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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安 全



1.安全的核心基础是什么？
2.你觉得什么让你安全？
3.安全的目的是什么？



静电喷涂厂爆炸



上海化工研究院·过程安全
A professional solution for your safety

检测 咨询 设计 培训

木材加工厂爆炸



上海化工研究院·过程安全
A professional solution for your safety

检测 咨询 设计 培训

天津港爆炸



死生事大，无常迅速

——永嘉玄觉禅师

https://baike.baidu.com/pic/%E7%8E%84%E8%A7%89/1322959/0/d0526df03fb747eda50f525c?fr=lemma&ct=single


第五十四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
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第四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
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违反安全生产法哪些条款？



安全的核心和基础







1.安全的核心是什么？
2.你觉得什么让你安全？
3.安全的目的是什么？



主要内容

一.泄爆简介

二.泄爆的相关标准

三.GB和NFPA泄爆的计算比较简介

四.径向泄爆的实际测试

五.核验过程中的不规范泄爆设计



1.1泄爆
一种控制围包体内爆炸压力的防护方法，通过打开预先设计的

泄压口，释放未燃混合物与燃烧产物，防止压力上升超过设计

强度以保护围包体。（GB 15577-2018 3.7）

一.泄爆简介



7.3泄爆

7.3.1 工艺设备的强度不足以承受其实际工况下内部粉尘爆炸
产生的超压时，应设置泄爆口，泄爆口应朝安全的方向，泄爆
口的尺寸应符合GB/T 15605的要求。

1.2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的要求

一.泄爆简介



7.3泄爆

7.3.2对安装在室内的粉尘爆炸危险工艺设备应通过泄压导管向
室外安全方向泄爆，泄压导管应尽量短而直，泄压导管的截面
积应不小于泄压口面积，其强度应不低于被保护设备容器的强
度。

