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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强制性国家标准

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部

分 危险场所电气安装 煤矿除外

根据我国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定 对于与 不同的内容 用采用说明注释的形式加以

说明

本标准与 的主要差异是

本标准根据我国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和具体情况 对在 区选用增安型 电气设备的种类 在 区

选用未经防爆检验的一般型电气设备以及简单产品允许表面温度等方面提出了比

更严格的限制 以保证爆炸危险场所中电气的安全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包含若干分标准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部分 通用要求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部分 电气设备隔爆外壳的结构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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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场所分类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部分 危险场所电气安装 煤矿除外

本标准附录 是标准的附录 附录 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机械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 中国寰球化学工程公司 化工部天津化工研究院 中国石化北京设

计院 沈阳电气传动研究所 浙江宁波镇海炼化公司等单位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李合德 刘汉云 徐刚 姜公望 郑琦 王军 沈舜鹏

本标准 年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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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出版标准 标准的制定委托各个技术委员会进行 在标准制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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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的组织 也参与该工作 按照两组织之间共同协商的条件决定 紧密地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合作

关于技术问题的正式决议都是由技术委员会制定的 对该专题特别有兴趣的各国家委员会

在该技术委员会中都有代表参加 因此 表明关于该专题的决议和协议都尽可能反映国际间的一致

意见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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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国际标准 标准和相应国家标准或区域性标准如有差别 均应在后者的文本中清楚地表明

国际电工委员会 对批准程序没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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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部分可能涉及到专利权 国际电工委员会对某些或全部等同将不

负任何责任

国际标准 是由国际电工委员会第 技术委员会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的

分技术委员会 危险场所分类及安装要求 负责制定的 该第二版取代了 年出版的第一版并且

进行了技术修订

本标准是以下列文件为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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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该标准时 应与

范围中所列述的专门防爆型式标准相联系

附录 作为该标准的一部分内容要求

附录 仅作资料提供



引言

当电气设备安装在可燃性气体 蒸气 雾 纤维或粉尘的危险浓度和数量在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场所

时 应采取保护措施减少在正常运行或规定的故障条件下由于电弧 火花或热表面将其引燃而产生爆炸

的可能性

的这一部分是对其他相关 标准的补充 例如 关于电气安装要求 也参照

了 及有关电气设备结构 试验和标志要求等相关标准

由于电气安装精心的设计 使得将多数电气设备安置在危险少或无危险场所常常成为可能

要发生爆炸 爆炸性环境和引燃源需同时存在 采取保护措施目的是使电气安装能成为引燃源的可

能性降低到能接受的水平上 按照爆炸性气体环境存在的可能性 将危险场所分区是切实可行的 见

这样的划分 对每个区域都能确定适当防爆型式

目前 危险场所用电气设备的几种防爆型式是适宜的 见 本标准确定了爆炸性环境

电气安装的设计 选择和安装的专门要求

本标准是假设能够根据电气设备的技术特点正确地安装 试验 维护和使用为基础

在任何工业安装中 无论其尺寸如何 除电气设备之外还可能有许多引燃源 需采取预防措施来保

证安全 但是有关那些方面的指南不在本标准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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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场所电气安装

煤矿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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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气安装的设计 选型和安装的具体要求 这些要求是对非危险场

所电气安装要求的补充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场所中所有电气设备的安装 无论是永久的 临时的 移动的 车载的或手提的

本标准不适用于

煤矿井下电气安装

注 本标准可以用于含有除沼气之外其他爆炸性气体的煤矿井下的电气安装和煤矿地面上的电气安装

由可燃性粉尘或纤维形成危险场所的电气安装

炸药的制造和加工

医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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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工术语爆炸性环境用电气设备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部分 通用要求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部分 电气设备隔爆外壳的结构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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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场所分类

外壳防护等级 代码

电气安装用导管特殊要求 金属导管

电机外壳防护分级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一般要求



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方法 第二部分 单根电线电缆垂直燃烧试验方法

隔离变压器和安全隔离变压器 技术要求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一部分 一般试验要求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部分 正压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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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浸型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部分 型电气设备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部分 危险场所电气安装的检查和维护

