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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军化学战剂检测装备现况
肖存杰
（海军医学研究所，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随着化学武器的扩散和国际恐怖活动的日益猖獗，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化学战荆快
速检测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为此，概述了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印度等国研制出的各种各样
的可用于检测神经毒剂、糜烂性毒剂、血液和窒息性毒剂等的装备情况，重点概述了美军、英军及
德国研制出的化学战荆监测装备的性能、技术指标、检测浓度和环境条件，并探讨了化学战剂检
测装备新的需求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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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战剂与生物战剂一样，是一种经济、高效的

迄今，美军已研制和装备了如下化学战剂检测器材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随着化学武器的扩散和国际恐

和装备：化学毒剂检测纸（如Ｍ ８和Ｍ ９化学侦检

怖活动的日益猖獗，世界各国愈发重视化学战剂快

纸）；Ｋ

２１ Ｍｏｄ

１型化学战剂点检测系统；改进型化

速检测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据报道，化学和生物战

学战剂点检测系统；Ｎ／ＫＡＳ－１化学战剂定向检测器；

剂检测装备的市场需求量呈逐年增长趋势，２００２年

自动液态战剂检测器；三军通用化学战剂检测器；

世界的市场需求量为４亿美元，２００３年为４．３亿美

Ｍ２５６

元，预计２００７年约５亿美元。造成这一需求明显增

系统；自动化学战剂警报装置；三军通用轻型远距化

Ａ１化学战剂检测包；三军通用轻型ＮＢＣ检测

长的主要原因是：化生武器开发投资省、见效快；化

学战剂检测器；Ｇｒａｂｂ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轻型化学战剂检测

生武器不断扩散，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掌握，甚至

器；Ｍ ２１远程化学战剂传感报警器；三军通用轻型

已被国际恐怖组织所掌握，并被用作恐怖袭击的重

远距化学战剂检测器（ＪＳＬＳＣＡＤ）；多用途综合化学

要手段；用户范围扩大，不仅军队有需求，而且国家

战剂报警器（ＭＩＣＡＤ）；“狐式”Ｍ９３ Ａ１核化生检测系

安检部门、警察、海关、边防检查站、消防队、医院、医

统（ＮＢＣＲＳ）；通用轻型核化生检测系统（ＪｓＬＮＢｃＲＳ）；

疗应急第一反应人等均对此有需求。

改进型化学战剂监测器（ＩＣＡＭ）；高级便携式检测器

为了对外军化学战剂检测装置的研制和装备现

（ＡＰＤ）等。

况有一较全面的了解，本文概述了美国、英国、德国、

１．２英国军队的化学战剂检测装备

加拿大、印度等国家迄今已研制出的各种各样可用

研制和装备了的化学战剂检测器材和装备如下：化

于检测神经毒剂、糜烂性毒剂、血液毒剂、氰类毒剂、

学战剂监测器（ＣＡＭ）；Ｎ．ＡＺＡＤ神经性毒剂固定酶报

窒息性毒剂、毒素等多种类型的检测技术或装置。

警检测器；改进型化学战剂监测器（ＩＣＡＭ）；ＧＩＤ．２型

英军目前已

固定式毒剂探测系统；轻型化学战剂检测器

１国外化学战剂检测装备现状
１．１美国军队的化学战剂检测装备

（［ＣＡＤ）；便携式化学战剂检测器（ＭＣＡＤ）；ＧＩＤ一２ＡＴＭ
美军历来重

视化学战剂的检测、洗消和化学战剂的损伤防治。

固定式化学战剂检测系统；ＧＩＤ．３ＴＭ化学战剂检测系
统；机动核化生检测系统（ＮＢＣ Ｃｅｒｂｅｒｕｓ．Ｍｏｂｉｌ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ＮＢ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ＢＲＥ ４０００手持式化学战剂和爆

作者简介：肖存杰（１９５６一），男，大本，主任，副研究员。从事舰艇卫

炸物检测器等。

生学研究。

１．３德国的化学战剂检测装备德国目前已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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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装备了的化学战剂检测装备有：比色测定管；离子

