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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the minimum ignition

          energy of dust cloud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悬浮在空气中的可燃粉尘（以下简称粉尘云）最小着火能量的测定系统、测定步骤和

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依赖空气中的氧维持其氧化反应的可燃粉尘。

    本标准不适用于炸药或具有爆炸性质的物质。

2 术语

2.1最小着火能量 minimum ignition energy

    能够点燃粉尘并维持燃烧的最小火花能量。

2.2 火花放电 spark discharge

    在两个不同电位导体之间的瞬间放电。

2.3 着火 ignition

    在测定过程中，如出现下述现象之一，则认为着火：

a.

b．

在密闭的试验罐内，用电火花做点火源时，测得的压力上升值至少为0. 2 X 105 Pa.

在开口的试验管内，火焰离开火花位置传播至少为60 mm,

2.4着火延迟时间 ignition delay time

    开始喷尘与出现火花放电之间的间隔时间。

3 试样

    制备用的试样状态应与实际相一致。试样的粒度应与现场可能存在的最细的粉尘相同或更细。

    对比试验时，试样的制备应采用同一方法，以确保试样的颗粒分布和水分含量一致。

    在不了解粉尘粒度时，应采用粒度小于75 jim的试样进行试验。

4 测定系统

4.1 电火花发生系统

    电火花发生系统可采用附录A所列的几种形式，所有的这些系统都应具有下述特性：

    a， 放电回路的电感：1-2 mH。当使用这个值来评价静电的危险性时，放电回路的电感应不超过

25 f.H；

    b． 放电回路的电阻：应不超过5n；

    c． 电极材料：不锈钢、黄铜、紫铜或钨；

    d． 电极直径和形状：2.0士0. 5 mm，电极尖端呈半球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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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电极间距：）6 mm;

    f． 储能电容器：低电感类，并能承受反复的脉冲电流；

    9． 电极排列形成的电容量：应尽可能小；

    h． 电极之间的绝缘阻值：应足够高，以防止漏电。

4.2 试验装置

    采用201,球形爆炸试验装置和哈特曼管（Hartmann tube)。其他的装置如能满足本标准5.3条的

要求，也可使用。

4.2.1 哈特曼管（Hartmann tube)

    该装置结构见图1。其容积为1. 2 L，装置上部为石英玻璃管，便于观察粉尘的着火情况。扩散器为

伞状形，用以扩散粉尘。

                                      图1 哈特曼管

                              1 石英玻璃管；2一点火电极；3 扩散器；4一铜套；

                                  5一底座；6一点火电极接头座；1一储气罐

4. 2. 2 20 L球形爆炸试验装置

    该装置结构见图20爆炸罐承压能力为3. 0 MPa o爆炸罐壁外装有控温用水套，下部安有粉尘扩散

器，通过管路和电磁阀与储尘罐相连通，储尘罐容积为0.6L，承压能力为2.5 MPa.爆炸罐上安有压力

传感器，传感器与记录仪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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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 L球形爆炸试验装置

排气口;2一点火源;3一扩散器；4一压力传感器；

          5一压力表；6一储尘罐

测定步骤

5. 1 电火花能量的计算

    试验用粉尘应在常温、常压下，均匀地喷入悬浮于试验装置内，并用电容电火花点火。

    电容电火花的能量值用式（1)计算：

                                            E＝ 0. 5C·U2 ························，··，·········，一 （1）

式中：E— 电火花能量，J;

      C— 电容量，F;

      U— 充电电容器的电压，V,

    当火花能量大于100 mJ时，可采用式（2)计算：

：一丁I (t)U(t)dt ··························，···⋯⋯（2）

式中：I (t)— 放电时，实际测得的电火花电流，A;

      U (t)— 放电时，实际测得的电火花电压，Vo

    注：电火花能量计算的详细说明见附录A,

5.2 粉尘云最小着火能量的测定

    首先在给定的粉尘浓度条件下，用一个能可靠点燃粉尘云的能量值的电火花开始，然后改变粉尘浓

度、着火延迟时间和喷尘压力，并通过调节电容器电容和（或）电容器上充电电压，逐次减半降低火花能

鱼值，直到连续20次试验均未出现着火为止。

    注：当使用20 L球形试验装置时，着火延迟时间应为120 ms.

    粉尘云最小着火能量Emin介于E,（连续20次试验均未出现着火的最大能量值）和E,（连续20次试

验均出现着火的最小能量值）之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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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m�,＜ EZ

5．3 标定

    使用本方法时，应用下述3种标准粉尘进行标定。在标定前标准粉尘应在常压、50℃的温度下干燥

24 h：

    石松子：Em;�=5̂ 15 mJ，中位径dso=31 /cm,

    葱醒：Emi. = 2一6 mJ，中位径dso=18 rmo

    聚丙烯睛:Em;n=2-6 mJ，中位径dso=27 um,

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说明试验是按本标准的规定完成的，并包括下述内容：

6.1 试样特征

    a． 试样的名称；

    b． 试样的来源；

    c． 试样的制备；

    d． 试样的粒度分布和水分含量（如果需要）。

6.2 测定系统特征

    a. 角虫发方式；

    b． 试验装置名称；

    c． 粉尘喷散系统；

    d． 放电回路的总电感值；

    e． 充电电压、电极材料和最佳的电极间距。

6.3 测定结果

20次连续试验均不出现着火的最大值能量E,;

20次连续试验均出现着火的最小值能量E2-

 
 
 
 

：a

b

6.4 试验报告

    应写明测定日期、测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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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电火花发生系统

