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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镁制品机械加工粉尘防爆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铝镁制品机械加工过程的粉尘防爆措施，以及防火安全、设备及设施安全、作业安

全、粉尘清理和安全管理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铝镁制品机械加工的车间、场所及设备和设施。
本标准不适用于铝镁粉生产及加工的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2158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GB 12476.1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 通用要求
GB 12476.2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2 部分：选型和安装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 1 部分：标志
GB 13955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
GB 15577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T 15605 粉尘爆炸泄压指南
GB/T 16758 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GB/T 17919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收尘器防爆导则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铝镁制品 aluminum and magnesium products
用铝、铝合金、或镁合金材料加工而成的产品。
3.2
铝镁制品机械加工 mechanical processing of aluminum and magnesium produc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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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机械设备或带有动力的工具进行磨削、打磨、抛光、抛丸喷砂等工艺方法，加工铝镁制品的
生产方式。
3.3
铝镁粉尘 aluminum and magnesium dusts
在大气中（或气态氧化剂中）依其自身重量可沉淀下来，但也可持续悬浮在空气中一段时间的铝
或铝合金、镁合金微小颗粒，包括含有铝或铝合金、镁合金微小颗粒的纤维和飞絮。
3.4
除尘系统 dedusting system
由吸尘罩或吸尘柜、风管、风机、除尘器及控制装置组成的用于捕集气固两相流中固体颗粒物的
设备。
3.5
粉尘云 dust cloud
悬浮在助燃气体中的高浓度可燃粉尘与助燃气体的混合物。
3.6
粉尘层 dust layer
沉(堆)积在地面或物体表面上的可燃粉尘群。
3.7
防爆装置 explosion-proof devices
采用预防和控制粉尘爆炸技术，
避免形成粉尘云或可能出现的着火源，
以及使铝镁粉尘失去燃烧、
爆炸作用的装置，如泄爆、惰化、隔爆及抑爆装置等。
4

一般要求

4.1 铝镁制品机械加工企业应进行粉尘爆炸危险识别及危险评估，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依照 GB
15577 以及本标准要求采取粉尘防爆安全措施。
4.2 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厂房建筑的防火设计应符合 GB 50016 的要求，厂房建筑物防爆泄压设计应
符合 GB/T 15605 的要求。
4.3 厂区建筑物防雷设计应符合 GB 50057 的要求。
4.4 铝镁制品机械加工产生的粉尘未经除尘系统处理不得向外排放。
4.5 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通风、采暖和空气调节系统应符合 GB 50019 的要求，送、排风系统防火安
全应符合 GB 50016 的要求，集中通风、采暧和空调管线在管线进入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之前应设置
防火阀，空调系统的制冷（热）装置不得设置在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
4.6 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不得采用产生明火、高温和释放可燃气体等存在产生粉尘爆炸危险的生产
作业方式及工艺，不得设置和使用存在产生爆炸危险的空气压缩机、压力容器、气瓶、加热及蒸汽系
统等设备和装置。
4.7 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因特殊需要临时安排动火作业，应停止进行包括铝镁制品机械加工在内的
生产作业、设备维护检修作业和现场清扫作业，动火作业应获得危险作业审批许可并按照 GB 15577
的要求采取防火安全措施。
4.8 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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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

