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ATEX规范的防爆预防和防爆保护

爆炸性粉尘的安全捕捉和分离 • 金属粉尘
• 有机粉尘
• 油漆和喷涂粉尘

想了解关于按照ATEX标准的
预防性和结构性防爆保护的全
面信息，请参见我们的专业网
页www.exschutz.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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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式除尘的反吹清灰过程中
极有可能形成爆炸性气团。

如果此时有一个火源进入除尘
器，就会发生爆炸。

但是对于许多排放物的分离过
滤，干式除尘器仍然被当作最
经济实惠的选择。

为了能够毫无风险的利用这一
优势，在技术和管理方面采取
了一系列预防措施，以确保火
源不会进入除尘系统内，或者
确保爆炸产生的危险后果在可
控范围内。

粉尘爆炸并非偶然产生。两种
及两种以上反应物质混合形成
了爆炸性环境的基础。

金属粉尘、有机粉尘和喷漆粉
尘可以与氧气混合而形成爆炸
性环境条件。

由不同大小的细微粉尘和气体
分子形成的粉尘混合气流团是
构成爆炸性环境的前提。密度
差会形成持续的扬尘和扩散，
从而产生持续性的混合。

一旦达到一定的粉尘密度值并
超出某个限定颗粒大小，就构
成了一个爆炸性环境。

但是因为颗粒大小不同，所以
无法对可燃粉尘的爆炸极限值
进行一般通用定义。只有通过
专门的测试才能够对爆炸极限
（爆炸下限值UEG）进行定
义。

捕捉到的粉尘可能引起粉尘爆炸

粉尘爆炸的先决条件 
是有一个可爆炸的环
境

粉尘爆炸只会在特定条件下发生

混合粉尘团
(通过反吹清

灰)

有机粉尘

例如氯氟烃复合材料、玻璃纤
维增强塑料、聚酯材料、橡
胶、PTFE（聚四氟乙烯）、
绝缘材料，以及碳纤维、面
粉、石灰粉、可可粉、淀粉、
木屑、饲料、纤维素以及油漆
和喷涂粉尘，

在此类产品和材料的加工过程
中形成的粉尘为易燃物质，并
且一般可以划分到ST1等级的
爆炸性粉尘。

金属粉尘

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镁、铝一类
的无机物和精细抛丸中产生的
如铁一类的粉尘。

这些金属当其颗粒物（如粉
尘）非常少的情况下也可能会
自燃，即使它们在固体状态下
一般不易燃。

金属粉尘颗粒极大的相对表面
会迅速吸热，从而形成可爆性
气团。

有机粉尘和金属粉
尘是爆炸中的反应
堆

单单一个易爆的环境条件并不
会产生爆炸反应！

如果要引发爆炸，则必须要存
在火源，当然也包括材料的自
燃。

无火源，无粉尘爆
炸

除尘器的反吹清灰
可能形成爆炸性环
境

可燃性粉尘 火源

封闭空间
(主机外壳)

氧气
(大气环境)

混合粉尘团
(通过反吹清

灰)

可燃性粉尘 火源

封闭空间
(主机外壳)

氧气
(大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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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欧盟标准的防爆保护

防爆准则1999/92/EG (一般简
称为ATEX 137)规定了针对“爆
炸性环境“引起的风险需采取的
基本安全要求。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工作安全保
护。但是生产者并非一直都清
楚哪些生产环节存在潜在的爆

炸风险，以及要采取哪些相应
必要的措施。

为了澄清事实真相，凯乐会为
您提供综合广泛的建设性支持
建议，并进行相应的研究调
查。

防爆保护并非一直受到足够的
重视，但是在出现损伤的情况
下，管理层应当要能够出具相
应的防爆保护文件为证。

ATEX 137 (用户规
范) 定义了使用者的
责任

通过相应的粉尘试验可以测试
爆炸风险系数以及爆炸技术上
的参数。凯乐公司可以有偿为

您 提 供 一 揽 子 的 实 验 服 务
包。(www.exschutz.net)

粉尘样品可以确认
数据

最大爆炸压力值Pmax受封闭
外壳影响。随时间上升的爆炸
压力dp/dt又体现出爆炸强度，
它是压力/时间曲线出现转折点
的主要原因，并且它还是粉尘
爆炸等级St 1，St 2,和St 3的
分级参数(Kst值)。

爆炸参数举例：爆
炸压力和爆炸强度

除了最大爆炸压力Pmax之外，
粉尘爆炸等级也是设计结构性
防爆预防措施的重要基础

粉尘样爆炸等级 确认Kst值和Pmax值所需的检测
要求在欧盟规范VDI 3672第一
页和VDI 2263 第一页以及EN 
1434中作出了说明.

