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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危险场所区域划分 
危险场所区域的含义，是对该地区实际存在危险可能性的量度，由此规定其可适用

的防爆型式。国际电工委员会/欧洲电工委员会划分的防爆区域为： 

    0区：连续地存在危险性大于 1000小时/每年的区域； 

    1区：断续地存在危险性 10~1000小时/每年的区域； 

    2区：事故状态下存在的危险性 0.1~10小时/每年的区域； 

中国划分的有效区域和以上相同。 

根据爆炸性环境的频率和持续的时间把危险场所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气体场所划分

为三个区域：0区，1区和 2区；粉尘场所分为三个区域：20区，21区和 22区。 

1. 可燃性气体，蒸汽和薄雾气体场所 

0区 

爆炸性环境中的爆炸性混合物以气体，蒸汽或薄雾形式连续出现或长时间存在的场

所。 

使用在 0区的电气设备须按照 EN50284和 IEC60079-26中对д类,种类 I(气体)电气

设备的有关规定进行设计,测试和标识。 

1区 

在正常运行时,爆炸性环境中可能会出现气体,蒸汽或薄雾形式的爆炸性混合物的场

所。1 区是防爆电气设备的典型应用场所。标准 EN50014~ EN50020,EN50039 以及

IEC60079-0,-1,-2.-7,-11,-18,-25对 1区场所使用的电气设备做了规定。 

2区 

在正常运行时,爆炸性环境中不太可能出现气体,蒸汽或薄雾形式的爆炸性混合物,

如果出现也只是偶尔发生并且短时间存在的场所。 

通常情况下,”短时间”是指持续时间不多于 2个小时。 

标准 EN50021和 IEC60079-15对 2区使用的电气设备做了相应的规定，同时也必须

满足通用的绝缘电阻，冲击能量和耗散功率等要求。 

2. 粉尘场所 

20区 

EN50281-1-1 标准对用于 20 区的电气设备壳体结构及设计做了相应规定。

IEC60241-11 对在 20 区使用的电气设备做了补充要求，包括本质安全防爆等方面的内

容。20区应用种类 1（粉尘）电气设备。 

21区 

磨坊，煤炭，谷物仓库以及包装生产线及其周围是典型的 21区场所。在 21区中，

可能会发生因粉尘泄漏等原因而形成爆炸性粉尘混合物。此外，电气设备表面粉尘堆积

也是工厂安全生产的隐患，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21区须使用种类 2（粉尘）防爆电气设备。 

22区 

在正常运行时，爆炸性粉尘混合物不太可能出现，只有在故障状态下才可能发生的

场所。22区须使用种类 3（粉尘）防爆电气设备。如果是爆炸性环境中的粉尘是导电性

粉尘，则依据 EN50281-1-2的规定，须使用种类 2（粉尘）防爆电气设备。 

  

与划分危险场所类型相关的因素： 

危险场所划分与现场的多种因素相关。通常情况下，很难给出危险场所划分的明确

标准和定义。以下几个因素与危险场所划分类型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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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燃性物质的物理特性 

2. 环境中的气体,蒸汽,薄雾及液体的数量 

3. 释放源的状态 

4. 通风的状态 

5. 防止气体，蒸汽,薄雾扩散的措施 

6. 影响可燃性气体,蒸汽,薄雾挥发性的因素 

7. 生产现场的安全记录 

8. 设备、装置的结构和配置情况 

 

二、 防爆标志解析 
1. 气体组别 

 

 

典型的危险

性气体 

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

会 EN50014EC 

北  美 NEC500条

款 CLASS1表气 

中  国

GB-3836-1 

最小点燃能量

（微  焦） 

乙  炔 ⅡC A ⅡC 20 

氢  气 ⅡC A ⅡC 20 

乙  烯 ⅡB C ⅡB 60 

丙  烷 ⅡA D ⅡA 180 

注:中国 GB3836标准规定ⅡC级最小点燃能量为 19微焦耳,ⅡA级最小点燃能量为

200微焦耳。 

气体分组和点燃温度,在一定环境温度和压力下与可燃性气体和空气的混合浓度有

关。 

2. 温度组别（T组） 

电气设备的最高表面温度指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中使用的防爆电气设备最高表面温度,

且该温度须低于该危险场所出现的气体或蒸气的引燃温度。 

气体或蒸气的引燃温度指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中出现的气体或蒸气的引起燃烧的温度,

