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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散粮装卸系统粉尘防爆
安全规程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散粮装卸系统粉尘防爆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港口散粮装卸系统粉尘防爆的设计 施工 运行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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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粉尘防爆术语
粉尘爆炸泄压指南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收尘器防爆导则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港口散粮装卸系统
港口内进行散粮装卸作业的设备 设施及建 构 筑物的总称
筒仓
贮存散装物料的立式筒形封闭构筑物
房仓
贮存散装物料的房式构筑物
工作楼
装设输送 称重及除尘等设备 装置 的建 构 筑物
廊道
装设散粮输送机械的长廊或栈桥
粉尘防爆
预防粉尘爆炸的发生和粉尘爆炸发生后减小爆炸危害程度的措施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一般规定
所有新建港口散粮装卸系统 以下简称 系统 应依据本标准进行粉尘防爆设计 施工 竣工验收
已建系统应参照本标准进行防爆改造
系统所在企业负责人应明确系统所包含的粉尘爆炸危险场所 同时应依据本标准并结合本单位实
际情况制定粉尘防爆实施细则和安全检查表
系统作业人员应先接受粉尘防爆安全知识教育 经考试合格后方准上岗
应对系统内测温 测尘的仪器 仪表及防火 防爆设施定期检查 并使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防止明火
系统内不应出现非生产性明火
系统内不应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防止产生摩擦碰撞火花
应在系统的适当位置安装除去散粮中的铁质及其他杂物的装置
进行检修维护作业时宜使用防爆工具 不应用铁器敲击墙壁 金属物等
所有设备轴承应防尘密封
进入系统内的人员不应穿带铁钉工作鞋
防止电气火花
系统内电力设计应符合
中有关规定
系统中具有双重隔离和密封门的控制室内可安装普通电气设备
进入筒仓等密闭容器的人员应穿防静电工作服 防静电鞋
积尘清扫
应建立定期清扫制度 对于转动 发热等部位应每天清扫
应对除尘设施的积尘每船次检查一次 如散粮含尘量大 可缩短检查间隔
定期更换制度及定期清扫制度
不应采用压缩空气进行清扫作业 宜采用真空吸尘装置进行清扫作业

并建立滤袋或滤芯

各企业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按照粉尘防爆实施细则和安全检查表定期作防爆安全检查
明火作业
明火作业安全措施
明火作业时系统应停止运转 以明火作业点为中心
半径范围内的所有地面和墙壁应清扫
干净并淋湿 不可移动的可燃材料或含粉尘的设备管 口及连接部等应用难燃烧体材料进行覆盖保护
作业现场在建筑物内时 明火作业处
半径范围内所有门窗均应打开
在与密闭容器相连的管道上作业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有隔离阀门的应确保严密关闭
无隔离阀门的应拆除一段管道并封闭管口或用隔离板将管道隔离
在仓顶部进行明火作业 明火作业点
半径范围内的所有仓顶孔 通风除尘口等均应加盖
并用难燃烧材料覆盖
明火作业现场应有专人监护并配备充足的灭火器材
明火作业安全管理
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划分危险和次危险防火 防爆明火作业区域并明确各区域的审批部门和权
限
企业应制定从办理明火作业表 或证 现场明火作业准备到作业完成全过程的防火 防爆安全
操作 管理 规程 并严格执行

建 构 筑物的要求
筒仓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筒仓与人员集中区的间隔距离应大于
金属结构或钢筋混凝土框架结
构的筒仓与人员集中区的距离应大于
根据
的规定 筒仓的火灾危险性属乙类 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其建筑防火设计应
符合
中相关规定
筒仓应按
有关规定采取防雷措施
筒仓仓壁表面应平整 光滑 以减少粉尘积集
筒仓之间不得留有结构性洞孔和连通的气孔
筒仓仓顶应为轻型结构或设置泄爆口
钢筋混凝土筒仓的顶部应设置人孔 以便进行检查 清扫 灭火和维修并应能防止仓内粉尘逸
出
检查筒仓内部时应使用粉尘防爆灯具
散粮房仓
房仓应为独立的建筑物
房仓应符合
和
的要求
房仓散粮进仓应顺序从一端向另一端进料以使粉尘有足够空间下沉
房仓应根据面积大小 依据
设计多个通道
房仓内地坪表面不允许用沥青铺设
工作楼
砖混结构的工作楼与人员集中区的间隔距离应大于
当工作楼采用金属结构或钢筋混凝
土框架结构时 与人员集中区的间距应大于
根据
的规定 工作楼的火灾危险性属乙类 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具体设计应符合
中的有关规定
工作楼应按
中有关规定采取防雷措施
工作楼宜采用金属结构或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楼板宜采用钢网格子板 非安装设备部分 门
窗均应向外开启 门窗玻璃在门窗框外档安装
新设计的斗式提升机宜安装在工作楼外部
附属建筑物
根据
的规定 廊道 灌包间的火灾危险性属乙类 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其建筑防火
设计应符合
中有关规定
廊道应按
采取泄爆措施
配电室 中控室宜设置在工作楼外面 如设置在工作楼内时 应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的非燃烧
体防护墙隔开 并应有直通室外或疏散楼梯的安全出口
散粮装卸机械和输送设备
总则
应选用密封式的连续装 卸 船机 输送设备
系统内的闸门 阀门宜选用气动式
各类装卸机械 输送设备所用胶带宜采用抗静电 难燃烧体胶带 胶带不应采用钢性结合
装 卸 船机 输送设备应有急停装置
所有装 卸 船机应有独立的通风除尘装置