煤矿除外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部分 浇封型

电气安装用导管的技术要求 第 部分 导管的特殊技术要求 第

节 挠性导管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爆炸性气体环境

在大气条件下 气体 蒸气或薄雾可燃物质与空气的混合物点燃后 燃烧将传至全部未燃烧混合物

的环境

危险场所

爆炸性气体环境出现或预期出现的数量足以要求对电气设备的结构 安装和使用采取专门预防措

施的区域

非危险场所

爆炸性气体环境预期出现的数量不足以要求对电气设备的结构 安装和使用采取专门预防措施的

区域

最高表面温度

电气设备在允许范围内最不利条件下运行时 能引起周围爆炸性环境点燃的任何部分或表面的最

高温度

注 最不利条件包括认可的过载以及该防护型式的专用标准中所认可的任何故障条件

爆炸性环境用电气设备的 类别

电气设备的类别与使用环境有关

注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分为两种类别

类 煤矿用电气设备

类 能分为 除煤矿外的其他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的电气设备 见

防爆型式

为了避免点燃周围爆炸性气体环境而对电气设备采取的特定措施的型式

密封圈

电缆或导管引入装置用 确保引入装置与电缆或导管间密封的圈

最高电压 交流有效值或直流

施加到关联设备非本质安全连接装置上 而不会使本质安全性能失效的最高电压

最高输入电压

施加到本安电路连接装置使本安电路不失效的最高电压 交流峰值或直流电压

最高输出电压



在开路条件下 在设备连接装置施加电压达到最高电压 包括 或 时 可能出现的本质安全电

路的最高输出电压 交流峰值或直流

注 当施加电压多于一个时 则最高输出电压应是在几个施加电压组合最不利时产生的

最大输入电流

施加到本质安全电路连接装置上 而不会使本质安全性能失效的最大电流 交流峰值或直流

最大输出电流

来自设备连接装置的本质安全电路的最大电流 交流峰值或直流

最大输入功率

当设备与外电源连接不使本质安全性能失效时 可能在设备内部消耗的本质安全电路的最大输入

功率

最大输出功率

能从电气设备获得的本质安全电路最大功率

最大内部电容

通过电气设备连接装置出现的电气设备总等效内电容

最大外部电容

可以连接到电气设备连接装置上 而不会使本质安全性能失效的本质安全电路的最大电容

最大内部电感

通过电气设备连接装置出现的电气设备总等效内电感

最大外部电感

可以连接到电气设备连接装置上 而不会使本质安全性能失效的本质安全电路的最大电感

最大内部电感与电阻比

在电气设备外部连接装置上出现的内部电感 与电阻 之比

最大外部电感与电阻比

可以连接到电气设备连接装置上 而不会使本质安全性能失效的任一外电路的电感 与电阻

比

简单设备

电气参数符合电路本质安全性能的一个电气元件或结构简单的元件组合 下列设备认为是简单

设备

无源元件 如开关 接线盒 电阻和简单半导体装置

具有明确参数的贮能源 如电容器或电感器 当确定系统综合的安全性时 要考虑其量值

产生能量的能源 如热电偶 光电池 它们产生的电压 电流和功率不大于 和

这些能源的电感或电容应考虑 如

本质安全设备

在其内部所有电路均为本质安全型式的电气设备

关联设备

电气设备的电路或电路部件不必都是本质安全型的 但它包括能影响与电气设备连接的本安电路

的安全的电路

正常运行

设备运行符合机械和电气设计要求 并且在制造厂规定的限制范围内使用

注 由制造厂规定的限制范围可以包括连续的运行条件如转子堵转 光源失效和过载

通则

通用要求



危险场所的电气安装也应符合非危险场所安装的相应要求

为便于选择合适的电气设备和进行适宜的电气安装设计 危险场所按 分为 区 区

区

电气设备应尽可能地安装在非危险场所 如不可能时 则应安装在危险最小的场所

危险场所电气设备和电路的选择应符合第 章 第 章的要求和第 章 第 章特殊保护的补

充要求

电气设备应按规定的技术文件进行安装 注意确保其更换项目 如更换灯泡 其型式和额定值正确

设备安装完成 设备及安装的初始检查应按 进行

注 如果使用荧光灯管 那么在灯管穿过该场所运输或灯管替换之前 使用场所不应存在 类气体 蒸气 除非采

取合适的预防措施防止灯管破碎 低压钠灯不应使用于具有引燃危险的任何危险场所 这种引燃危险是由破碎

灯中的钠引起的

使用于特殊环境中的设备和系统 如 研究 开发 小规模实验性装置和其他新项目工作 如果设备

仅在限制期间内使用 由经过专门培训的人监督 那么不需要符合第 章 第 章的要求 但应符合下

列相应的一项或多项条件

采取措施确保不形成爆炸性危险环境 或

确保设备在出现爆炸性危险环境时断电 此时应防止热元件引起点燃 或

采取措施 确保人和环境不受由于试验工作燃烧或爆炸带来的危害

另外 应由具备下述条件的人员书面写出所采取的措施

熟悉这些措施的要求和其他相关标准以及危险场所用电气设备和系统的使用规范

掌握进行评估所需的资料

文件

为对电气设备进行正确的安装或对现有安装扩建 要求注意下列几点

场所分类文件 见

设备安装和连接说明书

特殊情况下如合格证号后缀有 的电气设备文件

本质安全系统用说明性系统文件 见

制造厂的 有资格的人员声明

电气设备的选型 包括电缆和导管

特定资料

为了选择适用于爆炸性危险场所的电气设备 要求了解下列内容

危险场所的类别

温度组别或根据 条气体或蒸气的引燃温度

在必要的地方 与按照 的电气设备分类和小类相关的气体或蒸气分级

注 中的防爆类型 仅仅对于防爆类型 隔爆外壳 和 本质安全型 需要将设备分为小类 对于防

爆类型 某些设备也需要分为小类 见

外部影响和环境温度

根据区域类别选型

区用设备

若电气设备和电路符合 类 本质安全型 和本标准 的要求 该电气设备和

电路可用于 区

区用设备

如电气设备符合用于 区要求或下列防爆型式的一种或多种要求 也见 该电气设备可用于



区

隔爆外壳 符合

正压型 符合

充砂型 符合

油浸型 符合

增安型 符合

本质安全型 符合

浇封型 符合

注

规定 型电气设备可用于 区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允许在 区中使用的 型设备仅限于