１５

迁移光谱检测技术Ｄｒａｇｅｒ Ｍｕｌｔｉ．ＩＭＳ离子迁移光谱

尺寸为２１３

检测仪；芯片检测系统分析器（Ｃｈｉｐ

宜工作温度为４。４９℃。Ｍ２５６ Ａｌ检测包装有１只

ｔｅｒ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

ｍｉｎ。该检测包装于１只携带用塑料背包，外形
ｃｍ×１５２ ｃｍ

ｘ

ｃｍ，质量为０．５５ ｋｓ，适

９１

气雾采样器和Ｍ ８检测纸。（１）气雾采样器：每只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

１．４加拿大的化学战剂检测装备

加拿大已研制

Ｍ２５６

Ａ１检测包有１２套微型化学测试剂，每套密封

和装备的化学战剂检测装备有：化生战剂采样和鉴

在塑料层压薄片包（Ｐｌａｓｔｉｃ

别检测包；化生战剂综合检测系统（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

采样器为一次性用品，用后便丢弃。（２）Ｍ ８化学检

Ｓｙｓｔｅｍ，ＣＩＢＡＤＳ）；荧

测纸：Ｍ ８化学检测纸可检测神经性毒剂和糜烂性

ｅ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光气动粒子筛等。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Ｆｏｉｌ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

毒剂，当与Ｇ型和Ｖ型神经毒剂与Ｈ型和Ｉ型糜烂

１．５印度军队的化学战剂检测装备

印军研制和

型毒剂发生反应时，约需３０ ｓ。发生深绿色反应的

装备的化学战剂检测装备有：残留蒸汽检测箱；三色

为Ｖ型神经毒剂，黄色反应的为Ｇ型神经毒剂，红
色反应的为Ｈ或Ｌ型糜烂型毒剂。

检测纸；便携式气相色谱仪；水质检测盒等。

２．３红外辐射检测技术

红外辐射检测技术（ｉｎ—

２外军现有化学毒剂检测装备所采用的主

ｆｒａｒｅｄ

要技术

器，如光电音频红外光谱测定技术、前视红外光谱法

目前，已被广泛用于研制和开发化学毒剂检测
器材或装备的新技术包括：化学检测纸、Ｍ２５６ Ａ１化
学毒剂检测包、传感器检测技术、红外辐射检测技
术、表面声波检测技术（ｓｕｒｆａｃｅ
离子迁移光谱检测技术（ｉｏｎ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ｗａｖｅ，ＳＡＷ）、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ＩＭｓ）、微型传感器检测技术及其他化学毒剂的检测
系统装置等。
２．１化学检测纸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可应用于若干种化学毒剂检测

（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ｘｏｓｃｏｐｙ，Ｆ皿）、傅立叶变
换光谱法、差异吸收光检测与量程（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ａｂ．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ｌｉｇｈ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ｎｇｉｎｇ）、被动红外检测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等。其中三军通用轻型远
距化学战剂检测器（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 Ｓｔａｎｄｏｆ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ｔ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ＪＳＬＳＣＡＤ）是一种被动红外

检测系统，可检测８００．１

２００

Ｈｚ电磁频谱范围内是

否存在化学毒剂。检测器带有视觉和音响报警装
化学检测纸是１种用于检测化

置，可显示出毒剂的类型和相对位置，可识别化学毒

学战剂的很灵敏的技术，可用于检测液体毒剂和气

剂蒸汽，并具有极高的选择性。其选择性基于通过

溶胶毒剂，也是确定沾染区域的常用手段，在各种检

检测样本的波长数量，当更多的波长通过时，引起假

测技术中价格最低廉。可供应用的化学检测纸主要

警报的可能性便相应减少。

有Ｍ ８和Ｍ ９化学检测纸。在接触化学毒剂后３０

２．４表面声波化学毒剂检测

Ｓ

由美国微传感器公

内，Ｍ ８化学检测纸便会变色，得出如下的检测结

司（Ｍｉｃｒｏｓｅｎｓ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ｃ，ＭＳＩ）生产的表面声波化学

果：发生深绿色反应的为糜烂性毒剂，发生黄色反应

检测器（Ｓｕｒｆａｃｅ

的为神经毒剂，发生红色反应的为疱疹毒剂。Ｍ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Ｗａｖ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是依