是气体和蒸气本身的特性,根据 GB3836.1-2000。 

   这是与气体点燃温度有关的电气设备（假定环境温度为 40℃时）的最高表面温

度，点燃能量与点燃温度无关。在标准 BS5345第一部分中列出了所有可燃性气体和其

组别。 

 

 

 

 

 

 

场所中气体/蒸气分类/分级 允许使用设备类别/关系 

ⅡA（例如：丙烷、戊烷、苯，汽油、乙醇、乙醛、丙酮、

甲胺） 

ⅡA、ⅡB或ⅡC 

ⅡB（例如：乙烯、二架醚、焦炉煤气等） ⅡA、ⅡB 

ⅡC（例如：氢气、乙炔和二硫化碳） Ⅱ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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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表面温度（℃） 温度 组别 

 IEC79-8 GB3836-1 

450℃ T1 T1 

300℃ T2 T2 

200℃ T3 T3 

135℃ T4 T4 

100℃ T5 T5 

85℃ T6 T6 

3. 防爆标志 

    以下以 CENELEC氢气防爆标志为例：E Ex ia ⅡC T4 

E：按 CENELEC标志认可 Ex：防爆公用标志 

ia：防爆型式（本质安全） Ⅱ：设备组别 

C：气体组别 T4：温度组别 

名词解释 

隔爆型电气设备（d）：是指把能点燃爆炸性混合物的部件封闭在一个外壳内，该外

壳能承受内部爆炸性混合物的爆炸压力并阻止和周围的爆炸性混合物传爆的电气设备。 

增安型电气设备（e）：正常运行条件下，不会产生点燃爆炸性混合物的火花或危险

温度，并在结构上采取措施，提高其安全程度， 以避免在正常和规定过载条件下出现

点燃现象的电气设备。 

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i）：在正常运行或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所产生的火花或热效应

均不能点燃爆炸性混合物的电气设备。 

无火花型电气设备 （n）： 在正常运行条件下不产生电弧或火花，也不产生能够点

燃周围爆炸性混合物的高温表面或灼热点，且一般不会发生有点燃作用的故障的电气设

备。 

防爆特殊型（s）： 电气设备或部件采用 GB3836-83未包括的防爆型式时，由主管部

门制订暂行规定。送劳动人事部备案，并经指定的鉴定单位检验后，按特殊电气设备"s"

型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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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型式 防爆原理 图示 应用举例 

隔爆型“d”

能承受已进入外壳内部的可燃性混合

物在内部爆炸而不损坏，并且通过外壳

上的任何接合面或结构孔不会引燃由

一种或多种气体或蒸气所形成外部爆

炸性环境的电气设备外壳。 
  

防爆配电箱、

防爆按钮、防

爆操作柱、防

爆断路器、防

爆灯、防爆电

机…… 

增安型“e”

在正常运行条件下不会产生电弧、火花

的电气设备采取一些附加措施以提高

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防止其内部和

外部部件可能发生危险温度、电弧和火

花的电气设备。 
  

防爆灯具、防

爆电机、防爆

空线盒、防爆

插接装置、防

爆挠性连接

管…… 

正压型“p”

通过保持内部保护气体的压力高于周

围以免爆炸性混合物进入外壳或足量

的保护气体通过外壳，使内部的爆炸性

混合物的浓度降至爆炸极限以下。 
  

防爆分析小

屋、防爆配电、

控制装置…… 

本安型“i”

设备内部的电路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

正常工作或规定的故障状态下产生的

电火花和热效应均不能点燃规定的爆

炸性气体或蒸气的电气设备。 
  

防爆通讯设

备、防爆传感

器、防爆测量

控制设备…… 

浇封型“m”

将可能产生点燃爆炸性混合物的电弧、

火花或高温的部分浇封，使它不能点燃

周围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   

防爆变压

器…… 

防爆等级说明：   

ia等级： 

在正常工作、一个故障和二个故障时均不能点燃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电气设备。 

正常工作时，安全系数为 2.0； 

一个故障时，安全系数为 1.5； 

二个故障时，安全系数为 1.0。 

注：有火花的触点须加隔爆外壳、气密外壳或加倍提高安全系数。 

    

ib等级: 

在正常工作和一个故障时不能点燃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电气设备。 

正常工作时，安全系数为 2.0； 

一个故障时，安全系数为 1.5。 

正常工作时，有火花的触点须加隔爆外壳或气密外壳保护，并且有故障自显示的措

施，一个故障 时安全系数为 1.0。 

 

4. 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分类、分级、分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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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所示的为爆炸性气体的分类、分级、分组举例表 