在正常运行中不产生火花 电弧或危险温度的接线盒和接线箱 包括主体为 或 型 接线部分为 型

的电气产品

配置有合适热保护装置 附录 的 型低压异步电动机 起动频繁和环境条件恶劣者除

外

单插头 型荧光灯

采用说明

中无此注

本标准在 区用设备中删去了 第 中 关于 未经防爆检验单位认可的电气产品允许用于

区 的条文

区用设备

下列电气设备可以安装在 区

区或 区用电气设备 或

符合 的 型电气设备

符合 的设备

对于符合上述 或 项的旋转电机来说 除非采取措施保证不存在爆炸性环境 那么在电机起动

期间 不应发生易点燃火花

选择不符合 标准的设备

对于标有 的特殊型设备 应按照设备上标明适用的区域类型选用 并注意设备安装和使用的特

殊条件

根据气体或蒸气的引燃温度选型

电气设备应按其最高表面温度不超过可能出现的任何气体或蒸气的引燃温度选型

电气设备上温度组别标志意义见表

如果电气设备未标示环境温度范围 设备应在 温度范围内使用 如果电气设备标志

了该温度范围 设备只能在这个范围内使用

表 温度组别 表面温度和引燃温度之间的关系

电气设备的温度组别 电气设备的最高表面温度 气体或蒸气的引燃温度



根据设备类别选型

防爆型式为 和 的电气设备应为 类设备

防爆型式为 和 的电气设备应是 类设备 并按表 进行选型

防爆型式 的电气设备应为 类设备 如果它包括密封断路装置 非故障元件或限能设备或电

路 那么 该设备应是 或 类 并且按表 进行选型

表 气体 蒸气分类与设备类别间的关系

气体 蒸气分类 设备类别

或

或

外部影响

电气设备的选型和安装 应防止外部影响 例如 化学作用 机械作用和热 电气 潮湿 对防爆性能

产生不利的影响

应有防止异物垂直落入立式安装电机通风口内的措施

防止危险火花

带电部件产生的危险

为了避免形成易于点燃爆炸性混合物的危险火花 除本质安全部件外 应防止与裸露带电部件的任

何接触

裸露的外部导体部件的危险

与安全有关的基本原则是限制结构支架或外壳中的接地故障电流 幅值和 或持续时间 和防止等

电位接地导体电位升高

注 对于电压高于 交流 直流可以遵照相应的国家标准

但除本安电路外 下列规则适用于 区和 区电压为 交流 直流以下的电源系统

型系统

如果使用 型电源系统 应为危险场所中的 型 具有单独的中性线 和保护线 即在

危险场所中 中性线与保护线不应连在一起或合并成一根导线 从 到 型转换的任何部位

保护线应在非危险场所与等电位连接系统相连

注 危险场所内中性线和 保护线间的漏电监视应给予考虑

型系统

如果在 区使用 型电源系统 电源接地与裸露导体部件接地分开 那么电源将使用 剩余 漏

电电流动作保护装置进行保护

注 接地电阻率高的地方 不允许使用该系统

型系统

如果使用 型电源系统 中性线与地隔离或经阻抗接地 应提供一绝缘监视装置指示第 次接地

故障

注 局部等电位连接 通常称为附加等电位连接是必要的 见

和 系统

特低电压系统 应符合 的有关要求 电路的带电部件不应对地连接或

与带电部件 或与构成其他电路部分的保护导体连接

特低电压系统 应符合 的有关要求 其电路可以是接地的或非接地的 如果

电路接地 接地电路和裸露的导体部件与共用的等电位系统相连接 如电路不接地 裸露导体部件可以



是接地的 如电磁兼容 或不接地

和 用安全隔离变压器应符合 要求

电气隔离

对仅向设备的一个项目供电来说 电气隔离应符合 的有关要求

等电位连接

危险场所安装要求等电位连接 对于 和 系统 所有裸露的外部导体部件应与等电位系

统相连接 该接地系统可以包括保护线 金属导管 电缆金属外皮 钢丝铠装和结构的金属部件 但不包

括中性导线 连接应是安全的 以防自动松脱

如果裸露导体用金属相连的方式固定在结构件或管道上 并且结构件或管道与等电位系统相连 则

该导体不必再与等电位系统相连 不属于本结构或安装件的外部导体 例如门 窗 如果没有电位转移

则亦不必与等电位系统相连

本质安全设备的金属外壳不需要与等电位系统连接 但设备文件有要求的除外 具有阴极保护的安

装不应与等电位系统连接 系统专门为此目的设计除外

注 运输工具和固定设备之间等电位连接需采用特殊的方法 例如使用绝缘法兰连接管线的地方

静电

在电气安装的设计中 应考虑静电所造成的影响

防雷电

在电气安装的设计中 应考虑雷电作用造成的影响

规定了安装在 区的 设备的防雷电要求

电磁辐射

在电气安装设计中 应考虑电磁辐射所造成的影响

阴极保护金属部件

安装在危险场所中的阴极保护金属部件 是一些外部的带电导电部件 尤其是用外加电流时 尽管

它们是较低的负电位 区场所的金属部件不应采用阴极保护 除非为它们进行专门的设计

阴极保护所要求的绝缘元件 例如导管和线路中的绝缘元件 如果可能 应安装在危险场所外 如果

不可能 应符合有关规定要求

采用说明

本标准在上述位置省略了 中关于无 标准时可以遵照相应国家标准的注释

电气保护

本条要求不适用本质安全电路

应保护线路 防止过载 短路和接地故障造成有害的影响

应保护所有电气设备防止短路和接地故障造成有害的影响

旋转电机应该采取附加的过载保护 除非它能承受额定电压和频率下的持续起动电流 或者对于发

电机来说 能承受短路电流没有不允许的发热 过载保护装置应是

监控所有三相过电流时间延迟保护装置 设定值不超过电机额定电流 它将在 倍额定电流

下 以内动作 在 倍额定电流下 以内不动作 或

通过嵌入的温度传感器来直接控制温度的装置 或

其他等效装置

变压器应有防止过载措施 除非它能承受原边额定电压和频率下的持续次级短路电流而无不允许

的发热 或者对于连接负载预期不发生过载

短路和接地故障保护装置应能防止在故障条件下自动重合闸



应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三相电动机断相运行

如果电气设备的自动断电可能引起比引燃危险造成的危险更大时 应使用报警装置代替自动断电

装置 但报警装置的报警应很明显 以便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紧急断电和电气隔离

紧急断电

为处理紧急情况 在危险场所外合适的地点或位置应有一种或多种措施对危险场所电气设备断电

为防止附加危险 必须连续运行的电气设备不应包括在紧急断电电路中 而应安装在单独的电

路上

电气隔离

为保证作业安全 应对每一电路或电路组采取适当方法进行隔离 例如隔离开关 熔断器和保险

丝 包括所有电路导体 也包括中性线

应立即采取与隔离措施一致的标签对被控制电路和电路组标识

注 裸露非保护导体对爆炸性环境产生危险仍持续时 应有有效措施或程序来阻止对电气设备恢复供电

布线系统

除本质安全电路安装不必符合 和 的要求之外 电缆和导管系统应完全

符合本条款的有关要求

概述

除了本质安全电路安装外 在铝被用作导体材料的地方 导体应采取适当的连接方法 且横截面积

不能小于

防止出现危险

电缆及其附件在安装时 根据实际情况其位置应能防止受外来机械损伤 腐蚀或化学影响 例如溶

剂的影响 以及高温作用 对本安全电路亦见 如果上述情况不能避免 安装时应采取保护

措施 例如使用导管或对电缆进行选型 为了使其损害降低到最小 可使用铠装电缆 屏蔽线 无缝铝护

套线 矿物绝缘金属护套或半刚性护套电缆等

注 在 安装时 电缆应采取措施防止电缆护套或绝缘材料受损害

无护套单芯线

无护套单芯电线 除非它们安装在配电盘 外壳或导管系统内 不应用作导电配线

连接

电气设备的电缆和导管连接应符合有关防爆型式的要求

采用说明

本条删去了 中关于电缆护套常温下塑性变形和电缆引入装置标志 的 个注释

未使用的通孔

电气设备的电缆或导管引入装置未使用通孔应该用适合于相关防爆型式的堵塞元件进行堵封 除

本质安全设备外 堵塞元件仅用工具才能拆开

可燃性物质的传播和聚集

设置电缆的通道 导管 管道或电缆沟 应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可燃性气体 蒸气或液体从这一区域传