９

靠有化学选向、能吸收目标气体的压电晶体工作的。

检测纸背面具有粘性，方便粘合在衣服或装备上，并

吸收导致晶体的谐振频率发生变化，并用微型计算

可粘合于进入化学毒剂沾染区的车辆上（车辆速度

机测出。此类检测装置可同时识别和检测多种化学

应限制在３０ ｋｍ／ｈ内）。与Ｍ ８化学检测纸一样，Ｍ

毒剂，包括：神经性毒剂、糜烂性化学毒剂、血液和窒

９可检测同类化学战剂，但是检测纸不变色，检测速

息性毒剂，以及可用作化学毒剂的有毒工业化学品，

度也较Ｍ ８快得多。

是１种可用于对微量化学污染物进行极精确检测的

Ａ１化学毒剂检测包Ｍ ２５６检测包早在

装置。当暴露于燃料气雾、洗涤溶剂及常用化学品

１９７８年就问世，１９８７年改进为Ｍ２５６ Ａ１化学战剂检

时，不会像其他检测装置那样发出假阳性报警。表

测包，并在１９９１年的海湾战争中广泛应用。该检测

面声波微型化学毒剂检测器Ⅱ型（ＳＡＷ

包可检测神经毒剂、芥子气和氰化物，通常用于确定

ＭＫⅡ）是一种小型、便携式表面声波检测装置，重量

污染区的范围；其检测精度为０．００５ ｍｇ／ｍ３的神经毒

轻，靠电池工作，可进行声频和视频报警。该检测装

剂、１ｌ ｍｇ／ｍ３的氰化氢和０．０２ ｍｇ／ｍ３的芥子气，是

置主要用于对神经性和糜烂性毒剂的检测，并可对

一种最敏感的军用化学战剂检测装置，可检测出低

污染区进行远程监测，也可用于主动监测。

于致伤、致死浓度的各种化学战剂，其反应时间为

２．５离子迁移光谱检测技术

２．２

Ｍ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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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路迁移光谱技术，使用１个离子迁移元件（ｉｏｎ

Ｐｒｅｙ Ｍｅｄ Ｃｈｉｎ ＰＬＡ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８

Ｖ０１．２６ Ｎｏ．３

ｎｌｏ－

中，该监测装置曾被广泛用于现场化生战剂的检测。

ｃｅｌｌ），对化学毒剂具有极好的敏感性和选择

该装置由英国Ｇｒａｓｅｂ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８公司先后于２０世纪

性，并根据预先设定的化学物质和化合物的种类，可

８０年代初和８０年代中期研发和生产。美军分别于

ｂｉｌｉｔｙ

在极低浓度下检测。此类检测装置主要有Ｄｒａｇｅｒ

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９３年引进并装备了这２种检测装置。

Ｍｕｌｔｉ．ＩＭＳ离子迁移光谱检测仪，是一种真正便于携

２．７其他化学毒剂检测的系统或装置

带的手持式离子迁移光谱检测装置，可用于检测化

学物质检测装置外，国外还有其他类似化学毒剂检

学战剂和有毒工业化学品及材料，反应速度快。装

测的系统或装置。

除上述化

置主要特性：内置气泵；内置数据存贮器；按个人要

２．７．１三军通用化学战剂检测器（ＪＣＡＤ）ＪＣＡＤ可

求设置声频和视频报警；友好的用户界面；用户可调

以是单个检测器，也可以组成检测器网络，对飞机和

设置（报警音量、灵敏度、数据存贮、故障诊断、语言

舰船内部的化学战剂进行定点自动检测、识别和定

种类）；条码显示；尺寸为１００

ｍｍ×２２０ ｍｍ×４５ ｍｍ，

量分析。该检测器为手持式，可对陆军单兵、飞行员

质量＜７７０ ｇ；坚固耐用，符合军用标准。装置的主

和海军人员提供化学战剂防护，而且其设计可与未

要功能：连续实时检测；浓度及趋势的检测；相对剂

来ＮＢＣ防护软件匹配，方便使用。

量检测；标定数据库选择；易升级的化学物质数据

２．７．２自动化学战剂警报装置（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库；装置的技术数据：神经性毒气（如沙林、塔崩、

