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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引燃源的类型及特征

 水平摩蹭Rubbing：产生长时间的热表面，一般
无或少量火星

 旋转研磨Grinding：产生长时间的热表面，但
会产生大量火花（取决材料）

 冲击Impact：短时热点（hot spot）及高温金属
颗粒。



机械引燃源

 机械摩擦经常被认为是事故的引燃源，相
对于可燃气体，实验模拟引燃可燃粉尘是
非常困难的。



MECHEX欧盟联合项目

 研究机械摩擦、撞击产生的热表面、热点
及热颗粒火花对粉尘的引燃特性



MECHEX欧盟联合项目

 粉尘种类：硫磺、木粉、小麦淀粉、硬脂
酸钙、煤粉、铝粉和生物废气物Sulphur, 
Wood Dust, Maize Starch, Calcium Stearate, 
Coal, Aluminium and Bio-Waste



机械火花的引燃实验

 实验设备

激光加热：
•功率1-6W
•1mm直径；
•氧化铁涂层
•厚度0.25-0.9mm
•利用



机械火花测试结果

 1-6W的能量可以点燃所有粉尘云；

 引燃结果（最低引燃和最高不引燃温度）



机械火花-测试结果

 未能得到引燃颗粒直径、温度和能否引燃
的定量关系，因为涂层厚度难以控制；

 铝粉的测试结果图



热点（hot spot）引燃粉尘层测试

•大热点：2cm直径的电加热
体，放置在10cm尺寸的网
篮内；
•小热点：1mm涂层，激光
功率2.8w；放置在5cm尺寸
的小网篮内；
•加热时间10~20s；



小热点引燃粉尘层测试



小热点引燃粉尘层结果

 对于所有测试粉尘，除木粉外，在激光加
热高温颗粒周围的粉尘缓慢被加热到超过
外围粉尘30℃左右，但关闭激光源后，粉
样很快又降温到原来温度。事后观察发现
即便有些粉尘已熔化但未发现可持续的氧
化反应。

 只有木粉，发现热点引起了闷燃的可持续
发展。



小热点引燃结果



大热点引燃粉尘层结果

 大热点较容易引起煤尘、木屑、生物废弃物粉
的着火或闷燃，而且需要较低的热点表面温度。

 典型的小麦淀粉闷燃温度变化曲线（需要较长
的时间，本实验7个多小时。）





当环境温度不同时，点燃粉尘需要的功率也不一样，近
似线性降低关系。



大热点引燃粉尘层结果

 对于硬脂酸钙的测试结果规律性较差。和
小热点的测试结果一样，大热点也引起周
围物料的熔化和碳化，但没有着火。而且
碳化仅在1cm直径4cm长热点110w功率、
样品预热到200℃时才出现。电源打开后，
样品表面温度甚至上升到500℃以上，但关
闭电源后又很快降低到炉温200℃。



磨削火花及热表面的引燃实验
IGNITION BY GRINDING SPARKS/HOT SURFACES

•钢制转盘和凹槽磨块，内嵌热电偶测试热表面温度；

实验的目的是观察机械摩擦产生的热点，具有和粉尘层最低
着火温度近似的温度，能否引燃粉尘层试样。对小麦淀粉、
木粉、硬脂酸钙和煤粉进行了测试，主要观察实验热点是否
可以引发闷燃并最终出现火焰。





Test arrangement for ignition of dust deposits (calcium stearate) 
by direct contact with hot surface showing flaming of deposits as 
wheel and slider separated
和热表面直接接触的凹槽内硬脂酸钙粉尘在转盘和凹槽磨块离
开时发生了燃烧。



Wood dust ignition by spark shower showing tray 
used for spark ignitions of dust layers
托盘内木粉尘层被火花束引燃



单一冲击引燃实验
IGNITION BY SINGLE IMPACTS

设备：利用压缩空气，激发抛掷物，撞击在一
倾斜的铺有5mm厚粉尘的钢板上。可以产生
“火花”或燃烧的金属碎粒。

由此知，曾经Eckhoff教授曾经的研究表明：低于20J的单一机械
冲击能量不具备引燃能力，本项目将此极限推至更高。

Production of a 
fragment during the 
impact of a 20 cm long 
steel rod on a steel 
target with an impact 
velocity of 7 m/s



机械摩擦撞击的引燃危险性小结

 引燃实验表明，利用激光加热的颗粒模拟

高温火花可以引燃所有的粉尘，不过这个

火花的温度要远高于该粉尘的粉尘云最低

着火温度。该情况工业实践中主要来自于

某些轻金属颗粒在空气中的继续燃烧。



机械摩擦撞击的引燃危险性小结

 引燃危险级别大致与该粉尘的最小着火能量一

致；

 Ritter等人利用粉尘最小点火能和粉尘云最低

着火温度来预测该高温值，但未能考虑着火过

程的复杂性，比如火花束可以引起硬脂酸钙粉

尘的明火燃烧，但未能引起木粉尘的着火；而

摩擦热表面在很低的温度下就可以引起小麦粉

尘的阴燃。



机械摩擦撞击的引燃危险性小结
 对于沉积粉尘的引燃，除了木粉，小的激光加热颗粒即

便有很高的温度也不能引发引燃或燃烧。但同样的功率
（1-6w），大的颗粒却在低得多的温度下引燃了粉尘样
品。表明小颗粒高的表面功率密度和高温快速引起了粉
尘表面的氧化或熔化，从而阻止了反应的进一步发展。

 . Again the complexity of dust ignition processes is shown 
by the results obtained for Calcium Stearate. No 
sustained ignition was obtained with the hotspots even 
when a power of 111 W was used and a powder bed had 
a temperature of 200 8C which is near to the thermal 
stability onset temperature. In contrast in the tests with 
the grinding machine ignition was readily obtained in a 
process which appears to involve melting/vaporisation
followed by ignition. 