播到另一个区域 并且阻止电缆沟中可燃性气体 蒸气或液体的聚集 这些措施包括通道 导管或管道的

密封 对于电缆沟 可使用充足的通风或充砂

导管和在特殊情况下的电缆 如存在压力差 应密封 防止液体或气体在导管或电缆护套内通过

通过危险场所的电路



电路从非危险场所穿过危险场所到另一场所时 危险场所中的管线系统应适合于该区域

偶然接触

除加热带外 应避免电缆金属铠装 护套与有可燃性气体 蒸气或液体管道系统之间的偶然接触 利

用电缆上非金属外护套进行隔离通常可避免这种偶然接触

壁上的开孔

危险和非危险场所之间墙壁上穿过电缆和导管的开孔应充分密封 例如用砂密封或用砂浆密封

中间接头

在危险场所中使用的电缆不能有中间接头 当不能避免时 除适合于机械的 电的和环境情况外 连

接应该

在适应于场所防爆型式的外壳内进行 或

配置的连接不能承受机械应力 应按制造厂说明 用环氧树脂 复合剂或用热缩管材进行密封

注 除本质安全系统用电缆外 后一种方法不能在 区使用

除连接隔爆设备导管中或本安电路中导线连接外 导线连接应通过压紧连接 牢固的螺钉连接 熔

焊或钎焊方式进行 如果被连结导线用适当的机械方法连在一起 然后软焊是允许的

采用说明

中无此注

绞线终端的保护

如果使用多股绞线尤其是细的绞合导线 应保护绞线终端 防止绞线分散 可用电缆套管或芯线端

套 或用定型端子的方法 但不能单独使用焊接方法

符合设备防爆型式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应因导线与端子连接而减小

区电缆系统

本质安全型 的电缆安装要求在第 章中规定 用于 区 见 的其他设备的电缆应特殊

批准

区和 区电缆系统

固定式设备用电缆

热塑护套电缆 热固护套电缆 合成橡胶护套电缆或矿物绝缘金属护套电缆可用于固定式线路

手提式和可移动式设备用电缆

手提式和 或移动式设备应使用含有加厚的氯丁橡胶或其他与之等效的合成橡胶护套电缆 含有加

厚的坚韧橡胶护套的电缆或含有同等坚固结构护套的电缆 导线横截面积最小为 如需要电

气保护导线 应与其他导线绝缘方式相同 并且应与其他导线并入电源电缆护套中

对地电压不超过 额定电流不超过 的手提式电气设备可以采用普通橡套电缆 普通的氯

丁橡胶护套电缆 或具有同等耐用结构的电缆 对于承受强机械力作用的手提式或移动式电气设备 例

如 手灯 脚踏开关 桶式喷雾泵则不允许采用这些电缆

对手提式或移动式电气设备 如果电缆中使用金属柔韧性铠装或屏蔽 则铠装或屏蔽不应单独作为

保护导线使用

软电缆

危险场所用软电缆应选用下列电缆

普通橡胶护套软电缆

普通氯丁护套软电缆

加厚橡胶护套软电缆

与加厚橡胶护套软电缆耐用结构相当的塑料绝缘电缆

加厚氯丁护套软电缆



注 电缆应参照有关标准规定

阻燃性能

固定布线电缆的阻燃性能应该按照 的要求承受阻燃试验 除非电缆埋在地下 充砂

导管内或采取其他防止火焰传播措施

导管系统

为了降低导管在同隔爆外壳连通中压力重叠效应 导管应按照下列规定配备密封件

导管进入或离开危险场所的地方

在正常运行时 所有有点燃源外壳的 范围内

含有分接头 接头 电缆头或终端的外壳 与直径为 以上导管连接的地方 导管所有螺纹

连接处应严密拧紧

当电路由熔断器或开关保护时 采用导管系统作保护导体的地方 其螺纹的结合应适合于故障电流

通过

若导管安装在腐蚀场所内 应有适当防腐保护措施 若导管有多种金属接合 应有防电蚀措施

导管内安装电线后 密封附件应采用填料填塞 填料凝固后应不透水 不收缩并且不受危险场所中

化学物质的影响 密封附件和填料用来限制压力重叠的影响 阻止来自含有点燃源的外壳的炽热气体进

入导管系统 并且阻止危险场所气体进入非危险场所

密封附件中的填料厚度应至少等于导管内直径 但不得小于

导管中可采用无护套的绝缘单芯或多芯电缆 但当导管含有三根或多根电缆时 电缆的总截面积

包括绝缘层不超过导管截面积的

长距离布线的外壳应有排放装置 用于排放冷凝水 另外电线绝缘应有防水特性

为了满足外壳防护等级要求 导管和外壳间应有密封措施 例如密封垫圈或螺纹密封剂 以及导管

与导线间密封措施 例如密封附件

注 如果导管是唯一的接地措施 螺纹密封剂不应影响接地路径的有效性

对隔爆外壳 的附加要求

固体障碍物

安装设备时 应注意防止隔爆结合面与固体障碍物 如钢架 墙 护套 安装板 管道或其他电气设

备 之间的距离小于表 规定的数值 试验证明隔离距离可以更小的情况除外

表 按照气体 蒸气分组的隔爆外壳结合面与障碍物间最小距离

气体分类 最小距离

隔爆面的保护

隔爆面应有防腐措施 应防止水进入接合间隙 衬垫仅在文件规定允许时方可使用 接合面不得

用使用中变硬的物质处理

注 适用的接合面保护措施 可使用非凝结性润滑脂或防腐剂 通常使用硅润滑脂比较合适 但在气体检测器上应

慎用 特别应强调在选择材料时要保证其非凝固性 否则会影响接合面间的紧密性

采用说明

本标准删去了 中 设备接合面外侧用非固化脂织物带进行防腐蚀保护的注释

电缆引入系统

概述

电缆引入系统须满足有关的设备标准要求 而且电缆引入装置适合用于使用的电缆类型 保持相应



的保护方式并且符合第 条的要求

当电缆经隔爆绝缘套管穿过设备外壳引入设备时 间接引入 外壳外边的套管部分应符合

规定的防爆型式 通常 外露部分放在一个接线盒空腔内 该空腔可以是隔爆型 或增

安型 接线盒为隔爆型 时引入装置应符合 的要求 接线盒为 时 电缆引入装

置应符合 的要求

当电缆引入系统直接引入隔爆型设备时 应满足 的要求

选择

电缆引入系统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电缆引入装置满足 的要求 并满足该设备使用的电缆具体型号要求