1.2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的要求

一.泄爆简介



7.3泄爆

7.3.3不能通过泄压导管向室外泄爆的室内容器设备，应安装无
焰泄爆装置。

7.3.4具有内联管道的工艺设备，设计指标应能承受至少0.1MPa
的内部超压。

1.2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的要求

一.泄爆简介



1.3常见泄爆装置

一.泄爆简介



1.4 哪些设备需要泄爆？ 有粉尘爆炸风险的密闭设备设施

一.泄爆简介



有粉尘爆炸风险的密闭设备设施

一.泄爆简介



1.4 哪些设备需要泄爆？ 有粉尘爆炸风险的密闭设备设施

一.泄爆简介



一.泄爆简介



1.4 哪些设备需要泄爆？ 有粉尘爆炸风险的密闭设备设施

一.泄爆简介



1.4 哪些设备需要泄爆？ 有粉尘爆炸风险的密闭设备设施

一.泄爆简介



1.4 哪些设备需要泄爆？ 有粉尘爆炸风险的密闭设备设施

一.泄爆简介



1.4 哪些设备需要泄爆？ 有粉尘爆炸风险的密闭设备设施

一.泄爆简介



1.5 为什么需要泄爆？

←粉尘爆炸压力：0.03~1.2MPa

←容器耐压：0.02~0.6MPa

保护容器，以免发生整体爆炸

一.泄爆简介



1.6 泄爆有何优劣？

优势

建设及维护成本低

劣势

 一般靠墙或设置在室外；
 对泄放周边产生火焰或冲击力；
 不适用于有毒有害材料；
 泄放后装置内部仍存在火灾爆炸危害；



1.7 泄爆设计的一般原则

1、生命安全

1) 对附近有人员的容器采取泄爆应防止容器发生结构失效并避免

外部相邻区域人员的伤亡。

2) 对无人员的容器结构进行泄爆应防止容器发生破裂和整体爆炸。

3) 泄爆措施的设置应能避免在泄爆过程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释放。



1.7 泄爆设计的一般原则

2、财产保护

1) 泄爆的设计应能限制泄爆容腔的破坏程度。

2) 泄爆的设计应能避免点燃邻近物质。

3) 泄爆措施的设置应能避免造成邻近财物受爆炸波的破坏。

4) 泄爆措施的设置应能避免抛射造成邻近财物的损失。



主要内容

一.泄爆简介

二.泄爆的相关标准

三.GB和NFPA泄爆的计算比较简介

四.径向泄爆的实际测试

五.核验过程中的不规范泄爆设计



GB/T 15605-2008 粉尘爆炸泄压指南

NFPA 68-2018  Standard on Explosion Protection by Deflagration 

Venting

二.泄爆的相关标准

EN 14491-2012 Dust explosion venting protective systems

VDI 3673-2002 Pressure venting of dust explosions

2.1 各国主要的泄爆标准



二.泄爆的相关标准

2.2 中国粉尘爆炸泄爆标准体系

GB 15577-2018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T 15604-2008 粉尘防爆术语

GB 16543-2008 高炉喷吹烟煤系统防爆安全规程

GB 17269-2003 铝镁粉加工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 17440-2008 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 17918-2008 港口散粮装卸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T 17919-2008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收尘器防爆导则

GB 18245-2000 烟草加工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 19081-2008 饲料加工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 19881-2005 亚麻纤维加工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 32276-2015 纺织工业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T 16426-1996
粉尘云最大爆炸压力
和最大压力上升速率
测定方法

GB/T 15605-2008 

粉尘爆炸泄压指南
GB 567.1-4 爆破片
安全装置
GB/T 14566.1-4爆破
片型式与参数
其他标准

要求 参数 设计

http://www.csres.com/detail/321635.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196868.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189969.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61353.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196224.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196231.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196942.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61601.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196250.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109808.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278415.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56126.html


二.泄爆的相关标准

2.2 中国泄爆标准体系

AQ 4228-2012 木材加工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范

AQ 4229-2013 粮食立筒仓粉尘防爆安全规范

AQ 4230-2013 粮食平房仓粉尘防爆安全规范

AQ 4232-2013 塑料生产系统粉尘防爆规范

AQ 4272-2016 铝镁制品机械加工粉尘防爆安全技术规范

GB/T 16426-1996
粉尘云最大爆炸压力
和最大压力上升速率
测定方法

GB/T 15605-2008 

粉尘爆炸泄压指南
GB 567.1-4 爆破片
安全装置
GB/T 14566.1-4爆破
片型式与参数
其他标准

要求 参数 设计

http://www.csres.com/detail/230978.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233515.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233516.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233518.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289000.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56126.html


主要内容

一.泄爆简介

二.泄爆的相关标准

三.GB和NFPA泄爆的计算比较简介

四.径向泄爆的实际测试

五.核验过程中的不规范泄爆设计



确定状态参数（Kst、Pmax、Pstat、

Pinitial，V，L/D，泄爆面密度等）

核查参数是否在使用范围内，参考

8.2.1

计算最小泄压面

积

依据L/D是否大于2，修正泄压面积

是

否 使用基于性能的

设计或试验验证

查看限制条件

高风速设备进行高紊流修正 或建筑物泄压修正

泄压装置面密度修正

根据部分体积条件，减小泄压面积

是否有泄爆导管？ 评估泄爆导管的影响

是

否
是

3.1NFPA设计方式——流程化



确定状态参数（Kst、Pmax、Pstat、

Pinitial，V，L/D，泄爆面密度等）

3.1NFPA设计方式——流程化

• 对于金属粉尘，应使用1m3以上容器测定，否则
应乘以2修正；

• 对于Hybrid，应通过试验测定；如果气体和丙
烷特性相似，与St1或St2等级的粉尘形成
Hybrid时，可取Pmax=10bar-g，
Kst=500bar·m/s

