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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错误或有缺陷（例如：软件出错）；

电源或其他工作干扰；

操作人员的误操作（尤其是手动设备｝。

3. 29. 1

预期故障 expected malfunction

在正常运行中出现的设备损坏或失效。

3.29.2 

罕见故障 rare malfunction

已知要发生，但仅在罕见情况下才会出现的故障类型。 两个独立的可预见故障，单独出现时不产生

点燃危险，但共同出现时产生点燃危险，它们被视为一个罕见故障 。

3.30 

最高表面温度 maximum surface temperature

在最不利运行条件下（但在规定的容许范围内）工作时，电气设备的任何部件或任何表面所达到的

最高温度。

注1: 对于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来说，该温度可出现在设备内部零部件上或外壳表面，视防爆型式而定。

注2: 对千爆炸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来说，该温度出现在设备外壳表面，且可包括确定的粉尘层条件。

3.31 

正常运行 normal operation

设备在电气上和机械上符合设计规范并在制造商规定范围内的运行状况。

注1: 制造商规定的范围包括持续运行条件，例如，电动机在工作周期内运行。

注2: 电源电压的变化在规定范围内和任何其他运行容差都属正常运行。

3.32 

射频 radio frequencies

3. 32. 1

平均时间 averaging time

闾功率平均值的一段时间。

3.32.2 

连续发射 continuous transmission

脉冲持续时间大于热起燃时间的一半的发射。

3.32.3 

脉冲发射 pulsed transmission

脉冲持续时间小于热起燃时间的一半，但两个连续脉冲的间隔时间又长于三倍热起燃时间的

发射。

3.32.4 

热起燃时间 thermal initiation time

火花释放出的能械积聚在其周围小范围的气体中没有明显热损耗的时间。

注：在小于热起燃时间内，起燃与否取决于火花沉积的总能量。 热起燃时间过长时，能量沉积的功率或速率成为起

燃与否的决定因素。

3.32.5 

阑能量 threshold energy

z,h 

脉冲式射频发射中，能从接收体获取的单个脉冲的最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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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功率 threshold power 

P,h 

发射器的有效输出功率与天线增益的乘积。

3.33 

额定值 rated value 

通常由制造商给定的用以规定设备、装詈或元件工作条件的一组数值。
3.34 

定额 rating 

额定值和运行条件的集合。
3.35 

可更换的电池组 replaceable battery pack 

包含一 个或多个互联单体电池，与整个保护单元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可更换的电池组合。
3.36 

工作温度 service temperature 

设备在额定运行条件下所达到的温度。
注：设备的不同部位可能达到不同的工作温度。

3.37 

符号"U" symbol "U" 

用于表示Ex元件的符号。
注：符号"U"用于表明设备是不完整的，不经进一步评定不适合安装使用。

3.38 

符号 "X" symbol "X"

用于表示安全使用特殊条件的符号。
注：符号"X"为识别标志，表明防爆合格证包含设备安装、使用和维护的一些基本信息。

3.39 

3.40 

3.4 1 

3.42 

3.43 

接线空腔 terminal compartment 

与主外壳连通或不与主外壳连通的，包含连接件的单独空腔，或主外壳的一 部分。

例行试验 routine test 

常规试验

对每台产品在制造期间或制造完工后进行的确定其是否符合某一标准的试验。

型式试验 type test 

对一台或多台符合某一设计的产品进行的、表明符合特定技术条件的试验。

防爆型式 type of protection 

为防止点燃周围爆炸性环境而对电气设备采取的各种特定措施。

工作电压 working voltage 

在额定电压下给设备供电时出现的通过特定绝缘的最高交流有效值电压或直流电压。
注1: 忽略瞬态效应。

注2: 考虑开路状态和正常工作状态。

4 设备分类

爆炸性环境用电气设备分为I类、II类和III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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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I类

1类电气设备用于煤矿瓦斯气体环境。
注 ： 1类防爆型式考虑了瓦斯和煤粉的点燃以及地下用设备增加的物理保护措施。

用于煤矿的电气设备，当其环境中除甲烧外还可能含有其他爆炸性气体时，应按照1类和Il类相应

可燃性气体的要求进行制造和试验。 该类电 气 设 备 应有 相应的标志（例如： "Ex d I /I[ B T3"或
"Exd I / Il CNH3 )"。

4. 2 II类

Il类电气设备用于除煤矿瓦斯气体之外的其他爆炸性气体环境。

Il类电气设备按照其拟使用的爆炸性环境的种类可进一步再分类。

Il类电气设备的再分类：

·e Il A 类：代表性气体是丙烧；

• I[B 类：代表性气体是乙烯；

• I[ C 类：代表性气体是氢气。
注 1, 以上分类的依据，对千隔爆外壳电气设备是最大试验安全间隙(MESG),对于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是最小点