致密和圆形的热塑性 热固性或弹性电缆具有挤压成的衬层和不吸水填料 可以使用隔爆型引

入装置 按照图 选择密封圈与之结合

有塑料外套或无塑料外套矿物绝缘电缆具有相应的隔爆型电缆引入装置

设备文件规定的隔爆型密封装置 例如填料盒或密封腔 或者有元件批准并且使用与使用电缆

相适应的电缆引入装置 密封装置如填料盒或密封空腔应有密封填料或其他允许填充在芯线周围的相

应密封 密封装置应配置在电缆引入设备的位置

隔爆型电缆引入装置应装填料密封各根芯线或其他等效密封措施

其他能保证隔爆外壳整体性的措施

注 如果设备连接在工厂制造时已胶封 不应再改动或更换电缆

注 内部引燃源包括火花或正常运行条件下可引燃的设备表面温度 壳体仅含接线端子或非直接引入外壳 见

可认为不具备内部引燃源

图 符合 中 款电缆的隔爆外壳电缆引入装置选型图

由变频和调压电源供电的电机

由变频和调压电源供电的电机要求

按照电机有关标准规定埋入温度传感器 对温度进行直接控制或采用其他有效限制电机外壳表

面温度的措施 保护装置动作应能使电机断电 电机和变频器不需一起进行试验 或



电机作为一个工作单元应和变频器 保护装置一起按照 的有关标准规定进行型式

试验

注

在有些情况下 电机最高表面温度发生在电机轴上

对于增安型 接线盒的电机 如果使用高频脉冲输出 应注意接线盒内可能出现的过压峰值和产生的高温

导管系统

导管按以下选型

重规螺纹钢管 无缝钢管或符合 规定的焊缝钢管 或

挠性金属导管或复合材料结构 例如金属导管具有塑料或合成橡胶套 具有按照

分类高或极高的机械强度

导管最少螺纹扣数 扣 与隔爆外壳啮合五扣

密封件安装在距隔爆外壳 以内

如果外壳专门设计用于导管连接而改用电缆连接 可用一个带有绝缘套管和接线盒的隔爆型转接

器 通过导管与外壳连接 导管长度不超过 电缆再连接到接线盒 例如隔爆型或增安型 中 而

且应符合接线盒相应防爆型式的要求

增安型 防爆型式的补充要求

外壳的防护等级

外壳内有裸露带电件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和 规定的 仅含有绝缘带

电件的应不低于 安装在干净环境下并且通常有人管理的旋转电机防护等级不低于 使用限

制应在电机上标出

鼠笼感应电机 运行中的热保护

过载保护

为了满足第 章中 的要求 过载反时限延时保护装置不仅监控电机电流 而且能使安装的电机

堵转时在铭牌规定的 时间内断电 表明延时继电器或断路器的过载延时时间 起动电流比曲线应交

用户

曲线应显示在环温 下冷态起动电流比 倍延时值 保护装置的动作时间应等于该

延迟时间 误差为

形连接绕组 电机在断相故障堵转时断开时间应按照电机起动电流的 倍检查

总之 允许连续工作制电机 包括起动容易和不频繁起动不产生过热的电机 具有过载延时保护装

置 承受困难条件起动或频繁起动电机仅在合适的保护装置保证电动机不超过极限温度方可接受

困难起动条件是指在过载及反时限延迟保护装置在正确选型条件下能够在达到额定转速之前断开

电机 这通常发生在总起动时间超过 时间的情况下

绕组温度传感器

为了满足第 章中 的要求 绕组温度传感器及保护装置即使在电机堵转情况下也应能使电机具

有足够的热保护 埋入式温度传感器保护极限温度仅在文件中有规定方可使用 传感器型式及保护装置

型式应在电机上标明

软起动

如果 的要求不能满足 可选用特殊起动程序起动电动机 用电气方法来限制电气 机械和热

效应 对这种电机进行过载保护 其保护方式的效果应由检验单位评定认可

采用说明

中规定其保护方式的效果由用户评定



变频调压

电机通过变频器变频调压 应与变频器作为一个单元按此工作制与保护装置一起按照有关文件规

定进行型式试验

布线系统

总则

电缆和导管系统应按照第 章和以下对电缆引入装置和接线端子的补充要求进行安装

电缆引入装置

引入装置与电缆相适应使电缆与增安型设备有效连接 应能保持防爆型式 并与密封元件一起使

端子盒外壳达到

注

为了满足 要求 有必要在电缆引入装置和外壳间采取密封措施 例如加密封垫圈或螺纹密封胶

螺纹电缆引入装置与电缆引线板或外壳的接合为 厚以上时 可以不在电缆引入装置和引线板或外壳间增

加密封措施 但电缆引入装置的中心轴线须与引线板或外壳表面垂直

当使用矿物绝缘金属护套电缆时 应使用一个合适的密封装置来达到爬电距离要求

接线端子

一些端子 如槽形端子 可允许多根导体连接 如果多根导体连接在一个接线端子时 应注意保证每

根都夹牢 除非设备文件规定 两根不同直径导体应先单根用压紧套圈夹紧 然后连接到一个端子上

为了防止接线板上相邻导体间短路 每个导线绝缘应连续到金属接线端子为止

注 如果使用鞍形垫圈来固定一根导线 除非设备文件允许 导体围绕螺钉处应弯成 形

通用接线盒和分线盒中端子和导线的连接

应注意确保壳体内发热不会导致温度超过设备规定的温度组别 可以采用以下措施

满足制造厂给出的允许端子数量 导线尺寸和最大电流的规定 或

检查制造厂提供的参数计算出的功率损耗是否小于额定最大功率损耗

电阻加热装置

为了限定电阻加热装置最高表面温度 加热装置和要求的保护装置应按制造厂的要求和文件的规

定安装

如果要求温度保护装置 应能直接或间接断开电阻加热装置的电源 并且为人工复位型

除了过流保护外 为了限制由于故障接地和泄漏电流的热效应 应安装以下保护装置

型或 系统中 应使用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不超过 的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应优先选

