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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６４３０—１９９６《粉尘层最低着火温度测定方法》，与ＧＢ／Ｔ１６４３０—１９９６相比，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第１章，１９９６年版的第１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见第２章）；

———修改了粉尘层最低着火温度的定义表述（见３．２，１９９６年版的２．２）；

———增加了着火时间的定义（见３．３）；

———修改了对试样的要求（见第４章）；

———修改了对试验装置的要求（见第５章，１９９６年版的第４章）；

———增加了试验装置的“干扰”内容（见５．７）；

———修改了对安全措施的要求（见６．１，１９９６年版的５．１）；

———修改了测定步骤的描述（见６．３．３，１９９６年版的５．３．３）；

———修改了测定结果表述（见第７章，１９９６年版的第６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８８）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润之、张引合、司荣军、马斌、王磊。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６４３０—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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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层最低着火温度测定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粉尘层最低着火温度测定的试样、试验装置、测定步骤和测定结果表述。

本标准适用于依赖空气中的氧维持其氧化反应的可燃性粉尘。

本标准不适用于火炸药或不依赖空气中的氧即可燃烧爆炸的物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５６０４　粉尘防爆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５６０４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粉尘层着火　犻犵狀犻狋犻狅狀狅犳犱狌狊狋犾犪狔犲狉

受试粉尘层发生无焰燃烧或有焰燃烧，或其温度达４５０℃及以上，或其温升达到或超过热表面温度

２５０℃时的状态。

３．２

粉尘层最低着火温度　犿犻狀犻犿狌犿犻犵狀犻狋犻狅狀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狅犳犱狌狊狋犾犪狔犲狉

在热表面上规定厚度的粉尘层着火时热表面的最低温度。

注：粉尘存在于多种工艺中，粉尘层着火取决于实际的工况，本标准不一定能代表所有工艺工况，例如粉尘层厚度

和环境温度分布等因素。

３．３

着火时间　犻犵狀犻狋犻狅狀狋犻犿犲

从粉尘开始被加热到达到最高温度或者出现着火的时间。

４　试样

粉尘试样应制成均质的，并具有代表性。粉尘试样应能通过标称孔径７５μｍ的金属网或方孔板试

验筛。如果需要用较粗的粉尘进行试验，可通过标称孔径高达５００μｍ的试验筛，并应在试验报告中说

明试验筛筛孔尺寸。

在试样制备过程中，粉尘性质的任何明显的变化都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例如筛分或温度、湿度引

起的变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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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试验装置

５．１　结构

试验装置如图１所示。其主要结构的说明见附录Ａ。

说明：

１ ———弹簧；

２ ———热电偶高度调节旋钮；

３ ———加热器底座；

４ ———热表面记录热电偶；

５ ———热表面；

６ ———加热器；

７ ———金属环；

８ ———裙边；

９ ———热表面控制热电偶；

１０———加热器引出线；

１１———粉尘层热电偶。

图１　试验装置示意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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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热表面

５．２．１　热表面由直径不小于２００ｍｍ、厚度不小于２０ｍｍ的圆形金属平板制成。平板由电加热器加

热，并由安装在平板内靠近平板中心的热电偶控制温度。热表面控制热电偶的接点在平板表面下

（１±０．５）ｍｍ处，并与平板保持良好的热接触。

热表面记录热电偶以相同方法安装在热表面控制热电偶附近，并与温度记录仪相连，用以记录试验

过程中的平板温度。

５．２．２　热表面和控制装置应满足以下性能要求：

ａ）　无粉尘时，平板能达到４００℃的最高温度。

ｂ）　试验期间，平板温度应保持恒定，其偏差在±５℃的范围内。

ｃ）　平板温度达到恒定值后，整个平板温度分布应均匀。在平板设定温度为２００℃和３５０℃时，按

附录Ｂ的方法所测两正交直径上各设定点的温度，其偏差不应超过±５℃。

ｄ）　温度控制装置应能保证平板温度在放置粉尘期间的变化不超过±５℃，从放置粉尘开始５ｍｉｎ

内应恢复到初始温度值的±２℃范围内。

５．３　粉尘层热电偶

将铬铝或其他材料的热电偶细丝（直径０．２０ｍｍ～０．２５ｍｍ）跨过平板上空拉紧，且平行于热表面，

其接点处于热表面上２ｍｍ～３ｍｍ高的平板中心处，此热电偶应与温度记录仪相连，以记录试验期间

粉尘层温度。

５．４　温度测量装置

温度测量装置应定期校准，其准确度应达到±３℃。

５．５　金属环

金属环如图２所示。直径方向上有两个豁口，粉尘层热电偶从豁口穿过。试验期间金属环应放在

热表面上的适当位置，不得移动。

单位为毫米

图２　金属环

５．６　干扰

如果金属板（例如铝）或金属环与测试物质反应，则应选择另一种不反应的金属板或金属环。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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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测定步骤

