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粉尘涉爆监测预警系统

关键参数和模型选择

上海化工研究院 · 工业安全工程中心

15800616152

2021年07月关注公众号：安全洞见
回复0715获取PDF文件



粉尘涉爆企业监测预警系统

一、背景--安全生产预警系统

二、粉尘爆炸相关要素及监控参数项目

三、监控系统的构成探讨

四、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控及
       事故预警系统建设指南

· 主要内容 ·



粉尘涉爆企业监测预警系统

1.背景--安全生产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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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冶金等工贸行业企业

安全生产预警系统技术标

准（试行）》的通知（安

监总厅管四〔2014〕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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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国务院安委会《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安委办〔2016〕3号）

“把安全风险管控挺在隐患前面，把隐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前面”。

（三）建立实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机制。
按照“分区域、分级别、网格化”原则，实施安全风
险差异化动态管理，明确落实每一处重大安全风险和
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与监管责任，强化风险管控技
术、制度、管理措施，把可能导致的后果限制在可防、
可控范围之内。健全安全风险公告警示和重大安全风
险预警机制，定期对红色、橙色安全风险进行分析、
评估、预警。落实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岗位责任，
建立企业安全风险公告、岗位安全风险确认和安全操
作“明白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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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国务院安委会《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安委办〔2016〕3号）

“把安全风险管控挺在隐患前面，把隐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前面”。

（一）强化信息化、自动化技术应用。
    针对可能引发重特大事故的重点区域、单位、部
位、环节，加强远程监测预警、自动化控制和紧急避
险、自救互救等设施设备的使用，强化技术防范。完
善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储存设施自动化控制和紧急
停车（切断）系统，可燃有毒气体泄漏报警系统，鼓
励推广“两客一危”车辆（长途客车、旅游包车、危
险货物运输车）安装防碰撞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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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国务院安委会《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安委办〔2016〕3号）

“把安全风险管控挺在隐患前面，把隐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前面”。

六、着力加强保护生命重点工程建设

（一）加快建设实施一批重点工程。以高安全风险行业领域、
关键生产环节为重点，紧盯重大事故隐患、重要设施和重大危
险源，精准确定、高效建设实施一批保护生命重点工程。国家
层面重点建设煤矿重大灾害隐患排查治理示范工程、金属非金
属地下矿山采空区治理工程、尾矿库“头顶库”综合治理工程、
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测及事故预警工程、
危险化学品罐区本质安全提升工程、烟花爆竹生产机械化示范
工程、工贸行业粉尘防爆治理工程等。



粉尘涉爆企业监测预警系统

02.国务院安委会《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安委办〔2016〕3号）

“把安全风险管控挺在隐患前面，把隐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前面”。

七、切实提升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一）加强员工岗位应急培训。健全企业全员应急培训制
度，针对员工岗位工作实际组织开展应急知识培训，提升
一线员工第一时间化解险情和自救互救的能力。

（二）健全快速应急响应机制。建立健全部门之间、地企
之间应急协调联动制度，加强安全生产预报、预警。完
善企业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严防盲目施救导致事态
扩大。强化应急响应，确保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组织抢
险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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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控及事故预警系统建

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厅管三〔2016〕1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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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快推进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

统建设的指导意见》（安委办〔2019〕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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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建设指导手册》的通知（安委

办函〔2020〕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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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城市风险辨识评估

4.2.1.1 开展城市安全风险辨识与评估工作，编制
更新城市风险评估报告，内容涵盖城市工业企业、
城市公共设施、人员密集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等方
面。

4.2.1.2 建立城市安全风险管理信息平台，直观展
示城市各类风险四色分布规律，呈现动态安全风险
信息，风险清单应涵盖危险要素、风险等级、管控
措施、责任单位等基本信息，按照风险数量、等级
和危险因素等维度进行统计分析。充分体现风险源
的种类、数量，以及风险分布的重点行业、重点区
域、重点场所和部位等情况。

