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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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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上海市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邵宝仁、马月鹏、张宏荃、王金成、张朝平、霍文晶、朱叶锋、蔡伟浩、项建新、

汤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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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检测作业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检测的基本要求、检测项目及其技术要求以及检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检测。
本标准不适用于下列环境:
———矿井井下;
———炸药的制造和加工场所;
———利用电能进行生产并与生产工艺过程直接关联的电解、电镀等电气装置区域;
———蓄电池室;
———存储、使用强氧化剂及自燃物质的场所;
———水、陆、空交通运输工具及海上油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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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2476.2—2010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2部分:选型和安装

GB/T17949.1—2000 接地系统的土壤电阻率、接地阻抗和地面电位测量导则 第1部分:常规

测量

GB50156—2012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GB50169—200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AQ3009—2007 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规范

DL/T664—2008 带电设备红外诊断应用规范

SH3097—2000 石油化工静电接地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气装置 electricalinstallations
全部或部分利用电能的设备和系统的整体或部分。
注:包括发电、输电、配电、蓄电、电测、调节、变流、用电设备和系统、电讯工程设备和系统等。

3.2
电气设备 electricalapparatus
全部或部分利用电能的设备。
注:包括发电、输电、配电、蓄电、电测、调节、变流、用电设备和通讯设备。

[GB3836.1—2010,定义3.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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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爆炸性环境 explosiveatmosphere
在大气条件下,可燃性物质以气体、蒸气、粉尘、纤维或飞絮的形式与空气形成的混合物,被点燃后,

能够保持燃烧自行传播的环境。
[GB3836.1—2010,定义3.22]

3.4
爆炸性气体环境 explosivegasatmosphere
在大气条件下,可燃性物质以气体或蒸气的形式与空气形成的混合物,被点燃后,能够保持燃烧自

行传播的环境。
[GB3836.1—2010,定义3.24]

3.5
爆炸性粉尘环境 explosivedustatmosphere
在大气条件下,可燃性物质以粉尘、纤维或飞絮的形式与空气形成的混合物,被点燃后,能够保持燃

烧自行传播的环境。
[GB3836.1—2010,定义3.23]

3.6
危险场所 hazardousarea
爆炸性环境出现或预期出现的数量达到足以要求对电气装置的结构、安装和使用采取专门预防措

施的区域。
注1:此处所述的区域为三维区域或空间。

注2:改写GB3836.14—2000,定义2.2。

3.7
电气防爆安全检测 safetyinspectionofelectricalinstallationsinhazardousareas
为了确认危险场所中电气装置在运行状态下防爆性能的安全可靠性,由具备国家规定的安全生产

检测检验资质的机构,对电气装置进行不拆卸或局部拆卸,并辅以一些措施的检测活动。

3.8
初始检测 initialinspection
对处于危险场所中的电气装置在投入运行前进行的检测。
注:该检测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项目中投入运行前的电气装置。

3.9
定期检测 periodicinspection
对处于危险场所中在役的电气装置按规定的周期进行的例行检测。

4 基本要求

4.1 检测分类

电气防爆安全检测分为:

a) 初始检测;

b) 定期检测。

4.2 初始检测应具备的条件

初始检测工程项目应具备如下条件:

a) 具有电气装置的工程安装质量合格结论报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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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具有电气设备性能测试、系统自检合格结论报告;

c) 具有相应的技术文件以及工程实施和质量控制记录。

4.3 定期检测周期

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检测的定期检测周期不应超过三年。

4.4 检测机构和人员要求

4.4.1 实施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检测的机构应具有国家规定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资质。