5.1 粉尘释放源的分级
根据铝镁制品机械加工粉尘释放源释放粉尘的频繁程度和持续时间长短，粉尘释放源按下列规定
分级：
a）连续级释放源：粉尘释放源持续存在，或预计长期性或频繁地短期性出现粉尘释放，释放的粉
尘尘或粉尘层环境的粉尘释放源。
b）一级释放源：在正常运行时，预计可能周期性或偶尔间断性出现粉尘释放源，释放的粉尘形成
粉尘云或粉尘层环境的粉尘释放源。
c）
二级释放源：
在正常运行时，
预计粉尘释放源不可能出现形成粉尘云或粉尘层环境的粉尘释放，
如果存在形成粉尘云或粉尘层环境的粉尘释放源，粉尘释放源也仅是不经常地并且是短暂地出现。
5.2 导致粉尘爆炸的条件
铝镁制品机械加工过程粉尘释放如果形成粉尘环境，同时存在下列条件将导致产生爆炸：
a）存在铝镁粉尘或铝镁粉尘与空气形成爆炸性粉尘混合物，其浓度在爆炸极限以内；
b）存在点燃铝镁粉尘或铝镁粉尘与空气形成爆炸性粉尘混合物的火花、电弧、高温、静电放电或
能量辐射，或者存在助燃气体，或者存在铝镁粉尘与铁锈、水或其它化学物质接触发生放热反应产生
自燃。
5.3 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的划分
5.3.1 应按粉尘的量、粉尘云爆炸极限和通风条件确定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的分区。
5.3.2 根据粉尘爆炸环境出现的频繁程度和持续时间划分为 20 区、21 区、22 区，危险分区应按照下
列规定：
a）20 区：铝镁粉尘云在空气中形成的爆炸性环境持续地或长期地或频繁地出现的区域。
b）21 区：在正常运行时，铝镁粉尘云在空气中形成的爆炸性环境可能偶尔出现的区域。
c）22 区：在正常运行时，铝镁粉尘云在空气中形成的爆炸性环境一般不可能出现，即使出现，
持续时间也是短暂的区域。
5.4 在正常运行时，铝镁制品机械加工粉尘释放源释放的粉尘在空气中不可能出现形成粉尘云的爆炸
性环境，且同时符合下列规定时，可划为非爆炸危险区域：
a）铝镁制品机械加工区域应与其它加工方式的车间或作业区隔离设置。若与其它加工方式的车间
或作业区同处在厂房建筑内，则应设立非燃烧体的实体结构隔离墙，将铝镁制品机械加工区域与其它
加工方式的车间或作业区完全隔离；
b）铝镁制品机械加工除尘系统的设计、制造、安装、验收、使用及维护应符合本标准第 9 章的要
求；
c）铝镁制品机械加工区域的通风、采暖和空气调节系统应独立设置，厂房内应保持负压，且不采
用循环空气。
5.5 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范围的确定
5.5.1 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 20 区的范围
存在铝镁制品机械加工连续级释放源，与其相关联的相对封闭环境的区域，应确定为 20 区。示例
如下但不仅限于此：
a）风管及除尘器的内部；
b）在相对封闭环境持续进行铝镁制品机械磨削、打磨、抛光加工的区域；
c）抛丸喷砂设备内部的抛丸喷砂加工区。
5.5.2 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 21 区的范围
存在铝镁制品机械加工一级释放源，与其相关联的周围距离 2m（垂直向下延至地面或楼板水平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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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应确定为 21 区。示例如下但不仅限于此：
a）持续进行铝镁制品机械磨削、打磨、抛光加工的作业区域；
b）除尘器的清灰口及清灰作业区域；
c）如果粉尘的扩散受到实体结构（墙壁等）的限制，它们的表面可作为该区域的边界。
5.5.3 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 22 区的范围
存在铝镁制品机械加工二级释放源，与其相关联的周围距离 3m，或超出 21 区距离 3m（垂直向下
延至地面或楼板水平面）的区域，应确定为 22 区。示例如下但不仅限于此：
a）风管的清灰口及清灰作业区域；
b）抛丸喷砂设备的清灰口及清灰作业区域；
c）持续进行铝镁制品机械磨削、打磨、抛光加工设备的清灰口及清灰作业区域；
d）采用手持动力工具进行铝镁制品打磨、抛光作业的作业区域；
e）如果粉尘的扩散受到实体结构（墙壁等）的限制，它们的表面可作为该区域的边界。
6