用额定剩余动作电流 的装置 该装置在额定剩余动作电流时的断开时间应不超过 在 倍剩

余动作电流时断开时间应不超过

注 具体情况见

在 系统中 绝缘电阻在额定电压下每伏若不超过 绝缘电阻监控装置将切断电源

注 如果电阻加热器 例如电动机中的防冷凝加热器 安装在电气设备内进行保护 则不要求以上附加保护

对本质安全型 的附加要求

引言

在安装本质安全电路时 其安装原则与其他类型的电气设备安装有着原则上的不同 这里要注意的

是 把电能限制在设计规定的安装系统内 不会引起危险环境的点燃 保护本质安全电路的整体性能 免

受其他电源的干扰 以便即使发生电路断路 短路或接地时也不会超过电路的安全能量极限值

根据这一原则 本质安全电路电气安装规定的目的 要使本质安全电路和其他电路隔离

区和 区的安装

设备



安装在 区和 区的本质安全电路 本质安全电气设备和关联设备的本质安全部分应符合

至少为 类

简单设备勿需标志 如果本质安全性与它们有关 应满足 和 的要求

关联设备尽量安装在危险区域外 如果安装在危险区域内 应有符合 条规定的其他相应防爆

措施

关联设备的非本质安全接线端子施加的电压不应超过关联设备标牌规定的电压 电源预期短

路电流不应超过

电缆

总则

本质安全电路用电缆的绝缘应能承受导体对地 导体对屏蔽和屏蔽对地至少为交流 的试验

电压

如果在危险区域使用多股导线 导线的终端应有防松措施 例如使用终端芯套

使用在有爆炸危险区域的每根导线直径应不小于 本款也适应多股导线的每股导线

电缆的电气参数

对所有使用的电缆应知道电缆的电气参数 和 或 和 或接受其制造厂规定的最不

利情况下的数值 见

导体屏蔽的接地

如果要求有屏蔽 除了下述 项 项外 屏蔽应仅一点接地 通常在非危险区电路回路终端处

本要求是为了防止在电路的一端与其他端之间地电位有差异时 可能出现危险的屏蔽故障环路电流

特殊情况

如果有特殊理由要求与屏蔽多点连接 例如屏蔽电阻高 或要求抗感应干扰 按图 要求布置

条件是

图 导电屏蔽接地

绝缘接地导线必须为耐用结构 通常不小于 但 对夹紧连接比较合适

绝缘接地导线及屏蔽与电缆中其他导线或其他电缆铠装间的绝缘应能承受 的绝缘

试验

绝缘接地导线和屏蔽仅一点接地 该点应既是绝缘接地导线接地点 同时也是屏蔽接地点 通



常应在非危险区域电缆终端

绝缘接地导线须满足

和绝缘接地导线一起安装的电缆的电感阻抗比 应确定并符合 要求

如果通过有效的安装和维护 确保了各电路终端的等电位 危险区域和非危险区域 那么 如果

需要 电缆的任何的两个终端均可接地 如有要求 可以在中间的任何点上

如果电容不超过 可通过用小电容器 例如 陶瓷电容器 多点接地

电缆铠装接地

每个布线的电缆终端均应通过电缆引入装置或同类物将电缆的铠装连接在等电位系统上 在中间

有接线盒或其他电气设备时 通常在这些中间点将铠装通过类似的连接接在等电位系统上 如果铠装不

能在中间点上连接等电位系统 应注意确保所有敷设电缆铠装自始至终的连续性

如果在电缆引入点处连接铠装不可行 或设计要求不允许这样 应确注意避免在铠装与等电位系统

间存在电位差而产生点燃火花 任何情况下 铠装与等电位系统应至少有一个电气连接 用于将铠装对

地隔离的电缆引入装置应安装在非危险区域或 区

电缆的安装

带本质安全电路的安装应使其本质安全性不受外界电磁场的干扰 例如由附近上方供电线路或单

芯电缆大电流的影响 这可以通过例如屏蔽 绞合电缆或与电磁场保持足够距离来实现

除了第 的电缆要求之外 电缆无论在危险区域还是在非危险区域 应满足以下要求

本质安全电路电缆与非本质安全电路电缆隔离 或

本质安全电路电缆在布置时防止受机械损伤危险 或

本质安全或非本质安全电路电缆为铠装 金属护套或屏蔽

本质安全电路导线与非本质安全电路导线不应为同一电缆

绑扎在同一束本质安全电路导线和非本质安全电路导线间应该用绝缘层或接地金属进行隔离

电缆的标志

有本质安全电路导线的电缆应标示出来 如果护套或表层用颜色标志 该颜色应为淡兰色 该标志

的电缆不应用于其他目的 如果本质安全或非本质安全电路电缆已有铠装 金属护套或屏蔽 不需再做

标志

该标志方法在计量和控制箱 开关 配电装置等内部应更换 在其中有蓝色中性导线 存在着本质安

全与非本质安全电路电缆混淆的危险 这种方法包括

将导线共同组合到浅兰色线束中

标牌标明

清楚的布置和空间隔离

有多个本质安全电路的多芯电缆

本条要求是对 的补充

导体绝缘厚度应与导体的直径和绝缘的属性相适应

对于目前使用的绝缘材料 例如聚乙烯绝缘 最小径向厚度为

导体绝缘应能承受 倍的均方根本质安全电路工作电压 但最低为 的耐压试验

多芯电缆至少应能承受以下交流介电强度试验 均方根值

电压施加在铠装和 或屏蔽连结后与所有芯线连结后两者之间

电压施加在一半的芯线连接起来与另外一半芯线连接后的芯线束间 本试验不适用

于各电路有屏蔽的多芯电缆

试验方法按照相应电缆标准进行 如果没有试验方法 可按下述方法进行

频率为 之间正弦波交流电压

电压由至少为 输出的变压器供给



电压应稳步升至规定值 时间不得小于 并且在规定值至少保持

多芯电缆故障考虑

本质安全电路系统所有多芯电缆中如果考虑出现故障 应考虑其与所使用电缆的类型有关

型

电缆符合 的要求 并且有导电屏蔽对每个本质安电路进行保护 以防止这些电路间互相

连接 平均屏蔽至少为表面积的

不考虑电路间出现故障

型

电缆须固定 有效地防止损伤 并且能满足 条的要求 另外 电缆中的电路最高电压 不

能超过

不考虑电路间出现故障

其他

对于电缆满足 条的要求 但没有 型 型附加要求 须考虑出现多达二根导线间短路

故障 同时出现多达四个电路导线开路 在等同电路里 如果每个通过电缆的电路的安全因数是 型

或 型要求值的四倍 对故障不做考虑

如果电缆不满足 条的要求 对于应考虑的导线短路和开路数量不做限制

本质安全电路终端

有本质安全电路的电气安装 例如测量控制箱 端子应与非本质安全电路终端可靠地隔离 例如隔

板或至少 的间隔 本质安全电路接线端子要打上标志 所有接线端子和插头 插座应分别满足

中的要求

当采用一个单独空间将电路隔开的方式来安排接线端子时 应注意接续线端子的排列和所用的布

线方式 以防止因一根导线断开造成电路之间的接触

本质安全电路的接地

本质安全电路应为下列之一

与地绝缘 或

连接在等电位导线上的一点 如果该等电位导线分布在本质安全电路安装的场所内

安装方式应按照电路的功能要求并且与制造厂的说明一致来选择

如果一个电路与各自只有一个接地点的一些分回路进行电流隔离 则允许网路有一个以上的对地

连接

如果电路与地绝缘 要特别注意静电放电引起的危险 通过 电阻接地 例如用于耗

散静电电荷 此方法不视为接地

由于安全原因 例如在安装没有电流隔离的安全栅时 本质安全电路须接地 从功能要求需要与地

连接 也可以接地 例如焊接的热电偶 如果本质安全设备不能承受 规定 对地介电强

度试验 可假定设备接地

本质安全电路中 没有电流隔离安全栅 例如齐纳栅 接地端子应

与等电位系统连接应尽量短些 或

对于 系统 整体接地点与主电源供电接地点连接阻抗应不大于 该要求可通过与开关

室内接地排或单独接地排实现 使用的导体应绝缘以防止故障电流在金属部件流动时导体能对外接触

例如控制板框架 流入地面 危险大时应有机械保护 接地导体截面积应为

至少两根导体 每个都能连接负载最大可能电流 截面积至少每个为 铜导体 或

至少一根导体 截面积最小为 铜导体

如果接地导体不能承受与安全栅输入端子相连的供电系统预期短路电流 那么应增加接地导体面

积或使用附加导体



本质安全电路的检查

除系统证书对全部本质安全电路参数作出规定之外 应该遵守 的全部规定 包括其分条

款

本质安全电路的安装应使电缆电容 电感或 及表面温度不超过规定值 该允许值应从合格证

书 电气设备标志或设备安装说明书中取得

仅有一个关联设备的本质安全电路

本质安全设备每个项目最大内部电容 和电缆电容总和不应超过关联设备标示的最大电容 值

电缆通常被视作集中电容 相当于相邻的两根芯线之间最大电容

本质安全设备每个项目最大内部电感 和电缆电感之和不应超过关联设备标示的最大电感 值

电缆通常被视作集中电感 相当于电缆内两根芯线有最大间距时的电感

在本质安全设备内不含有影响的电感并且关联设备标示出电感 电阻比 值的情况下 如果电

缆的 值在电缆的两根芯线具有最大间距位置测量小于该值 可不必满足 要求

每个本质安全设备允许的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和输入功率 应分别大于或等于各自关联设