类

和

级

最大试验 

安全间隙 

  MESG（毫

米） 

最小点燃

电流比

MICR 

引燃温度（℃）与组别 

T1 T2 T3 T4 T5 T6 

T＞450 
450≥T＞

300 

300≥T＞

200 

200≥T＞

135 

135≥T＞

100 

100≥T＞

85 

ⅠNESG=1.14MICR=1.0 甲烷           

Ⅰ

A 

0.9＜MESG

＜1.14 

0.8＜

MICR＜

1.0 

乙烷、丙

烷、丙酮、

苯乙烯、氯

乙烯、氨

苯、甲苯、

苯、氨、甲

醇、一氧化

碳、乙酸乙

酯、乙酸、

丙烯腈 

丁烷、乙

醇、丙烯、

丁醇、乙酸

丁 酯、乙

酸、乙酸戊

酯、乙酸酐

戊烷、己烷

庚烷、癸

烷、辛烷、

汽油、硫化

氢、环己烷

乙 醚、乙 

醛 
  

亚硝酸、乙

酯 

Ⅰ

B 

0.5＜MESG

≤0.9 

0.45＜

MICR≤

0.8 

二甲醚、民

用煤气、环

丙烷 

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

丁二稀、乙

烯 

异戊二稀       

Ⅰ

C 
MESG≤0.5

MICR≤

0.45 

水煤气、

氢、焦炉煤

气 

乙 炔     二硫化碳 硝酸乙酯 

  

三、 防爆标准及选型 
1. 各种防爆型式的对应标准 

防爆型式 在英国允许使用的场

所 

中国标准

GB3836 

防爆型式符

号 

IEC标准 79- CENELEC标准

EN50 

增安型 1或 2 3 e 7 019 

本质安全

型 

0，1或 2 4 ia或 ib 11 020（设备） 

隔爆型 d 2 d 1 018 

特殊型 s 无 s 无 无 

 

2. 气体爆炸危险场所用电气设备防爆类型选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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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区域类别选择防爆电气设备型式 

ICC60079-15 美国电气法 NEC500 GB50058-92 GB3836.15-2000 

0区ia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和电路 

1区d，p，e，i，q，o，

m 

隔暴型，能承受 2个故障的本

安型，通风型 

d，p，e，（慎

用）i，q，o，m

d,p,e（仅限于接线

盒、箱，单插脚荧

光灯等）i，q，o，

m 

2区（1）1区用设备 （1）1区用设备 （1）区用设备 （1）1区用设备 

（2）“n”型 （2）“n”型 （2）“e”型 （2）“n”型 

（3）正常工作中

不产生火花设备 

（3）正常工作中不产生火花

设备 

  

注

1： 

对于标有“S”的特殊型设备，应按照设备上表明的区域类型选用，并注意安装和使

用的特殊条件。 

注

2：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允许在 1区中使用的“e”型设备仅限于：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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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或“m”型、接线部分为“e”型的电气产品。 

b）配置有合适热保护装置（GB3836.4附录 D）的“e”型低压异步电动机（启动频

繁和环境条件恶劣者除外）。 

c）单插头“e”型荧光灯 

0区：爆炸性气体环境连续出现和长时间存在的场所。 

1区：在正常运行时，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场所。 

2 区：在正常运行时，不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环境，如果出现也是偶尔发生并且仅

是短时间存在的场所。 

2、根据气体或蒸气的引燃温度选取防爆电气设备型式防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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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电气设备和环境温度

-20℃～+40℃(如果电气设备标志了温度范围，设备只能在这个范围内使用)。温度组别、

表面温度和引燃温度之间的关系。 

 

四、 外壳防护等级及 IP代码含义 
1、 外壳防护等级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指电气设备（额定电压≤72.5kV）的外壳，对下述内容

的防护能力： 

ü 防止人体接近壳内危险部件； 

ü 防止固体异物进入壳内设备； 

ü 防止由于水进入壳内对设备造成有害影响。 

IP（国际防护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代码由第一位特征数字（I）、第二位

特征数字（P）、附加字母、补充字母组成。不要求规定特征数字时，该处由字母 X代

替。附加字母和补充字母可省略，不需代替。 

 

