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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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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系统有限公司、徐州八方安全设备有限公司、南京容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特种设备

检测研究院、中国石化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寰球工程公

司、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惠生（中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刚、张志毅、丁春辉、胡熙玉、田野、李生祥、刘杰、郝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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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火器性能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阻火器性能的测试要求、测试方法及相关测试装置。 

本标准适用于阻止可燃气体与空气混合气体燃烧传播的阻火器产品（由阻火单元和外壳

组成，以下简称阻火器）。 

对于其他介质和型式的阻火器，可以参照本标准。 

本标准不适用于乙炔阻火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是必不可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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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836.2 爆炸性环境 第 2 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IEC 60079-1-1 Electrical apparatus for explosive gas atmospheres — Part 1-1: Flameproof 

enclosures “d” — Method of test for ascertainment of maximum experimental safe gap 

GB/T 13347-2010 石油气体管道阻火器 

ISO 16852 Flame arresters —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test methods and limits for use 

UL 525 Flame Arresters 

3 符号与定义 

A0 阻火器阻火单元有效面积 

At 阻火器单元未受保护侧横截面积 

D 公称直径 

Lp 受保护一侧管道长度 

Lu 未受保护侧管道长度 

L1, L2, L3, L4 流量测试管道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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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末端阻火器流量测试压力 

PTB 点火前管路压力 

P0 最大工作压力 

RU 阻火器阻火单元净容积与整体容积的比 

vI 层流火焰速度 

•

V c 临界体积流量 

•

V m 导致最大温度变化的体积流量 

4 通用要求 

4.1 结构 

阻火器的所有零件应能够承受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机械、热能及化学负载。 

轻质合金中镁含量不应高于 6%。 

工况下暴露在火焰环境中零件的涂层不应发生影响阻火性能的损坏。 

耐短时燃烧型阻火器应加装 1 个或多个温度传感器，同时应考虑到阻火器的安装方向。 

4.2 壳体 

当壳体存在任何螺纹结构时，螺纹间隙符合 IEC 60079-1。 

4.3 连接  

所有连接处的结构设计应保证密封： 

(1)火焰无法绕过阻火元件继续传播； 

(2)火焰无法向阻火器外部继续传播。 

4.4 强度测试 

按 5.2 的方法进行阻火器强度试验，试验过程中无永久性变形，无渗漏。 

试验压力不低于 10 倍最大工作压力 P0，持续 3min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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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端阻爆燃型阻火器不要求进行强度试验。 

4.5 密封测试 

按 5.3 的方法进行阻火器密封试验，试验过程中无泄漏。 

试验压力为最大工作压力 P0 的 1.1 倍，试验介质为空气，持续 3min 以上。 

管端阻爆燃型阻火器不要求进行密封试验。 

4.6 盐雾腐蚀测试 

按 5.4 的方法进行盐雾腐蚀试验，试验结束后所有锈迹、斑痕都可以去除，各零部件无

损伤。 

4.7 流量—压降测试 

阻火器火焰传播测试前后，应分别进行一定流量下的压降测试，以识别由于火焰传播试

验造成的阻火器阻火单元变形或损伤。火焰传播测试后同一流量下压降变化不应大于火焰传

播测试前压降的20%。 

管道阻火器试验方法按照5.5.2进行。 

管端阻火器试验方法按照5.5.3进行。 

4.8 阻火性能 

按 5.6.1 的方法进行管端阻火器阻爆燃试验，每次试验都能阻火。 

按 5.6.2 的方法进行管道阻火器阻爆燃试验，每次试验都能阻火。 

按 5.6.3 的方法进行管道阻火器阻爆轰试验，每次试验都能阻火。 

所有阻火器在进行阻止爆燃或爆轰火焰传播试验后，阻火器壳体、阻火元件无永久性变

形，试验过程中不允许更换零件或改变型式。 

对于阻爆轰型阻火器在阻爆轰试验前后，都需做三次阻爆燃测试，试验方法参照 5.6.2。 

阻火性能试验采用可燃气体-空气的混合气体作为试验介质，不同爆炸安全等级的阻火

器，使用不同的可燃气体-空气混合气体，分类见表 1。 

本标准规定 IIC 类气体包含氢气和其它 MESG 值小于 0.5mm 的可燃气体-空气的混合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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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其中 IIA、IIB1、IIB2、IIB3、IIB 和 IIC 类气体用于阻爆燃或阻爆轰试验，IIA1 类气体