4.2.1.3 推动风险监测系统建设，统筹开展高危行
业企业、人员密集区域、城市生命线、城市交通和
城市自然灾害等领域风险监测感知网络建设，实现
安全风险实时监测和智能防灾预警“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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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粉尘爆炸相关要素及监控参数的选择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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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爆炸发生的五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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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爆炸发生的五要素 粉尘本质属性，
样品的差异性；
粉尘含水量，
粉尘粒度分布；

是否达到
粉尘云爆炸极限 

助燃气浓度大小
（极限氧含量）

点火源类型；
点火能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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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监控粉尘爆炸性环境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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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监控粉尘爆炸性环境的形成

样品 爆炸下限 粒度

木粉尘 40g/m³-60g/m³ Dv (50) =76.4μm 

静电喷涂粉尘 30g/m³-40g/m³ Dv (50) =22.1μm

煤粉 10g/m³-20g/m³ Dv (50) =29.3μm

工业硅粉 50g/m³-60g/m³ Dv (50) =9.8μm

铝粉 20g/m³-30g/m³ Dv (50) =4.8μm

铝合金抛光灰 220g/m³-240g/m³ Dv (50) =71.1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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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粉尘爆炸性环境的形成

1）.工厂作业环境粉尘浓度的监控（爆炸下限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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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监控粉尘爆炸性环境的形成

1）.工厂作业环境粉尘浓度的监控（沉积粉尘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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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监控粉尘爆炸性环境的形成

1）.工厂作业环境粉尘浓度的监控（沉积粉尘的监控）



粉尘涉爆企业监测预警系统

2.1 监控粉尘爆炸性环境的形成

2）.惰化保护下的氧浓度监测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 15577-2018）》

    6.5.2 对采用惰化防爆的工艺设备应进行氧浓度监测。

极限氧浓度
L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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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监控粉尘爆炸性环境的形成

2）.惰化保护下的氧浓度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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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监控粉尘爆炸性环境的形成

3）.惰性气体N2、CO2等气体的安全选择性

N2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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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  CuO、Fe3O4
2Al+Fe2O3（铁锈）=Al2O3+2Fe+热量 
 “铝热反应”

4）.可燃性粉尘和氧化剂粉尘共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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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监控粉尘爆炸性环境的形成

4）.粉体惰化料位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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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监控点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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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示例

1 热表面 热管道、设备外壳

2
火焰和热气体
（包括颗粒）

火柴、尾气

3 机械产生的火花 研磨、撞击

4
电气设备（热表
面、电火花）

电气插拔产生的火花

GB 25285.1-2010 / EN 1127-1-2011
爆炸性环境 爆炸预防和防护 第1部分：基本原则和方法

2.2 监控点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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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示例

5
杂散电流、阴极腐

蚀措施
电焊

6 静电

刷形放电（将物料从塑料袋倒出时）
锥形放电（不导电聚合物真空输送
至筒仓大量堆积时）
火花放电（接地失效时）

7 雷电 雷暴雨

8
104Hz～3×1012Hz射

频(RF)电磁波
无线电发射器、医疗设备

GB 25285.1-2010 / EN 1127-1-2011
爆炸性环境 爆炸预防和防护 第1部分：基本原则和方法

2.2 监控点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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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示例

9
3×1011Hz～

3×1015Hz电磁波
相机闪光灯

10 电离辐射 紫外线发射器，激光

11 超声波
超声波清洗、
振荡设备

12 绝热压缩和冲击波 压缩机

13
放热反应（包括粉尘

的自燃）
物料热过载

GB 25285.1-2010 / EN 1127-1-2011
爆炸性环境 爆炸预防和防护 第1部分：基本原则和方法

2.2 监控点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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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表面

火焰和热气体

电气设备（热表面）

放热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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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产生的火花

粉碎

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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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产生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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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辐射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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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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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散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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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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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电

±3 kA～±100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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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磁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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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艺设备状况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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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号 监测要求

