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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1  爵格工业基本介绍

爵格工业包括 上海爵格工业防护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爵格工业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概述

江苏爵格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爵格工业以“防止爆炸灾难 保护生命安全”为宗旨 已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爵格工业以 防止爆炸灾难、保护生命安全 为宗旨，已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

爆炸安全设备制造商和工程服务商。

爆炸安全产业包括：抗爆设备及工程解决方案、泄爆设备及工程解决方案、防

爆设备及工程解决方案。

产品和服务主要应用于：粉体、石化、核电、隧道、军事、豪宅、造船、海工、

医药等行业。

拥有博士、硕士组成的专业团队近200人，已经申请30多项国家专利，成功为

多家客户提供爆炸安全的整体解决方案。



5 01  爵格工业基本介绍

2004年

公司大事记
2016年

公司成立, 确立公司发展宗旨
“防止爆炸灾难、保护生命安全”

2004年
抗爆庇护所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全生产重大
事故防治关键技术科技项目
建立防爆设备业务线

通过三大体系认证
ISO9001，ISO14001及OHSAS18001

2007年

2015年

建立防爆设备业务线

成立江苏爵格生产基地
建立抗爆 泄爆设备等生产线

2008年
爆炸安全应用领域扩大到
石化、核电、隧道、医药、食品
电子、煤炭等行业；
高新技术企业，30多项国家专利。

建立抗爆、泄爆设备等生产线

2010年2012年

高新技术企业，30多项国家专利。

独家供应中国化学工程公司总承包的销毁
日遗化武项目抗爆门抗爆阀等核心爆炸安全设备。

参编国标 GB50779-2012
《石油化工控制室抗爆设计规范》

成为公认的爆炸安全产业的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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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2  我们关注的行业

我们关注的行业

石化行业

成为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中化、BASF，BP，Dow,�Invista，Bayer,�Vopak，Dupont,�

NOV Dow Corning Evonik 等高端客户的合格供应商NOV，Dow�Corning，Evonik�等高端客户的合格供应商。

核电行业

中国核电行业协会成员、合格供应商！！！

成为国核总包三代核电的主要爆炸安全产品的供应商 成为国核总包三代核电的主要爆炸安全产品的供应商。
 独家供应广核承建的广东台山EPR三代核电项目抗冲击波阀。
 独家供应江苏核电3、4号反应堆抗冲击波阀。



8 02  我们关注的行业

我们关注的行业

粉体行业

独家承建苏州Alteams、上海Axalta、某烟草项目的抗爆、泄爆工程及非抗爆改抗爆工程。

医药行业医药行业

独家承建DSM江山制药、桂龙制药等医药行业的抗爆、泄爆工程。



9 02  我们关注的行业

我们关注的行业

军事行业

独家供应中国化学工程总承包的销毁日遗化武项目抗爆门、抗爆阀等核心爆炸安全设备

隧道行业

中 土木 程学会隧道分会以 防护分会 事单位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分会以及防护分会理事单位

独家供应中铁隧道拉日线及兰新线的抗爆门、抗爆墙等产品，合同额近4000万



10 02  我们关注的行业

工程服务

爆炸安全培训爆炸风险评估非抗爆改抗爆



11 02  我们关注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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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03  粉尘爆炸发生的起因

什么是粉尘爆炸
 粉尘爆炸粉尘爆炸

粉尘颗粒悬浮在空气中快速燃烧导致火焰传播，在相对密闭的空间
发生压力上升的现象。

 粉尘爆炸的现象
-产生火焰和热气体；
-产生冲击波；产生冲击波；
-导致粉尘扬起和并发生二次爆炸或多次爆炸；

 粉尘爆炸的后果
- 设备爆裂
- 工艺流程损坏
- 建筑破坏
- 人员伤亡



14 03  粉尘爆炸发生的起因

哪些粉尘会发生爆炸

 粮食及农产品粉尘，如玉米淀粉、面粉、小麦粉尘、大麦粉尘等。

 金属粉尘，如镁粉、铝粉、锌粉等。

 石油化工粉尘 如聚乙烯 聚丙烯 聚氯乙烯 ABS等 石油化工粉尘，如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ABS等。

 纺织工业粉尘，如亚麻、棉花、毛纤维等。

 制药工业粉尘，如各种医药中间体、粉剂。

 农药与杀虫剂，如环嗪酮（杀虫剂）、恶唑酰草胺（除草剂）等。

 煤粉、焦炭粉尘、沥青粉尘、石油焦粉尘。

 木材粉尘，木屑粉尘。木材粉尘，木屑粉尘。

 非金属单质，如硫磺粉、磷粉、硅粉等。

 其它化工粉尘，如抗氧化剂、缓释剂等。



15 03  粉尘爆炸发生的起因

粉尘爆炸重要参数

 最大爆炸压力Pmax 、爆炸指数Kst，是反映粉尘爆炸猛烈程度的重要参

数，用于爆炸泄压设计、隔离设备和爆炸抑制设计。

 爆炸压力 大部分粉尘的爆炸压力为0 5MP 1MP

 爆炸压力Pmax

 爆炸指数Kst
 爆炸压力：大部分粉尘的爆炸压力为0.5MPa~1MPa。

 粉尘爆炸指数Kst反映了压力上升速率，间接反映了火焰传播速度。

 粉尘爆炸指数分类

 最小点燃能量MIE

 粉尘层最低着火温度MIT-L(AIT)