2、 IP代码的组成及含义  



指导手册 
 

I 表示防尘 P 表示防水 

 对设备防护的含义 对人员防护的含义 0 无防护 

 防止固体异物进入 防止接近危险部件 1 垂直滴水 

0 无防护 无防护 2 15°滴水 

1 ≥φ55mm固体颗粒 手背 3 淋水 

2 ≥φ12.5mm固体颗粒 手指 4 溅水 

3 ≥φ2.5mm固体颗粒 工具 5 喷水 

4 ≥φ1.0mm固体颗粒 金属线 6 猛烈喷水 

5 防尘 金属线 7 短时间浸水 

6 尘密 金属线 8 连续浸水 

举例：IP 65即要求具有尘密及对外壳喷水有防护功能 

 

五、 工厂用防爆电器的分类 
目前，我国的防爆电器产品根据国家标准共分为 10种形式，但在工厂用防爆电器中，

应用最多的是隔爆型和增安型两种形式，本质安全型也有一定用量，其它形式的防爆电器产

品应用的较少。现将这些产品分类归纳如下： 

l 防爆控制箱类 

主要包括用于控制照明系统的照明配电箱和用于控制动力系统的动力箱。这类产品大部

分结构为组合式，最多可控制 12个回路，其外壳大部分是以铸造铝合金材料制作的，也有

一部分为钢板焊接的，还有很少一部分为绝缘材料外壳。其内部主要由断路器、接触器、热

继电器。转换开关、信号灯、按钮等元件构成，制造厂还可根掘用户需要而选择配备。防爆

等级最高可达ⅡCT6级。顺便指出，防爆自动开关、防爆刀开关以及熔断器在一些控制场合

也常用作控制动力或照明配电系统的线路分合之用，只是变成一个单件而已。因此这些产品

也划归到这类产品中来。 

l 防爆起动器类 

此类产品包括手动起动器、电磁起动器、可逆电磁起动器、自耦减压起动器、Y—Δ变

换降压起动器和馈电开关等产品。防爆起动器类产品作为终端控制设备，一般是一台起动器

控制一台电动机，属于量大面广类产品。其外壳壳体通常由铸造铝合金或钢板制成。其内部

一般由接触器（空气式或真空式）、电动机保护系统、信号灯、按钮和自耦变压 OS等元件

组成，而且一般都具有就地控制、远距离控制和自动控制功能。也有的产品中安装有断路器

作总开关，使产品更加完善。 

l 防爆控制开关类 

这类产品市场需求量相对来说也很大，所以生产厂家也比较多，主要包括照明开关、转

换开关（组合开关）、行程开关、拉线开关等小型防爆产品。这些产品的防爆等级可达ⅡCT6

级别，其防爆外壳壳体通常是采用铸造铝合金压铸而成的复合型结构，也有少数制造厂采用

其它材质外壳。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小，内部元件单一、技术含量较低、结构简单、制作

容易。 

l 防爆主令电器类 

主令电器是用作闭合或断开控制电路，以发出命令或程序控制的开关电器。这类防爆电

器主要包括控制按钮和操作柱。防爆控制按钮外壳一般用聚碳酸脂，玻璃纤维增强不饱合聚

脂树脂或 ABS塑料注塑来制造，也有少量是用铸铝压铸成形的。一般结构为增安型外壳，内

装隔爆型元件，而且可以实现防腐功能，防爆等级可达ⅡC级。操作柱主要由主箱、接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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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柱组成。其主箱和接线箱有的制成一体，有的制成分体，各有特点。其材质基本上是用

铸造铝合金材料制造。内部由各种仪表、转换开关、按钮和信号灯等元件组成。可以根据不

同需要进行组合。 

l 防爆接线箱类 

电气设备在使用中须经电线或电缆与供电网络连接起来，形成系统来完成其使用功能。

但其连接导线或电缆不可能无限长，而且在连接过程中有很多地方需要串联、并联进行导线

分接。这就势必造成接头部分外滤，容易引发事故。防爆接线箱类产品就是为解决这类问题

而生产的产品，以求进一步保证安全生产。这类产品包括接线箱、接线盒、穿线盒、吊线盒、

分线盒等产品，其外壳主要由铸造铝合金制造。根据需要设有很多进线和出线引入装置，箱

内装有接线端子，用来进行连接或分接之用。这类产品大部分制成隔爆型或增安型，体积有

大有小，差异较大，防爆等级可达ⅡC级。 

l 防爆灯具类 

任何一个工作场所和环境都必须采取照明措施，含有各种爆炸性气体的场所也不例外。

由于其使用场所很多，遍布各个生产角落，因而使得防爆灯具类产品大批量生产。这类产品

品种多、规格全，但大致可分为照明用、标志用、信号用、手提用等几种形式，从光源种类

可分为白炽灯、汞灯、纳灯，卤灯、镝灯和荧光灯，从结构上分更加繁多，大致上有吊式、

挂式、墙壁安装式、吸顶式、手提式、悬臂式等。从安装角度来说，防爆灯具类可以从 30°～

90°内都能实现。从功率来说，可以从几十瓦到几百瓦。安装高度从地面开始到几米高。可

以说，防爆灯具是所有防爆电气产品中产量最大，使用最多的产品。而且，由于其特定功能，

造成了损耗大、更换量大的局面。这类产品的结构形状各异，变化很多，但从防爆性能方面

来分，基本上是隔爆型为主，外壳材质以铸造铝合金为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用户在ⅡC级以

