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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国际标准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部分 通用要求 对

进行修订的 在技术内容上与 等效 编写规则上与之等同并符合

的规定

本标准在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的总标题下分以下部分

第 部分 通用要求

第 部分 隔爆型

第 部分 增安型

第 部分 本质安全型

第 部分 正压型

第 部分 充油型

第 部分 充砂型

第 部分 浇封型

在根据 修订 时 为解决 类电气设备非金属材料外壳的防火

问题 增加了对塑料外壳的阻燃性能要求 见附录

本标准还保留了 中的部分内容

检验程序 以适应我国防爆电气产品检验的需要 见附录

类电气设备的防潮要求 以满足我国煤矿潮湿环境条件的特殊要求 见附录

类手持式或支架式电钻 以及附带的插接装置 携带式仪器仪表 灯具的外壳 可采用抗拉强

度不低于 且按 规定的摩擦火花试验方法考核合格的轻合金制造 保留该内容 以

解决我国某些特殊手持式电气设备的轻量化问题 见

本标准与 相比 有以下重要改变

标准名称的修订 即将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改为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将术语 爆炸性气体混合物 修订为 爆炸性气体环境

塑料外壳为解决静电电荷堆积 增加了 外壳表面积 限制 防止静电电荷堆积的结构 措施

抗光老化规定 阻燃性能规定 等

修订了 类电气设备外壳用轻金属含镁量的规定

外接地连接件的尺寸修订为与内接地连接件尺寸一样

塑料外壳的表面电阻测量方法修订为测量 相距 长 宽

的两平行直线段间的电阻值

增加了 元件 熔断器 插接装置 手提灯和帽灯等内容

在试验部分增加了塑料的阻燃试验 塑料耐光老化试验 轻合金摩擦火花安全性试验等

类电气设备无保护的透明件 在高机械危险的情况下 冲击试验能量从 的

降为 冲击试验环境温度由 修订为

取消了玻璃透明件用尼龙冲头作冲击试验的规定

防爆电气设备送审时 只要求制造厂送与防爆性能有关的资料 但增加了有关工厂产品质量保

证文件资料的要求

本标准是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基础标准 防爆电气设备产品标准与本标准抵触时 应以本标

准为准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 同时代替

本标准的附录 附录 附录 附录 附录 都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 附录 都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机械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机械工业部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抚顺分院和重庆分院 沈阳

电气传动研究所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郭建堂 陈在学 黄荣光 万邵珀 季明焕 王军

本标准 年 月首次发布 年 月第 次修订

本标准委托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前言

国际电工委员会 是一个国际性的标准化组织 它是由所有的国家电工技术委员会

组成的 的宗旨是为了促进电工领域中有关标准化的所有问题的国际性合

作 为此目的 除了其他活动外 还出版国际标准 标准制定委托各个技术委员会进行 在该准备工

作中 对该专题感兴趣的任何 国家委员会都可以参加 在标准的制定中 国际性的 政府与非政府

性及与 有关的组织 也可以参与该工作 按照两组织之间协商的条件决定 紧密地与国际标准

化组织 合作

关于技术问题的正式决议或协议都尽可能地反映国际间的一致意见 因为对该专题特别感

兴趣的各国家委员会在该技术委员会中都有代表参加

他们具有国际上通用的推荐形式 以标准 技术报告或指南的形式出版 并在这个意义上为各国

家委员会认可

为了促进国际间的统一 各国家委员会都同意在本国标准和区域性标准的最大允许范围内

采用 国际标准 标准和各国相应标准或区域性标准之间如有差别 均应在各国家标准的文本

中清楚地表明

国际电工委员会 对批准程序没有规定 因此对宣称某设备符合国际标准的某个标准时 国

际电工委员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本国际标准的某些部分可能涉及专利权 国际电工委员会对某些等同或全部等同

将不负任何责任

国际标准 由 爆炸性环境用电气设备技术委员会 制定

该第 版将删除和代替 年出版的第 版本并且进行了技术修订

该国际标准是以 出版的欧洲标准 为基础制定的

本标准以下列文件为根据

投票报告

本标准投票批准的全部情况可以在上表所列的投票报告中查到

附录 和附录 构成本标准的整体部分 附录 和附录 是非标准内容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部分 通用要求
代替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引入装置 元件的结构 检验和标志的通用要求

及检验程序

本标准将由下列防爆型式专用标准补充或修改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部分 隔爆型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部分 增安型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部分 本质安全型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部分 正压型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部分 充油型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部分 充砂型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部分 浇封型

矿用安全帽灯

以上标准和本标准不适用于医用电气设备 发爆器 发爆器试验仪和点火电路试验仪

注

除上述防爆型式外 无火花型 也适用于爆炸性环境

电气设备采用标准和 条专用标准未包括的防爆型式时 经检验单位认可 可作为特殊型电气设备 标志为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内六角圆柱头螺钉

内六角平端紧定螺钉

内六角锥端紧定螺钉

内六角圆柱端紧定螺钉

内六角凹端紧定螺钉

采用说明

中无检验程序的具体规定 本标准在附录 中加以规定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交变湿热试验方法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器设备 最大试验安全间隙测定方法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器设备 气体或蒸汽混合物按照其最大试验安全间隙

和最小点燃电流的分级

外壳防护等级 代码

电机外壳防护分级

紧固件 螺栓和螺钉通孔

六角头螺栓 和 级

六角头螺栓 全螺纹 和 级

硫化橡胶国际硬度的测定 常规试验方法

型六角螺母 和 级

矿用安全帽灯

商品紧固件的中等精度 普通螺纹极限尺寸

塑料弯曲性能试验方法

测量固体电气绝缘材料暴露在引燃源后燃烧性能的试验方法

确定电气绝缘材料耐热性的导则 制定老化试验方法和评价试验结果的

总规程

煤矿用金属材料摩擦火花安全性试验方法和判定规则

商品紧固件的普通螺纹选用系列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第 部分 确定引燃温度的试验方法