    （参考件）

A1 概述

    第A2,A3,A4,A5和A6章叙述的是在本标准中可采用的几种电火花发生系统。在使用较大的试
验容器时，应采用适当的措施，以防止边壁效应。

    在进行能量计算时，应采用放电回路的总电容值和放电时的电压值。

A2 3一电极辅助火花触发系统

    图Al是试验装置布置方式。

                                                图 Al

                    1 辅助电极；2 主火花隙电极；3 辅助电路；4一控制装置;5一电磁阀；

                    ‘一储器罐；7一充电装置；8--截流阀;9一电容器；10一充电电阻；11一电感

    该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3一电极火花隙。其中主火花隙的两电极直径为3.2 mm，长度超过

20 mm以上的部分直径减至2. 0 mm。辅助电极的自由端向主火花隙倾斜，其倾斜段长度是20 mm。该

系统不仅用于上端开口的哈特曼管（Hartmann tube)，也可用于其他试验装置。

    电容器9<容量为20.10 000 PF）通过一个充电装置7进行充电。充电装置回路串有一个充电电阻

10，将充电电流限制到1 mA。粉尘云的着火试验由控制装置4完成。其步骤是：由控制装置4打开电磁

阀5，使粉尘喷入试验装置，形成粉尘云，间隔预先确定的时间后，触发辅助火花，从而使电容器放电，形

成主火花，提供试验用点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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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助电路的能量不得超过主放电电路能量的10%.

A3 电极移动触发系统

    图A2是试验装置的布置方式。

                                                  图 A2

                      1一螺旋千分尺；2一固定座；3一电极；4一哈特曼管；5-聚四氟乙烯

                      绝缘件；6一双作用气动活塞；7一电容器；8一电压表；9一高压发生器；

                                        10-一时间继电器；11 储气罐

    两电极通过聚四氟乙烯固定座安置于顶端开口的哈特曼管中。两个固定座都钻有小孔，电极可以移

动。其中一电极（接地）与测量用的螺旋千分尺的测杆相连。该干分尺固定在哈特曼管上。另一电极（接

高压）与一个推杆相连。该推杆受双作用气动活塞（活塞直径为35 mm，操作压力600 kPa）控制，工作行

程为10 mm，通过一聚四氟乙烯绝缘件与电极相连。高压电极与电容量为26 PF-311 uF的电容器相

连。当高压发生器从电容器电路中断开后，由电一气动装置控制有一定气压的储气罐，释放压缩空气，使

粉尘扩散形成粉尘云，延迟一定时间（由时间控制器设定）后，将高压电极推到规定位置，使电容器放电

产生电火花。

A4 电压增加（涓流充电电路）触发系统

    图A3是该试验装置的布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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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A3

                                  1 试验装置;2 直流电源;3 去藕电阻

    高的直流电压使电容器的电位缓慢升高，直至产生火花。重复相同的操作可得到一系列相等的能量

值。电路中有一个阻值为101-109 n的限流电阻。电容器的电压是用电压表来测量的，与该电压表串联

  个阻值为101̂-109 dZ的去祸电阻。通过调节电容器电容和放电电压，可得到能量值超过1. 0 mJ的电

火花。

    试验时，首先应确定所需的火花能量值。选择一合适值的电容器，调节电压（在10̂-30 kV之间调

节）和电极间距，直到在电极处产生按。. 5 CU' (C为电极处于高电压时放电回路的总电容，该电容可用

交流电桥测得；U为产生火花时的电压值）计算所需能量值的电火花，接着将高电压电极接地，并把一定

量的粉尘试样装入喷尘杯中。然后将直流电源接入电路中。当电极间刚产生火花时，将粉尘试样用压缩

空气喷入试验装置，形成粉尘云。这时，观察是否出现着火，并观察火焰的传播情况。

    通常，第 一次试验都是用较高的火花能量（如500 mJ)来进行的。如果出现着火，然后逐步地降低火

花能量再进行试验，直至没有出现着火为止。

A5 辅助火花触发的双电极系统

    图A4是试验装置的布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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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A4

                          1一火花隙;2一电容器；3一开关；4一变压器；5一主电容器

    本电路不能用于无电感的试验。由于电容器的容量在40 PF以下可调（以10的倍数调节），电压在

1 000 V以下也可调（一般到400̂-500 V为最低值），所以火花能量可调范围较宽。火花放电在预定的

时刻由触发电路激发完成。在触发电路中，包括有电容器2、开关3和变压器4的初级线圈。当开关闭合

时，在变压器的次级线圈中，感应产生峰值约为15 kV的高电压脉冲击穿火花隙1，从而使主电容器5

放电，产生电火花。试验表明，这种触发方式难于产生低于2-5 mJ的电火花。

    通过测量放电时火花隙处随时间变化的电流和电压，便可获得所需火花能量值。二极管的作用是使

放电仅能单向进行。变压器的次级线圈的自感量应为1-2 mHo

A6 方形波火花发生系统

    该系统的电容器容量较大，一般由几个大电容器或数十个小电容通过串、并联方式组成。电容器充

电电压最高为1 500 V。在放电回路中串有可调电阻。该系统的特点是：放电电流和放电电压在整个放

电过程中呈方形波，使其在整个放电时间内，电火花的强度保持不变，从而避免放电过程的无功火花产

生，使所测数据更准确。通过调节充电电压、可调电阻以及放电持续时间，可方便调节电火花的能量值。

该系统的技术特征为：放电火花持续时间调节范围为0. 99-990 ms，火花能量调节范围为。.25-2. OX

106 mJ，可调电阻范围为。-990 S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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