龙替代剂，航空器制造商已同意将已批准的手持哈龙灭火剂投入使用，

以满足 2016 年的截止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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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关于用于发动机和辅助动力装置的哈龙替代剂，现已有三种制剂成功通过了测试，达到了最

低性能标准。尽管三种替代品当中有一种具有显着的全球变暖潜值，但这些制剂几乎没有甚至完全没有

臭氧消耗潜能值（ODP），目前国际上没有禁止将它们用于航空。其研究和开发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有

一种制剂 — 五氟乙烷（HFC-125）已被批准，现正用于某些军用航空器，尽管其重量和体积存在不足。

另外一种被看好的制剂已经成功通过测试达到最低性能标准，但在测试过程中未能扑灭发动机现场的火

焰。额外的研究和开发正在进行当中。 

2.1.6  对于货舱内的哈龙替代品，一种综合的消防水雾、氮气系统是通过了最低性能标准的唯一替

代品。尽管它是一种被看好的概念，但它需要大量开发和验收。这种做法使用了一种制剂来扑灭最初的

火焰，而后由航空器机上安装的惰性气体发生系统来减少油箱的易燃性，以便控制火势。 

2.1.7  制定货舱灭火系统的哈龙替代时间表仍然是一项挑战。在上一次国际民航组织哈龙替代品国

际协调会（IHRCM/3）上，航天工业协会国际协调理事会同意了采取一种包含所有利害攸关方参与的协

作做法进行协调，以便为货舱哈龙替代时间表制定一项行业建议。现已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将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提交一份全面的建议，同时附有辅助文件，以便在 2016 年举行的大会下届常会上提

出一项建议。 

2.2  哈龙储备 

2.2.1  在航空器所有灭火系统的替代品准备就绪之前，航空业将继续依赖哈龙储备。为了支持第

A37-9 号决议，秘书长发出了一封国家级信件，其中要求提供每个国家内可供民用航空业使用以支持未

来运行的哈龙储备情况。 

2.2.2  有 53 个国家答复了该国家级信件。大多数国家不确定其哈龙储备对于其各自国家的航空需

求是否可敷使用，而其他国家则答复其航空业依赖外部资源来提供所需哈龙。 

2.2.3  有限数量的答复表明，各国不了解有多少可供民用航空使用的哈龙储备。尽管联合国环境署

（UNEP）具备一个估算全球哈龙储备的程序，但对于可供民用航空应用的哈龙数量不详。 

2.3  被污染的哈龙 

2.3.1  目前，全球航空的哈龙供应完全通过回收、再生和再利用而获得。随着时间从结束生产的日

期推移，因交叉污染所致，哈龙变得更加难以回收利用。购买和回收哈龙的费用在过去五年里也提高了

100％。 

2.3.2  某一国家民航当局的一项调查发现的问题表明，大量被污染的哈龙正在提供给航空业用于灭

火设备。基于这一问题，欧洲航空安全机构（EASA）发布了一项紧急适航指令，随后又发布了另外四

项适航指令，以处理手持灭火器所含的被污染的哈龙问题。美国联邦航空局（FAA）也发布了一项适航

指令，以处理手持灭火器中所含的被污染的哈龙。为了避免在其他成员国进一步发生此类现象，秘书长

发出了一封国家级信件，敦促各国确保其航空业界使用的再生哈龙符合某项国际或国家认可的性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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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如第 A37-9 号决议强调的那样，哈龙污染的确是一个问题，并且哈龙的质量取决于回收过程

的质量。对此，各国已经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不合规、被污染制剂被安装在航空器上

的概率。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发起了一项回应该需求的规则制定工作，以防止在维修、生产及航

空器运营人组织当中使用被污染的哈龙。加拿大运输部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联合王国民用航空局及

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合作开展了一项研究，以查明各种方式方法，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不合规、被

污染制剂被安装在航空器上的概率。该项目包括两个阶段。首先是记录目前在北美和欧洲使用的各种过

程，第二阶段是查明最佳做法、缺陷和差距，并制定拟议的标准化质量协议。 

3.  讨论 

3.1  目前，哈龙替代品正在被用于航空器盥洗室灭火系统，而用于手持灭火器的一种“现成”哈龙替

代品应于 2014 年提供使用。研究和开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以便为发动机和辅助动力装置的灭火系统