 St1:��Kst＜20�MPa.m/s

 St2:��20≤Kst≤30�MPa.m/s

 St3:��Kst＞30�MPa.m/s

 粉尘云最低着火温度MIE-L

 爆炸下限(LEL,MEC)
/

 极限氧含量(LOC)

 比电阻(DR,�dust�resistivity)



16 03  粉尘爆炸发生的起因

P = 最大爆炸压力

粉尘爆炸重要参数

P Pmax =��最大爆炸压力

Pes =��容器设计压力

P = 用爆破片后达到的最大压力

Pmax

Pred，max =��用爆破片后达到的最大压力

Pstat =��爆破片的爆破压力

P         =��压力单位为 bar

T         =��时间单位为 msec.

Pes

1
3

t
dpK V   

 压力 / 时间 对应图
针对爆炸时的压力泄放

st
maxd

K V
t 

 



17 03  粉尘爆炸发生的起因

粉尘爆炸三要素

点火源 若以上条件同时达到，则会造成

氧气(O2)易燃粉尘



18 03  粉尘爆炸发生的起因

地面粉尘爆炸试验

当地面的粉尘达到 定量时 如有花火等点火源 将有爆炸的可能当地面的粉尘达到一定量时，如有花火等点火源，将有爆炸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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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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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工厂整体规划

 配合设计院做相关厂区工业爆炸防护总体设计

 厂房布置

 设置安全距离

 人员办公区厂房布置

 设备布置

 泄爆方向布置（考虑室内泄爆、室外泄爆）

设备泄爆设计

人员办公区

 生活居住区

 重要设备区

 设备泄爆设计



23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粉尘爆炸对人员的伤害

粉尘爆炸对人员的损害主要有：

• 空气冲击波直接作用，空气冲击波作用造成建筑物或

冲击波

设备倒塌间接作用；

• 热辐射作用；热辐射材料碎片

爆炸 • 燃烧后产生的有害气体对人体造成损害；

• 爆炸后引起的火灾造成建筑物倒塌间接作用；

爆炸
后果

• 空气冲击波作用下，设备、砌块、混凝士、玻璃等脆

性材料破裂 产生抛片，对人体损害；有害气体建筑倒塌



24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工厂整体规划

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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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抗爆/泄爆/抑爆/隔爆技术

无焰泄爆
针对建筑物防护

 抗爆防护

无焰泄爆
泄爆片

隔爆阀

 泄爆防护

 非抗爆改抗爆防护

方案
针对工艺装置防护

 爆炸泄压

抑制系统
方案
介绍

 爆炸隔离

 爆炸抑制

泄爆墙
非抗爆改抗爆

抗爆门、
墙、窗



26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建筑物防护

1. 外爆炸防护的相关产品

区分粉尘爆炸的爆炸源

2. 内爆炸防护的相关产品1. 外爆炸防护的相关产品

 抗爆门、窗、墙

 抗爆阀

抗爆门墙组合体

内爆炸防护的相关产品

 抗爆门、窗、墙

 抗爆阀

 抗爆穿隔密封系统 抗爆门墙组合体

 抗爆穿隔密封系统

 抗爆穿隔密封系统

 泄爆窗、泄爆屋顶 （定向泄爆技术）

 泄爆螺栓、牵引绞索（定向泄爆技术）



27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抗爆产品

抗爆门 抗爆窗 抗爆门墙组合体

抗爆吊顶 穿隔密封系统
抗爆风管 抗爆吊顶 穿隔密封系统

抗爆等级0.3~5.0bar;气密性等级8级



28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抗爆设备测试

总参谋部工程兵科研三所防火抗爆
墙爆炸测试

抗爆墙耐火测试 门墙组合体爆炸测试



29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泄爆产品

泄爆门 采光性泄爆窗泄爆门 采光性泄爆窗

泄爆螺栓及牵引绞索 非采光性泄爆窗



30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泄爆及定向泄爆



31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隔爆/抑爆产品



32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工艺装置案例介绍

除尘器防护

入口

 采用隔爆装置

泄爆口

 泄爆板：泄放到安全区域

 无焰泄爆装置/抑制系统：室内泄爆

抗爆型泄压导管---爵格工

业自主研发产品

 定向泄爆：采用泄压导管进行泄爆

业自主研发产品



33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工艺装置高端爆炸防护



34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旋风分离器

存有危险的设备

 旋风分离器

 除尘器

 气流干燥器 气流干燥器

 流化床干燥器

 斗式提升机 斗式提升机

 气力输送设备

 料斗 料仓料斗，料仓

 磨粉机与粉碎机

 喷雾干燥器喷雾干燥器



35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产品测试平台

自建AMCA风量压降测试台

针对抗爆，泄爆、隔爆装置及设备自建测试平台
试验由计算机自动采各工况点数据，自动计算打印工况点
数据、计算结果表及性能曲线图。
流量喷嘴采 气动执行器自动 启关闭 提高试验台自动

