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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痛点

环保与安全压力巨大

同样涉尘问题 昨天市1.同样涉尘问题，昨天市

2 环保与防爆都重要 科2.环保与防爆都重要，科

— 是不是都要“推倒旧

防爆问题“从源头— 防爆问题“从源头、

— 措施“更精准、再细

3.重视、但不到位，认识

建厂规划“拍脑袋”— 建厂规划 拍脑袋

— 除尘设备制造企业：

4.困难期迫切需求：既环

点及原因

大，状态“不知所措”

市环保 今天是安全市环保，今天是安全

科学、精准开展科学、精准开展

旧、建新的”

按梯级”进行、按梯级”进行

细化”，“笼而统之”， 笼 统

识误区、侥幸：

” 除尘规划“比价格”，除尘规划 比价格

：贯标符规

环保、安全符规，又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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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相关一、产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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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特点

1.涉尘领域广：轻工、建

2.产品种类繁多：人造
材、乐器、车厢底板、木材、乐器、车厢底板、木

3.分布广、数量多：集

4.原材料来源复杂：
进口52% 自给48%（天进口52%，自给48%（天

生物特性：吸湿、挥发

5.问题凸显：
机械化-效率倍增，基机械化 效率倍增，基

刃具技术-高速==切屑更

一、产业背景与现状

建筑、装饰、交通 …

板、地板、家具、结构
木塑产品、地下管廊 …木塑产品、地下管廊

集聚，大中小型并存

天然70% 人工竹秸30%）天然70%,人工竹秸30%）

发分30-80%

基材-木质单元复合，切削基材 木质单元复合，切削
更细、比例更高



枝丫材珍贵木材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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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板 长片刨花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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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单板 长片刨花

间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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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资源梯

多层板 定向刨花板

速生工业用材废刨花、锯屑

工艺刨花 木纤维 成型燃料刨花 木纤维 成型燃料

梯级利用与产品

刨花板 纤维板 生物质可燃气



竹竹重组装饰材（马德里机场）



古运河胥虹桥-胶合结构材

胶合结构材

竹重组装饰材（无锡大剧院）竹重组装饰材（无锡大剧院）



重型装配式木结构建筑重型装配式木结构建筑

城城

轻型装配式住宅

城市地下管廊（竹/木缠绕管道）城市地下管廊（竹/木缠绕管道）



（二）产业涉尘特点

40

中密度纤维板生产线（

一、产业背景与现状

4
00

（来源：迪芬巴赫公司）



工件轮廓、加工要求：切削类类型繁多



切屑碎料形态、粒度：材种/
 

中纤板砂光粉 刨花板

 

中纤板砂光粉 刨花板

中纤板锯屑 刨花板

/基材、含水率、切削参数

砂光粉 胶合板 实木砂光粉砂光粉 胶合板/实木砂光粉

板锯屑 实木锯屑



（二）产业涉尘特点

纤维原料（ 32目筛上）

木质散木质散

1.散碎

2 粗大

纤维原料（ 180目筛上）

2.粗大

一、产业背景与现状

杨木砂光木粉粒度分布

散碎物料特点散碎物料特点：

碎原料、切屑碎料：形态复杂、尺度离散；

大碎料中夹带细微颗粒物 有 定比例大碎料中夹带细微颗粒物，有一定比例。



（二）产业涉尘特点

在家具、地板等制品涂饰

1 底漆、面漆砂光树脂粉尘1. 底漆、面漆砂光树脂粉尘
难以释放/消除；木质基材（
尘，8%~16%，比电阻值在1尘，8% 16%，比电阻值在1
2. 底漆、面漆固化产生挥发

一、产业背景与现状

饰过程：

尘：高阻值粉尘 静电电荷尘：高阻值粉尘，静电电荷
（地板素板）砂光：木质粉
1010~107 Ω·cm；10 10 Ω cm；

发性气体易燃气体。



（三）共性问题

1.木材加工产业：减材

2.原料/伴生碎料“涉尘
工艺操作—料仓、机工艺操作 料仓、机
生产性粉尘—外泄

木材碎 复杂 粒3.木材碎料：复杂颗粒

4 生产过程中4.生产过程中：
除尘：多相污染源—

排气：可燃物粉尘、

5 环保-防爆、除尘-节5.环保 防爆、除尘 节
除尘能耗浪费，节能

一、产业背景与现状

材加工，碎料伴随全过程

尘” 全过程：
机械运输、气力输送…机械运输、气力输送
:粉尘云、粉尘层

粒体系 含水率 高 低粒体系，含水率-高、低

—固相、气态污染物

易爆气体

节能“需求并存”节能 需求并存
能潜力巨大（15-20%）



二 产业涉尘二、产业涉尘

（一）问题与

（二）标准规（二）标准规

（三）涉尘防（三）涉尘防

尘防控推进尘防控推进

与思考

规范体系规范体系

防控推进防控推进



（一）问题与思考

环环
达

涉尘
生产特点 安

生
涉尘

涉尘特征 生

节节
增

目标：环保-安全

二、产业涉尘防控推进

环保环保
达标

防 人防

安全
生产

控 技控
生产

节能

控 技控

节能
增效

减 设施

全-节能“一体化”