低压钠灯

确定电气绝缘材料耐热性的导则 第 部分 试验判断标准的选择

高压钠灯

低压开关和控制器 第 部分 总规程

塑料 硬塑料摆锤式冲击试验强度测量方法

公差和配合的 系统 第 部分 孔和轴的标准公差等级和极限偏差表

塑料 抗拉性能的测量 第 部分 成型塑料和模压塑料

硫化橡胶 对液体影响的测定

塑料 暴露于实验室光源的试验方法

定义和符号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和符号

电气设备

系一切利用电能的设备的整体或部分 如发电 输电 配电 蓄电 电测 调节 变流 用电设备和电讯

工程设备等

爆炸性环境

可能发生爆炸的环境

爆炸性气体环境

大气条件下 气体 蒸气或雾状的可燃物质与空气构成的混合物 在该混合物中点燃后 燃烧将传遍

整个未燃混合物的环境



试验用爆炸性混合物

用于防爆电气设备试验的特定爆炸性混合物

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引燃温度

按照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时 能够引燃爆炸性气体与空气混合物的热表面最低温度

工作温度

设备在额定运行时所达到的温度

最高工作温度

工作温度的最高值

注 每个设备的不同部件最高工作温度可能不同

最高表面温度

电气设备在允许的最不利条件下运行时 其表面或任一部分可能达到的并有可能引燃周围爆炸性

气体环境的最高温度

注

制造厂应给出其产品标准并在其设计中考虑以下条件

防爆型式有关标准规定的故障条件

其他标准规定的运行条件 包括制造厂认可的过载状态

制造厂规定的其他运行条件

此处所述最高表面温度可能是外表面温度也可能是内表面温度 这取决于防爆型式

外壳

为实现电气设备防爆型式或防护等级 的所有壁 门 盖 电缆引入装置 杆 转轴 心轴等构成的

整体

防爆型式

为防止电气设备引起周围爆炸性气体环境引燃而采取的特定措施

外壳防护等级

代码前面加符号 用以表明电气设备外壳

防止人员触及外壳内部带电部件和活动部件 光滑的转轴及类似件除外

防止固体外物进入设备内部

防止液体浸入电气设备内部

注 提供防护等级 的外壳不必等同 所列防爆型式的设备外壳

额定值

由制造厂给定的用以规定设备 装置或元件工作条件的一组数值

额定

额定值和运行条件的集合

电缆引入装置

允许将一根或多根电缆或光缆引入电气设备内部并能保证其防爆型式的装置

电缆引入装置

作为一种设备单独试验并取证 和设备外壳一起安装而不需再发证书的电缆引入装置

导管引入装置

将导管引入电气设备内而仍保持其防爆型式的一种装置

压紧元件

电缆引入装置的一个用于对密封圈施加压力以保证其有效功能的元件

夹紧装置

引入装置中用于防止电缆被拉伸或扭转而影响到连接件的元件

密封圈



在电缆 导管引入装置中 为了确保引入装置与电缆或导管之间的密封性所采用的环状物

接线空腔

与主体外壳分离或者属于主体外壳一部分 与主体外壳连通或不连通的包含连接件的空腔

连接件

用于与外电路导线进行电气连接的端子 螺钉或其他零件

绝缘套管

用于将一根或多根导体穿过外壳壁的绝缘装置

元件

不能单独使用并具有符号 当与其他电气设备或系统一起使用时需附加认证的爆炸性气体环

境用电气设备的部件或组件 电缆引入装置除外

符号

一种加在防爆合格证编号后的表明其安全使用特定条件的符号

符号

一种加在防爆合格证编号后的表明该产品为 元件的符号

注 符号 和 不能同时使用

证书

用于确定设备符合标准的要求 型式试验和适应的例行试验的文件 证书可以针对 设备或

元件

注 证书可以由制造厂 用户或第三方如 体系认可的认证机构 国家认证机构或授权的个人颁发

电气设备分类和温度组别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分为

类 煤矿用电气设备

类 除煤矿外的其他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用于煤矿的电气设备 其爆炸性气体环境除了甲烷外 可能还含有其他成份的爆炸性气体时 应按

照 类和 类相应气体的要求进行制造和检验 该电气设备应有相应标志 例如 或

类电气设备可以按爆炸性气体的特性进一步分类

类隔爆型 和本质安全型 电气设备又分为 和 类

注

这种分类对于隔爆型电气设备按最大试验安全间隙 对于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按最小引燃电流

划分 见附录

标志 的设备可适用于 设备的使用条件 标志 的设备可适用于 及 设备的使用条件

所有防爆型式的 类电气设备分为 组 并按 标出与最高表面温度有关的标志

电气设备可以按某一特定的爆炸性气体进行检验 在该情况下 电气设备应取得相应的证书和标

志

温度

最高表面温度

对于 类电气设备 其最高表面温度应按 的要求在有关文件中规定

最高表面温度不应超过

当电气设备表面可能堆积煤尘时

当电气设备表面不会堆积或采取措施 例如密封防尘或通风 可以防止堆积煤尘时 电



气设备的实际最高表面温度应在铭牌上标示出来 或在防爆合格证号之后加符号

注 用户选用 类电气设备时 如果温度超过 的设备表面上可能堆积煤尘时 则应考虑煤尘的影响及其着火

温度

类电气设备应按照 中 的规定作温度标志 优先按表 标出温度分组 或标实际最高

表面温度 必要时给出其限定使用的气体名称

表 类电气设备的最高表面温度分组

温度组别 最高表面温度

环境温度

电气设备应设计在环境温度为 下使用 在此时不需附加标志

若环境温度超出上述范围应视为特殊情况 制造厂应将环境温度范围在资料中给出 并在铭牌上标

出符号 或 和特殊环境温度范围 或按 中 规定在防爆合格证编号后加符号 见表

表 使用环境温度和附加标记

电气设备 使用环境温度 附加标记

正常情况
最高

最低
无

特殊情况
制造厂需在资料中给出并标在证

书上

或 附加规定范围 例如

或符号

表面温度和引燃温度

最高表面温度应低于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引燃温度 某些结构元件 其总表面积不大于 时 其

最高表面温度相对于实测引燃温度对于 类或 类电气设备具有下列安全裕度时 该元件的最高表面

温度允许超过电气设备上标志的组别温度

组电气设备为

组和 类电气设备为

这个安全裕度应依据类似结构元件的经验 或通过电气设备在相应的爆炸性混合物中进行试验来

保证

注 试验时 安全裕度可通过提高环境温度的办法来达到

本安电路中的小元件最高表面温度的特殊裕度按 的规定

对所有电气设备的规定

采用说明

中对 类电气设备防潮要求无具体规定 本标准增加的 类电气设备防潮要求 见附录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并符合 所述防爆型式专用标准对本标准的

