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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GB××××《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由以下部分构成： 
第1部分:基本方法和要求； 

第2部分:限流外壳型“fr”； 

第3部分:隔爆外壳型“d”； 

第4部分:固有安全型“g”； 

第5部分:结构安全型“c”； 

第6部分:控制点燃源型“b”； 

第7部分:正压型“p”； 

第8部分:液浸型“k”。 

本部分是GB××××《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第2部分，是修改采用EN13463-2:2004《潜在爆

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第2部分：限流外壳型“fr”》（英文版）制定的。在编写格式上，遵照GB/T1.1-200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和GB/T20000.2-2001《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

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定》的规定。 

本部分与EN13463-2:2004的主要区别是：为了与GB3836.1表述一致，本部分将EN13463-2:2004中的

II类3G级设备对应于本部分的II类Gc级设备，II类3D级设备对应于本部分的III类Dc级设备；标志也做

了相应的更改。另外，删除了EN13463-2:2004中与本部分无关的资料性附录ZA。 

本部分中条款表述所用助动词遵照GB/T1.1-2000附录E的规定。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国家防爆电气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海油天津化

工设计研究院、浙江杭叉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刚、殷红、刘姮云、黄晓平、李书朝、李玉波。 

本部分于 200×年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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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外壳周围的爆炸性环境能够进入外壳内部，主要是由于以下三种因素的作用： 

—— 通风； 

—— 外壳内外的平衡压差（呼吸）； 

—— 扩散。 

如果外壳进行了有效密封，但不必达到气密，可以假定通风和扩散不会造成显著的短时气体置换。

这种情况下，只有当外壳内外存在压差时，才会出现内外气体通过密封进行置换。压差可能由温度变化

引起，会造成外壳“呼吸”，但不会造成显著的爆炸性气体进入或流出外壳。 

经验显示，即使是简单外壳也可阻止周围的爆炸性环境接近其内部的点燃源。如果外壳外部的环境

仅会在极少情况下成为爆炸性环境并且存在时间很短，限流外壳即此类简单外壳完全能够防止外壳内部

环境变为爆炸性环境。因此，这类要求仅限于Gc、Dc级设备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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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第 2 部分：限流外壳型“fr”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限流外壳型“fr”的结构和试验要求，并且仅在极少情况下，

外壳外部的环境会成为爆炸性环境且存在时间很短。 

本部分是GB××××.1要求的补充，GB××××.1的规定对限流外壳型设备全部适用。 

符合本部分要求的设备能够满足II类Gc级、III类Dc级设备的要求。本部分规定的防点燃型式不适

于与非Gc、Dc级设备保护类型一起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1-200×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第1部分：基本方法和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1-200×中的术语和定义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1  
限流外壳型 protection by flow restricting enclosure 
一种防点燃型式，借助外壳来减小爆炸性环境进入外壳内部的可能性，使外壳内的浓度低于爆炸下

限。 

4 概述 

4.1 通用要求  
GB××××.1的要求和本部分的规定一起使用。 

用于保护II类Gc级、III类Dc级设备的限流外壳，可含有正常运行时出现的点燃源，前提是外壳本

身不是点燃源。 

如果点燃源为明火，不能采用此种保护类型。 

4.2 适用性确定 
GB××××.1规定，设备制造商应进行点燃危险评定，评定应确定限流外壳保护能够达到II类Gc

级、III类Dc级设备需要的保护级别。 

注： 设备制造商是指将限流外壳用于保护正常运行时可能产生点燃源的设备的制造商，而不是空外壳的制造商。 

5 专用规定和限制 

5.1 点燃源的性质 
限流外壳保护可用于以下情况： 

(a) 在正常运行时包含机械火花或其他点燃源的外壳，限制其耗散功率使外壳内空间的平均气温不

得超过外部环境温度 10K。但是，如果设备断电时，外壳内空间温度下降速度限制为不大于

10K/h，则外壳内空间温度可超过外部环境温度最多 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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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虑气候条件变化的影响，如果阳光直接照射在外壳外面使外壳加热或大雨使外壳迅速冷却，这