建（构）筑物的布局与结构

6.1 厂房内存在铝镁制品机械加工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厂房建筑物应独立设置，与学校、医院、
商业等重要公共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小于 50m，与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小于 25m。如果铝镁
制品机械加工粉尘爆炸危险区域设置在联合厂房内，应符合下列要求：
a）布置在联合厂房的外侧；
b）粉尘爆炸危险区域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 3.00 h 的实体结构隔墙，与其它加工方式的作业区隔
离。
6.2 存在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的厂房建筑符合下列要求：
a）厂房建筑宜采用单层设计；
b）单层建筑的屋顶应采用轻型结构，多层建筑物应采用框架结构，楼层之间隔板的强度能承受粉
尘爆炸产生的冲击；
c）厂房建筑物的墙体应设有泄压口，或其他开口作为泄压口，泄爆面积计算应符合 GB/T 15605
的要求。
6.3 存在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的厂房，应按照 GB 50016 耐火等级乙类厂房的要求设置安全通道和安
全出口，厂房的门（包括厂房内车间的门）应向疏散逃生方向开启，安全通道应畅通，不得堆放包括
易燃易爆物品在内的任何物品。
6.4 存在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的厂房内，不得设置办公室、休息室、会议室、仓库和危险化学品仓
库。
6.5 厂房地面应无积水、污垢、油污，且应有防滑措施。
7

防火及消防设施

7.1 厂区应按照 GB 50016 的要求设置消防通道。
7.2 生产车间应按照 GB 50140 的要求设置消防设施及灭火器材，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应采用用于熄
灭铝镁制品机械加工粉尘燃烧火焰的灭火器材（D 类或冷金属）
、覆盖剂进行灭火。
7.3 灭火器材应放置于明显、容易取得的地方。
7.4 应定期对消防设施及灭火器材进行检查、维护。
7.5 应按照 GB 13495.1 的要求设置消防安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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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防爆安全

8.1 铝镁制品机械加工作业场所电气线路和电气装置应符合 GB 50168、GB 50169、GB 13955 的要求。
8.2 设置在粉尘环境爆炸危险区域电气设备、
控制装置、
监测报警装置的选型和安装应符合 GB 12476.1、
GB 12476.2 的要求。
8.3 设置在粉尘环境爆炸危险区域的电气设备、控制装置、监测报警装置的电气连接应符合 GB 50058
的要求。
8.4 除尘系统、金属设备，以及金属管道、支架、构件、部件等防静电措施应符合 GB 12158 的要求，
电气设备的保护接地应符合 GB 50058 的要求，除尘系统的风管不得作为电气设备的接地导体。
8.5 电气设备、控制装置、监测报警装置的新装、更换和定期维护后，应进行绝缘电阻检测。
8.6 电气线路、电气设备、控制装置、监测报警装置应无积尘。
9