修正

注 如果电气设备承受一些不利的特殊条件 如 运行条件恶劣 潮湿影响 化学剂的影响 环境温度的变化 则用

户应说明这些要求 并且由用户和制造厂之间商定相应的措施 类电气设备防潮要求见附录



开启外壳门 盖的允许时间

内装电容器且具有快动式门或盖的电气设备外壳 由断电至开盖的时间间隔须大于电容器放电

至下列剩余能量所需的时间

当充电电压在 及以上时

电气设备

电气设备

电气设备

当充电电压低于 时 剩余能量值可为上述能量值的 倍

内装热元件且具有快动式门或盖的电气设备外壳 由断电至开盖的时间间隔须大于热元件温度

降至低于电气设备允许最高表面温度所需的时间

应设警告牌标明 规定的时间间隔 如 放电后 分钟方可打开 为所需延迟

时间 或设 有爆炸性气体时请勿打开 的警告牌

非金属外壳和外壳的非金属部件

非金属外壳及与防爆型式关联的外壳非金属部件均应按 的规定进行试验 与防爆型式关联

的密封圈按附录 的规定试验

材料的规定

按 制造厂提供的资料应规定外壳及外壳部件的材料和加工工艺过程

对于塑料的规定应包括

制造厂名称

准确完整的参考资料 颜色 包含的充填物及其他添加剂的含量 也可给出标准号

表面处理 如抛光等

对应热稳定曲线 点的温度指数 在该点按照 和

测定的弯曲强度降低不超过 如果材料在热辐射之前试验不折断 则温度指数按照

标准用 或 类试棒测定的抗拉强度确定

上述特性的数值应由制造厂提供并负责

热稳定性

在最高环境温度下 见 塑料外壳或外壳部件最热点的温度 见 至少应比对应

点的温度指数 低 塑料外壳或外壳部件还应具有耐热和耐寒性能 见 和

塑料外壳及外壳部件的静电电荷

本要求仅适用于下列设备的塑料外壳 外壳的塑料部件和设备的其他暴露塑料部件

移动式电气设备

可能被摩擦或擦拭塑料部件的固定式电气设备

类电气设备

塑料外壳表面面积大于 时 应设计为在正常使用维护和进行清洁的情况下能防止产生引

燃危险的静电电荷的结构

塑料外壳表面按照 在温度为 相对湿度为 的条件下测量时 测得的

表面绝缘电阻不应超过 或者用选择外壳和外壳部件的尺寸 形状和布置 或者采取其他保护方

法 以防止引燃危险的静电电荷产生

如果在设计上不能避免引燃危险时 则应有一个警告牌标明在运行中须采用的安全措施

注

在选择电气绝缘材料时 应考虑其最小表面绝缘电阻 以防止因裸露的塑料部件碰触带电件而产生的问题



用于爆炸性气体长时间或持续存在的场所的塑料外壳还应有更进一步的限制

类电气设备

塑料外壳应设计成为在正常使用 维护和进行清洁的情况下 能避免产生引燃危险的静电电荷的结

构 该要求可通过下列措施之一来满足

合理选材 使其按 要求在温度为 相对湿度 条件下测量的表面绝

缘电阻不超过

通过限定塑料外壳或外壳塑料部件的最大表面面积 见注

对于 类电气设备不得超过 如果在塑料裸露部分用接地金属框架围住 则最

大面积允许增加至

对于 类电气设备包括透明件不得超过 如果塑料部件有附加防静电电荷措施 最大

面积允许增加至

选择合理尺寸 形状和布置 或用其他安全措施使其不产生危险静电电荷

如果不能通过外壳的设计来避免引燃危险时 则应设置一个警告牌标明在运行中采用的安全措施

注

在选择电气绝缘材料时 应考虑其最小表面绝缘电阻 以防止因裸露的塑料部件碰触带电件而产生的问题

用于爆炸性气体长时间或持续存在的场所 区 的塑料外壳还应有更进一步的限制

类电气设备塑料外壳应具有阻燃性能

采用说明

中无此具体规定 本标准增加该要求 见附录

删去 中 的规定不适用于 类携带式测量仪表 的条文 增加我国对 类手持式电钻 携带式仪

器仪表 灯的外壳的规定

螺孔

运行中为调节 检查或其他操作而要打开的盖子的紧固螺栓孔 只有螺纹形状适合于塑料材料时

才能在塑料外壳上攻螺孔

含轻金属的外壳

制造 类电气设备外壳的材料 按质量百分比 铝 钛和镁的总含量不允许大于 并且钛和镁

总含量不允许大于

制造 类电气设备外壳的材料 按质量百分比 含镁量不允许大于

在运行中调整 检验或其他工作原因必须打开的盖板 在外壳上的紧固螺钉的螺纹孔 只有在螺纹

形状适合于外壳所用的材料的情况下 才允许在外壳上攻螺孔

类手持式或支架式电钻 及其附带的插接装置 携带式仪器仪表 灯具的外壳 可采用抗拉强度

不低于 且按 规定的摩擦火花试验方法考核合格的轻合金制成

紧固件

总则

对保证防爆型式或用于防止触及裸露带电零件所必须的紧固件 只允许用工具才能松开或拆除

含轻金属的外壳用的紧固螺钉允许用轻金属或塑料制成 只要紧固件材料适用于外壳材料即可

特殊紧固件

在防爆型式专用标准中要求用特殊紧固件时 则特殊紧固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螺距应符合 的要求 公差配合符合 的

螺栓或螺母应符合 或 的要求 对于内六角螺栓

应符合 的要求



电气设备的孔应符合 的要求

注 类特殊紧固件的头在使用中易于损坏而使防爆性能丧失 应有保护措施 如护圈或沉孔

电气设备的特殊紧固件用孔

中电气设备紧固孔的螺纹深度应至少等于相应规格紧固件螺母的全部高度 见图

螺纹公差应按照 的 级 且满足以下规定之一

螺栓头下面孔的允许间隙按照 不大于 的中等公差 见图 和

紧固螺栓的螺纹外直径

的 级允许最大间隙

图 螺纹紧固的公差和间隙

细杆螺栓头或螺帽下面的孔应攻丝 以保证螺栓不脱落 螺孔的尺寸应保证与被连接件的接触

面积至少等于非细杆螺栓在光孔中的接触面积 见图

与螺纹对应的标准光孔直径

紧固螺栓的螺纹外直径

细杆紧固螺栓接触尺寸

全螺纹标准螺栓标准螺栓头的接触尺寸

图 细杆紧固螺栓头下面的接触面

对于内六角螺栓 螺纹公差等级为 中的 级 但在紧固以后不得从螺孔中凸出

联锁装置

为保持某一防爆型式用的联锁装置 其结构应保证非专用工具不能轻易解除它的作用



绝缘套管

绝缘套管在接线和拆线中可能承受扭矩时 应安装牢固 并保证所有部位不转动 相应的扭矩试验

见 的规定

粘接材料

制造厂根据本标准 提供的文件 应证明与安全性有关的粘接材料在运行条件下有足够的热

稳定性 以适应电气设备的最高温度 材料的极限温度值超过电气设备的最高温度至少 热稳定性

才是足够的

注 如果粘接材料须承受不利运行条件 由制造厂和用户协商解决措施

检验单位不必按 的文件检验其性能

元件

元件应满足附录 的规定 且可以是

空外壳

与设备一起使用 并且符合 所列一个或多个防爆型式的元件或组件

元件可能按以下方式安装

完全装在一个设备外壳内 如增安型接线端子 电流表 加热器或显示器 隔爆型开关元件或恒

温器 本安型电源

完全装在设备壳体外 如增安型接地端子 本安型传感器

部分装在设备外壳内 部分在外 如隔爆型按扭开关 限位开关或指示灯 增安型电流表 本安型

指示器

完全安装在外壳内的元件 仅对作为一个单独元件不能检验的部分 安装后进行检验 如元件安

装完后对表面温度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检验

对于安装在外壳外或部分在外和部分在内的情况 元件与外壳的交接面应检验其是否符合有关

防爆型式的规定 并按 进行机械试验

连接件和接线空腔

电气设备应有连接件与外部电路相连 但电气设备在制造中有永久引入电缆者除外 所有带有永

久引入电缆的设备应标志 以表明应有适当措施连接电缆的自由端 电缆的自由端应做适当保护

接线空腔和出线口应有足够尺寸以方便导线连接

接线空腔应符合 所列的一种防爆型式

接线空腔的设计 应使导线按规定连接后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符合相应防爆型式标准的规定

接地连接件

电气设备应在接线空腔内的电路连接件旁设置接地连接件

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应设置辅助的外接地连接件 外接地连接件应与 所要求的连接件有电

气连接 移动式电气设备可不设外接地连接件 但应使用具有接地芯线或等效接地芯线的电缆

注 电气连接 不一定有导线连接

不必接地的电气设备 如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电气设备 或不必附加接地的电气设备 如金属

外壳上安装金属导管系统 则可不设内接地和外接地连接件

接地连接件应至少保证与一根导线可靠连接 导线截面积见表

另外 电气设备外接地连接件应能至少与截面积为 的接地线有效连接



表 保护线最小截面积

主电路导线每相截面积 对应保护线最小截面积

连接件应有有效防腐措施 其结构应能防止导线松动 扭转 且有效持久地保持接触压力

电气连接的接触压力不应由于工作中绝缘材料尺寸因温度或湿度的变化等原因而受到影响

在连接中被连接部分含轻金属材料时 则必须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 例如应用钢质过渡件

电缆和导管引入装置

制造厂按 提供的文件中应指明引入电缆或导管的位置和最大允许数量

电缆和导管引入装置装配到电气设备上时 它们的结构和固定不应损害电气设备的防爆特性 当

选用引入装置时 应适合电缆引入装置制造厂规定的全部电缆尺寸范围

电缆和导管引入装置可以作为设备整体的一部分 即构成设备外壳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 在这