备的 和 值

对于简易设备 最高温度可以从关联设备的功率 计算出温度组别 温度组别按下述确定

参照表 或者

用以下公式计算

并且参照表

其中 表面温度

关联设备标示的功率

热电阻 该值由元件制造厂给出 以表明使用的安装条件

环境温度 通常为

另外 表面面积不超过 的元件 不包括引线 如果表面温度不超过 可以视为 组

本质安全电路的设备类别与构成本质安全电路的各个设备的最严格的类别相同 例如 电路上有

和 类设备 则电路的类别为

表 按照元件尺寸和环境温度评定 组别

总的表面积 引线除外 组的要求 在 环境温度时

表面温度

表面温度

功率不超过

环温时降至 环温时降至

多个关联设备的本质安全电路

如果两个或以上本质安全电路连接起来 系统的安全性应进行假设推算法或按 规定的

试验法进行检查 设备类别 温度组别和类别应限定

应考虑从电路基架流入关联设备回馈电压和回馈电流的危险性 每个关联设备的额定电压和限流

元件应不超过其他关联设备的 相应组合

注 具有线性电流 电压特性的关联设备其计算依据见附录 非线性电流 电压特性的关联设备 按

进行

系统设计者应提供系统的描述性文件 包括系统的电气设备 电气参数和内部连接导线

区的安装

本质安全电路除了以下特殊要求外 按照第 安装

在 区安装本质安全电路 本质安全电器设备和关联设备应满足 类的要求 优先采



用本质安全电路与非本质安全电路电流隔离的关联设备 由于在等电位系统中某些情况下仅一个故障

即可构成引燃危险 没有电流隔离的关联设备仅在接地布置符合 条 项时方可使用 而且与安

全区域端子相连的主电源设备要通过双绕组变压器隔离 变压器初级线圈与有足够熔断能力的熔断器

连接 电路 包括所有的简单元件 简单电气设备 本质安全设备 关联设备和内部连接允许的最大电

缆 应为 类

如果由于功能要求需电路接地 接地应在 区外 但与 区设备尽量接近

如果部分本质安全电路安装在 区 其关联设备可能在 区产生危险的电位差 例如大气放电的发

生 因此在非接地连接电缆芯线与场地建筑就近位置 最好在距进入 区场所 内构件之间安装浪涌

电流保护设施 这些位置如燃油贮存罐 废气处理厂和石化工程的蒸馏塔等 产生电位差最大的危险与

工厂的系统布置和 或设备的位置有关 而这种危险性并不能因埋置地下电缆或安装罐而减少

浪涌电流保护装置应能转移最小为 峰值放电电流 按照 脉冲

次

保护装置和场地建筑间的连接应至少为相当于 的铜导体截面积连接

浪涌电流保护装置的跳火电压应由用户和安装方面的专业人员来确定

注 使用浪涌电流保护装置的跳火电压低于 交流 则要求本质安全电路接地

区本质安全电路和浪涌电流保护装置间安装的电缆应有防雷电措施

正压型 电气设备的补充要求

除进行整体检查之外 所有的安装应由专家检查其是否满足设备文件的要求和本标准的要求

管道

所有管道和连接件应承受以下压力

正压设备制造厂规定的正常运行最大压力的 倍 或

正压设备制造厂规定关闭所有出口时 正压源 例如风机 所能达到的最大压力 至少为

管道和连接部分的材料应不受保护气体和其所使用环境可燃性气体的不利影响

保护气体进入管道的位置应设在非危险区 罐装保护气体除外

管道位置尽可能设置在非危险区 如果管道通过危险区域 保护气体压力小于环境压力时 管道应

没有裂口

保护气体管道出口应设在非危险区 否则应考虑按表 安装能阻止火花和颗粒的装置 该装置用于

防止具有点燃能力的火花和颗粒吹出

注 在冲洗时管道的出口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危险区

供压设备 如风机和压缩机保护气体入口 应安装在非危险区 如果驱动电机和 或其控制装置在供

气管道内 或不可避免装在危险区域内 这些供压设备应有相应的防爆措施

表 阻挡火花和颗粒装置

管道出口区域
设 备

区 要 求 不要求

区 要 求 要求

正常运行条件下产生具有点燃能力火花的设备

正常运行条件下不产生具有点燃能力火花的设备

如果在正压出现故障时设备的温度有点燃危险 正压外壳内应安装保护装置防止可燃性气体很快进入正压外

壳内



正压故障时应采取的措施

无内部释放源的设备

没有内部释放源设备的安装 在出现保护气体故障时 应满足如表 的要求

表 在出现保护气体故障时对无内部释放源设备采取的措施

区域划分
外壳内安装有无正压时

不适应 区的设备

外壳内安装有无正压时

适应 区的设备

区 报 警 不采取措施

区 报警并断电 报 警

注

如果报警 立即采取措施恢复整个系统供气

如果自动断电引起更大的危险 应采取其他措施 例如加倍供应保护气

有内部释放源的设备

有内部释放源的设备安装应按照制造厂说明书进行 万一出现保护气体故障 应发警报并采取纠正

措施保证系统的安全

共用安全设备的多个正压外壳

对多个正压外壳共用安全设备的要求见

冲洗

制造厂规定的正压外壳最短冲洗时间应增加制造厂规定的管道单位体积最小附加冲洗时间乘以管