4.4.2 检测人员应具有防爆电气装置使用、维护、检修和检验检测的相关经验和知识,熟悉了解防爆电

气装置构造,经过防爆形式、安装实践、相关法规、规章、规程和标准以及危险场所分类的一般原理等方

面的培训,并取得主管部门认可的资格证书。

4.5 检测工作程序和要求

4.5.1 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检测一般工作程序如图1所示。

图1 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检测工作程序

4.5.2 委托检测方应向检测机构提供下列文件资料:

a) 企业营业执照或新设立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

b)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或《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复
印件(不适用于新办生产经营企业);

c) 企业的平面布置图、周围环境图;

d) 相应危险场所区域内的爆炸性危险物质的名称及其安全数据表(SDS);

e) 危险场所区域划分图;

f) 在用防爆电气产品清单,包括安装区域和位号信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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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接地装置的清单和位号信息;

h) 防静电接地点的清单和位号信息;

i) 前次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检测报告(不适用于初始检测);

j) 防爆电器产品防爆合格证复印件(防爆检验机构颁发);

k) 有关防爆电气设备特殊使用条件的说明性文件;

l) 本质安全系统描述性技术文件;

m) 有关安装质量的相关资料(适用于初始检测)。

4.5.3 现场环境和有关资料的调查,应包含下列内容:

a) 确定委托检测方提供的现场危险物质的分类、分级、危险场所的分类、分级和区域划分等资料

是否齐全并与实际情况吻合;

b) 查看被检测场所的电气设备设计、选型、施工资料,向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检查及了解供电制

式、电气设施运行状况,查看接地形式和等电位连接状况等。

4.5.4 现场检查和测试工作中,应有两人或两人以上在一起工作。

4.5.5 进入危险场所前,检测人员应穿戴好防静电服、鞋和帽以及委托检测方规定的其他相应的个体

防护用品,应进行与人体静电消除相关的操作,并应进行检测环境安全确认,委托检测方应落实保障检

测人员和设备安全的防护措施。

4.5.6 进入危险场所,检测人员应遵守委托检测方的规章制度及以下作业安全规定:

a) 不得携带火种、非防爆电子设备;

b) 不得穿脱防静电服和鞋;

c) 不得吸烟,不得穿化纤服装,不得穿钉子鞋;

d) 不得随意敲打金属物,以免产生火星而造成事故;

e) 应使用具有防爆性能的检测仪器和不能产生火花的防爆工具。

4.5.7 现场检测数据应记录在专用的原始记录表中,并应有检测人员及委托检测方陪同人员的签名。
检测记录应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字迹工整、清楚;改错应采用杠改,并应有修改人员签字。

4.6 检测报告

4.6.1 现场检测和检测分析完成后,应及时出具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应用词规范,检测数据的表达方

式应易于理解。

4.6.2 检测报告应对所检测项目是否符合相应规范、标准的规定或设计文件要求作出明确的结论。

4.6.3 检测报告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a) 委托检测方名称、地址;

b) 检测依据、检测项目和检测方法;

c) 检测项目结果汇总、检测结论;

d) 检测日期、报告签发日期;

e) 检测、审核和批准人员签名。

4.6.4 检测报告应加盖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的检测报告专用章或公章。

5 检测项目及其技术要求

5.1 防爆电气选型

5.1.1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选型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的选型应符合AQ3009—2007中5.2规定的要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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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爆炸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选型

爆炸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的选型应符合GB12476.2—2010中第6章规定的要求。

5.2 变配电系统和电气设备

5.2.1 变配电系统防爆要求

5.2.1.1 局部位于危险场所内的变、配电所,其位于危险场所内的部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不设门而采用密闭非燃烧的实体墙;

b) 当必须设窗时,应采用不可开启、防火的密闭窗。

5.2.1.2 位于危险场所内的变、配电所和控制室应为正压通风室,室内应保持有足够的“洁净”空气,并
应设有报警装置,指示室内压力和气源风机的开停。

5.2.2 电气设备的一般检查

5.2.2.1 爆炸性气体环境中所用电气设备的一般检查项目,按照各自防爆型式的不同,分别见

AQ3009—2007中表10~表16规定的一般检查项目。

5.2.2.2 爆炸性粉尘环境中所用电气设备的一般检查项目见AQ3009—2007中表17规定的一般检查

项目。

5.2.3 电气设备运行温度

5.2.3.1 爆炸性气体环境中所用电气设备运行中的最高表面温度不应超过所处的危险场所中的气体或

蒸气的引燃温度。

5.2.3.2 爆炸性粉尘环境中所用电气设备运行中的最高表面温度不应超过 GB12476.2—2010/

IEC61241-14:2004中6.3.3规定的温度极限。

5.3 电气线路系统

5.3.1 一般规定

5.3.1.1 电气线路的敷设方式、路径应符合设计规定。当设计无明确规定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爆炸性环境电气配线原则上只有电缆配线和钢管配线两种,绝缘导线不得明敷;