下场所的各种照明和显示功能的需要。 

l 防爆连接类 

防爆连接件主要功能是进行电缆连接和电缆分支之用。其主要产品为防爆插销和防爆电

源插座箱。额定电压为 220V～380V，额定工作电流最大可达 100A，品种有两极、三极加中

性线和接地线结构，产品外壳有金属和塑料材质制成，防爆等级可达ⅡC级。其内部主要由

接插件组成，有的产品加装有带断点的开关，这个开关与接插件之间均具有连锁功能，即先

断开开关后拔插，先插入插头后关合。不带开关的产品也具有先断开主回路后断开接地线，

先插入接地线后插入主回路之功能。这都是为保证安全状态下操作。这类产品大部分是用手

直接操作，所以对其绝缘性能要求一般较高，切不可忽视。 

l 防爆风扇类 

此类产品主要包括防爆吊扇、防爆排风扇和防爆轴流风机等产品，其结构由防爆电机、

防爆接线盒和防爆调速控制器及叶片组成。其额定工作电压一般至 380V，防爆等级可达Ⅱ

BT4级。 

l 具有发热功能的防爆电器类 

石化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经常需要一些加热设备和电气取暖设备，因此这类产品的防爆问

题也是十分重要的。主要产品有防爆电暖器、防爆加热器。由于防爆控制变压器和防爆镇流

器等产品尽管主要功能不是获取热能，但其在运行中也会发热，也应引起极大重视，所以全

部划入此类产品中。当然，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也会出现很多用高科技材料制成的电热

设备，但其防爆问题仍不能忽视。防爆发热设备主要元件为绕组、控制器和接线盒等元件组

成，而且往往具有对温度进行控制或监视的保护功能。此类产品基本上为隔爆型，防爆等级

为ⅡBT4级。 

l 防爆报警电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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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生产场合，往往需要一些灯光和声响来提示人们的行动，在含有爆炸性危险气体

的环境中，这类电器就显得更加重要。其主要产品有防爆指示灯、防爆电钤、防爆电笛、防

爆峰鸣器等产品，结构通常为隔爆型，用铸造铝合金制造，防爆等级可达ⅡCT6级。其工作

电压可分为直 36~220V，交流可达 380V。防爆接线盒和防爆壳体是其主要结构件。 

l 防爆电磁铁类 

这类产品主要有防爆电磁铁、防爆电磁阀、防爆电磁驱动器等产品。其工作原理是在电

磁场作用下，通过产生的电磁力来推动机械设备工作，一般作制动用。结构大部分为隔爆型，

用铸钢或铸铁制造，防爆等级为ⅡBT6级。其主要技术参数一般为推力或吸力（以 kg计算）

和通电持续率，切不可长期通电，否则容易过热造成危险。 

l 防爆其他类 

在复杂的生产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许多的特殊要求，对此需制造出特殊的防爆电器产品。

由于此类产品产量少，要求特殊，属非标准类产品，因此将其归纳为防爆其它类。主要有电

工仪表、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速度变送器、液位计、定量控制仪、点火装置、摄像机

等产品。这些产品基本上是以生产需要而制造的，尽管其性能要求各不相同，但大部分产品

为金属制作的外壳，其型式为隔爆型或增安型结构，也有很少一部分产品为本质安全型产品，

其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一般都比较低，防爆等级为ⅡCT6级。 

以上将工厂用防爆电器产品大致分为十二大类，以求得对这些产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理

性认识。上述分类可能有遗漏或不全面的地方。但基本上包括了现在市场上流通的大多数产

品。 

应当指出的是：还有一些产品，如变径接头、密封接头、管接头、活接头、挠性连接管

等产品，很多制造厂将它们也列为防爆产品，这是一个错误认识。这些产品只能称之为防爆

电器产品的辅助件。因此，这里的产品分类没有包括这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