除尘系统防爆安全

9.1 一般规定
9.1.1 应识别、评估铝镁制品机械加工存在的粉尘爆炸危险，除尘器的选用应符合以下要求：
a）选用干式除尘器进行除尘时，采用袋式外滤除尘和（或）旋风除尘工艺；
b）选用湿式除尘器进行除尘时，采用水洗或水幕除尘工艺；
c）不得采用电除尘器；
d）不得采用正压吹送粉尘至干式巷道式构筑物作为除尘风道或类似结构构筑物的除尘工艺。不得
采用以沉降室为主的重力沉降除尘方式。
9.1.2 干式除尘系统应按照粉尘爆炸特性采取预防和控制粉尘爆炸的措施，选用降低爆炸危险的以下
一种或多种防爆装置：
a)泄爆装置。在爆炸压力尚未达到除尘器和风管的抗爆强度之前，采用泄爆装置排出爆炸产物，
使除尘器及风管不致被破坏。
b)惰化装置。向除尘器充入惰性气体或粉体，使粉尘失去爆炸性。
c)隔爆装置。在风管上设置隔爆装置，将火焰及爆炸波阻断在一定的范围内。
d)抑爆装置。在风管和（或）除尘器上设置抑爆装置，爆炸发生瞬间，向风管和（或）除尘器内
充入用于扑灭火焰的物理、化学灭火介质，抑制爆炸发展或传播。
9.1.3 除尘器箱体符合以下要求：
a）箱体采用钢质金属材料制造，若采用其他材料则选用阻燃材料且采取防静电措施，不得选用铝
质金属材料；
b）箱体的设计强度能够承受采取防爆措施后产生的最大爆炸压力，设置在建筑物内的箱体采用钢
质金属材料及焊接结构；
c）方形箱体的箱板之间的夹角做圆弧化处理；
d）箱体内部表面光滑，钢质金属材料箱体应采用防锈措施，不得使用铝涂料。
9.1.4 干式除尘器运行工况应是连续卸灰、连续输灰。
9.1.5 除尘器应在负压状态下工作。
9.1.6 铝镁粉尘不得与铁质粉尘，以及其他种类的可燃性粉尘合用同一除尘系统，除尘系统不得与带
有可燃气体、烟尘、高温气体等工业气体的风管及设备连通。
9.1.7 除尘系统的风管及除尘器不得有火花进入，对存在火花经由吸尘罩或吸尘柜吸入风管危险，应
采用阻隔火花进入风管及除尘器的措施。
9.1.8 除尘系统应设置符合下列要求的控制装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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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启动与停机。除尘系统应先于铝镁制品机械加工设备的启动，铝镁制品机械加工设备停机时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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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监测装置报警发出声光报警信号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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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 除尘系统的监测报警装置应装设在易于观察的位置。
9.1.10 除尘系统应按照 GB 2894 的要求设置安全标志，风管应按照 GB 7231 的要求设置安全标识、识
别色、或识别符号。
9.2 干式除尘器
9.2.1 应按照 9.1.2 的要求选用防爆装置。
9.2.2 铝镁制品机械加工选用干式除尘工艺时，若铝镁制品机械加工产生大量的粉尘，可在除尘系统
中设置经旋风除尘器进行初级除尘，再经袋式外滤除尘器二次除尘的工艺。
9.2.3 除尘器与进、出风管及卸灰装置的连接宜采用焊接，如采用法兰连接，应按照防静电措施要求
进行导电跨接。
9.2.4 袋式外滤除尘器要求如下：
a）除尘除尘器滤袋应采用阻燃及防静电的滤料制作，滤袋抗静电特性应符合 GB/T 17919 的要求，
与滤袋相连接的金属材质构件（如滤袋框架、花板、短管等）应按照 GB 12158 的要求采取防静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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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c）除尘器的进风口宜设置温度监测报警装置，当温度大于 70℃时，温度监测报警装置应发出声
光报警信号；
d）除尘器灰斗内壁应光滑，矩形灰斗壁面之间的夹角做圆弧化处理，灰斗落料壁面与水平面的夹
角大于 65°。
9.2.5 袋式外滤除尘器按下列要求设置清灰装置：
a）除尘的滤袋采用脉冲喷吹清灰方式；
b）清灰参数（气流、气压、清灰周期、清灰时间间隔等）应按滤袋积尘残留厚度不大于 1mm 设
定；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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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除尘器清灰装置的清灰气源应采用经净化后的脱水、脱油的气体，宜采用氮气、二氧化碳气体