种情况下 引入装置应与设备一起进行检验

注 分离形式 但与设备安装在一起的电缆和导管引入装置 一般分开试验和发证 但若制造厂要求可与设备一起

试验和发证

电缆引入装置 无论是与设备构成整体还是分开都应符合附录 的规定

类电缆引入装置应有夹紧装置 防止电缆的转动传递到连接件

导管的引入可以通过螺纹旋到螺纹孔中或紧固在光孔中 螺纹孔和光孔可设在

外壳壁上

外壳连接板上

合适的填料盒中 它属于外壳的一部分或连接在外壳壁上

电气设备外壳上不装电缆或导管引入装置的通孔用的封堵件 应能与设备外壳一起符合 相

应防爆型式的规定 封堵件只能用工具才能拆除

在额定工作状态下 如果电缆或导管引入装置部位的温度高于 或在芯线分支部位高于

则在电气设备的外部应设一个指示牌 以便用户选择电缆及布在导管中的导线

电缆引入装置 导管引入装置

引入点 导线分支点 密封圈 填料

图 引入点和分支点图示



旋转电机的补充规定

电机轴伸端驱动的外风扇应有风扇罩保护 风扇罩不视为该电气设备的外壳 风扇及风扇罩应符合

以下要求

外风扇的通风孔

旋转电机的外风扇通风孔的防护等级按 规定

进风端最低应为

排风端最低应为

立式旋转电机必须防止垂直落下的异物进入通风孔 类旋转电机 当通风孔的结构和布置使大于

的异物不能垂直坠落或振动进入到电机的转动部件上时 采用防护等级 即满足要求

通风系统的结构和安装

风扇 风扇罩和通风孔挡板的抗冲击能力应符合 和 的规定

通风系统中的间隙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 外风扇 风扇罩 通风孔挡板和它们的紧固零件相互间的距离最小为风扇最大

直径的 且不小于 不必超过 当有关零件经过机械加工时 此距离允许缩小到

外风扇及风扇罩材料

旋转电机用的外风扇 按第 规定的方法测得的电阻 不得超过 但风扇旋转线

速度小于 的 类电机除外

制造厂给出的塑料使用温度高于风扇额定运行最高温度 在额定范围内 则认为该塑料

的热稳定性是合格的

旋转电机用含轻金属制造的外风扇 应符合 或 的规定

开关的补充规定

触头式开关不允许浸在可燃性绝缘油中

隔离开关 不允许在额定负载时操作 应与负荷断路装置在电气或机械上联锁

对于 类设备可在隔离开关执行机构旁加 严禁带负荷操作 的警告牌

开关柜设有隔离开关时 隔离开关操作位置必须分明 设置上应能清楚地显示出隔离开关的接触

位置或可靠地显示出断开位置 详见 这个隔离开关和开关柜的盖板或门之间的每个联

锁都应保证只有当隔离开关的触头完全切断时 盖板和门才有可能打开

类开关柜的隔离开关操纵机构在其断开位置时 应借助一个扣锁锁住

如果 类开关柜具有短路故障和接地故障的继电器保护 则继电器动作后应锁定 如果开关柜具

有能从壳外进行就地复位装置时 则复位装置的盖应采用 的特殊紧固件

外壳内带遥控电路的电路接点若受非手动操作 例如电的 机械的 磁的 光电的 气动的 液压

的 声学的 热的作用 而使电路接通或断开时 那么外壳的门和盖应符合以下规定

与隔离开关联锁 除非内部的非保护电路已断开

或者设置 严禁带电开盖 的警告牌

在上述 的情况下 如果在隔离开关断开后仍有一些内部元件带电时 为了减少维护人员的危险

带电元件应采用以下保护方式之一

规定的防爆型式

下列防护措施

电气间隙 爬电距离符合 增安型 的规定 并且

内部有一附加壳体把带电件保护在内 该壳体防护等级至少为 的 且工具

不能通过开口直接接触带电件



内部增设 严禁带电开盖 的警告牌

熔断器的补充规定

有熔断器的外壳应设联锁装置 仅在电源断电时才能安装或更换内部元件 并且在外壳可靠关合后

熔断器方能带电 或者增设 严禁带电开盖 的警告牌

插接装置的补充规定

插接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用机械 电气或其他方法联锁 在带电条件下 插接装置不能断开 当断开时插头不得带电

用 特殊紧固件连接在一起 并增设 严禁带电断开 的警告牌 在与电池连接的情况下 如断

开前不能断电 则警告标志应为 只允许在非危险场所断开

额定电流在 以内 交流额定电压在 或直流电压在 以内时 插接装置如果符合以

下全部要求 则不必符合 的规定

插座接在电源侧

插头与插座分离前有灭弧延迟时间

在灭弧期间插头插座应符合 隔爆型 的规定

分开后的带电件应符合 所规定的任一防爆型式

严禁未插入插座的插头元件带电

灯具的补充规定

灯具中的光源应有透明保护罩 该透明保护罩可由网孔小于 的保护网来保护

如果网孔超过 则认为该灯具无保护

透明罩和保护网应经受 规定的试验

灯具的安装不应仅靠一个螺钉 用吊环安装时 吊环可作为灯具的一部分铸造或焊接在外壳上 如

果吊环用螺纹旋在外壳上时 应另有防止扭转松动的措施

除了 规定的本质安全型灯具外 灯具可打开的盖子

应带有自动联锁装置 使得盖子开启时 灯座的所有电极自动切断电源

或设置 严禁带电打开 的警告牌

在上述 的情况下 如果在断路器断开后 除灯座之外的某些部件仍带电时 为了减少维护人员的

危险 带电部件应采用下列防护方式之一

规定的防爆型式

下列防护措施

断路器的设置应使它不能由手动误操作给非保护件通电

电气间隙 爬电距离符合 增安型 的规定

内部有附加壳体把带电件保护在内 该壳体防护等级至少为 的 且工具不能经

过开口直接接触带电件

附加壳体上增加 严禁带电打开 的警告牌

不允许用游离金属钠灯 符合 低压钠灯 可以使用高压钠灯 例如符合

手提灯和帽灯的补充规定

类帽灯

类帽灯应符合 矿用安全帽灯的规定

类帽灯和手提灯



在灯具处于各种位置状态 均应防止电解液流出

注 手提灯和帽灯可能接触电解液的材料应具有耐化学腐蚀性能

如果光源和电源是分别设在不同的外壳中用电缆连接时 则电缆引入装置和连接电缆应按附

录 中 或 进行试验

型式检查和试验

总则

型式检查和试验的目的在于确认电气设备的样机或样品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和有关防爆型式的专用

标准的规定

资料审查

检验单位应审查制造厂所提供的资料是否能够确切和完整地保证电气设备的防爆安全性

检验单位还应审查电气设备在图纸上是否遵循了本标准的规定和相应防爆型式专用标准的规定

样机和样品与资料一致性

检验单位应确认制造厂提交进行型式试验的电气设备的样机或样品 与制造厂提供的上述审查合

格的资料是否相符

型式试验

总则

样机或样品应由检验单位依据本标准和相应防爆型式专用标准对型式试验的规定进行试验 但是

检验单位

可以取消认为不必要的试验项目 检验单位应记录全部的试验结果和取消项目的取消理由

不应对 元件已试验过的项目进行重复试验

试验可以在检验单位的试验室进行 也可以在检验单位监督下的其他地点进行

为了使电气设备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和有关防爆型式专用标准的规定 检验单位可以按实际情况要