仅用于阻爆燃试验。 

适用于某一爆炸等级的阻火器，同时适用于 MESG 值更大的爆炸等级。 

表 1 指定了用于阻爆燃、阻爆轰试验的混合气体。 

表 1阻爆燃、阻爆轰试验用可燃气体-空气混合气体 

应用范围 试验用混合气体性质 

爆炸等级 
混合气体 MESG，

mm 
可燃气体 

可燃气体 

纯度，% 

可燃气体占空气 

比例 a，% 

试验气体安全间隙，

mm 

IIA1 ≥1.14 甲烷 ≥98 8.4±0.2 1.16±0.02 

IIAb >0.90 丙烷 ≥95 4.2±0.2 0.94±0.02 

IIB1b ≥0.85 

乙烯 ≥98 

5.2±0.2 0.83±0.02 

IIB2b ≥0.75 5.7±0.2 0.73±0.02 

IIB3b ≥0.65 6.6±0.3 0.67±0.02 

IIBb ≥0.50 氢气 ≥99 45.0±0.5 0.48±0.02 

IIC <0.50 氢气 ≥99 28.5±2.0 0.31±0.02 

a 测量试验用混合气体安全熄灭间隙时，该值应在给定安全熄灭间隙下偏差范围内。 

b 小管径条件下很难产生稳定爆轰，因此试验采用具有更低安全熄灭间隙的混合气体。 

4.9 耐烧测试 

按 5.7 的方法进行耐烧试验，要求耐烧试验过程中以及停止供气时均能阻火。耐烧试验

需考虑安装（使用）方向。双向阻火器，只需在一端进行试验即可。表 2 指定了用于耐烧试

验的混合气体。 

表 2 耐烧试验用可燃气体-空气混合气体 

应用范围(标记) 试验用混合气体性质 

爆炸等级 可燃气体 可燃气体纯度，% 可燃气体占空气比例，% 

IIA1 甲烷 ≥98 9.5±0.2 

IIA 已烷 ≥70 2.1±0.1 

IIB1 

乙烯 ≥98 6.6±0.3 
IIB2 

IIB3 

IIB 

IIC 氢气 ≥99 2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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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测试项目 

不同类型阻火器测试目录如表 3 所示。 

表 3 阻火器测试项目 

阻火器类型 
强度

试验 

密封

试验 

腐蚀试验 

(按需选做) 

流量—压降

试验 

阻火性能 

试验 

耐烧试验 

(按需选做) 

管端阻爆燃型阻火器 — — 5.4 5.5.3 5.6.1 5.7 

管道阻爆燃型阻火器 5.2 5.3 5.4 5.5.2 5.6.2 5.7 

管道阻爆轰型阻火器 5.2 5.3 5.4 5.5.2 5.6.3 5.7 

4.11 主要测试设备基本要求 

4.11.1 试验装置的基本要求 

管路应妥善布置，与测量仪表、被试阻火器的连接应具有良好的密封性。 

管路承压能力不低于法兰标准承压等级，管路连接方式为法兰连接。 

阻爆试验配气系统配气流量不低于 8m3/h，并且满足 5.6 试验要求；耐烧试验配气流量

不低于 10m3/h，并且满足 5.7 试验要求；系统实现配气流量控制及记录。 

阻爆试验装置能自动采集、记录火焰信号和压力信号。 

采用数据采集卡进行压力、火焰信号采集的数据采集卡应至少满足：单通道采样频率不

低于 500KHz，数据采集通道数应不少于 8 通道。 

火焰传感器反应时间不大于 10μs，并且能够耐静压 20MPa 以上。 

阻爆试验装置、耐烧试验装置必须具有防止回火装置，确保试验时操作人员和设备的安

全。 

阻火试验气源装置系统方案如图 1。 

 

 

 

 

 

 

图 1 阻火试验气源装置 

流量-压降试验装置可以采用风机或者空压机提供气源，为使气源稳定，可适当加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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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管道长度或者增加缓冲罐。 