或其他惰性气体作为清灰气源。
9.2.6 除尘器按下列要求设置锁气卸灰装置：
a）除尘器灰斗下部应设锁气卸灰装置，卸灰工作周期的设计应使灰斗内无粉尘堆积；
b）设置锁气卸灰装置运行异常及故障停机的监测报警装置，出现运行异常及故障停机状况时应发
出声光报警信号。
9.2.7 除尘器的输灰装置及收尘容器（桶）符合下列要求：
a）输灰装置的输灰能力应大于除尘器灰斗卸灰量；
b）设置输灰装置运行异常及故障停机的监测报警装置，出现运行异常及故障停机状况时应发出声
光报警信号；
c）输灰装置宜采用气力输灰，不宜采用刮板输灰机与螺旋输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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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平输灰管每间隔 6m 处，以及风管弯管夹角大于 45°的部位，应设置清灰口，风管非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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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状态时清灰口应封闭，其设计强度大于风管的设计强度；
——在风管弯管夹角大于 45°的部位，应设置监视粉尘在管道内流动的观察窗，其设计强度大于
风管的设计强度；
——管道长度大于 10m 应按照 9.1.2 的要求设置防爆装置。
e）输灰装置卸出的粉尘应采用压实方式收集粉尘。
f）若除尘器每班的卸灰量小于 25kg，可采用容器（桶）收集除尘器锁气卸灰装置卸出的粉尘，
收集粉尘的容器（桶）应采用经防锈蚀表面处理的非铝质金属材料或防静电材料制成。
9.3 湿式除尘器
9.3.1 除尘器与进、出风管的连接宜采用焊接，如采用法兰连接，应按照防静电措施要求进行导电跨
接。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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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压的连续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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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 湿式除尘循环用水储水池（箱）
、水质过滤池（箱）及水质过滤装置不得密闭，应有通风气流。
9.3.4 湿式除尘循环用水应进行粉尘、油污及杂质过滤，除尘器及循环用水管道内应无积尘。
9.3.5 湿式除尘循环用水储水池（箱）的盛水量应满足湿式除尘设计用水量，水质应清洁，池（箱）
内不得存在沉积泥浆。
9.3.6 除尘器循环用水储水池（箱）
、水质过滤池（箱）及水质过滤装置内不得结冰。
9.3.7 设置在室外地面上的循环用水储水池及水质过滤池的周围应设置防护围栏。
9.3.8 每班清理水质过滤池（箱）的泥浆，应将泥浆及废水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
9.4 吸尘罩或吸尘柜
9.4.1 铝镁制品机械磨削、打磨、抛光作业工位应按照 GB/T 16758 的要求设置吸尘罩或吸尘柜，采用
下吸或侧吸方式收尘，吸尘口设计风速大于 1m/s，吸尘罩或吸尘柜应无积尘。
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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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3 吸尘罩或吸尘柜采用钢质金属材料制造，若采用其他材料则选用阻燃材料且采取防静电措施，
不得选用铝质金属材料。
9.5 风管
9.5.1 连接除尘器进风管的主风管
9.5.1.1 宜按照 9.1.2 的要求选用防爆装置。
9.5.1.2 风管应采用钢质金属材料制造，若采用其他材料则应选用阻燃材料且采取防静电措施，不得
选用铝质金属材料。连接除尘器的进风管应采用圆型横截面风管，铝镁制品机械加工采用湿式除尘工
艺，
作业工位吸尘罩或吸尘柜直接连接湿式除尘器的进风管长度小于 3m 可采用矩型或方型横截面风管。
9.5.1.3 风管的设计强度符合下列要求：
a）布置在厂房建筑物外部的风管，其设计强度不小于除尘器的设计强度；按照 9.8.4 的要求设置
了泄爆装置的进入厂房建筑物内部的风管，其设计强度大于风管的设计风压；
b）与布置在厂房建筑物内部的除尘器连接的风管，其设计强度不小于除尘器的设计强度；
c）风管连接段采用金属构件紧固，并采用与风管横截面积相等的过渡连接，风管连接段的设计强
度大于风管的设计强度。