b) 电气线路应在爆炸危险性较小的环境或远离释放源的地方敷设;

c) 当易燃物质比空气重时,电气线路应在较高处敷设;当易燃物质比空气轻时,电气线路宜在较

低处或电缆沟敷设;

d) 当电气线路沿输送可燃气体或易燃液体的管道栈桥敷设,管道内的易燃物质比空气重时,电气

线路应敷设在管道的上方;管道内的易燃物质比空气轻时,电气线路应敷设在管道的正下方的

两侧;

e) 移动电器的配线只允许采用电缆配线,并应设有防电缆拔脱装置。

5.3.1.2 敷设电气线路时宜避开可能受到机械损伤、振动、腐蚀以及可能受热的地方;当不能避开时,应
采取预防措施。

5.3.1.3 爆炸性环境内采用的低压电缆和绝缘导线,其额定电压应高于线路的工作电压,且不得低于

500V,绝缘导线应敷设于钢管内。

5.3.1.4 电气线路使用的接线盒、分线盒、活接头、隔离密封件等连接件的选型,应符合5.1的规定。

5.3.1.5 导线或电缆的连接,应采用有防松措施的螺栓固定,或压接、钎焊、熔焊,但不得绕接。铝芯与

电气设备的连接,应有可靠的铜—铝过渡接头等措施。电气线路间和线路与设备间的接点应无异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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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5.3.1.6 爆炸性环境除本质安全电路外,采用的电缆或绝缘导线,其铜、铝线芯最小截面应符合表1的

规定。

表1 爆炸性环境电缆和绝缘导线线芯最小截面

爆炸危险

环境

线芯最小截面面积

mm2

铜 铝

电力 控制 照明 电力 控制 照明

1区 2.5 2.5 2.5 × × ×

2区 1.5 1.5 1.5 4 × 2.5

20区 2.5 2.5 2.5 × × ×

21区 1.5 1.5 1.5 2.5 2.5 2.5

22区 1.5 1.5 1.5 2.5 2.5 2.5

  注:符号“×”表示不适用。

5.3.1.7 10kV及以下架空线路严禁跨越爆炸性气体环境;架空线路与爆炸性气体环境的水平距离不

应小于杆塔高度的1.5倍。当在水平距离小于规定而无法躲开的特殊情况下,应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5.3.1.8 危险场所的配线方式按表2选定。

表2 危险场所配线方式

配线方式
爆炸危险区

0 1 2 20 21 22

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的配线工程 ○ ○ ○ ○ ○ ○

低压镀锌钢管配线工程 × ○ ○ × ○ ○

电缆工程
低压电缆 × ○ ○ × ○ ○

高压电缆 × △ ○ × △ ○

  注:符号“○”表示适用、“△”表示慎用、“×”表示不适用。

5.3.2 危险场所的电缆线路

5.3.2.1 电缆线路在危险场所内,电缆间不应直接连接,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在相应的防爆接线盒或分

线盒内连接或分路。

5.3.2.2 电缆线路穿过不同危险区域或界壁时,应采取下列隔离密封措施:

a) 在两级区域交界处的电缆沟内,应采取充砂、填阻火堵料或加设防火隔墙;

b) 电缆通过与相邻区域共用的隔墙、楼板、地面及易受机械损伤处,均应加以保护,留下的孔洞,
应堵塞严密;

c) 保护管两端的管口处,应将电缆周围用非燃性纤维堵塞严密,再填塞密封胶泥,密封胶泥填塞

深度不得小于管子内径,且不得小于40mm。

5.3.2.3 防爆电气设备、接线盒的进线口,引入电缆后的密封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当电缆外护套必须穿过弹性密封圈或密封填料时,应被弹性密封圈挤紧或被密封填料封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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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外径等于或大于20mm的电缆,在隔离密封处组装防止电缆拔脱的组件时,应在电缆被拧紧