道容积所得的时间

在 区 如果外壳和其管道内部的环境远远低于爆炸下限 例如爆炸下限的 则可以不进行

冲洗 此外 可以利用气体探测器检查正压外壳内的气体是否是可以燃烧的

用作冲洗 正压及连续稀释的气体应为非可燃性 无毒性气体 并且不含湿 油 粉尘 纤维 化学剂

可燃物或其他杂质的 这些因素可能对设备整体性和运行产生危险或不利影响 通常使用空气 有时用

惰性气体 保护气体氧气含量不应比空气中含量高

如果使用空气做为保护气体 气源应在非危险区 并且选择位置上应能降低空气被混杂危险 应考

虑附近建筑物由于风向 风速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

保护气体入口处的温度通常不应超过 特殊情况 可使用更高或更低温度的气体 但应在正压

外壳上做出标志

防止出现可燃性气体或蒸气通过扩散侵入布线系统或保护气体通过布线系统泄漏 布线系统应密

封起来

对使用在 区设备的补充要求

以下补充要求适用于 的 和 项规定的设备

外壳防护等级

外壳内有裸露带电件和外壳内仅为绝缘带电件的防护等级最低分别为符合 和

规定的 和

如果使用场所提供足够防止异物进入而影响安全性能的防护 外壳内有裸露带电件和外壳内仅为

绝缘带电件的防护等级分别为 和

如果硬性异物和水的进入不影响设备时 可以不满足上述要求 例如应变仪 热电阻测温仪 热电

偶 限能设备

限能设备和电路



各个设备最大内部电容与电缆电容之和不应超过允许的最大电容 相邻的两个电缆芯线等效视为

一个集中电容 各个设备最大内部电感与电缆电感之和不应超过允许的最大电感 将最大隔离的两根

电缆芯线视为一个等效的集中电感 这些值要在 型设备上或文件中标示出来

布线系统

总则

电缆和导管应按第 章进行安装 并满足以下对电缆引入装置和接线端子的补充要求

电缆引入装置

电缆的连接应通过与电缆相适应的电缆引入装置进行

为了保证接线腔体的防护等级 需使用在电缆引入装置和电缆间有合适密封元件的电缆引入装置

例如使用密封垫圈或螺纹密封胶

注 螺纹电缆引入装置与电缆引接板或外壳的接合为 厚及以上时 可以不在电缆引入装置和引接板或外壳间

增加密封措施 但电缆引入装置的中心轴线须与引接板或外壳表面相垂直

限制呼吸外壳的密封应能保证外壳的限制呼吸性能

不使用的电缆引入开口应堵塞 以保证外壳的防护等级

导体端子

一些端子 如槽形端子 可允许多根导线引入 如果多根导线同时引入一个端子时 应确保每根导线

都可靠夹紧 除非制造厂文件有规定 不同截面导体不能连接在同一根端子上 但事先使用单个压紧情

况除外

在接线板上相邻端子间如果有短路危险 每个导体的绝缘应连贯至端子金属近旁

注 如果使用单螺母鞍形夹子来固定一个导线 导线应绕螺钉成 形 但设备制造厂允许不使用 形夹紧情况

除外

变频和调压电源供电的电机

注 如果使用高频脉冲输出转换器 须对在电机接线盒端子上可能产生的过压尖峰和较高温升进行考虑



附 录

标准的附录

具有一个以上线性电流 电压特性关联设备的本安电路的检查

本安电路系统的电感和电容参数应按照 规定的点燃曲线 在故障条件下在系统每个点

上的系统电压 和电流 来确定 规定的故障应施加在整个本安系统上而不是单个电气

设备上

上述要求可通过以下计算程序来实现

即使关联设备为 类也视作 类

注 类别降低是考虑到该检查仅通过计算法而不进行试验

按照关联设备规定的 和 值确定最高电压和电流 见附录

检查系统最大电流乘以 倍安全系数是否超过从 标准的电阻电路引燃曲线中对

于系统最高电压 相应设备类别得出的电流值

最大允许电感 是根据 标准中相应设备组别对应的电感引燃曲线 由系统最大电

流乘以 倍安全系数而得出

最大允许电容 是根据 标准中标识有 引燃曲线 由系统最高电压乘以

倍安全系统系数而得出

检查最大允许 和 值是否满足 的要求

按照 条 考虑设备使用的引燃曲线 确定系统的设备组别

按照 条确定系统的温度组别 这里

附 录

提示的附录

具有一个以上线性电流 电压特性关联设备的本安电路系统

最大电流和最高电压的测定方法

一个本安电路有二个或以上关联设备 见 情况下 以下实用方法可用于根据关联设备铭

牌上标定的 值确定在故障情况下本安电路系统新的最大电流和电压值

依据关联设备的本安端子连接确定设备的 和 值 在正常运行情况下和故障情况下 考虑以下

因素

仅电压相加

仅电流相加 或

电压相加并且电流相加

在关联设备串联 见图 本安电路与非本安电路电气隔离情况下 不考虑极性电压相加

电源两极并联情况下 电流相加是必需的 见图

其他情况无论电源串联还是并联 见图 应视故障情况而定 这种情况下应分别考虑电压相加

和电流相加



新系统最大值

图 串联 电压相加

新系统最大值

图 并联 电流相加



新系统最大值

或

图 串联和并联 电压相加和电流相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