9.5.1.4 风管的设计风速按照风管内的粉尘浓度不大于爆炸下限的 25%计算，且不小于 23m/s，并应满
足风管内不出现粉尘堵塞、风管内壁不出现厚度大于 1mm 积尘的要求。
9.5.1.5 风管内表面应光滑，钢质金属材料的风管应采取防锈措施，风管内表面不得使用铝涂料。
9.5.1.6 在水平风管每间隔 6m 处，以及风管弯管夹角大于 45°的部位，宜设置清灰口，风管非清理
状态时清灰口应封闭，其设计强度大于风管的设计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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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7 在风管弯管夹角大于 45°的部位，宜设置监视粉尘在管道内流动的观察窗，其设计强度大于
风管的设计强度。
9.5.2 连接除尘器进风主风管的支风管
9.5.2.1 风管应采用非铝质金属材料制造，若采用其他材料则应选用阻燃材料且采取防静电措施。铝
镁制品机械加工采用湿式除尘工艺，作业工位吸尘罩或吸尘柜连接湿式除尘器进风主风管的支风管长
度小于 3m 可采用软管连接。
9.5.2.2 风管的设计风速应满足风管内不出现粉尘堵塞、管内壁不出现厚度大于 1mm 积尘的要求。
9.6 风机
9.6.1 除尘系统的风机叶片应采用导电、运行时不产生火花的材料制造。
9.6.2 风机及叶片应安装紧固、运转正常，不产生碰撞、摩擦和异常杂音。
9.7 防爆装置
9.7.1 泄爆装置
除尘系统的泄爆面积计算，以及泄爆装置的设计、选型和安装应符合 GB/T 15605 的要求。
9.7.2 惰化装置
惰化装置的选用符合下列要求：
a）按照粉尘爆炸特性确定充入除尘器的惰性气体或粉体介质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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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装置，当氧浓度高于设
定值时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与除尘系统的控制装置保护联锁；
c）采用惰性粉体作为充入介质时，充入粉体的流量及喷吹压力按照除尘器箱体内的粉尘浓度不大
于爆炸下限的 50%计算；
d）向除尘器充入惰性气体或粉体介质的惰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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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 隔爆装置
隔爆装置的选用符合下列要求：
a）隔爆装置宜设置在厂房建筑物的外部；
b）按照粉尘爆炸特性、除尘器和风管的抗爆强度选用隔爆装置，并确定隔爆装置在主风管上的安
装部位。
9.7.4 抑爆装置
抑爆装置的选用符合下列要求：
a）按照粉尘爆炸特性、除尘器及风管的抗爆强度选用抑爆装置，并确定抑爆装置在风管和（或）
除尘器的装设部位；
b）抑爆装置启动与除尘系统的控制装置保护联锁。
9.8 除尘器及风管的布置与安全措施
9.8.1 除 9.8.2 情况外，干式除尘器应布置在厂房建筑物外部。
9.8.2 干式除尘器如布置在厂房建筑物内，除尘器应符合 9.2 的要求，同时符合下列要求：
a）除尘器每班的收尘量不大于 2kg；
b）除尘器单台布置在靠近外墙处设置的单独房间内，房间的间隔墙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3.00h 的
实体隔墙，房间的外墙开有向外部泄爆的泄爆窗或用于泄爆的其他开口，泄爆面积符合 GB/T 15605
的要求。
9.8.3 除尘器的布置应远离明火区域，其间距不小于 25m。
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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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除尘器进风管不直通建筑物内部，进风管设置在与进入建筑物内部的外墙保持 90°夹角的除
尘器侧面、或顶部，或设置在与建筑物的外墙面夹角呈 180°的除尘器的正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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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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 除尘器及内部的零部件应安装牢固，不产生碰撞、摩擦。
9.8.6 布置在厂房建筑物外部的风管、除尘器应采取防水雾、雨水渗入的措施，潮湿度较高地区应采
取防结露措施。
10