求制造厂对电气设备进行修改

各项试验都应在检验单位认为最不利的情况下进行

机械试验

冲击试验

本试验是使电气设备承受质量为 的冲击锤自高度 垂直下落时的作用 高度 由冲击能量

导出 冲击能量 在表 中分别列出 冲击锤应装有一个直径为 的半球形

淬火钢制冲击头

每次试验前应检查冲击头表面是否良好

试验通常是在一个完全装配好的并可投入使用的电气设备上进行 但是如果这样试验对透明零件

是不可能时 则应将透明件装在它本身的或类似的支架上进行试验 制造厂和检验单位协商同意 允许

在空外壳上进行试验

玻璃透明件应在三个样品上进行试验 每个样品只试验一次 其他零件应在二个样品上进行试验

每个样品在两个不同位置各进行一次试验

采用机械危险程度等级低的冲能进行试验的电气设备 应按 中 用符号 标明

冲击点应是检验单位认为最薄弱的部位 电气设备应安装在一个合适的钢制基座上 当被试表面是

平面时 冲击方向应垂直于这个平面 当被试表面不是平面时 冲击方向应垂直于冲击点所接触的切平

面 基座的质量最少应有 采用刚性固定或埋在地中 如浇注混凝土 相应的试验装置示例见附

录

通常试验环境温度为 当材料性能数据说明其在低温下抗冲击性能降低时 试验应在规

定温度范围的最低温度下进行



当电气设备的外壳或外壳部件为塑料材料时 包括旋转电机的塑料风罩和挡风板 根据

规定试验应在上限温度和下限温度下进行

表 冲击试验能量

冲击能量

设备类别

机械危险程度 高 低 高 低

保护网 保护罩 风扇保护罩 电缆引入装置

塑料外壳

轻金属合金或铸造金属外壳

项 以外的其他金属外壳 其壁厚

小于 的 类设备

小于 的 类设备

无保护网的透明件

带保护网的透明件 试验时不带保护网

跌落试验

携带式电气设备除了进行 的冲击试验外 还应在使用状态下从 高跌落到水平的混凝

土的平坦表面上四次 样品的跌落位置由检验单位确定

非塑料外壳设备试验应在 温度下进行 当材料性能数据说明其在低温下抗冲击性能降低

时 试验应在规定温度范围的最低温度下进行

当电气设备的外壳部件为塑料时 试验应按 规定的下限环境温度进行

试验要求

冲击试验和跌落试验不应引起影响到电气设备防爆型式的任何损坏

表面损伤 表面涂漆损坏 电气设备散热片和其他类似部分的破裂和小的凹陷都可以不考虑

外风扇的保护罩和通风孔的挡板经受试验后 应不产生位移或变形 以免引起与运动部分摩擦

外壳防护等级的试验

试验程序和验收标准按照 的规定进行 但旋转电机应按照 的规定

当制造厂验收规范 如有关的产品标准 比 或 更严格时 当其不影响防爆性

能时亦可使用

符合 标准的设备应按该标准 的第一种类型外壳进行试验

按照 被试验设备不允许带电

按照 第 进行绝缘性能试验时 试验电压有效值为

施压时间为 这里 为设备的最大额定电压

如果某一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的标准对防护试验有了验收规定时 则应该用此标准规定代

替 或

的验收规定用于旋转电机时 除符合防爆标准外 还应符合其正常运行条件的要求

绝缘套管扭转试验

连接件的绝缘套管在连接或拆卸时导体会受到扭矩作用 因此绝缘套管应经受扭转试验 在安装中

导电杆承受表 的力矩作用时 导电杆和绝缘套管都不允许转动

表 绝缘套管试验力矩

与绝缘套管配合的螺栓规格 力矩



表 完

与绝缘套管配合的螺栓规格 力矩

注 其他规格螺栓的扭矩可由以上数值绘成的曲线确定 对于大于上述规格螺栓的扭矩可通过曲线外推法得

出

温度试验

温度测定

温度试验除了测定其最高表面温度之外 其余都是在额定状态下进行 最高表面温度测定应在额定

电压的 间最不利条件下进行

测得的最高表面温度

对于 类电气设备 不应超过本标准 的规定值

对于 类逐台进行温度试验的电气设备 不应超过电气设备标志标明的温度

对于 类不是逐台进行温度试验的电气设备 在 和 温度组别时应比标志的温

度或温度组别的温度低 在 和 时比标志温度或温度组别的温度低

测定结果应按额定状态下最高环境温度进行修正

表面温度 电缆或导线的进线口的温度和本标准及相应防爆型式专用标准提到的其他部件的温度

它们的测定应在电气设备处在正常工作位置和周围空气处于静止的情况下进行

电气设备可能有多种使用位置时 应在每种使用位置上测定温度 并取其最高温度 如果测定的温

度只适用于某一特定的使用位置 则应在试验报告上说明 并且电气设备应用标记 或用小标牌标

明

测量元件 温度计 热电偶等 和连接用的导线的选择和布置 应使它们对电气设备的发热特性不产

生明显的影响 温度试验在温度变化不超过 时 则认为已达到稳定温度

检验单位还应测定塑料外壳或外壳部件的最热点的温度 见

热剧变试验

灯具的玻璃透明件和电气设备观察窗玻璃应经受热剧变试验 试验时使它们处在最高工作温度下

用温度为 直径为 的喷射水对其喷射而不破裂

非金属外壳和外壳的非金属部件的试验

试验环境温度

当根据本标准或 条防爆型式专用标准试验时 试验应分别在最高和最低环境温度下进行 试验

环境温度应为

对于上限温度 应比最高工作温度高 最多高

对于下限温度 应比最低工作温度低 最多低

塑料外壳及外壳的塑料部件的试验

对于 类电气设备应做以下试验

二只样品依次做耐热试验 耐寒试验 机械试验 最后做有关的

防爆试验

二只样品依次做耐油脂试验 机械试验 最后做有关的防爆试验

二只样品依次做耐矿用液压液作用试验 机械试验 最后做有关的防爆试

验

对于明显不影响防爆性能的试验可以不对每个样品都做 试验样品可以减少



对于 类电气设备应做以下试验

二只样品依次做耐热试验 耐寒试验 机械试验 最后做有关的

防爆试验

耐热试验

当设备最高工作温度不高于 时 则与防爆型式有关的塑料外壳或外壳部件 应在相对湿度为

温度比最高工作温度高 但最低为 的环境中 连续保持四周 如果最高工作温

度高于 外壳或外壳部件应在温度为 相对湿度为 的环境中连续保持 周 接

着在高于最高工作温度 的环境中连续保持 周

耐寒试验

与防爆型式有关的塑料外壳或外壳部件 在按照 规定的最低试验环境温度下连续保持

光老化试验

光老化试验仅适用于无防光照的塑件外壳或外壳部件 对于 类电气设备仅适用于灯具

试验按照 的规定进行 对 只标准尺寸为 的试棒进行试验 该试棒

的成型条件应与实际外壳生产条件相同 该条件将在电气设备试验报告中给出

该试验应按照 进行 试品置于一个试验箱中 箱中装有氙灯和模拟太阳光滤光系统 样品

的黑体温度为 条件下试验

其判定标准按 对其进行冲击弯曲强度测试 光照后的样品向光照面冲击弯曲强度应为光

照前试样弯曲强度的 以上 对于光照试验之前 由于不发生断裂不能测试冲击弯曲强度的材料 光

照试验后 断裂的试棒不允许多于三根

如果电气设备在安装时有防光 如日光和灯光 照措施 第 的试验可以不进

行 但应在设备上标示

类电气设备的耐化学试剂试验

塑料外壳及外壳部件应做以下试剂的耐化学性试验

油和润滑脂

矿用液压液

有关试验应在四个外壳试品上进行 该外壳应密封以防止试验液进入空腔内部

二个样品应放在温度 附录 浸油参考资料 规定的 号油中

另二个样品放在温度 设备使用环境温度为 含水 按体积计 的

聚合水溶液构成的液压液中持续

试验后 将外壳样品从液体中取出擦干 在试验室环境中存放 然后样品均应符合本标准

机械试验要求

如果一只或更多的样品均未通过机械试验 应按照本标准 的规定在铭牌上加注符号

表明其安全使用的特殊条件 并在证书中说明

机械试验

按照本标准 的规定 外壳应做机械试验 对于塑料外壳应符合 的要求

试验应按以下条件进行

冲击试验

冲击点应选在外露的外壳部件上 如果非金属外壳由另外一外壳保护 仅对保护外壳做冲击试验

试验应按 的规定分别在最高和最低试验环境温度下进行

跌落试验

携带式电气设备应按 规定的温度做跌落试验

塑料外壳部件的表面电阻试验



表面电阻试验如零件尺寸允许则在零件上进行 或在图 所示的矩形试件上进行 在试件表面上用

导电漆画两条平行的电极 导电漆溶剂对绝缘电阻不应有明显影响

试件应具有一个完整的表面 并用蒸馏水擦净 然后用异丙基乙醇 或其他任何能与水混合且不影

响试样材料性能的溶剂 清洗 再用蒸馏水清洗并干燥 不得用手触摸 置于 规定的温度和湿度下

试验应在该环境条件下进行

在两极间施加 的直流电压 历时

试验时的电压应足够稳定 使电压波动所产生的充电电流与流过试件的电流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在