找到哈龙替代品。关于货舱灭火系统哈龙替代品的日期尚待确定。业界已经同意向国际民航组织及时提

供关于货舱灭火系统哈龙替代品的时间框架，供理事会根据所附决议草案的规定，在 2016 年举行的大

会下届常会上提供报告。 

3.2  虽然哈龙替代品的开发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但航空器灭火系统哈龙替代品的唯一来源来自回收

的哈龙，因此各国有必要对哈龙储量进行监测。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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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供大会第 38 届会议通过的决议草案 

决议 38/x：哈龙替代品 

认识到航空器灭火系统对飞行安全的重要性； 

认识到卤化碳氢化合物（哈龙）用于民用航空器灭火系统的主要灭火剂已有五十多年； 

鉴于哈龙促成气候改变，并且由于哈龙是消耗臭氧的化学物质，用作商业运输航空器内的灭火剂已

有 45 年，其释放促成臭氧消耗和气候变化，根据国际协定已不再生产； 

认识到有更多工作有待完成，因为哈龙的供应日益减少且不确定，环境人士对尚未为民用航空器所

有灭火系统开发出哈龙代用品继续感到关切； 

认识到国际航空器系统防火工作组在业界和管理机构的参与下，已经对每种哈龙的使用制定了最低效绩

标准； 

认识到在能够使用替代品之前，每种哈龙的使用必须符合与航空器有关的严格规定； 

认识到国际协定禁止生产和进出口哈龙，因此可提供的目前只能完全通过回收、哈龙主要是再生和

再利用获取哈龙。所以因此，需要对哈龙气体的再生实行严格控制，防止将被污染的哈龙提供给航空业

的可能性；和 

认识到任何战略都必须依赖与其替代的哈龙相比较不会生成无法接受的环境或健康风险的替代品；和 

认识到虽然已有用于盥洗室的哈龙代用品，且在开发手持灭火器所用的哈龙代用品方面已经取得进

展，但仍需要进行更多工作，开发货舱和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灭火系统所用的哈龙代用品，需要定期进

行审查，评估和了解潜在哈龙代用品对业界和环境的影响： 

大会： 

1. 同意迫切需要继续为民用航空研发和实施哈龙代用品； 

2 1. 敦促各国及其航空业加强开发和实施可接受的哈龙代用品，用于货舱和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

灭火系统，并继续努力改进手持灭火器的哈龙代用品； 

3. 指示理事会规定使用哈龙替代品于： 

2011年某一规定日期之后生产的航空器上所用的盥洗室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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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某一规定日期之后生产的航空器上所用的手持灭火器；和 

2014年某一规定日期之后提交型号合格证申请的航空器上所用的发动机和辅助动力装置的灭

火系统。 

4. 指示理事会对潜在的哈龙代用品的情况定期进行审查，根据潜在的哈龙代用品继续得到查明、

测试、认证和实施而不断变化的适用性之情况，为商定的实施日期提供支持； 

5. 2 敦促各国建议确定和监测其航空器制造商、经批准的维修机构、航空运营人、化学品供应商

和消防公司，根据国际公认的或国家承认的质量标准进行有效测试或认证，核查其拥有的或由供应商提

供的哈龙的储备及哈龙的质量。还敦促各国要求航空运营人、经批准的维修机构和制造商在其质量体系

当中规定一种方法，要求哈龙供应商提供认证文件，证明其哈龙质量达到既定和公认的国际标准； 

6.3. 鼓励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继续就民用航空使用哈龙代用品的问题与国际航空器系统防火工作组

和通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臭氧秘书处的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的哈龙技术备选办法委员会与臭

氧秘书处合作； 

7.4. 敦促各国向国际民航组织定期通报其哈龙储量，并指示秘书长向理事会报告有关结果。此外，

还指示理事会向大会下届常会报告哈龙储量情况； 

8.  决定 5.  指示理事会应向大会下届常会报告替代在为货舱和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灭火系统开

发哈龙代用品方面做出的进展，以及手持灭火器使用的哈龙代用品现状的时间框架；和 

9.6. 宣布本决议取代 A36-12 A37-9 号决议。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