机械摩擦撞击的引燃危险性小结

 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热点引燃粉尘需要的
功率降低。因此，难以给出不能引起粉尘
着火的最低功率极限值。评估沉积粉尘被
机械摩擦引燃的风险时不仅需要考虑功率，
还要考虑摩擦产生的最高温度。

 MECHEX 项目提出的关于引燃和速度、功率、
温度之间的关系在应用时，应该通盘考虑
设备的实际结构和涉及粉尘的具体性质。



机械摩擦撞击的引燃危险性小结

 对于单一撞击引燃，实验结果表明非常不
可能引燃，也再次验证多年以来人们普遍
认同的一个经验“1m/s速度以下的撞击不
可能引燃粉尘”



电气火花的引燃危险性



静电电压为啥可以达到数万伏?

 接触分离起电

 两个不同固体材料接触距离达到25埃（10-10m）就有
电荷的转移发生（隧道效应）

 偶电层 两金属间产生等量异号的电荷层，形成电位差
V12，一般0.1伏左右

 为什么突然分开能产生上万伏电压？Q=CV, C=εS/d
 1796年伏特（英）发现带电序列

正极: 空气→人手→石棉→兔毛→玻璃→云母→人发→
尼龙→羊毛→铅→丝绸→铝→纸→棉花→钢铁→木→
琥珀→蜡→硬橡胶→镍、铜→黄铜、银→金、铂→硫
黄→人造丝→聚酯→赛璐珞→奥轮→聚氨酯→聚乙稀
→聚丙稀→聚氯乙稀(PVC)→二氧化硅→聚四氟乙稀 : 
负极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库伦定律：Q=CV,Q一定，C很小，所以V很大。



静电的特点

 高电位：可达数万至数十万伏，操作时常达数百和数

千伏（人通常对3.5KV以下静电不易感觉到）

 低电量：静电流多为微安级（尖端放电例外）

 作用时间短：微秒级

 受环境影响大：特别是湿度，湿度上升则静电积累减

少，静电压下降。



静电火花引燃的危险到底是温度还
是能量？

 静电火花的核心温度可以达到3000℃以上；

 原因？ΔT=q/cm, q是10-3J级别，m是电子质
量9.1×10-31kg



静电放电形式及其能量

 电晕放电corona discharge

 刷形放电brush discharge

 传播形刷形放电propagating brush 

discharge

 火花放电(spark discharge)

 堆积粉尘的放电(cone discharge，bulk 

surface discharge)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电晕放电带电体表面在气体或液体介质中局部放电的现象，常发生在不均匀电场中电场强度很高的区域内（例如高压导线的周围，带电体的尖端附近）。其特点为：出现与日晕相似的光层，发出嗤嗤的声音，产生臭氧、氧化氮等。电晕引起电能的损耗，并对通讯和广播发生干扰。例如，雷雨时尖端电晕发电，避雷针即用此法中和带电的云层而防止雷击。我们知道，电晕多发生在导体壳的曲率半径小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特别是尖端，其电荷密度很大。而在紧邻带电表面处，电场E与电荷密度σ成正比，故在导体的尖端处场强很强（即σ和E都极大）。所以在空气周围的导体电势升高时，这些尖端之处能产生电晕放电。通常均将空气视为非导体，但空气中含有少数由宇宙线照射而产生的离子，带正电的导体会吸引周围空气中的负离子而自行徐徐中和。若带电导体有尖端，该处附近空气中的电场强度E可变得很高。当离子被吸向导体时将获得很大的加速度，这些离子与空气碰撞时，将会产生大量的离子，使空气变成极易导电，同时借电晕放电而加速导体放电。因空气分子在碰撞时会发光，故电晕时在导体尖端处可见亮光。



静电火花引发粉尘爆炸危险性



人体放电

 人体是静电的导体，放电形式为火花放电，
能量集中，危害性较大

 坐在木凳上身体可产生2万伏电压，在地板上
走过可积蓄5万伏电压

 人体静电火花能量：

 人体电容（我国）约在150~350pF
 假定静电电压数千伏，人体静电火花的能量
≥0.2mJ

 足以引燃饱和烃及其衍生物的爆炸性环境



静电的防治

 减少静电荷的产生
 正确的选择材料

 选择不易起电的材料

 根据带电序列选用不同材料（正负相消法）

 对于必须选用绝缘材料时可选用吸湿性材料

 工艺的改进
 改进工艺方法，减少静电

 改变工艺操作程序

 湿法生产

 降低摩擦速度和流速
 西德规定在用管道运输油品时不同管径下的流速按
下式计算 v2D≦0.64



静电的防治（续）

 减少特殊操作中的静电

 控制注油方式

 采用密闭装车

 减少静电荷的积累

 静电接地，单独接地电阻不大于100Ω
 增加空气的相对湿度，到70%时效果良好，尤
其对于吸湿性材料

 采用抗静电添加剂 增大该种材料的导电性和
亲水性，使导电性增加，静电荷被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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