6.1.2 在通常贮存条件下，大量贮存具有自燃性的散装粉料时，
应对粉料温度进行连续监测；当发现温度升高或气体析出
时，应采取使粉料冷却的措施。

6.2.3 粉尘炸危险场所设备和装置的传动机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工艺设备的轴承应密封防尘并定期维护；有过热可能
时，应设置轴承温度连续监测装置；
——使用皮带传动时应设置打滑监测装置；当发生皮带打
滑时，应自动停机或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金属粉尘干磨设备应设置温度监测装置，当金属粉末
温度超过规定值时应自动停机。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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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号 监测要求

6.4.5 粉尘输送管道中存在火花等点火源时，如与木质板材加
工用砂光机连接的除尘风管，纺织梳棉（麻）设备除尘
风管等，应设置火花探测与消除火花的装置。
AQ 4228 6.2.1.2

6.5.2 对采用惰化防爆的工艺设备应进行氧浓度监测。

8.4.4 袋式除尘器进、出风口应设置风压差监测报警装置，并
记录压差数据；在风压差偏离设定值时监测装置应发出
声光报警信号。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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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号 监测要求

 8.4.10 湿法除尘系统水量、流速应能满足去除
进入除尘器粉尘的要求，并设置液位、
流速的连续监测报警装置；应及时清除
沉淀的泥浆，并保证水槽（箱）及水质
过滤池（箱），无论除尘器处于开启或
停止状态，都要有良好的通风。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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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号 监测要求

 4.7 除尘系统应设置符合下列要求的控制装置：
a）启动与停机。除尘系统应先于生产加工系统
启动，生产加工系统停机时除尘系统应至少延时 
10min 停机。 

b）保护联锁。除尘系统应设置保护联锁装置，
当监测装置发出声光报警信号，以及隔爆、
抑爆装置启动时，保护联锁装置应同时启动
控制保护。
c）除尘系统的监测报警装置应装设在易于观
察的位置。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AQ 427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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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号 监测要求

5.1.4 袋式外滤除尘器要求如下：

b）除尘器应设置进、出风口风压差监测报警装置，除

尘器安装或滤袋更换在不超过 8h 的使用期 内应记录

除尘器的进、出口风压的监测数值，当进、出口风压

力变化大于允许值的 20％时，监测装置 应发出声光

报警信号。

c）除尘器的进风口宜设置隔爆阀及温度监测报

警装置，当温度大于 70℃时，隔爆阀应关闭，

温 度监测装置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5.1.5  除尘器按下列要求选择和设置清灰装置：

d）袋式外滤除尘器设置清灰压力监测报警装置，当清
灰压力低于设定值时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AQ 427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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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号 监测要求

5.1.6 除尘器按下列要求设置锁气卸灰装置：
b）设置卸灰装置运行异常及故障停机的监控装置，出现
运行异常及故障停机状况时应发出声光报 警信号。

5.1.7 除尘器按下列要求设置输灰装置：
b）设置输灰装置运行异常及故障停机的监控装置，
出现运行异常及故障停机状况时应发出声光报 警信
号。
d）气力输灰安全要求：
——设计气力输灰管道的风量及风速应按管道内不
出现粉尘堵塞及管道温度不大于 70℃计算。
——设置风压监测报警装置，当风压低于设计值时
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AQ 427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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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号 监测要求

5.1.7 e）刮板输灰安全要求：
——设置刮板输灰机运行速度监控报警装置，当
运行速度偏离设定值时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f）螺旋输灰安全要求：
——设置螺旋输灰机运行速度监测报警装置，当
运行速度偏离设定值时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AQ 427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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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号 监测要求

5.2.2 湿式除尘设计用水量、水压应能满足去除进入
除尘器粉尘的要求。应设置水量、水压监测报
警 装置，当水量、水压低于设定值时应发出声、
光报警信号。

6.3 对存在经由吸尘罩或吸尘柜吸入火花危险的风
管，宜在风管上安装火花探 测报警装置和火花
熄灭装置。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AQ 427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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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号 监测要求

9.2 惰化装置

b）采用惰性气体作为充入介质时，设置除
尘器箱体内氧含量连续监测装置报警，当氧
浓度高于设定值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与除
尘系统的控制装置保护联锁。

d）向除尘器充入惰性气体或粉体介质的防
爆装置带有运行异常及故障停机的监控功能，
出现运行异常及故障停机状况时发出声光报
警信号，与除尘系统的控制装置保护联锁。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AQ 427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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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号 监测要求