物料爆炸参数 Kst、Pmax

ASTM E1226-12a
EN 14034-1 &-2
GB/T 16426-1996

泄爆装置参数 Pstat、泄爆面密度 M

容器初始压力 Pinitial

容器几何特性 V，L/D

泄爆压力 Pred Pred≤2/3·抗拉强度，形变可接受
屈服强度，形变不可接受

-0.2 0 0.2



确定状态参数（Kst、Pmax、Pstat、

Pinitial，V，L/D，泄爆面密度等）

核查参数是否在使用范围内，参考

8.2.1

是

否 使用基于性能的

设计或试验验证

3.1NFPA设计方式——流程化

计算最小泄压面积

-0.2bar-g ~ 0.2bar-g

≤ -0.2bar-g，≥0.2bar-g

≤ -0.2bar-g  

基于Pinitial的基础公式



确定状态参数（Kst、Pmax、Pstat、

Pinitial，V，L/D，泄爆面密度等）

核查参数是否在使用范围内，参考

8.2.1

计算最小泄压面积

依据L/D是否大于2，修正泄压面积

是

否 使用基于性能的

设计或试验验证

3.1NFPA设计方式——流程化

L/D≤2

Av1=Av0

2<L/D≤6

L/D=H/Dhe

H  —— 最大火焰长度
Dhe—— 水力直径

对于顶部进料的筒仓、灰斗等，L/D的适用性可
扩展至L/D≤8



L/D计算模型3.1NFPA设计方式——流程化



确定状态参数（Kst、Pmax、Pstat、

Pinitial，V，L/D，泄爆面密度等）

核查参数是否在使用范围内，参考

8.2.1

计算最小泄压面积

依据L/D是否大于2，修正泄压面积

是

否 使用基于性能的

设计或试验验证

查看限制条件

高风速设备进行高紊流修正 或建筑物泄压修正

是

3.1NFPA设计方式——流程化

V：轴向平均气流速率

Q：空气体积流量

A：气流通道的横截面积

建筑物修正

高紊流修正



高风速设备进行高紊流修正 或建筑物泄压修正

泄压装置面密度修正

3.1NFPA设计方式——流程化

临界面密度计算公式

M≤40kg/m2

M>MT

M>40kg/m2

NFPA 68 附录G



高风速设备进行高紊流修正 或建筑物泄压修正

泄压装置面密度修正

根据部分体积条件，减小泄压面积

3.1NFPA设计方式——流程化

填充物修正（Partial Volume）



高风速设备进行高紊流修正 或建筑物泄压修正

泄压装置面密度修正

根据部分体积条件，减小泄压面积

是否有泄爆导管？ 评估泄爆导管的影响

是

否

3.1NFPA设计方式——流程化

泄爆导管的修正



3.1NFPA设计其他要点

• 导流板的使用要求

1. 形状与泄爆片相似，并至少1.75倍于泄爆片；

2. 与泄爆轴角度为45°~60°；

3. 距离泄爆片1.5D

4. 挡板耐压为Pred×A

5. 不影响维修保养

6. 限制使用：容积超过20m3；铰链固定或可翻转泄爆装置

• 大型爆炸实验可减小泄爆面积

• 外部效应计算

火球直径、外部压力、反冲力、反冲力持续时间等



1.独立容器泄压

2.通过气力输送向容器和筒仓轴向进料

3.通过气力输送向容器和筒仓切向进料

4.重力落料

5.容器安装有集成式除尘器

6.互相连通的容器系统的爆炸防护

7.工艺设备的泄爆（除尘器、斗提机、建筑物……）

3.2 GB/EN设计方式——分类型



独立容器泄压

3.2 GB/EN设计方式

——限制条件



1）独立容器泄压

3.2 GB/EN设计方式

——计算公式



2）通过气力输送向容器和筒仓轴向进料

3.2 GB/EN设计方式

——限制条件



3.2 GB/EN设计方式

——计算公式2）通过气力输送向容器和筒仓轴向进料



3）通过气力输送向容器和筒仓切向进料

3.2 GB/EN设计方式