某些情况下 要求使用电池组或蓄电池

绝缘电阻等于施加在电极间的直流电压与施加电压 时流过两极间的电流之比

图 涂导电漆电极的试样 尺寸单位

爆炸性混合物中的试验

各防爆型式的专用标准都规定了是否在爆炸性混合物中进行试验以及使用的爆炸性混合物

注 工业用气体和蒸气的纯度一般符合试验的要求 但是如果纯度低于 则不应当使用 试验室温度 大气压力

和爆炸性混合物湿度变化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例行检查和试验

制造厂必须进行例行检查和试验 以确保所生产的电气设备与交给检验单位的样机和资料相符 制

造厂还应进行 有关标准规定的例行检查和试验

制造厂责任

按本标准第 章的电气设备标志 制造厂应履行自身的责任

电气设备在安全方面应有良好的安全性

产品通过第 章规定的全部例行试验 并且与提交检验单位的样品和技术文件相符

电气设备改造和修理后的检查试验

在电气设备上进行修改 如果涉及到设备的防爆类型和温度时 应把修改好的设备重新提交给检验

单位检验

注 电气设备的修理涉及到防爆类型时 修理过的部分应重新做一次例行试验 这试验不必由制造厂进行

标志

注 为了安全 下列的标记方法应仅使用在符合 所述的有关防爆型式的专用标准规定的电气设备上 这是很重

要的

电气设备应在主体部分的明显地方设置标志



标志必须考虑到在可能存在的化学腐蚀下 仍然清晰和耐久

注

标志 防爆型式 类别 温度组别可用凸纹或凹纹标在外壳的明显处

标志牌的材质应采用耐化学腐蚀的材料 如青铜 黄铜或不锈钢

标志牌 铭牌 必须包括下列各项

制造厂名称或注册商标

制造厂所规定的产品名称及型号

符号 它表明这些电气设备符合 所述的某一种或几种防爆型式的规定

所应用的各种防爆型式的符号

充油型

正压型

充砂型

隔爆型

增安型

本质安全型 类

本质安全型 类

浇封型

注 对无火花型 见第 章注 不符合本标准和 专用标准的电气设备 如经检验单位认可 可在产品上标示

符号 做为特殊型

电气设备的类别符号

煤矿用电气设备

或 除煤矿外其他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如果电气设备只允许使用在某一特定的气体中 则在符号 后面写上气体的化学符号或名称

类设备的温度组别或最高表面温度 或者两者并有 当这两个符号都用时 温度组别放在

后面 并用括号括上

例如 或 或者

最高表面温度超过 的 类电气设备 应标出温度数值

例如

用于特殊气体的 类电气设备 不必标出相应温度 在符合 规定时 标记上应包括 或

和环境温度范围或符号

产品编号 但下列情况除外

接线用的附件 电缆和导管引入装置 挡板 连接板 插接装置 绝缘套管

表面积很小的电气设备

检验单位标志

如果检验单位有必要说明安全使用的特殊条件时 则在防爆合格证号后面加上符号 检验单

位可以认可警告标志来代替所要求的 标记

注 制造厂应确保将安全使用特殊要求及有关文件交给用户

在 有关防爆型式的专用标准中规定的补充项目

电气设备一般标准通常所规定的项目 该标志检验单位不再检验

其他

一个电气设备的不同部位使用不同的防爆型式时 则每个相应部位都应具有相应防爆型式的标

志

如果一个电气设备上使用着一种以上防爆型式时 则首先标明主要防爆型式的标志 接着是其他防



爆型式的标志

中 的标志应按前述顺序排列

第 章规定的 元件应在明显处标志 且其标志应清晰耐久 标出以下内容

制造厂名称或注册商标

制造厂所规定的名称 型号

符号

防爆型式符号

元件组别符号

检验单位名称或标记

防爆合格证编号后加符号

防爆型式专用标准规定的附加标志

元件一般标准规定的标志 该标志检验单位不再检查

对于小型电气设备及 元件 由于体积有限 检验单位可以允许减少部分标记内容 但至少应

包含以下内容

制造厂名称或注册商标

符号和防爆型式

检验单位名称或符号

防爆合格证编号

对于电气设备标符号 对于 元件标符号

防爆标志示例

类隔爆型

类隔爆型 组 类本质安全型 等级 组

采用一种以上的复合型式 须先标出主体防爆型式 后标出其他防爆型式 如 类主体增安型

并具有正压型部件 组

对只允许使用于一种爆炸性气体环境中的电气设备 其标志可用该气体化学分子式或名称表

示 这时可不必注明温度组别 例如 类用于氨气环境的隔爆型 或 氨

对 类电气设备的标志 可标温度组别 也可标最高表面温度 或二者都标出 例如 最高表面

温度为 的工厂用增安型 或

复合型电气设备 应分别在不同防爆型式的外壳上标出相应的防爆型式

类本质安全型 等级关联设备 组

类特殊型

对使用于煤矿中除甲烷外 还有其他爆炸性气体 如 类 组可燃性气体的隔爆型

对既适用于 类又适用于 类 组的隔爆型

为保证安全 指明在规定条件下使用的电气设备 例如指明具有抗低冲击能量的电气设备 在

其防爆合格证之后加符号 如

各项标志须清晰 易见并耐久

防爆合格证编号方法如下

防爆检验部门代号

年代号

编号



附 录

标准的附录

检 验 程 序

采用说明

中无此附录 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和检验工作的需要 按照 第 版 的有关规定提出

各单位按本标准及 防爆型式专用标准试制的电气设备 均须送国家授权的质量监督检验部门

按相应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 对已取得 防爆合格证 的产品 其他厂生产时 仍须重新履行检验程序

检验工作包括技术文件审查和样机检验两项内容

技术文件审查须送下列资料

产品标准 或技术条件

与防爆性能有关的产品图样 须签字完整 并装订成册

以上资料各一式二份 审查合格后由检验部门盖章 一份存检验部门 一份存送检单位

按 规定检验单位认为确保电气设备安全性必要的其他资料

样机检验须送下列样机及资料

提供符合合格图样的完整样机 其数量应满足试验的需要 检验部门认为必要时 有权留存样

机

产品使用维护说明书一式二份 审查合格后由检验部门盖章 一份存检验部门 一份存送检单

位

提供检验需要的零 部件和必要的拆卸工具

有关试验报告

以上试验报告和记录各一份

有关的工厂产品质量保证文件资料

样机检验合格后 由检验部门发给 防爆合格证 有效期为五年

取得 防爆合格证 后的产品 当进行局部更改且涉及相应标准的有关规定时 须将更改的技术文

件和有关说明一式二份送原检验部门重新检验 若更改内容不涉及相应标准的有关规定时 应将更改的

技术文件和说明送原检验部门备案

采用新结构 新材料 新技术制造的电气设备 经检验合格后 发给 工业试验许可证 取得 工业

试验许可证 的产品 须经工业试验 按规定的时间 地点和台数进行 由原检验部门根据所提供的工业

试验报告 本标准和专用标准的有关规定 发给 防爆合格证 后 方可投入生产

对于既适用于 类又适用于 类的电气设备 须分别按 类和 类要求检验合格 取得防爆合格

证

检验部门有权对已发给 防爆合格证 的产品进行复查 如发现与原检验的产品质量不符且影响防

爆性能时 应向制造单位提出意见 必要时撤销原发的 防爆合格证

注 检验部门在 防爆合格证 有效期内至少应对获证产品进行一次复查 包括对制造单位产品质量保证条件核查



附 录

提示的附录

气体和蒸气按其最大试验安全间隙

和最小点燃电流 分级

采用说明

中该附录为附录

对 隔爆型 电气设备而言 气体和蒸气的分级是以最大试验安全间隙 为基础 在一个间隙

长度为 的试验容器内完成的 测定 的标准方法是用 文件规定的试验容器 关

于只在一个容积为 升的球形容器内 在间隙附近点火进行测定的方法 只有当有新规定时才予以修

改

极限值为

级 大于

级

级 小于

对于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 气体和蒸气的分级是以它们的最小点燃电流 与实验室用甲烷的