（二）规范标准化体系

污染防治

人造板工业生产性粉尘控制规

源头防减
LY/T 1659-2006

人造板工业粉尘防控技术规程

人造板工业粉尘爆炸防控技术

除尘规划 木材工业气力除尘系统设计规

设计 计划修

除尘系统 木材工业除尘系统验收规范LY除尘系统
验收 计划修

人造板工业气力系统节能技术

除尘系统
节能

人造板工业气力系统节能技术
LY/T 1862-2009

矩形等截面主管道型吸尘系统
（产 ）LY/T 2162-2013（产品）

☆ — 已在防爆、防静电、 防雷、防风方

二、产业涉尘防控推进系建设

除尘节能 安全 备注

规程
☆ 兼顾安全☆ 兼顾安全

程 LY/T1659 修订/征求意见 全覆盖

术规范（2018-LY-074） 全覆盖

规范LY/T 1806-2008 ☆ 兼顾安全

修订 全覆盖

Y/T 2002-2011 ☆ 兼顾安全

修订 全覆盖

术规范
☆ 兼顾安全

术规范
☆ 兼顾安全

统
☆ 兼顾安全☆ 兼顾安全

方面等安全方面提出要求



木材加工与人造板工工业防尘-节能体系





（三）规范标准化体系

1.修订相关规范：更精准

（1）动态检测压力差？
定阻力清灰，优点：按，
清灰动力小；滤袋不宜

（2）除尘系统变频工况调（2）除尘系统变频工况调
“矩形等截面主管道型
突出优点 中大规模家突出优点：中大规模家
万平米、几百台机床——
化 最低达20 0化，最低达20%-50%。
沉集”解决？有办法，

（3）正压除尘器？夹带金

二、产业涉尘防控推进系建设

准、科学、合理

按需清灰，，
破损。

调节？调节？
型吸尘系统”
具企业 数具企业、数
—开机率变
“管底粉尘“管底粉尘
简单！

金属“火花”，视情况！





矩形等截面主管道型吸尘尘系统



（三）规范标准化体系

2.立项制定相关的规范：
除尘系统“设计 制造除尘系统 设计、制造

3.编制《人造板工业防尘编制《人造板工业防尘
生产线中工段“风险点

二、产业涉尘防控推进系建设

：
造 验收”：环保安全造、验收 ：环保安全

尘爆炸防控规范》尘爆炸防控规范》
点”评价、划分



（三）规范标准化体系

1.修订相关规范：更精准

2.立项制定相关的规范：
除尘系统“设计、制造除尘系统 设计、制造

3.编制《人造板工业防尘编制《人造板 业防尘
生产线中工段“风险点

解读 彻《规范4.开展解读、贯彻《规范
高效节能除尘“集成技
除尘系统设计防爆合规

5 示范工程 三位 体的5.示范工程：三位一体的

二、产业涉尘防控推进系建设

准、科学、合理

：
造、验收”：环保安全造、验收 ：环保安全

尘爆炸防控规范》尘爆炸防控规范》
点”评价、划分

范》 技术培训范》：技术培训
技术”，，
规：有效经济“防控减”

的协效的协效



6. 木质粉尘爆炸“敏度
工贸行业重点可燃工贸行业重点可燃

度、烈度”特征参数研究
燃性粉尘目录(2015版)燃性粉尘目录(2015版) 



6. 木质粉尘爆炸“敏度
工贸行业重点可燃工贸行业重点可燃

典型的产品 材种 %条件下典型的产品、材种、w%条件下：

为爆炸诱发因子的检测提供精准

度、烈度”特征参数研究
燃性粉尘目录(2015版)燃性粉尘目录(2015版) 

爆炸下限 最小点火能爆炸下限、最小点火能

准的依据，“误报、漏报”！



7.重点推广有效、适用的的减害技术、装置





一 实际应用现状一、实际应用现状状状







三 涉尘防爆三、涉尘防爆

此版本暂略 因涉及尚此版本暂略，因涉及尚

报告时可展

爆研究新进展爆研究新进展

尚未发表的研究数据尚未发表的研究数据，

展示，请见谅



感谢关注，感谢关注，敬请指正!敬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