些影响可允许温度变化大于规定的10K。 

（b）当外壳有“防结霜”或“防冷凝”加热器时，如果加热电源独立于外壳主电源，(a)中规定的

10K 和 20K 温升亦适用于加热状态下内部非工作温度。应保证不能同时停止加热和断开工作电

源。如果“防结霜”或“防冷凝”加热使内部温度升高，并高于外部环境 10K(或 20K 但温度

下降速度不大于 10K/h)，设备说明书应规定，设备操作者应确保停机后、重新加热之前设备

未处于危险环境中。 

注： 由于设备内部高温，设备断电后危险性混合物进入外壳内部的危险增大，因而不允许使用限流外壳保护来防

止火花点燃和其它永久点燃源点燃。 

限流外壳保护不能与GB××××.1中列出的任何其他防点燃保护型式复合使用。 

限流外壳不适用于短时间工作制的设备。因为外壳周围有可燃性气体或蒸气时设备断电的可能性增

大。 

5.2 试验要求 
限流外壳应符合第6章要求。符合要求的所需的衬垫或特殊部件应与外壳一起提供，并且在进行6.2

规定的试验之前应先按照6.1的规定进行预处理。 

5.3 安装后不需进行检查的外壳 
安装或维修以后不需进行检查的限流外壳，包括管路入口和转轴等，应进行型式试验。此类外壳应

符合6.2.2的要求。 

外壳的安装说明应包括入口正确密封的内容。 

5.4 安装后需进行检查的外壳 
应列出进行检查的规定和要求，以确保在安装或维修后仍满足限流外壳要求。外壳应符合6.2.1的

规定。 

外壳的安装说明应包含安装和维修后对外壳进行适当检查的相关内容。 

5.5 弹性衬垫 
弹性衬垫密封件的安装应使其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不会受到机械和/或化学损坏，并在设备预期寿命

内保持其密封性能。 

或者制造商应推荐一个更换周期。 

应考虑环境条件的影响。 

5.6 灌封填料和浇封复合物 
灌封填料和浇封复合物的连续工作温度，至少应比其在最不利的额定工作条件下工作时的温度高

10K。 

5.7 内风扇或类似部件 
如果安装了内风扇或类似部件，其运行不应在外壳内产生压力差，使外壳对环境的密封等级下降。 

注： 如果在有潜在释放源条件下，一个内部装置造成设备内外压力差增大，会加剧外部爆炸性混合物流入外壳内

部。 

5.8 工作限制 
制造商的说明书应规定，外壳壁承受静压差会造成永久变形或连续流动时，不应使用此类保护型式。 

6 检查和试验 

6.1 用于保持限流效应的衬垫预处理 
如果设备包括热塑性塑料或弹性材料制成的衬垫或密封件，衬垫或密封件应在比其最不利额定工作

条件下至少高10K的温度下，或(80±2) ℃(二者取较高温度)下的环境试验箱内放置7d进行预处理。 

已经验证过性能至少符合上述规定的密封件和衬垫不需进行预处理。 

6.2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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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带检查限流性能措施的设备 
在恒温状态下，低于大气压300Pa的内部压力变化至低于大气压150Pa所需的时间不应小于80s。 

6.2.2 不带检查限流性能措施的设备 
在恒温状态下，低于大气压3kPa的内部压力变化至低于大气压1.5kPa所需的时间不应小于180s。 

注： 对于6.2.1和6.2.2的试验，如果外壳设计使呼吸速度与压力方向无关，那么试验也可用外壳内正压进行。 

6.2.3 由于压力而使外壳标称容积发生变化的设备 
外壳应通入空气并保持过压400Pa。应测定维持该过压值所需的送风流量（l/h）。此值除以外壳净

容积（单位升，l）的结果不应超过0.125h
-1
。 

6.2.4 例行试验 
对于安装后不带检查限流性能措施的外壳，应进行6.2.2的试验作为例行试验。这项试验可简化为，

只检查压力3kPa下降至2.7kPa的时间大于27s。 

7 使用说明 

所有符合本部分的外壳都应提供符合GB××××.1规定的说明和特殊要求。 

使用说明书应包括： 

—— 建议用户以一种能确保外壳壁上不会产生和造成通过外壳永久变形的静压差的安装方式； 

—— 关于太阳直接照在外壳外面或由于暴雨、喷水等造成的骤然冷却影响的警告； 

—— 依据 5.4，安装和维修后正确检查外壳的信息； 

—— 依据 5.3，入口正确密封的信息。 

8 标志 

除了GB××××.1的标志要求外，完整设备符合此标准的特殊标志应包括： 
—— 符号“fr”（表示防爆保护型式）； 

—— 警告标志，建议用户以一种能确保外壳壁上不会产生造成通过外壳流动的静压差的安装方式。 

—— 与此防爆保护相关的标志示例：  fr II T6 Gc。 

注： 为了完整，在此例子中使用了温度组别T6。温度组别将依据GB××××.1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