Ａｇｅｎｔ

ｖｘ）０．０１ ｍｇ／ｍ３；糜烂性毒气（如芥子气、路易斯剂）

通用型便携式装置。可检测和分辩疱疹型和神经型

ｍｇ／ｍ３；血液和窒息性毒气（如光气、氯气）１０．０

毒剂。主要用于区域报警，也可用于对集体防护掩

ＤＣ充电电池或从电池；工作

体进行监测；可发出声频和视频报警信号。其另一

温度．３０～＋５０℃；贮藏温度—４０～＋７０℃；ＥＭＩ电磁

显著特征是有通信接口，便于战时对报警信号进行

０．５

ｍｇ／ｍ３；电源为１２

Ｖ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ｌａｒｍ，ＡＣＡＤＡ）ＡＣＡＤＡ（亦称ＸＭ ２２）为三军

干扰为ＭＩＤＳＴＤ－４６１；振动为ＭＩＤＳＴＤ一８１０Ｄ；冲击为

自动化处理。装置具有以下主要性能和特点：尺寸

ＭＩＬ－ＳＴＤ一８１０Ｄ；数据传输接口为ＲＳ．２３２或ＲＳ－４８５；

为０．３８ ｆｄ；质量（带电池）为６．８ ｋｇ；工作温度为一３０

无故障周期＞３

．＋５２℃；交直流电源两用，直流电使用ＢＡ ５５９０型

０００ ｈ；

２．６微型传感器检测技术

标准电池。

２．６．１化学战剂检测器（ＣＡＭ）

ＣＡＭ是一种用于

２．７．３

Ｍ

２１远程化学战剂传感报警器Ｍ ２１为美

对人体和设备进行化学战剂检测的手持式自动检测

陆军标准型化学战剂检测器，可检测神经型和疱疹

装置。该装置有２个控制开关：ＯＮ／ＯＦＦ按钮开关

型云雾状化学毒剂，最远检测距离５

和功能选择开关。功能选择开关的作用是既可选择

可自动对６００角的扇形区进行扫描检测。当检测到

对疱疹型毒剂进行检测，又可对神经型毒剂进行检

神经性或疱疹性化学毒剂时，会立即发出报警声响

测。ＣＡＭ可传感化学战剂的气雾，可通过使用计时

和灯光。同时视角狭小的灯光会发出闪光，使操作

和微处理器技术排除干扰，可检测和区分神经毒剂

人员得知有毒气雾来自哪个方向。不过，也有可能

气雾和疱疹型毒剂，可显示毒剂的相对浓度。另供

报警灯光在多个方向同时发亮，这种情况可能是检

海军陆战队使用的ＣＡＭ还可检测和区分其他战剂。

ｉ贝［ＪＮ了在空中漂浮的化学云雾。Ｍ ２１检测报警器

２．６．２改进型化学毒剂检测装置（ＩＣＡＭ）该监测

使美陆军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远距离检测化学战剂气

器是ＣＡＭ的改进型，亦为手持式装置。是由１个飘

雾的能力。据报道，Ｉｎｔｅｌｌｉｔｅｃ公司于１９９５年开始全

ｋｍ。Ｍ

２１报警

流取样管（ｄｒｉｆｔ ｔｕｂｅ）、信号处理器、分子筛、膜件、尘

面投入生产，总共生产了１５６套Ｍ ２１检测报警器发

埃过滤器、声频警报器及电池等部件组成。其尺寸

放给核化生侦检小组。使用时，既可置放在１个三

为１０１．６

ｍｍ×１７８ ｍｍｘ ３８１

ｎｌｎｌ，质量约２．２７ ｋ。该

角架上，也可布设在“狐式”三防装甲车上。

装置除具有ＣＡＭ的性能外，还可监测和区分神经型

２．７．４

毒剂和芥子气毒剂的气雾，并可连续显示其浓度。

种便携手提式生物战剂侦检器，具有超强的抗干扰

ＡＰＤ

２０００化学毒剂侦检器ＡＰＤ ２０００是一

当显示器显示出２条以上粗线时，会发出声响警报。

能力，工作模式可按需选用，可同时检测神经性和糜

ＩＣＡＭ可供穿着全套ＮＢＣ防护服的人员使用。主要

烂性生物战剂，还能识别辣椒喷雾剂、麦斯催泪剂和

用于化生战剂的监测和调查，以及对受化生战剂沾

其他有害的化学品。ＡＰＤ ２０００的工作电池可使用６

染的车辆、装备、人员进行筛查，可明显减轻作战人

节碱性电池或充电式电池，也可外接交流电源，或使

员的负荷和提高除沾染的效率。１９９１年海湾战争