最小点燃电流之比为基础确定的 测定 比值的标准方法 必须是采用 规定的 本质安全

电路的火花试验装置 要用其他仪器测定 只有当有新的规定时才予以变更

极限值为

级 比值大于

级 比值

级 比值小于

大多数气体和蒸气 在两种测定中只进行一种即可列入合适的级别 下列情况下只需进行一种测定

就可以

级 大于 或 比值大于

级 在 之间或 比值在 之间

级 小于 或 比值小于

在下列情况下既要测定 也要测定 比值

在只测定 比值时 其值在 之间 要做出分级 就有必要再测定

当只测定 比值时 其值在 之间 要做出分级 就有必要再测定

当测定 时 其值在 之间 要做出分级 就有必要再测定 比值

同一系列的物质中某一气体或蒸气 可以从这系列分子量较小的另一物质的测定结果中 初步推算

出这种气体或蒸气属于那一级

下面表格中的气体和蒸气就是根据这个基本规则编制的

各种气体或蒸气附带的字母意义如下

值分级

比值分级

既测定 也测定 比值

化学结构相似性分级 初步分级

注

按体积计 含 及以下氢气的所有甲烷混合物都应列入 工业用甲烷

为了使一氧化碳和空气混合物在标准环境温度下达到饱和 一氧化碳可以含有足够的湿度

未列入表中的气体可按照 和 分类 但须注意其特殊性能 例如按照 和 列入 类 但

它的爆炸压力超过氢气和甲烷 应列在 之外



表中列出了温度组别的参考资料

表

气体 蒸气名称 分子式 分级方法 温度组别

级

烃

烷类

甲烷

乙烷

丙烷

丁烷

戊烷

己烷

庚烷

辛烷

壬烷

癸烷

环丁烷

环戊烷

环己烷

环庚烷

甲基环丁烷

甲基环戊烷

甲基环己烷

乙基环丁烷

乙基环戊烷

乙基环己烷

十氢化萘 萘烷

烯类

丙烯

芳香烃类

苯乙烯

甲基苯乙烯

苯类

苯

采用说明

为便于设计 制造和检验 本标准在表中增加相应气体的温度组别



表 续

气体 蒸气名称 分子式 分级方法 温度组别

级

甲苯

二甲苯

乙苯

三甲苯

萘

异丙基苯

甲基异丙基苯

烃混合物

甲烷 工业用 见注 推算

松节油

石脑油

煤焦油石脑油

石油 包括汽油

溶剂石油或洗净石油

燃料油

煤油

柴油

动力苯

含氧化合物 包括醚

一氧化碳 见注

二丙醚

醇类和酚类

甲醇

乙醇

丙醇

丁醇

戌醇

己醇

庚醇

辛醇

壬醇

环己醇

甲基环己醇

酚

甲酚

羟基 甲基戊酮 双丙酮醇

醛类

乙醛



表 续

气体 蒸气名称 分子式 分级方法 温度组别

级

聚乙醛

酮类

丙酮

丁酮 乙基甲基酮

戊 酮 甲基丙基甲酮

己 酮 甲基丁基甲酮

戊基甲基酮

戊 二酮 戊间二酮

环己酮

酯类

甲酸甲酯

甲酸乙酯

醋酸甲酯

醋酸乙酯

醋酸丙酯

醋酸丁酯

醋酸戊酯

甲基丙烯酸甲酯

甲基丙烯酸乙酯

醋酸乙烯酯

乙酰基乙酸乙酯

酸类

醋酸

含卤化合物

无氧化合物

氯甲烷

氯乙烷

溴乙烷

氯丙烷

氯丁烷

溴丁烷

二氯乙烷

二氯丙烷

氯苯

苄基氯

二氯苯

烯丙基氯

二氯乙烯



表 续

气体 蒸气名称 分子式 分级方法 温度组别

级

氯乙烯

三氟甲苯

二氯甲烷

含氧化合物

乙酰氯

氯乙醇

含硫化合物

乙硫醇

丙硫醇 推算

噻吩

四氢噻吩

含氮化合物

氨

氰甲烷

亚硝酸乙酯

硝基甲烷

硝基乙烷

胺类

甲胺

二甲胺

三甲胺

二乙胺

三乙胺

正丙胺

正丁胺

环己胺

氨基乙醇 乙醇胺

二乙胺基乙醇

二氨基乙烷

苯胺

二甲基苯胺

苯胺基丙烷

甲苯胺

氮 杂 苯



表 完

气体 蒸气名称 分子式 分级方法 温度组别

级

烃类

丙炔 甲基乙炔

乙烯

环丙烷

丁二烯

含氮化合物

丙烯腈

异丙基硝酸盐

氰化氢

含氧化合物

二甲醚

乙基甲基醚

二乙醚

二丁醚

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

二恶戊烷

二氧杂环己烷

三氧杂环己烷

羟基醋酸丁酯

甲氢化呋喃甲醇

丙烯酸甲酯

丙烯酸乙酯

呋喃

丁烯醛

丙烯醛 推算

四氢呋喃

混合物

焦炉煤气

含卤化合物

四氟乙烯

氯 环氧丙烷

含硫化合物

乙硫醇

级

氢

乙炔

二硫化碳



附 录

标准的附录

类电气设备防潮要求

采用说明

中无此附录

中该附录为附录

类电气设备 均应按 的规定进行湿热试验 试验严酷等级应符合产品相应现行湿热带电工产

品标准的规定 且至少为

湿热试验按 和 的规定进行

附 录

标准的附录

电缆引入装置

总则

本附录规定了 电缆引入装置的结构 试验和标志的一般要求 它可被 所列标准补充或修

正

注 引入装置所适用的电缆最大直径由制造厂给出 用户应确保所选用电缆的最小尺寸包括公差在内大于或等于

电缆密封圈所要求的数值

结构要求

电缆密封

保证电缆和电缆引入装置密封性可用下列方法之一 见图

弹性密封圈

金属或复合密封圈

填料

电缆密封圈由单一材料或复合材料制成 其形状适合所用电缆

注

对密封圈选材时 注意 的要求

外壳的防爆型式也取决于电缆内部结构

材料

关于材料静电电荷的要求适用于电缆引入装置的外露件

弹性密封圈材料应符合 型式试验中的老化试验

填料材料应符合第 章规定的粘接材料的规定

夹紧

电缆引入装置应能夹紧电缆 防止电缆从引入装置中被拔脱或扭转 这种夹紧作用可通过夹

紧装置 密封圈或填料来实现 任何一种夹紧措施均应符合 有关的型式试验要求 对非铠装电缆 可

通过密封圈或填料来实现

类无夹紧装置的电缆引入装置 如果将 规定降低到 进行夹紧试验合格 并且文件

规定该装置仅用在 类固定安装场所 并且用户保证夹紧电缆 则认为该装置亦可接受 这种装置应加

标记



密封圈 引入装置 压紧元件 电缆 填料

密封垫 压紧填料元件

图 电缆引入装置

电缆引入

电缆引入装置不应有尖锐棱角 以防损伤电缆

可弯曲电缆进线口应有一个至少为 的圆弧 半径至少为允许使用电缆最大直径的四分之

一 但不必超过 见图

图 可弯曲电缆进线口圆角

电缆引入装置安装之后 应仅通过工具才能拆卸下来

把电缆引入装置固定在电气设备外壳上的措施应能使引入装置在承受 的夹紧机械强度试验

和耐冲击试验后保持不变

引入装置应能保证其与固定的外壳符合所要求的防护等级 试验方法见



型式试验