或封固后,再拧紧固定电缆的螺栓;

c) 电缆引入装置或设备进线口的密封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装置内的弹性密封圈的一个孔应密封一根电缆;

2) 被密封的电缆断面应近似圆形;

3) 弹性密封圈及金属垫应与电缆的外径匹配,其密封圈内径与电缆外径允许差 值

为±1mm;

4) 弹性密封圈压紧后,应能将电缆沿圆周均匀地被挤紧。

d) 有电缆头腔或密封盒的电气设备进线口,电缆引入后应浇灌固化的密封填料,填塞深度不应小

于引入口径的1.5倍,且不得小于40mm;

e) 电缆与电气设备连接时,应选用与电缆外径相适应的引入装置,当选用的电气设备的引入装置

与电缆的外径不相适应时,应采用过渡接线方式,电缆与过渡线应在相应的防爆接线盒内

连接。

5.3.2.4 电缆配线引入防爆电动机需挠性连接时,可采用挠性连接管,其与防爆电动机接线盒之间应按

防爆要求加以配合,不同的使用环境条件应采用不同材质的挠性连接管。

5.3.2.5 电缆采用金属密封环式引入时,贯通引入装置的电缆表面应清洁干燥;对涂有防腐层的,应清

除干净后再敷设。

5.3.2.6 在室外和易进水的地方,与设备引入装置相连接的电缆保护管的管口,应严密封堵。

5.3.3 危险场所内的钢管配线

5.3.3.1 配线钢管,应采用低压流体输送用镀锌焊接钢管。

5.3.3.2 钢管与钢管、钢管与电气设备、钢管与钢管附件之间的连接,应采用螺纹连接。不得采用套管

焊接,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螺纹加工应光滑、完整,无锈蚀,在螺纹上应涂以电力复合脂或导电性防锈脂。不得在螺纹上

缠麻或绝缘胶带及涂其他油漆;

b) 在爆炸性环境时,螺纹有效啮合扣数:管径为25mm 及以下的钢管不应少于5扣;管径为

32mm及以上的钢管不应少于6扣;

c)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1区和2区与隔爆型设备连接时,螺纹连接处应有锁紧螺母;

d) 外露丝扣不应过长;

e) 连接处可不焊接金属跨接线,设计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5.3.3.3 电气管路之间不得采用倒扣连接;当连接有困难时,应采用防爆活接头,其接合面应密贴。

5.3.3.4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1区、2区和爆炸性粉尘环境20区的钢管配线,在下列各处应装设不同型

式的隔离密封件:

a) 电气设备无密封装置的进线口;

b) 管路通过与其他任何场所相邻的隔墙时,应在隔墙的任一侧装设横向式隔离密封件;

c) 管路通过楼板或地面引入其他场所时,均应在楼板或地面的上方装设纵向式密封件;

d) 管径为50mm及以上的管路在距引入的接线箱450mm以内及每距15m处,应装设一隔离

密封件;

e) 易积结冷凝水的管路,应在其垂直段的下方装设排水式隔离密封件,排水口应置于下方。

5.3.3.5 隔离密封的制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隔离密封件的内壁,应无锈蚀、灰尘、油渍;

b) 导线在密封件内不得有接头,且导线之间及与密封件壁之间的距离应均匀;

c) 管路通过墙、楼板或地面时,密封件与墙面、楼板或地面的距离不应超过300mm,且此段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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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得有接头,并应将孔洞堵塞严密;

d) 密封件内应填充水凝性粉剂密封填料,其表面应无龟裂。排水式隔离密封件填充后的表面应

光滑,并可自行排水。

5.3.3.6 钢管配线应在下列各处装设防爆挠性连接管:

a) 电机的进线口;

b) 钢管与电气设备直接连接有困难处;

c) 管路通过建筑物的伸缩缝、沉降缝处。

5.3.3.7 防爆挠性连接管应无裂纹、孔洞、机械损伤、变形等缺陷;其安装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在不同的使用环境条件下,应采用相应材质的挠性连接管;

b) 弯曲半径不应小于管外径的5倍。

5.3.3.8 电气设备、接线盒和端子箱上多余的孔,应采用丝堵堵塞严密。当孔内垫有弹性密封圈时,则
弹性密封圈的外侧应设钢质堵板,其厚度不应小于2mm,钢质堵板应经压盘或螺母压紧。