流量-压降试验装置管路规格应满足流量计的安装、设计要求。 

4.11.2 测量仪表和传感器 

测量阻爆试验的最大爆炸压力，阻爆试验装置上的高频压力传感器量程应为试验压力上

限的 2~3 倍，固有频率不低于 200kHz。  

压力测量仪表应定期进行检定，检定周期按有关规定执行。 

测量阻爆试验、阻火试验和耐烧试验用混合气体浓度的气体分析仪精度满足表 1、表 2

要求。 

气体分析仪应定期进行校准，校准周期按有关规定执行。 

测量耐烧试验阻火单元两侧的温度的耐烧试验装置上至少同时安装两个温度传感器，测

量温度允差不大于 1℃。 

温度测量仪表应定期进行检定，检定周期按有关规定执行。 

阻爆试验配气系统的质量流量计控制精度不低于 0.1%FS。 

质量流量计应定期进行校准，校准周期按有关规定执行。 

测量阻火器压降可采用压差传感器或 U 型压力计，量程为 0~20Kpa，精度不低于

2.5%FS。 

测量仪表应定期进行检定，检定周期按有关规定执行。 

5 测试方法 

5.1 测试条件 

除特殊注明外，本章规定的试验应在大气环境下进行。 

5.2 强度测试 

用盲板密闭阻火器，将一端与强度试验装置相连，排除管路内和阻火器腔内的气体后，

开始增压。压力应在 20s 内匀速增加至试验压力，保压 3min 以上，检查试验结果并记录。

报告格式见附录 A.1。 

试验用压力表或传感器精度不低于 0.2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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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密封测试 

阻火器两端密闭，浸没水中，通入试验用气体或压缩空气，缓慢升压至试验压力，检查

试验结果并记录。报告格式见附录 A.2。 

试验用压力表或传感器精度不低于 0.25 级。 

5.4 腐蚀测试 

试验在喷雾式盐雾试验箱内进行，盐水浓度为 20±1%，试验箱温度为 35±2℃，试验时

间为 240h，干燥时间为 48h。报告格式见附录 A.3。 

5.5 流量—压降测试 

5.5.1 测试装置 

试验管道（L1, L2, L3,和L4）公称直径D与阻火器公称直径相同，且管道内壁光滑平整无

障碍物，系统各连接处无泄漏现象。报告格式见附录A.4。 

所有压力测试点垂直于管道，且不影响介质流动。测试介质为空气。 

记录测试条件下的环境压力和环境温度。 

流量—压降测试用质量流量计量程应满足测试要求，且测试精度不低于满量程的1%。 

所用的测量仪表都应在有效校准或检定周期内。 

5.5.2 管道阻火器 

测试装置如图2所示。测试管道长度如下： 

——L1≥10×D；——L2=2×D；——L3≥10×D；——L4=2×D 

流量逐级增加到制造商或使用者要求的最大值，记录每次增加后的压降（图2项目4）。

如无具体测试要求，记录压降为1000mm水柱时流量读数，视为产品的参考最大流量。根据

数据记录，绘制流量—压降曲线。 

试验应记录如下数据： 

a）环境温度 

b) 管道长度L1, L2, L3,L4 

c) 流量测试值 

d) 流量测试值对应压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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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风机或空压机 2 质量流量计 3 管道阻火器 4 压差传感器或U型计 

装置管道长度L1,，L2， L3 ，L4 

图2 — 管道阻火器流量—压降测试系统 

5.5.3 管端阻火器 

测试装置如图 3。压力容器（图 3 项目 3）直径足够大，满足平均流速少于 0.5m/s，在

此条件下，记录容器内压力（PT）测试值。 

管路 L1≥10×D，在保证不出现湍流或抑制流动的前提下，管路 L1长度可适当减小。 

流量逐级增加到制造厂商提供的最大值，并由压差传感器(图3中序号4)记录一定流量下

的压降值。如无具体测试要求，记录压降为1000mm水柱时流量读数，视为产品的参考最大

流量。根据数据记录，绘制流量—压降曲线。 

试验应记录如下数据： 

a）环境温度 

b) 管道长度L1, L2, L3,L4 

c) 流量测试值 

d) 流量测试值对应压降值 

 

1 风机或空压机 2 质量流量计 3 压力容器 4 压差传感器或U型计 5 管端阻火器 

连接管长度L1，测试压力PT 

图3 — 管端阻火器流量—压降测试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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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阻火性能测试 