夹胶带卸船机
各部分卸料溜槽或管应密封并应使用非燃的材料制作 其上部应设泄爆口
产生物料落差的部位应采取除尘措施
提升部分及水平输送部分均应安装防止胶带打滑 失速 及跑偏的安全装置 超限时能自动报警
停车
进行散粮卸船作业时应随时检查运转情况 防止由于侧密封及滑槽故障造成胶带过热
螺旋卸船机
输送部分应为设有泄爆装置的全封闭外壳
轴承应采用密封轴承
链式输送卸船机
输送部分应有全封闭的外壳 应采用非燃的材料制作
应采用耐磨 抗静电的塑料导板 导板接驳口应对齐 左右偏差不得大于
进 排料口应装设防尘罩
所有接驳部位 观察孔 泄爆口及盖板等均应有良好密封
内壁应光滑平整
各部件工作时不得有渗油现象
波纹挡边胶带输送卸船机
喂料器与垂直提升转接处应设置除铁装置
输送机上所有支承轴承 滚筒等转动部件宜配置集中润滑装置
波纹胶带及其履盖带应安装防止胶带打滑 失速 及跑偏的安全装置 超限时能自动报警停车
斗式提升机
宜采用
以下带速的低速斗式提升机
应设有观察门 孔 以便随时观察 调整胶带张紧度及纠正跑偏
下部和顶部应按
的要求设置泄爆口
与仓顶输送机之间应避免直接相通 并宜采取隔爆 阻爆等措施
内壁应平整光滑
转动部分的轴承均应设计在机体外部
应配备有防驱动轮打滑及超限报警停车装置
驱动装置电机功率大于
时应采用液力偶合器连接
夹胶带提升机
主带气室 盖带气室及水平段气室均应按
设有泄爆口
水平段应有全封闭的外壳并应采用非燃的材料制作
应安装防止胶带打滑 失速 及跑偏的安全装置 超限时能自动报警停车
遇重载停车后应使用慢转将胶带上的粮食清理干净后方可复位
应采用滚动轴承 各轴承座宜安装在机壳外侧 安装在机壳内的轴承座周围应定期清扫
进 出料口应安装吸尘罩
作业时应随时检查胶带的运转情况 防止由于侧密封故障造成胶带过热
链式输送机
应采用耐磨 抗静电的塑料导板 导板接驳口应对齐 左右偏差不得大于
应配备有断链保护装置
驱动装置应采用液力偶合器连接
落 卸 料闸应采用气动或手动闸门
尾端应有防堵料装置

驱动应按满载起动设计 其电机功率应大于满载起动功率
进 卸 料管的水平倾角应不小于
所有接驳部位 观察孔 泄爆口及盖板等均应良好密封
驱 从动部位轴承均应设计在机体外部
内壁应平整光滑
应有封闭外壳
每天作业前检查一次张紧度和有无撞击声 发现异声应立即停机调整修复
托辊式胶带输送机
驱动连接宜采用液力偶合器连接
应配备有防止胶带打滑 跑偏的安全监控装置 超限时能自动报警停车
输送倾角应不大于
倾角为
时宜采用托辊倾角为
的深槽型胶带输送机
应进行运转情况检查 发现异声异味应及时停机检修和调整
气垫式胶带输送机
物料入口处应设有防止杂物混入粮食中的装置
宜采取全封闭的外壳并应采用非燃的材料制作
应安装防止胶带打滑 失速 及跑偏的安全装置 超限时能自动报警停车
遇重载停车后应使用慢转将胶带上的粮食清理干净后方可复位
应采用滚动轴承 各轴承座宜安装在机壳外侧 安装在机壳内的轴承座周围应定期清扫
进 出料口应安装吸尘罩
附属设备
空气压缩机
宜安装在独立的通风良好的建筑物内
在运转过程中各阀门应工作正常
控制柜及各电气元件应进行定期检查 确保其工作正常
开机前需对其各部元器件及传动装置进行检查 确保整机完好 安全装置有效
气动操纵装置中的电磁阀应装在远离尘源的控制箱内
称重系统
称重系统的秤上料斗到秤下的卸料槽等有散粮经过的部位内壁均应平整光滑
秤上贮料斗应按
设置泄爆口
所有贮料斗 秤体均应密封良好不漏尘 宜选用粉尘防爆型秤
对非密闭式称重系统应建立每船次清扫制度
对全密闭式秤应设有吸尘罩
除尘系统
宜按工况分片设置相对独立的除尘系统
系统中所有散粮转载点 筒仓 房仓例外 均应装设吸尘罩
管网设计应考虑防静电措施和泄爆 风管内壁应光滑
应严格核算风量 使风管中风速位于
之间
除尘器的安装 使用及维修应按
执行
除尘系统应在作业前启动 作业停止后仍需继续运行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