（1）进气风室多喷嘴测流量及压降
（2）进气风室多喷嘴测流量及泄漏量
（3）采用环境空气的动态关闭试验

进采 境空气的动态操作扭矩流量喷嘴采用气动执行器自动开启关闭，提高试验台自动
化程度

（4）进采用环境空气的动态操作扭矩



36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工厂整体规划

整体解决方案

工厂整体规划

综合使用抗爆、泄爆、隔爆、抑爆技术

非抗爆改抗爆技术

移动式抗爆庇护所粉尘爆炸 移动式抗爆庇护所粉尘爆炸
防护方案



37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非抗爆改抗爆技术

高危险
区区

承重结构加固、抗爆庇护所

改造原则 中危险
区

填充墙加固

改造原则

低危险
区

门窗加固

FLACS、LS-DYNA3D、AUTODYNA等软件进行分析



38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非抗爆改抗爆方案

工厂总体布局紧凑 停产改造损失大
抗爆涂层作业面小、施工简便、

低成本、良好的抗冲击波性能

抗爆涂层+传统加固改造法

抗爆涂层法 抗爆涂层+外包钢法（粘钢、粘碳纤维） 抗爆涂层+增大截面+外衬钢板法



39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非抗爆改抗爆试验

抗爆墙施工准备

爆炸之前 启动爆炸
爆炸后的效果



40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工厂整体规划

整体解决方案

工厂整体规划

综合使用抗爆、泄爆、隔爆、抑爆技术

非抗爆改抗爆技术

移动式抗爆庇护所粉尘爆炸 移动式抗爆庇护所粉尘爆炸
防护方案



41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移动式抗爆庇护所

组成
抗爆墙、抗爆门、空调、监视器、化学过滤器、
抗爆泄压阀、UPS不间断电源、MCT抗爆密抗爆泄压阀、UPS不间断电源、MCT抗爆密
封件、报警器等

功能
平时作为控制室或重要设备操作间；
灾难时期作为救灾指挥室、人员掩蔽室或急救室；

获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2016年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防治关键技术科技项目立项。



42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移动式庇护所抗枪击测试

54式手枪子弹92式手枪子弹 54式手枪子弹



43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移动式庇护所抗爆炸测试

爆炸试验前 16k 炸药爆炸（主体结构和门窗完好）爆炸试验前 16kg炸药爆炸（主体结构和门窗完好）



44 04  粉尘爆炸防护解决方案

国内外交流

工业爆炸防护及

BakerRisk
咨询顾问

爆炸防护及
应急救援技术研

讨会
DSA

亚洲防务展

CIPPE
全球石化装备展

总参三所
技术交流

解放军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同济大学
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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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05  粉尘爆炸案例

1977，美国Westwego 大陆粮仓公司筒仓爆炸

粉尘爆炸案例



47 05  粉尘爆炸案例

1978，美国Kansas 面粉厂爆炸

粉尘爆炸案例



48 05  粉尘爆炸案例

1979 Lexington提升机粉尘爆炸

粉尘爆炸案例



49 05  粉尘爆炸案例

1990年 Midwest 粮食产品公司提升机爆炸

粉尘爆炸案例



50 05  粉尘爆炸案例

2007年国内食品厂粉尘爆炸21人受伤，其中10人重

粉尘爆炸案例
2009年浙江开化某硅粉粉尘爆炸现场2007年国内食品厂粉尘爆炸21人受伤，其中10人重

度烧伤
009年浙江开化某硅粉粉尘爆炸现场



51 05  粉尘爆炸案例

2008年，美国制糖工厂爆炸事故

粉尘爆炸案例



52 05  粉尘爆炸案例

2014年，昆山“8.2”特别重大爆炸事故
粉尘爆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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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粉尘爆炸案例

06   联系我们

05    粉尘爆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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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06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江苏爵格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省大丰市经济开发区泵阀工业园

上海爵格工业防护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东方路800号宝安大厦1706室 中国江苏省大丰市经济开发区泵阀工业园

PHONE: +86 515 83285388

FAX: +86 515 83285377

Web: www.BlastProtection.com

中国上海东方路800号宝安大厦1706室

PHONE: +86 21 58318712

FAX: +86 21 38870807

Web: www.DragonIndustries.com Web: www.BlastProtection.com 

微信推广 实时了解爵格工业相关新闻和最新产品

Web: www.DragonIndustries.com 

微信推广 实时了解爵格工业相关新闻和最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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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遇
结束语

新机遇

新市场 新项目
新思路

新市场
新模式

非常感谢各位的宝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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