10 电气安全及防静电措施

10.1 设置在粉尘环境爆炸危险区域电气设备、监测装置报警
和控制装置的选型及安装应符合 GB 12476.1、GB 
12476.2 的要求。

10.2 设置在粉尘环境爆炸危险区域的电气线路、电气设备、
监测装置报警和控制装置的电气连接应符 合 GB 50058 
的要求。

10.3 除尘系统防静电措施应符合 GB 12158 的要求，电气设
备、监测装置报警和控制装置的保护接地 应符合 GB 
50058 的要求，除尘系统的风管不应作为电气设备的接
地导体。

10.4 电气线路、电气设备、监测装置报警和控制装置应无积
尘。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AQ 427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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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号 监测要求

11 除尘器及风管的布置与安全措施

c） 连接纺织纤维加工系统的除尘器符合下列要求：
——除尘系统风管安装自动阻火阀、除尘器进风
管安装火花探测报警装置和火花熄灭装置。

d） 连接烟草加工系统的除尘器符合下列要求：——
除尘器进风管安装隔爆阀、火花探测报警装置和
火花熄灭装置。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AQ 427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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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号 监测要求

10.4 采用水湿或水浸加工工艺的设备符合下列要求：

b）设计用水量、水压应按照水湿或水浸加工区、
水质过滤装置、循环用水储水池（箱）及水质过
滤池（箱）内的氢气浓度不大于爆炸下限的25%计
算；

c）应识别及评估铝镁粉尘与铁锈、水或其它化学
物质接触或受潮发生放热反应产生自燃的危险，
宜在水池（箱）设置温度监测报警装置和（或）
宜在产生氢气的危险区设置氢气浓度监测报警装
置，当出现异常状况时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铝镁制品机械加工粉尘防爆安全技术规范（AQ 427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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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控系统的构成探讨



粉尘涉爆企业监测预警系统

3.1 预警的基本模块（讨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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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信号
过程

合规信息 信号中断异常信息 停止信号

数据库数据筛选算法

工艺参数 设备参数 涉爆参数 法规参数

设定数据
筛选指标

可扩展性

时间+ 启停信号 信号中断异常信息

筛选出10%
以内有效信息

配置远程接口，可远程
更新优化算法程序

现场声光电报警，传递信号给工厂中控

除尘系统
机械输送设备：斗提机、

刮板机、螺旋输送机、震动输送机…… 粉碎设备
气力

输送设备 筛分设备 混合设备 电器设备打磨设备

涉粉企业及工程实
施单位

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

风险监测预警平台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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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监测防控措施的部分数据分析

序号 主要防控措施 是否有可接入信号 信号类别

1 火花探测与熄灭系统 火花报警
喷淋水压

开关

2 去除铁石等异物装置 部分，磁性 开关

3 斗式提升机跑偏失速监控 是 开关

4 避免粉尘经过风机叶片 部分，压差偏低 模拟

5 动火作业的管理 否

6 静电、电气等其它点火源 电路信号、漏电监测

7 粉尘惰化 惰化粉尘量 开关量、模拟量

8 作业现场的及时清扫 否

9 设备内部的及时清理 锁气卸灰、压差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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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防控措施 是否有可接入信号 信号类别

10 避免粉尘在风管沉积 风速监测 模拟量信号

11 使用湿法除尘方式 水量、流速监测 模拟量信号

12 气体惰化 惰化气体浓度 模拟

13 避免与不兼容的粉尘混合 否

14 泄爆 可安装断发线 开关

15 隔爆 主动式有
被动式加接触开关等

开关

16 抑爆 是 开关

17 抗爆 否

18 除尘器内温度监测 是 模拟量

3.2 监测防控措施的部分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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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优先级——与点火源控制有关

1、火花探测与熄灭系统

       ——探测到火花的信号

       ——喷淋水压信号

       ——喷淋水的阀门开关位置

2、温度监测

       ——监控区内温度快速升高信号

          3、21区、22区及非防爆区内粉 

                 尘达到爆炸下限浓度

3.3 监测参数的风险等级分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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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监测参数的风险等级分类的讨论