用汽车发动机的９～１８ Ｖ的直流电源。该侦检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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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和识别塔崩、沙林、梭曼、ＶＸ毒剂、蒸馏芥子气、

Ｍｅｄ Ｃｈｉｎ ＰＬＡ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８

Ｖ０１．２６ Ｎ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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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化学战剂检测装备的需求和发展趋势

氮芥子气、路易斯毒剂、辣椒喷雾剂、麦斯催泪剂等
化学战剂。此外，该侦检器还具有以下选择功能：内

目前，愈演愈烈的恐怖活动使化学恐怖袭击的

装的辐射剂量检测器可进行辐射剂量检测；可记录

危险陛日趋严重。出于对国家安全最高利益考虑，

侦检出的数据；保留样本；可使用射频（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

ｃｙ）对报警信号进行远程传送等。
２．７．５

ＧＩＤ．３ Ｇｒａｓｅｂｙ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加大了对化生武器的检
测和损伤防制研究。近年来，在化学武器检测技术

Ｄｙｎａｌｌｌｌｅ＠化学战剂侦检系统

与装备方面有了以下新的发展需求：（１）开发更先进

化学战剂威胁可严重影响陆地和海上作战及空中资

的化学战剂检测和识别能力研究，着重发展灵敏度

源的利用，因此，在发生军事进攻的情况下，化学战

高、识别能力强、假阳性率低、准确、特异、快速的检

剂的侦检能力是十分重要的。ＧＩＤ一３是唯一的１种

测．报警技术。（２）研制适用范围广、重量轻、可便

专门设计供车载和徒步作战士兵使用的化学战剂侦

携、自动化程度高、使用性能好、基本不需维修并可

检器，使用离子机动光谱测定技术（ｉｏｎ

组合和扩充的检测技术。（３）研制更具综合化，并便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ｓｐｅｃ．

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ＩＭＳ），可对神经和糜烂性毒剂作出实时和快

于传感器技术的综合集成和升级换代，并可整合成

速反应。同时，经重新设置后，ＣＩＤ．３可用于检测血

模块化的检测报警系统。（４）便于部署和保障，适用

液型和窒息型毒剂。该装置具有以下性能：可提供

于各种军事行动，支持力强，并可与现有和计划中的

现场和远距视频和声频报警信号；反应时间快，可连

指挥控制系统兼容，形成高度自动化的网络系统。

续工作；可标示出环境中是否有神经性型和糜烂毒

（５）研制多用途、一体化、化学和生物战剂并检、远程

剂及其危险程度；可为车辆和前沿指挥部的集体防

遥测、高度灵敏的新颖检测和报警装备。（６）发展非

护系统提供侦检手段；可对车辆内外环境进行侦检，

侵入性化生战剂检测技术，用于对邮件、物资和包裹

为机动侦察和车上乘员提供防护；可对战剂进行点

等进行检查，适用于反恐怖活动。

侦检；可用于网络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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