5.3.4 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及其关联电气设备的线路

5.3.4.1 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配线工程中的导线、钢管、电缆的型号、规格以及配线方式,线路走向和标

高、与关联电气设备的连接线等,除应按设计要求施工外,尚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有关规定。

5.3.4.2 本质安全电路关联电路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本质安全电路与关联电路不得共用同一电缆或钢管;本质安全电路或关联电路,不得与其他电

路共用同一电缆或钢管;

b) 两个及以上的本质安全电路,除电缆线芯分别屏蔽或采用屏蔽导线者外,不应共用同一电缆或

钢管;

c) 配电盘内本质安全电路与关联电路或其他电路的端子之间的间距,不应小于50mm;当间距

不满足要求时,应采用高于端子的绝缘隔板或接地的金属隔板隔离;本质安全电路、关联电路

的端子排应采用绝缘的防护罩;本质安全电路、关联电路、其他电路的盘内配线应分开束扎、
固定;

d) 所有需要隔离密封的地方,应按规定进行隔离密封;

e) 本质安全电路及关联电路配电中的电缆、钢管、端子板,均应有蓝色标志;

f) 本质安全电路本身除设计有特殊规定外,不应接地。电缆屏蔽层应在非爆炸危险环境进行一

点接地;

g) 本质安全电路与关联电路采用非铠装和无屏蔽层的电缆时,应采用镀锌钢管加以保护。

5.3.4.3 在非爆炸环境中与爆炸危险环境有直接连接的本质安全电路及关联电路的施工,应符合

5.3.4.2的规定。

5.4 接地要求

5.4.1 保护接地

5.4.1.1 在危险场所的电气设备(包括移动设备)的金属外壳、金属构架、金属配线管及其配件、电缆保

护管、电缆的金属护套等非带电裸露金属部分均应接地或接零。

5.4.1.2 按有关电力设备接地设计技术规程规定,不需要接地的下列各处,在危险场所内仍应进行

接地:

a) 在不良导电地面处,交流额定电压为380V及以下和直流额定电压为440V及以下的电气设

备正常不带电的金属外壳;

b) 在干燥环境,交流额定电压为127V及以下,直流电压为110V及以下的电气设备正常不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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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属外壳;

c) 安装在已接地的金属结构上的电气设备。

5.4.1.3 在危险场所1区或20区内的所有电气设备、电器,以及2区内除照明灯具外的其他电气设备、
电器,应采用专门的接地线予以接地。该接地线若与相线敷设在同一保护管内时,应具有与相线相等的