非铠装电缆和带编织覆盖层的电缆夹紧试验

密封圈夹紧的引入装置

该夹紧试验应对每一类型的电缆引入装置密封圈的最大和最小尺寸进行试验

对于圆形电缆使用的弹性密封圈 将每种密封圈装在一个清洁 干燥 抛光的低碳钢圆形芯轴上 芯

轴直径等于电缆引入装置的制造厂对密封圈所规定的电缆的最小直径

对于非圆形电缆 密封圈安装在一个清洁 干燥 尺寸等于引入装置制造厂规定尺寸的电缆上

使用金属密封圈时 将每种密封圈装在清洁 干燥的电缆样品上 电缆的直径等于密封圈所允许的

和电缆引入装置制造厂规定的最小直径一样

把带芯轴或电缆的密封圈安装在引入装置上 对螺栓 压盘式 或螺母 压紧螺母式 施以力矩来压

紧密封圈 以防止芯轴或电缆滑动 对芯轴或电缆施加拉力 以牛顿为单位 等于

引入装置设计为圆形电缆时 倍芯轴或电缆直径 以毫米为单位

引入装置设计为非圆形电缆时 倍电缆周长 以毫米为单位

验收标准和试验条件见

注 以上力矩大小由试验确定 或由引入装置制造厂提供

填料夹紧引入装置

该装置夹紧试验用两只清洁 干燥电缆样品实施 一个用最小允许尺寸 另一个用最大允许尺寸

按照制造厂准备的引入装置填料 填入有效空间里 待填料按照制造厂的规定变硬之后进行试验

施加以下拉力 以牛顿为单位 时 填料应能防止电缆松动

引入装置设计为圆形电缆时 倍芯轴或电缆直径 以毫米为单位

引入装置设计为非圆形电缆时 倍电缆周长 以毫米为单位

验收标准和试验条件见

有压紧装置的引入装置

夹紧试验应用每种引入装置对允许使用的不同规格电缆进行夹紧试验

每种引入装置安装一个清洁 干燥电缆样品 电缆样品由制造厂提供并符合该装置的要求 对于非

圆形电缆 密封圈应安装在和规定使用的电缆尺寸相同的电缆上

电缆的压紧装置与电缆允许最大尺寸的密封圈一起安装在制造厂规定的引入装置上 然后把安装

在引入装置上的密封圈拧紧 并紧固压紧装置 试验程序按照 进行

拉力试验

把准备好的样品安装在拉力试验机上 施以上述规定的拉力 施力 试验环境温度为

如果芯轴或电缆样品位移量不超过 则认为该密封圈 填料或引入装置合格

机械强度

拉力试验之后 把样品从拉力机上移开做以下试验

对于用密封圈或压紧装置夹紧的引入装置 在螺栓或螺母上施以 倍 的力矩进

行机械强度试验 然后拆开检查元件 当未发现任何影响防爆型式的损坏时 则认为试验合格 密封圈

的变形允许忽略不计

当引入装置为塑料材料时 如果由于螺纹的暂时变形而使试验达不到规定力矩 但没有明显损坏

则认为该装置合格

由填料夹紧的引入装置 在不损坏填料的情况下 将密封腔打开检查 以填料无影响防爆性

能的明显损伤为合格

铠装电缆的夹紧试验

压紧铠装皮的铠装电缆夹紧试验



试验应用不同尺寸的引入装置对规定的最小尺寸电缆进行试验

铠装电缆样品安装在引入装置的夹紧装置上 然后对螺栓 压盘式 或螺母 压紧螺母式 施以力矩

压紧夹紧装置 防止电缆滑动 对电缆施加的拉力 以牛顿为单位

对于 类铠装电缆 倍电缆直径 以毫米为单位

对于 类铠装电缆 倍电缆直径 以毫米为单位

注 上述的扭矩值可由试验确定或由制造厂提供

拉力试验

把准备好的样品安装在拉力试验机上 施加上述规定的拉力 试验环境温度为

如果铠装部位的位移实际等于零 引入装置的夹紧作用是合格的

机械强度

在螺栓或螺母上施加 规定的 倍力矩 然后把引入装置拆开 当未观察到任何影响防

爆型式的损坏时 则认为试验合格

未压紧铠装皮的铠装电缆引入装置按照 非铠装电缆试验

弹性密封圈材料老化试验

制造弹性密封圈材料的试验样品按照 标准规定准备 硬度测量也按该标准在环境温度

下测量

把样品放在一个温度为 的高温试验箱中 然后放在环境温度下 再放入温度

为 的低温箱中 最后再放入环境温度下 再测量其硬度

在试验结束后 按照标准规定的硬度 变化量不超过

当引入装置使用温度比 规定的温度高时 老化试验应比最高工作温度再高 如果低温低

于 时 试验的低温箱温度应为最低工作温度

耐冲击试验

试验按第 规定进行 引入装置应安装规定的最小电缆

为了试验 引入装置固定在一个固定的硬钢板上或按制造厂规定卡牢 用螺纹固定的电缆引入装置

按照 或 规定的力矩拧紧

引入装置的防护等级

试验条件按 的规定 对每种引入装置的不同密封圈允许尺寸进行试验

为了试验 每个密封圈安装在一个清洁 干燥 直径为制造厂规定密封圈允许最小直径的样品上 引

入装置与电缆一起安装在密封的外壳上

标志

引入装置标志

引入装置按 规定标志 引入装置的螺纹入口应标出螺纹尺寸

如果标示位置有限 可按 规定减少标志

电缆密封圈标志

引入装置密封圈可适用于多种电缆 应表示出允许使用电缆的最小 最大直径 以毫米为单位

当密封圈同金属垫圈一起使用时 同样可在金属垫圈上进行标志 电缆密封圈应有明确标志 以便

用户选择适合密封圈的引入装置

当引入装置和密封圈使用环境温度超出 至 时 应按 进行试验 并标示出温度范

围



附 录

标准的附录

类电气设备塑料外壳特殊要求

采用说明

中无此附录

中该附录为附录

类电气设备塑料外壳应采用不燃或阻燃材料制成 并应能承受 规定的燃烧性能试验

类电气设备塑料外壳燃烧性能试验按 中规定的火焰垂直试样法 法 进行

试验结果以不低于 级的要求为合格

附 录

标准的附录

元件应符合条款

表

本标准条款 适用 是 否 说明

包括 是 除外

否 规定极限工作温度者除外

是

否

是

是 考虑元件被安装在其他外壳内的情况

是 如果是外部 同上

是 如果是外部 同上

是 如果是外部 同上

是

是

是 仅为设备外壳

是 仅为设备外壳

是

是

是

是

是 不必标 的除外

是 仅为设备外壳

是 仅为设备外壳

是

是

是

是 仅为设备外壳

否 机器外壳除外



表 完

本标准条款 适用 是 否 说明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仅为设备外壳

是 仅为设备外壳

是

否

是 当规定了最高温度时

是 当规定了最高温度时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温度分组不适用于 元件



附 录

提示的附录

冲击试验装置示例

调整高度用螺栓 塑料导管 试品 钢座 质量

钢质锤体 锤头 坠落高度

图

采用说明

中该附录为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