机械加工设备安全

10.1 在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进行机械加工，应采用不产生连续火花及明火的加工工艺及设备。若机
械加工产生火花，应采用阻隔火花进入除尘系统的措施。
10.2 机械设备的加工危险区应设置防护罩和（或）防护装置，阻隔粉尘飘散、抛丸喷砂高压溅射、磨
削砂轮碎裂溅射等产生的危险。
10.3 机械加工所产生的粉尘不直接排空释放，机械加工应在吸尘罩或吸尘风柜内进行操作。
10.4 采用水湿或水浸加工工艺的设备符合下列要求：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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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密闭，应
有通风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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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循环用水管道内应无积尘，水质过滤装置、循环用水储水池（箱）及水质过滤池（箱）内不得
存在沉积泥浆。
11

作业安全

11.1 作业人员应经培训考核合格，方准上岗。
11.2 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作业的人员应穿着防静电工装、防尘口罩。
11.3 应检查确认电气设备及工具的电气连接导线绝缘层完好，电气设备可靠接地，防爆电气设备无异
常。
11.4 作业前应检查确认作业岗位、吸尘罩或吸尘柜无积尘，除尘设备的灰斗、收尘容器（桶）已清灰。
11.5 作业前 10min 应开启除尘系统。
11.6 应进行除尘系统安全检查确认，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风机运转正常、无异常杂音；
b）袋式外滤除尘器的进、出风口风压差无异常，滤袋无破损、无松脱，清灰装置工作正常；
c）湿式除尘器循环用水水质清洁、水量、流量正常，水质过滤池（箱）不出现粉尘浆泥和粉尘干
湿状况。
11.7 作业时应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不得使用产生碰撞火花的作业工具，作业工位区域的粉尘应及时清
理。
11.8 作业过程应注意观察风管、除尘器和收尘容器（桶）发生的异常温升，若发现异常应立即查明原
因并作出处置。
11.9 除尘系统异常停机，或在除尘系统停机期间、或作业区域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应停止作业。
11.10 作业过程在作业区不得进行动火作业及检维修作业。如需动火作业及检维修作业应在完全停止
铝镁制品机械加工作业的状况下进行，动火作业应按照 4.7 的要求采取防火安全措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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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粉尘清理

12.1 作业场所及设备、设施不得出现厚度大于 0.8mm 的积尘层，应及时进行粉尘清理，清理周期及部
位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a）至少每班清理的部位：
——作业工位及使用的工具；
——吸尘罩或吸尘柜；
——干式除尘器卸灰收集粉尘的容器（桶）；
——湿式除尘器及水湿或水浸加工设备的水质过滤池（箱）
、水质过滤装置及滤网；
——粉尘压实收集装置。
b）至少每周清理的部位：
——干式除尘器的滤袋、灰斗、锁气卸灰装置、输灰装置、粉尘收集仓或筒仓；
——除尘系统电气线路、电气设备、监测报警装置和控制装置；
——袋式除尘器的灰斗；
——湿式除尘器及水湿或水浸加工设备的循环用水储水池（箱）
；
——作业区的机械加工设备。
c）至少每月清理的部位：
——除尘系统的主风管、支风管、风机和防爆装置；
——干式除尘器的箱体内部，清灰装置；
——湿式除尘器箱体内部、滤网、滤球、喷水嘴和供水装置；
——作业区电气线路、配电柜（箱）
、电气开关、电气插座、电机和照明灯；
——作业区建筑物墙面、门窗、地面及沟槽。
12.2 清理作业时，采用不产生扬尘的清扫方式和不产生火花的清扫工具。
12.3 清扫、收集的粉尘应防止与铁锈、水或其它化学物质接触或受潮发生放热反应产生自燃，应装入
经防锈蚀表面处理的非铝质金属材料或防静电材料制成的容器（桶）内，且存放在指定的安全区域，
收集的粉尘应作无害化处置。
13

安全管理

13.1 应确保除尘系统，以及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的电气线路、电气设备：监测报警装置和控制装置
符合防爆安全要求，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维护检修。维护检修作业前，应清除作业区、机械加工设备、
除尘系统内部及周边区域的粉尘，动火作业应按照 4.7 的要求采取防火安全措施。
13.2 袋式外滤除尘器维护检修时，应针对滤袋清灰、残留粉尘的状况更新、更换滤袋。
13.3 应确保除尘系统配有的监测报警装置、控制装置和防爆装置，干式除尘器的清灰装置、锁气卸灰
报警装置，以及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校验。
13.4 应建立除尘系统、监测报警装置、控制装置和防爆装置，以及粉尘爆炸环境危险区域的电气线路、
电气设备的维护检修和检测、校验档案。
13.5 应进行铝镁制品机械加工生产过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并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档案，消除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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