６．１　安全措施

６．１．１　应采取措施确保人身安全和健康，防止火灾和吸入有毒有害气体。

６．１．２　当怀疑某种粉尘具有爆炸性时，可将少量该粉尘放置于温度为４００℃或更高的热表面上加以证

实。操作者应与热表面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６．１．３　金属粉尘在高温下会被点燃或者自燃。如果观察到火焰，应该在粉尘层上覆盖一薄金属板来隔

断空气并熄灭火焰。

６．２　粉尘层的制作

６．２．１　制作粉尘层时，不能用力压粉尘。粉尘充满金属环后，应采用一平直的刮板沿着金属环的上沿

刮平并清除多余粉尘。

６．２．２　对于每种粉尘，应将粉尘层按６．２．１方法制作在一张已知质量的纸上，然后称出其质量。粉尘层

的密度等于粉尘层的质量除以金属环的内容积，并将其记入试验报告。

６．３　测定

６．３．１　试验装置应位于不受气流影响的环境中，环境温度保持在１５℃～３５℃范围内。宜设置一个抽

风罩，吸收试验过程中的烟雾和水蒸气。

６．３．２　为了测定给定厚度的粉尘层最低着火温度，每次应采用新鲜的粉尘层进行试验。

６．３．３　将热表面的温度调节到预定值，并使其稳定在一定范围内［见５．２．２ｂ）］，然后将一定高度的金属

环放置于热表面的中心处，再在２ｍｉｎ内将粉尘填满金属环内，并刮平，温度记录仪随之开始工作。

保持温度恒定，直到观察到着火或温度记录仪证实已着火为止；或发生自热，但未着火，粉尘层温度

已降到低于热表面温度的稳定值，试验也应停止。

如果３０ｍｉｎ或更长时间内无明显自热，试验应停止，然后更换粉尘层升温进行试验，如果发生着

火，更换粉尘层降温进行试验。试验直到找到最低着火温度为止。

最高未着火的温度低于最低着火温度，其差值不应超过１０℃。验证试验至少进行３次。

如果热表面温度为４００℃时，粉尘层仍未着火，试验结束。

６．３．４　除非能证明这个反应没有成为有焰或无焰燃烧，下列过程都视为着火：

ａ）　能观察到粉尘有焰燃烧或无焰燃烧［如图３ａ）］；

ｂ）　高出热表面温度２５０℃［如图３ｂ）］；

ｃ）　温度达到４５０℃［如图３ｃ）］。

注：当热表面的温度足够高时，由于粉尘层的自热，粉尘层的温度可以缓慢上升并超过热表面温度，然后逐渐下降

到低于热表面温度的稳定值。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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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　粉尘有焰或无焰燃烧　　　　犫）　高出热表面温度２５０℃　　　　　犮）　温度高达４５０℃　　