燃电流比(MICR)(见 GB 3836. 11-2008 和 GB 3836. 12—2008) 。

注2: 标志II B的设备可适用千II A设备的使用条件，标志II C类的设备可适用于II A和JIB类设备的使用条件。

4.3 皿类

ill类电气设备用于除煤矿以外的爆炸性粉尘环境。

ill类电气设备按照其拟使用的爆炸性粉尘环境的特性可进一步再分类。

ill类电气设备的再分类：

• illA类：可燃性飞絮；

• illB类：非导电性粉尘；

• 皿C类：导电性粉尘。
注：标志皿B的设备可适用于川A设备的使用条件，标志皿C类的设备可适用于皿A或皿B类设备的使用条件。

4.4 特定爆炸性环境用设备

电气设备可按某一特定的爆炸性环境进行试验，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信息应记录在防爆合格证中并

在电气设备上进行相应地标志。

5 温度

5. 1 环境影响

5. 1. 1 环境温度

通常情况下，电气设备使用的环境温度应为 -20 "C�+4o 1贮此时不需要附加环境温度标志。 但当

电气设备预计使用在不同于以上环境温度范围时视为特殊情况，标志应包括符号飞或 Tamb和上限或下限

环境温度，如果不可行，符号"X"应指明包括上限或下限环境温度的具体使用条件。 见29.2e)和表1。
注：环境温度范围可缩小，例如—5'C,s;; T ,rob ,s;; 15'C 。

表1 运行中的环境温度和附加标志

电 气 设备 运行中的环境温度 附 加 标 志

正常情况 最高：十40·c 无

最低 ： -20·c

特殊情况 由制造商规定 卫或 T,mb 附加规定范围，例如， —30'C<T.<+40'C或符号"X"

5. 1. 2 外部热源或冷源

如果电气设备用物理方法与一个单独的外部加热源或冷却源（如被加热或被冷却的工艺容器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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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相连，则外部热源或冷源的额定值应在制造商的使用说明书中进行规定。
注1, 这些值的表示方式将根据冷、热源的种类发生变化。对于大体积的设备，通常以最高或最低温度表示就足够。

对于小体积的设备，或导热通过热绝缘材料的热源，可采用热通景表示。
注 z: 最终安装时须考虑辐射产生的热的影响。见GB 3836. 15。

5.2 工作温度

如果本部分或专用防爆型式标准要求在设备的任何部位测晕电气设备的工作温度，则温度测定应
在额定负载情况下，设备处于最高或最低环境温度和最大额定外部热源或冷源时进行。 如果要求工作
温度试验，则应按照26. 5. 1的规定进行。

注：由制造商给出的电气设备的定额包括环境温度、电源和负载特性、工作周期或工作类型。
5.3 最高表面温庤

5. 3. 1 最高表面温度的测定

当设备承受最高环境温度和相应的最大额定外部热源时，应按照26. 5. 1的规定或相关防爆型式标

准的具体要求测定最高表面温度。
5. 3.2 最高表面温度的限制
5. 3. 2. 1 I类电气设备

对于1类电气设备，其最高表面温度应按照24章的要求在相关文件中规定。
最高表面温度不应超过：

150� 贮当电气设备表面可能堆积煤尘时；
450 °C, 当电气设备表面不会堆积煤尘时（例如防粉尘外壳内部）。

注：当用户选用I类电气设备时，如果温度超过150 °C的设备表面上可能堆积煤尘，则应考虑煤尘的影响及其炯燃
温度。

5. 3. 2. 2 II类电气设备

测定的最高表面温度（见26. 5. 1)不应超过：

规定的温度组别（见表Z); 或

规定的最高表面温度；或
如果适用，拟使用环境中的具体气体的点燃温度。

表2 II类电气设备的最高表面温度分组

温 度 组 别

Tl 

T2 

T3 

T4 

T5 

T6 

注：不同的环境温度及不同的外部热源和冷源可能有一个以上的温度组别。
5.3.2.3 皿类电气设备

5. 3. 2. 3. 1 测定无粉尘层的最高表面温度

测得的最高表面温度（见26. 5. 1)不应超过：

—— 规定的最高表面温度；

拟使用的具体的可燃性粉尘层或粉尘云的点燃温度。
5.3.2.3.2 有粉尘层的最高表面温度

最高表面温度/ °C

450 

300 

200 

135 

100 

85 

除了5. 3. 2. 3. 1要求的最高表面温度外，也可测定环绕设备所有侧面形成的粉尘厚度兀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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