绝缘。此时,危险场所内的金属管线,电缆的金属护套等的金属连接,只能作为辅助接地线。在危险场

所2区内的照明灯具或21区内的所有电气设备,可利用有可靠电气连接的金属管线系统或金属构件作

为接地线,但不得利用输送爆炸危险物质的管线作为接地线。

5.4.1.4 在危险场所中,接地干线(网)应在不同方向与接地体相连,连接处不得少于两处。

5.4.1.5 危险场所中的接地干线通过与其他环境共用的隔墙或楼板时,应采用钢管保护,并按规定做好

隔离密封。

5.4.1.6 电气设备及灯具的专用接地或接零保护线应单独与接地干线(网)相连接,电气线路中的工作

零线不得作为保护接地线用。

5.4.1.7 危险场所内的电气设备与接地干线相连的接地线宜使用多股软绞线,其最小截面,铜线不得小

于4mm2,铝线不得小于6mm2,易受机械损伤的部位应装设保护管。

5.4.1.8 铠装电缆引入电气设备时,其接地或接零芯线应与设备内接地螺栓连接;钢带及金属外壳应与

设备外接地螺栓连接。

5.4.1.9 危险场所内接地或接零用螺栓应有防松装置,接地线紧固前,其接地端子及上述紧固件均应涂

电力复合脂。

5.4.1.10 保护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

5.4.2 防静电接地

5.4.2.1 生产、贮存和装卸液化石油气、可燃气体、易燃液体的设备、贮罐、管道、机组和利用空气干燥、
掺合、输送易产生静电的粉状、粒状的可燃固体物料的设备、管道以及可燃粉尘的袋式集尘设备,其防静

电接地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防静电的接地装置可与防感应雷接地装置共同设置,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30Ω;只作防静电

的接地装置,每一处接地体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0Ω;

b) 设备、机组、贮罐、管道等的防静电接地线,应单独与接地体或接地干线相连,除并列管道外不

得互相串连接地;

c) 防静电接地线的安装,应与设备、机组、贮罐等固定接地端子或螺栓连接,连接螺栓不应小于

M10,并应有防松装置和涂以电力复合脂;当采用焊接端子连接时,不得降低和损伤管道强度;

d) 当金属法兰采用金属螺栓或卡子相紧固时,可不另装跨接线。在腐蚀条件下安装前,应有两个

及以上螺栓和卡子之间的接触面去锈和除油污,并应加装防松螺母;

e) 当危险场所内的非金属构架上平行安装的金属管道相互之间的净距离小于100mm时,宜每

隔20m用金属线跨接;金属管道相互交叉的净距离小于100mm时,应采用金属线跨接;

f) 容量为50m3 及以上的贮罐,其接地点应不少于两处,且接地点的间距不应大于30m,并应在

罐体底部周围对称与接地体连接,接地体应连接成环行的闭合回路;

g) 易燃或可燃液体的浮动式贮罐,在无防雷接地时,其罐顶与罐体之间应采用铜软线作不少于两

处跨接,其截面不应小于25mm2,且其浮动式电气测量装置的电缆,应在引入贮罐处将铠装、
金属外壳可靠地与罐体连接;

h) 钢筋混凝土的贮罐或贮槽,沿其内壁敷设的防静电接地导体,应与引入的金属管道及电缆的铠

装、金属外壳连接,并应引至罐、槽的外壁与接地体连接;

i) 非金属的管道(非导电的)、设备等,其外壁上缠绕的金属丝网、金属带等,应紧贴其表面均匀地

缠绕,并应可靠地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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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可燃粉尘的袋式集尘设备,织入袋体的金属丝的接地端子应接地;

k) 皮带传动的机组及其皮带的防静电接地刷、防护罩均应接地。

5.4.2.2 引入爆炸性危险环境的金属管道、配线的钢管、电缆的铠装及金属外壳,均应在危险区域的进

口处接地。

5.4.2.3 石油、化工企业危险场所中的设施、设备、管道、储运工具、人体等的防静电接地,除应符合

5.4.2.1和5.4.2.2的要求外,还应符合SH3097—2000第4章的要求。

5.4.2.4 汽车加油加气站危险场所中的设施、设备、管道、装置等的防静电接地,除应符合5.4.2.1和

5.4.2.2的要求外,还应符合GB50156—2012中11.2.10~11.2.15的要求。

5.4.3 接地装置

5.4.3.1 接地装置应采用热镀锌钢材,水平敷设的可采用圆钢和扁钢,垂直敷设的可采用角钢和钢管。
腐蚀比较严重地区的接地装置,应适当加大截面,或采用阴极保护等措施。不得采用铝导线作为接地体