——限制条件



3.2 GB/EN设计方式

3）通过气力输送向容器和筒仓切向进料——限制条件



4）重力落料

3.2 GB/EN设计方式

——计算公式

例如通过旋转下料阀或螺旋进料机等，且进料速率不大于8000 kg/h，则泄压

面积应按式（6）或式（7）计算。



L/D计算模型



3.3 差异分析

• 相同点

• 理论依据相同。

• 根据粉尘爆炸特性参数，考虑容器耐压和长径比，计算泄爆面积。

• 考虑不同工艺设备的特性。

• 对计算公式的使用有一定的限制条件。

• 对泄爆后的安全有设计要求，基本一致。



3.3 差异分析

不同点

• NFPA中通过对工艺条件的逐渐修正得到所需面积；

• GB/EN则通过不同的设备类型套用公式;

• NFPA中考虑了初始压力的影响，使用范围更广;

• 限制条件不同;

• 公式模型不同;



实际案例-筒仓设计 • 玉米粉；V=1000m3；Pstat=0.1bar

• GB/EN泄爆面积设计 • NFPA泄爆面积设计



实际案例-筒仓设计

• GB/EN, NFPA

• 玉米粉

• Pred=0.3bar

• V=1000m3

• Pstat=0.1bar/0.05bar

GB/EN

NFPA



小 结

• NFPA标准与GB/EN标准存在很大

差异;

• L/D=1时，两种计算方法结果一

致;

• NFPA标准在L/D<2时，L/D对结果

没有影响;

• 同等条件下，GB/EN标准所需泄

爆面积更大，更为保守;

存在的问题?

• 进口美国含粉尘泄爆设计的产品？

• 出口美国含粉尘泄爆设计的产品？



主要内容

一.泄爆简介

二.泄爆的相关标准

三.GB和NFPA泄爆的计算比较简介

四.径向泄爆的实际测试

五.核验过程中的不规范泄爆设计



4.1 什么是径向泄爆试验

11.4 布置在厂房建筑物外部干式除尘器的进风管符合下列要求：

b）在除尘器进风管弯管处设置泄爆装置，泄爆口不朝向厂房建筑物内部。



4.1 什么是径向泄爆试验



4.1 什么是径向泄爆试验



4.2 无径向泄爆试验
试验条件：管道DN400，L=3m；爆炸源：玉米淀粉，500g/m3；拍摄速度：1000fps



4.3 有径向泄爆试验



主要内容

一.泄爆简介

二.泄爆的相关标准

三.GB和NFPA泄爆的计算比较简介

四.径向泄爆的实际测试

五.核验过程中的不规范泄爆设计



五.核验过程中的不规范泄爆设计

1.以检修门代
替泄爆装置



五.核验过程中的不规范泄爆设计

2）泄爆装置三无产品：

无铭牌，无合格（认证）证书，无测试报告



五.核验过程中的不规范泄爆设计

3）安装位置不合理



五.核验过程中的不规范泄爆设计

4）泄爆方向被墙壁或其他物阻挡



五.核验过程中的不规范泄爆设计

4）泄爆方向被墙壁或其他物阻挡



五.核验过程中的不规范泄爆设计

5）安装导爆管过长或未
考虑导爆管长度对泄爆
面积的影响。



五.核验过程中的不规范泄爆设计

6）泄爆面积设计不足



五.核验过程中的不规范泄爆设计

6）以重力式翻板代替泄
爆片



五.核验过程中的不规范泄爆设计

7）无泄爆文件或泄爆文
件不规范
a.无保护设备体积参数；
b.粉尘爆炸参数数据和
来源不详。
c.安装位置不清楚
d.无火焰泄爆装置无泄
爆效率



五.核验过程中的不规范泄爆设计
8）以有机玻璃替代泄爆装置



五.核验过程中的不规范泄爆设计
9）粉尘泄爆方向，救援围观人员砸死



防祸于先而不致于后伤情。
知而慎行，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焉可等闲之。



感谢肖秋平、周健、许国兵提供素材

请各位老师、领导、同仁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