粉尘爆炸等级 爆炸等级
St 1 0 – 200

St 2 201 – 300

St 3 > 300

在1 m2 球形检测容器中一次粉尘爆炸的压力曲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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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参数

用于分析爆炸风险的爆炸系数参数

粉尘类型 最大压力值 爆炸冲能值

PVC 8,5   98

聚乙烯 8,8   131

碳粉煤粉 8,2   135

锡-铜粉 4,5   80

聚乙烯粉 < 8   < 100

塑料切割铣削粉尘 7   113

橡胶打磨粉尘 8,4   160

铝材打磨粉尘 8,5   160

喷漆 8,2   162

微量润滑工艺中含气溶胶铝粉 9   165

纺织纤维 < 10   < 200

锌粉 9,5   250

右侧所列爆炸参数均来自于凯
乐之前所实施的项目。

更 全 面 详 细 的 资 料 请 参 阅 
GETIS-DUST-EX数据库。

允 许 公 差 基 本 相 对 较 高 
（+/- 20％）。例如，KSt 180
和KSt 200之间的区别通常是没
有意义的。

使用者有义务创建防爆保护文
件，用以明确适用的保护措
施。必须记录好防爆保护措施
的原理，并且必须要包括以下
几点：

• 爆炸性环境形成的可能性和
持续时间，对爆炸危险区域进
行区域划分。

• 火源存在、引燃和蔓延的可
能性(包括静电放电)

• 可能产生的爆炸的程度和后
果(爆炸参数)

防爆保护文件

在明确爆炸危险性，检测爆
炸性粉尘参数如点火温度，
最小点火能量（MIE），爆炸
下限（LEL），Kst值等爆炸
性粉尘参数后，公司需根据 
ATEX 137要求采取措施。

重要的安全措施：

•依据爆炸危险进行区域划分 

•标记危险区域 

•确定实施哪些保护措施 

•员工的操作说明 

•创建一个包含所有可用数据
和有效程序的防爆文件

ATEX制造规范经由工业安全
法规BetrSichV全国实施。

以下条例为强制性的：

• DGUV 标准 113-001 (之前标
准 BGR 104)

• TRBS 2152 / TRGS 720

• TRBS 2152-1 / TRGS 721

• TRBS 2152-2 / TRGS 722

• TRBS 2153 / TRGS 727

在有潜在的爆炸危
险时采取的强制性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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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规范和防爆保护条例 ATEX114

在一般机械制造规范 附录I中
的第1.5.7条中指出：

“机器设计制造必须要以此为
出发点，即要能够避免任何可
能由机器本身或该机器产生、
使用的气体、液体、粉尘、蒸
汽等其他物质引发的爆炸危
险”。

机械制造规范
2006/42/EG

该应用下载链接: 
http://www.exschutz.net/
images/machinery_guide.pdf

欧 洲 议 会 和 理 事 会 的 规 范
2014/34/EU (一般简称为
ATEX 114)被视作制造厂家的
首要规范。

这一规范涵盖了保护系统和所
有可能存在于爆炸风险中的机
床和设备。

与此相关的包括电子设备和那
些自身可能存在火源的非电子
设备

ATEX 114（生产规
范）适用于有爆炸
风险的区域内或应
用行业内的产品

• 进行风险评估

•  确保正确正常使用和满足操
作条件

• 等级划分归类到设备类别

• 在设备铭拍上做好标记

•  如果有归类到类别1或2的电
气设备，或者非电气设备归
类到类别1，以及涉及到安全
保护系统，则需要通过特定
的第三方（有资质的研究机
构）进行EG-组件样品检测

机械制造规范
2006/42/EG 缩写为
ATEX 114

等级划分归类到设备类别

类别 1 2 3

安全等级 非常高 高 一般

适用区域 0/1/2 20/21/22 1/2 21/22 2 22

环境  D G D G D

 
 
 
          

ATEX是由法语单词Atmosphère 
Explosive的首两个字母组和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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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X114和ATEX 137之间的协调

生产者规范和使用者规范之间
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依赖性。

只有系统使用者和制造者在规
划项目前期进行细致深入和必
要的前期澄清，一切才有意
义。

无论是基于ATEX 114/137标
准规范的污染物的抽风捕捉设
计原理，还是防火保护措施，
还是关于换热设备的操作处
理，凯乐公司都可以为您提供
丰富必要的经验。

如您需要，凯乐公司还可以帮
助您如何完全响应国家规范。

针对这一话题凯乐
提供建设性建议

运行区域必须要依据其发生爆
炸危险的可能性和持续时间按
照以下系统进行分区(ATEX 
137/VDI 2263-6/BGR 104)