浙江欧康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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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监测参数的风险等级分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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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监测参数的风险等级分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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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监测参数的风险等级分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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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监测参数的风险等级分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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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监测参数的风险等级分类的讨论



粉尘涉爆企业监测预警系统

3.3 监测参数的风险等级分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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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优先级——与粉尘控制有关

1、脉冲喷吹压力信号

2、压差监测离群值报警信号

3、锁气卸灰异常信号

          4、输送设备跑偏传感器信号

3.3 监测参数的风险等级分类的讨论



粉尘涉爆企业监测预警系统

低优先级——与运行控制有关

1、除尘系统启停信号

2、风机异常信号

3、泄爆片、隔爆阀的监控信号，或断发线信号

4、粉仓的清理过程视频监控信号

5、料位计

6、传动机构转速信号

3.3 监测参数的风险等级分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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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处置时限建议

步骤 系统预警 企业接警
企业处置并在
系统反馈

未及时处置

时限
 
 

高优先级 10分钟内 1小时内
按属地管辖，
通知相关主管

部门
 

中优先级 10分钟内 4小时内

低优先级 10分钟内 12小时内

3.3 监测参数的风险等级分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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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等级划分建议

1.涉及下列情形之一的风险，应当确定为A级：

（1）构成危险化学品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场所和设施；

（2）涉及重点监管化工工艺的装置；

（3）涉及爆炸品及具有爆炸性的化学品的场所和设施；

（4）危险化学品长输管道；

（5）存在快速冻结装置的涉氨制冷场所；

（6）涉粉人数30人（含）以上的粉尘涉爆场所；

（7）作业人数10人（含）以上的可能发生群死群伤事故的其他情形。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3.3 监测参数的风险等级分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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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等级划分建议

2.涉及下列情形之一的风险，应当确定为B级：

（1）构成危险化学品三级、四级重大危险源的场所和设施；

（2）涉及剧毒化学品、甲类自燃化学品的场所和设施；

（3）化工、医药及危险化学品企业连续生产装置开停车作业或者非正常工况操

作；

（4）涉及易燃易爆和中毒窒息的有限空间作业；

（5）涉粉人数15人（含）以上、30人以下的粉尘涉爆场所；

（6）作业人数3人（含）以上、10人以下的可能发生群死群伤事故的其他情形。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3.3 监测参数的风险等级分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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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木材加工系统的参数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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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木材加工系统的参数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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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金属湿法除尘系统的参数监控
氢气浓度
监测

排气口

进气口

液位监测

循环泵

自来水

控制系统

高优先级——与粉尘控制有关

1、液位异常信号

2、流速异常信号

3、流速异常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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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其它措施建议

无信号的管理措施

1、动火作业，系统内建立企业用的审批流程

2、粉尘清理打卡

清扫打卡
扫二维码，与系统链接



粉尘涉爆企业监测预警系统3.7苏州试点区的案例-西西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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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控
               及事故预警系统建设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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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系统逻辑架构

1.重大危险源分析。基于重大
危险源备案数据，对重大危险
源的级别分布、类型分布、区
域分布、可能造成事故死亡人
数、逐年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2.重大危险源报警分析。基于重大
危险源的在线监控预警数据，分析
报警的区域分布、季节分布、行业
分布、类型分布并挖掘报警与事故
的关联关系。

3.安全监控。实时监控企业重
大危险源各监控设备的安全参
数和视频图像。

4.重大危险源备案。根据危险源备
案管理要求，提供备案申请、备案
登记、备案告知、核销申请、核销
登记、核销告知以及信息统计功能。

5.安全管理。实现重大危险源
的日常和应急安全管理，具体
包括隐患排查、设备检查、报
警处置和任务管理等功能。

6.系统管理。包括组织人员管理、
权限管理、指标管理和日志管理
等功能。

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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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据交换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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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数据安全架构

国家中心

省级中心

市级中心

各县级中心 各县级中心

生产区域 生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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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指正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