5.6.1 管端阻火器阻爆燃测试 

试验系统如图 4 所示，测距起点为阻火器顶部。混合气出口（图 4 中序号 6）需安装切

断阀。装配阻火器及所有外部部件，包括风帽或其他外盖，并将阻火器密封于塑料袋中。 

 

1 点火点 2 塑料袋(Ø≥1,2 m;长度≥2,5 m; 箔厚度≥0,05 mm) 3 管端阻火器 4 抗爆容器 5 混合物入口（带

关断阀）6 混合物出口 7 爆破片 8 火焰探测器 

图4 — 管端阻火器阻爆燃测试装置 

依照 4.8 中试验气体要求，将混合气充满塑料袋。切断气源后，使用火花塞点火。每一

处点火点(共三处)进行两次点火，共进行六次试验。利用被保护侧火焰传感器监测火焰传播

情况，要求每次试验均能阻火。报告格式见附录 A.5。 

5.6.2 管道阻火器阻爆燃测试 

测量装置如图5所示，点火点被安装在盲板中心。 

管道公称直径D与阻火器公称直径一致。对于碳氢化合物-空气的混合物（IIA1, IIA, IIB1, 

IIB2 和 IIB3），管道长度满足10D≤Lu≤50D，Lp =50D；对于氢气-空气的混合物（IIB 和 IIC）， 

管道长度满足10D≤Lp≤30D，Lp =30D。 

注意1：建议管道长度Lu由制造者给出。如果测试成功，试验中Lu的值即为实际安装中阻火器与火源/

潜在火源的最大直管长度。 

注意2：当提升pTB并且Lu=50×D时，在尺寸比较大的管道内，易发生爆燃向爆轰的转变。如果此种情况

发生，可以适当降低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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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带点火点的盲板 2 混合物入口 3 未受保护一侧管道（长度Lu；直径 D)  4 火焰传感器 5 管道阻火器 6 

压力传感器 7火焰传感器 8 受保护一侧管道 (长度Lp；直径 D)  

9 混合物出口10 盲板 

图5 —阻火器阻爆燃测试装置 

如图5，火焰速度由安装在管道未受保护一侧的两个火焰传感器测量，两传感器间距

b≤3D。压力变化通过安装在管道未受保护一侧的有压力传感器记录（固有频率≥200 kHz），

安装距离a≤2D(±10%，最大±50mm)最大250mm。 

使用5.6.2中规定的混合气体充填装置，并且当pTB≥p0，加压到pTB（p0是制造者或使用者

要求的最大工作压力）。在此条件下，进行6次连续试验，无火焰传播发生。火焰的传播情

况由受保护一侧的火焰传感器（图5中序号7）显示，火焰速度由未受保护一侧的火焰传感器

（图5中序号4）得到。报告格式见附录A.6。 

试验应记录如下数据： 

a）初始压力 

b) 最大爆炸压力 

c) 管道长度Lu 

d) 火焰传播速度 

5.6.3 管道阻火器阻爆轰测试 

测试装置如图6所示，管道公称直径D与阻火器公称直径一致。 

未受保护一面的管道长度Lu应足够形成稳定爆轰，管端设有带点火源装置的盲板、抗爆

压力容器或封闭管。管道内可以安装一个火焰加速装置，在减少管道长度Lu的条件下，获得

稳定爆轰。 

受保护一侧管道长度Lp为10D，且不少于3m。末端以盲板或其它形式将管路封闭，以维

持试验过程中的冲击压力。 

为测量火焰速度和爆轰压力，在管道未被保护一侧安装四个火焰传感器和一个压力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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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固有频率≥200kHz）。具体位置如图5所示。 