环境：气体/烟雾/烟气

浓度 > = 爆炸下限的100 %  

 区域 0

浓度为爆炸下限值的 50 
– 99%   区域 1

浓度为爆炸下限值的 20 
– 49%   区域 2

环境： 粉尘

风险大于运行时间的50%至经
常连续区域  区域 20

偶发性风险至小于运行时间的
50%  区域 21

在一般运行中无风险，或风险
极少极短  区域 22

按照ATEX114归类至设备分类
中

设备组I

包括地下和地表采矿设备

设备组 II

包括所有在其他爆炸性危险区
域内的设备.以下所有信息适用
于设备组II

设备类别 1 

潜在风险： 持续性、频繁性或
者时间跨度长

要求： 非常高的安全要求

设备类别 2

潜在风险： 偶尔

要求： 较高的安全要求

设备类别3

潜在风险： 极小极短

要求： 一般安全措施

适用区域按照安全生产规范
ATEX114

在区域20，只能适用设备类别
1D种类下的生产资料（设备）

在区域21，允许适用设备类别
2D(+1D)的设备

在区域22，则适用设备类别
3D（+2D和+1D）的设备

按照ATEX规范的区
域划分

主机VARIO的区域划分

红色： 区域20
绿色： 区域22

使用者 (ATEX 137)
基本要求 制造者 (ATEX 114)
对单个系统进行区域划分；选
择相应的设备

定义设备的适用区域；规范设
备的分组/分类

区域 0 / 20

区域 1 / 21

区域 2 / 22

类别1:

类别2:

类别3:

遵守相应的安装、调试和维
修要求

设备必须符合所有安全-健康
保护要求及相关标准

对生产区域进行风险以及协调
必要性分析

对被询问到的设备进行火源
分析

制作防爆保护文档 出具产品符合规范申明

定期更新 相应的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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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存在火源的前提下才有
可能引发爆炸危险(二级防爆)。

结构性保护措施

此举旨在避免例如焊接、烟头
和其他明火之类的一般火源。
只要没有火源，即使是在爆炸
性环境中，也不会产生爆炸危
险。

防止火源进入抽分分离设备

对于最小点火能(MIE) <10 mJ
的易燃粉尘及混合物来说，上
述措施的保护力度还不够。

所有在防爆保护区域内的系统
元件必须符合ATEX要求，以
排除被视为火源的可能性。

如果能够确保外部火源无法进
入除尘系统，那么只要将设备
部件接地即可，避免静电放
电。此外可以安装额外的导电
和接地过滤滤芯。

预防性防爆保护

预防爆炸性环境形成看上去似
乎显而易见 - 但是它并非适用
所有生产程序。

湿式分离

在此工艺中着火点会被弄湿，
避免了在除尘设备中形成爆炸
性环境。但是基于工艺步骤的
多样性，此种技术无法通用。

惰性化

在惰性物质覆盖的过程中，系
统中会导入类似石灰粉的粉末
状惰性物质，从而避免了爆炸
性环境的形成。但是必须注意
惰性物质和易爆粉尘/空气的混
合比例，防止二者引发爆炸。
此项工艺的经济型取决于产生
的粉尘量和所需惰性物质量。

防止形成爆炸性环
境

无火源操作

粉尘爆炸只会在特定条件下发生

混合粉尘团
(通过反吹清
灰)

可燃性粉尘 
（轻金属）

火源
(发红的余烬)

封闭空间
(主机外壳)

氧气
(大气环境)

获得专利的

ProSens的火源监控

保护原理 ProSens 针对最小点火能MIE > 10 mJ 
的点火源少和浓度低的粉尘

系统停机后再进行滤芯的反吹
清灰
在滤芯的反吹清灰过程中会中
断抽风，这样在清灰时就不会
有火花进入

火源监控
抽风管道在火花感应器的监控
之下。
一旦有燃烧的火花进入，可以
通过控制系统停止滤芯的下一
轮清灰反吹（形成爆炸性气流
团）。

通过FSA-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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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防爆保护

凯乐公司在FSA进行了爆炸试
验，以测试其过滤器外壳的抗
爆炸冲击能力。根据使用范围
不同可以对主机外壳进行0.2-
0.4bar的超压设计。

确认抗爆炸冲击力
的爆炸试验

在FSA对主机系列外壳进行的防爆保护实验

如果上述措施还不足以进行防
爆保护，可以再采取额外的保
护措施。该标准有以下防护措
施：

• 抗爆性建造结构
• 爆炸压力释放
• 爆炸负压
• 防止火焰或爆炸传递

结构性防爆保护

主机外壳制造设计 爆炸压力抵抗
根据最大爆炸压力进行测算，
主机外壳必须能够抵抗爆炸且
不会发生变形。

防爆性抗压
如果爆炸风险较小，那么主机
外壳的设计只需符合这一级别
标准即可。通常情况下，达到
一般安全级别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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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安全距离