或接地线。

5.4.3.2 接地装置的人工接地体,导体截面应符合热稳定、均压和机械强度的要求,还应考虑腐蚀的影

响,一般不应小于GB50169—2006中表3.2.6-1和表3.2.6-2中所列规格。

5.4.3.3 低压电器设备地面上外露的铜接地线的最小截面应符合GB50169—2006中表3.2.7的规定。

5.4.3.4 不要求敷设专用接地引下线的电气设备,它的接地线可利用金属构件、普通钢筋混凝土构件的

钢筋、穿线的钢管等。利用以上设施作接地线时,应保证其全长为完好的电气通路。

5.4.3.5 不得利用蛇皮管、管道保温层的金属外皮或金属网、低压照明网络的导线铅皮以及电缆金属护

层作接地线。

5.4.3.6 接地体顶面埋设深度应符合设计规定。当无规定时,不应小于0.6m。角钢、钢管、铜棒、铜管

等接地体应垂直配置。除接地体外,接地体引出线的垂直部分和接地装置连接(焊接)部位外侧100mm
范围内应作防腐处理。

5.4.3.7 垂直接地体的间距不宜小于其长度的2倍。水平接地体的间距应符合设计规定。当无设计规

定时不宜小于5m。

5.4.3.8 接地线应采取防止发生机械损伤和化学腐蚀的措施。在与公路、铁路或管道等交叉及其他可

能使接地线遭受损伤处,均应用钢管或角钢等加以保护。接地线在穿过墙壁、楼板和地坪处应加装钢管

或其他坚固的保护套,有化学腐蚀的部位还应采取防腐措施。热镀锌钢材焊接时将破坏热镀锌防腐,应
在焊痕外100mm内做防腐处理。

5.4.3.9 接地体(线)的连接应采用焊接,焊接必须牢固、无虚焊。接至电气设备上的接地线,应是镀锌

螺栓连接;有色金属接地线不能采用焊接时,可用螺栓连接、压接、热剂焊(放热焊接)的方式连接。用螺

栓连接时应设防松螺帽或防松垫片。

5.4.3.10 接地体(线)的焊接应采用搭接焊,其搭接长度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a) 扁钢为其宽度的2倍(且至少3个棱边焊接);

b) 圆钢为其直径的6倍,双面施焊;

c) 圆钢与扁钢连接时,其长度为圆钢直径的6倍,双面施焊;

d) 扁钢与钢管、扁钢与角钢焊接时,为了连接可靠,除应在其接触部位两侧进行焊接外,还应焊以

由钢带弯成的弧形(或直角形)卡子或直接由钢带本身弯成弧形(或直角形)与钢管(或角钢)
焊接。

5.4.3.11 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电气设备的工作接地、保护接地及信息系统的接地等,宜共用接地装

置,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

5.4.3.12 若设计对每一处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另有规定时,应符合设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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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测方法

6.1 检测用仪器设备一般要求

6.1.1 电气防爆安全检测所采用的仪器、仪表和测量工具应是防爆型的,并应与检测现场所处的危险

场所的分类、分级以及其中危险物质的分类、分级相适应。

6.1.2 检测用的仪器、仪表和测量工具应达到要求的精度,并符合检测相应的规范和标准要求。

6.1.3 检测用的仪器、仪表和测量工具应经具有资质的专业计量机构校准,以证实其能满足检测相应

的规范和标准要求,且应在规定的校准有效期内,并处于正常状态。

6.1.4 检测用的仪器、仪表和测量工具,在测试中发现故障、损伤或误差超过允许值时,应及时更换或

修复;经修复的仪器、仪表和测量工具应符合6.1.3的规定。

6.2 距离测量

宜使用激光测距仪测量距离。

6.3 尺寸测量

宜使用卷尺测量尺寸。

6.4 电气设备和线路运行温度红外检测

宜使用便携式红外热像仪或手持(枪)式红外热像仪,按DL/T664—2008中第4章、第5章和第

8章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5 接地电阻检测

6.5.1 5.4.1、5.4.2和5.4.3规定的各设备或装置的接地均应进行接地电阻检测。

6.5.1.1 接地电阻检测常用接地电阻表法和三点法。采用接地电阻表法进行接地电阻检测时,宜按选

用仪器的要求进行操作。采用三点法时,应按GB/T17949.1—2000的有关规定进行。

6.5.1.2 每次检测都应尽量固定在同一位置,采用同一台仪器,用同一种方法测量,记录在案以备下一

年度比较性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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