说明：

犜 ———粉尘层温度；

犜１ ———热表面温度；

狋 ———试验时间。

图３　热表面上粉尘层的典型温度时间曲线

６．３．５　给定物料的着火温度与粉尘层厚度有关，故可以用两个或更多的粉尘层厚度对应的最低着火温

度值来推断其他厚度的最低着火温度（见附录Ｃ）。

６．３．６　环境温度采用温度计测量。温度计距热表面不得超过１ｍ。应防止热对流和热辐射的影响。

７　测定结果表述

７．１　把测得的最低着火温度降至最近的１０℃的整数倍数值，并记入试验报告。

从粉尘层放置完毕开始，测量粉尘层着火或未着火而达到最高温度的时间，该时间单位为 ｍｉｎ，修

约间隔为２，修约后该时间记入试验报告。

如果热表面温度低于４００℃时，粉尘层未着火，试验的最长持续时间也应记入试验报告。

７．２　同一操作者在不同日期和不同试验室作出的最低着火温度的偏差不应超过１０℃。

粉尘的物理特性和试验期间粉尘层的状态对试验结果有较大影响时，应写入试验报告，其试验结果

同等有效。

试验报告应包括着火后燃烧特性的简要说明，尤其应说明异常迅速燃烧和剧烈分解状态。可能影

响结果有效性的因素也应记入试验报告中，如：粉尘层制备中的困难，加热期间粉尘层的变形、爆裂、融

熔以及受热时产生微量的可燃气体。

７．３　试验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内容：

ａ）　样品的完整识别信息，包括测试物质的名称、来源和描述等。

ｂ）　物质已知的挥发性、初始含水量、体积密度等。

ｃ）　粉尘层的热表面着火温度，四舍五入至１０℃的整数倍。

ｄ）　所有观察到的火焰、烟雾等。

ｅ）　粉尘层未着火的最高温度。

ｆ）　着火时间。

ｇ）　粉尘层厚度。

ｈ）　如果物质未着火，记录最高试验温度。

ｉ）　如果物质在着火之前熔化，记录熔化发生的未着火的最高热板温度。

ｊ）　应包括试验数据的完整表格，按温度降序而不是试验进行顺序来记录结果。试验结果如表１

所示。

ｋ）　试验采用标准（本标准编号）。

ｌ）　对于标准测试过程的任何改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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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试验结果记录表

粉尘层厚度

ｍｍ

热表面温度

℃
试验结果

着火时间或未着火时温度达到最大值的时间

ｍｉｎ

５ １８０ 着火 １６

５ １７０ 着火 ３６

５ １６０ 未着火 ４０

５ １６０ 未着火 ３８

５ １６０ 未着火 ４２

５ １６０ 未着火 ６２

　　注：本表的示例数据中，５ｍｍ厚粉尘层的最低着火温度为１７０℃，如果热表面温度与测得的最低着火温度相差

超过±２０℃，该次试验不必记入试验报告。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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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热表面的结构

热表面的具体结构应满足５．２的要求。热表面可由带有裙边的铝或不锈钢圆盘构成（如图１），并安

装在一个加热器上。

如果采用裸露的电阻丝加热，为了使热表面的温度分布均匀，热表面与电阻丝的距离应约为

１０ｍｍ。热传递的方式为辐射和对流。如果加热器与热表面直接接触，热传递的主要方式为传导。可

以增加热表面的厚度来改善温度的分布，其厚度不得小于２０ｍｍ。

如图１所示，将热表面记录热电偶和热表面控制热电偶插入沿平板边缘径向钻的孔中，平行于热表

面，且距热表面为（１±０．５）ｍｍ （见５．２．１）。为了便于清扫，粉尘层热电偶的底座与热表面的底座分为

两件。粉尘层热电偶安装于套有弹簧托架的螺杆支架之间，可以通过螺帽调节高度。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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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热表面上温度分布的测量

图Ｂ．１为测量热表面温度分布的装置。

说明：

１———铝或不锈钢平板；

２———控制热电偶；

３———导管；

４———玻璃棒；

５———表面温度热电偶；

６———平板温度热电偶。

图犅．１　热表面温度分布的测量

测量元件由一个具有扁平接点的热电偶细丝构成，并将它硬焊到一个直径为５ｍｍ紫铜或黄铜片

上，然后将铜片放置在测量点上，并在铜片上面覆盖一张厚度为５ｍｍ、直径为１０ｍｍ～１５ｍｍ的绝热

材料，再将一根可以在导管中上、下自由滑动的竖直玻璃棒压在绝热材料上，然后在玻璃棒上施加一个

固定的压力。

应在两条正交的直径上设置温度测量点，各测量点相距２０ｍｍ，如图Ｂ．２所示。测量时，每个测量

点的温度应达到稳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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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设置温度为３５０℃。整个表面的最大温差不大于５℃。表面温度与设置温度的最大偏差不大于８℃。测量的

表面温度通常低于热表面温度，这与热电偶的结构有关，这个差别无关紧要，因为只需测量各点的温差，而不是

温度的实际值。

图犅．２　典型表面温度分布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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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粉尘层最低着火温度推测

按本标准作出的最低着火温度，只适用于试验时采用的粉尘厚度。为了推测中等厚度或较厚的粉

尘层最低着火温度，可以绘制粉尘层厚度的对数与绝对温度表示的最低着火温度的倒数曲线，并采用线

性插值法或外延法查找。但宜以要求的厚度进行测试。

注１：上述简单的推测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通过热爆炸理论处理，以上的试验结果可以用于评价其他不同形状的

粉尘层着火，如曲面上的粉尘层。但是，如果外露条件极不相同，特别是暴露于均匀的高温环境中（一个热盘

上的粉尘层所处的环境为不均匀环境），为了得到精确的结果，最好在特定的环境中试验，如在一个恒温炉内

测定粉尘层的着火。

注２：为了推测其他厚度的粉尘层最低着火温度，需要测量两个以上不同厚度的粉尘层的最低着火温度，重点宜放

在较厚的粉尘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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