用于户外除尘系统防爆泄压
或安装于外墙之上。安全距
离(根据设备系统大小不同)
：10-25m

有效泄压面积：0,5 m²

防爆保护 – 室外卸压或向车间外释压卸爆

释压卸爆窗

室内安装以及通过外墙进行释
压卸爆：Targo - Vent。
主机安装在室内时可以借助
Targo-Vent缩短通过外墙泄压
时所需的安全距离。漏斗形外
壳会使火焰转向45°。

有效泄压面积：0,35 m²

释压卸爆窗 带释压卸爆窗的除尘器

一台VARIO 4的安全
区域分布举例

室外安装：卸爆腔
为了缩短在使用卸爆片时的安
全距离，可以安装泄爆腔，借
助这个卸爆腔可以将卸爆片纵
向安装而非水平安装，这样火
焰释放会转向90°。

有效泄压面积：0,4 m²

3 10 15 [m] 距离

借助Targo-Vent的释压卸爆

卸爆腔



根据DIN EN 14460

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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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金属粉尘

主机安放在室内时的防爆保护

针对有机粉尘

ProVent的保护原理使得无火
焰的释压卸爆成为可能。其安
全距离为5m，可以再缩减至
0.5m
特点:
• Kst最大值: 200 bar x m/s
•  最小点火能(MIE)> 3mJ 的

粉尘
•  安全距离: 人员安全距离为

5m; 物体或墙体为0,5m

有效泄压面积：0.35 m²

无火焰释压卸爆阀 ProVent

通过灭火器自动启动装置达到
止爆效果。无安全距离要求。
适合于降低最大爆炸压力，对
有毒粉尘的效果极为理想。
特点:
• Kst值: 500 bar x m/s以内
•  适用于有毒粉尘或同时有气

体爆炸风险的室内安装的设
备 

•  因为有识别和控制系统，所
以只要极少的花费就可实现
防爆技术上的解锁断藕 

止爆 

借助ProPipePlus的无火焰释
压卸爆 

TR-1 ProVentPlus 
 
就可以将易爆的金属粉尘直接
吸入除尘设备并安全的进行过
滤分离，无需划分安全保护区
域。

借助ProPipePlus的无火焰释
压卸爆 

ProPipePlus的专利系统确保
了密闭空间内的安全防爆泄
压。特殊的不锈钢结构适用于
金属粉尘，2013年年末出台
了关于铝粉的特殊设计.

在爆炸试验当中证明，可以借
助这一独特的设计完全避免掉
安全距离的要求

带卸爆阀ProVent的VARIO 圆形过滤器，带有灭火剂容器

ProPipePlus

获得专利的

ProPipePlus的爆炸试验



借助抽风的气流使得单向止回阀处于常开状态

爆炸时阀门叶片可以借助管道内的爆炸压力波被关闭起来

带KLR滤芯的VARIO除尘器

根据DIN EN 16447

进行测试

11

爆炸技术性断耦

脏空气管道内的技
术断耦

例如通过单向止回阀ProFlap
带有防爆结构部件计的除尘系
统以及防爆泄压必须要对脏空
气管道进行防爆技术上的解锁
断藕。

止回阀ProFlap可以防止爆炸
压力和火焰扩散至其他区域。

从而确保在捕风点处的工作人
员和抽风侧的机床部件免受爆
炸危险。

干净空气管道内的
技术断耦

例如通过滤芯

我们认为滤芯对火焰有足够的
阻隔作用(不可作为保护系统
使用)，也许还需要采取额外
的隔离措施。凯乐公司在爆炸
实验当中证明了滤芯的阻隔作
用。

粉尘处理的技术断
耦

例如通过叶轮阀
为了避免爆炸的扩散可以借助
叶轮阀的断耦作用。通过正确
合适的选型可以避免火花的穿
透。作为替换项也可以选择抗
爆性的灰尘收集桶。 叶轮阀

获得专利的



符合ATEX规范的预防性和结构性防爆保护

我的粉尘是可爆炸的吗？我必
须采取哪些措施？相应的答复
和快速的决定请参看我们的网
页www.exschutz.net

项目咨询 如有其他问题我们的防爆专家
乐意为您服务。

请利用好我们在防爆保护方面
的经验。

 
正式成员

我们是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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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工业爆炸专家协
会 亦即(IND EX e.V.)

EX的正式成员，致力于防爆保
护的研究工作，因此我们总是
保持着最新版本的标准。

模拟爆炸

我们的除尘器也被用在IND EX
的专业爆炸模拟实验当中。

垦乐环保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Keller Environmental Equipment 
(Shanghai) Co., Ltd.
电话: +86 21 5888 4408
传真: +86 21 5888 4410
info@keller-china.com
www.keller-china.com

Keller Lufttechnik GmbH + Co. KG
Neue Weilheimer Straße 30
73230 Kirchheim unter Teck 
Fon +49 7021 574-0
Fax +49 7021 52430
info@keller-lufttechnik.de
www.keller-lufttechnik.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