在管道受保护一侧安装一个火焰探测器，以显示火焰传播状态。 

使用5.6.2中规定的混合气体充填装置，并且当pTB≥p0，加压到pTB。在此条件下，进行

五次连续试验，无火焰传播发生。每次试验的火焰传播速度应为定值，该值由四只火焰传感

器测定，即两个测量值偏差不超过较低值的10%。 

稳定爆轰试验过程中，碳氢化合物-空气介质的火焰传播速度≥1600m/s (IIA, IIB1, IIB2 

and IIB3)，而氢气-空气介质的火焰传播速度≥1900m/s（IIB and IIC）。 

绘制压力-时间曲线，记录稳定爆轰波。 

 
1 混合物入口 2 抗爆压力容器 3 点火点 4 未受保护一侧管道（长度 Lu；直径 D） 5 火焰传感器 6 压

力传感器 7 阻火器 8 火焰传感器 9 受保护一侧管道（长度 Lp；直径 D) 10 盲板 11 混合物出口 

a=(200±50)mm；b≥3×D，且b≥100mm；c≥500mm 

图6 —阻火器阻爆轰测试装置 

阻爆燃试验应在图5试验系统基础上继续进行，其中Lp=50D，同时： 

(1)对IIA、IIB1、IIB2和IIB3类，阻爆燃试验满足，Lu =50D； 

(2)对IIB和IIC类，阻爆燃试验满足，Lu =30D。 

上述阻爆燃试验的火源为位于盲板中心处的火花塞，无需测量火焰速度。 

报告格式见附录A.7。 

试验应记录如下数据： 

a）初始压力 

b) 阻爆燃试验和阻爆轰试验压力 

c) 管道长度Lu 

d) 火焰传播速度 

阻爆轰型阻火器应在任何阻爆轰和阻爆燃测试中应能阻止火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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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耐烧测试 

管道及管端阻火器耐烧试验系统如图 7 所示。 

采用流量计测定混合气体流量。阻火器上安装的两个温度传感器仅在试验时使用。一个

温度传感器（图 7 中 6）被安装在受保护一侧，传感器位置由测试实验室决定。另一个温度

传感器（图 7 中 9）被安装在未受保护一侧，检测稳定的火焰温度。试验用混合气体参考表

2。 

 

1 输出管道 2 管道阻火器 3 末端阻火器 4 抗爆压力容器 5 混合物入口 6 温度传感器（仅测试用）7 点

火源 8 火焰传感器 9温度传感器（火焰）10 爆破片 

图7 —耐烧测试装置 

首先，临界体积流量 c将由未受保护一侧阻火单元表面面积A0和单位面积孔数和大小

计算。假设一个平均速度为75%火焰速度vI的混合物通过这个面，计算临界体积流量 c，由

方程（2）： 

c=0.75×A0×vI                             （2） 

这里，vI=0.5 m/s for IIA1 and IIA； 

vI=0.8 m/s for IIB1, IIB2, IIB3 and IIB； 

vI=3 m/s for IIC。 

对于不可测阻火器单元，可以使用相同原理获得临界体积流量 c。阻火器单元有效面

积根据方程（3）获得： 

A0= RU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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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体积流量
•

V c下进行下面初步测试： 

测试使用一个持续供应的火源，点燃混合气体，直到火焰稳定在阻火单元表面，记录受

保护一侧温度传感器显示温度上升20K所有时间。 

分别在
•

V c、0.5
•

V c和1.5
•

V c条件下进行上述试验，每次试验开始前，待测阻火器均需

保持常温状态。若在
•

V c条件下，试验结束后记录温度增加20K用时为三次试验中最短，那

么
•

V m =
•

V c。若
•

V c流量下用时并非最短，则选择前三次试验中用时最短的一次，在该流量

的50%和150%额外进行两次试验，以此五次试验中用时最短的体积流量作为
•

V m。当确定

•

V m的过程中，可以更换阻火器单元。确定
•

V m后，正式开始耐烧试验前，应确认此阻火单

元在阻爆测试中使用。 

保持试验用混合气组分及流量
•

V m (±5%)，直到受保护一侧温度稳定（受保护一侧温度

上升速度不超过10℃/10min）。当获得稳定温度2小时以上（或根据实际需求），停止混合

气的供应。火焰传感器（图6序号8）将显示火焰传播情况。 

报告格式见附录A.8。试验应记录如下数据： 

a）
•

V m 

b) 稳定燃烧时间 

c) 试验过程中温度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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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测试报告格式 

A.1 强度测试报告 

                                         报告编号：                 

型号规格  产品编号  

检测标准  检测日期  

工作压力 
（MPa） 

 试验压力（MPa）  

试验介质  介质/环境温度

（℃） 
 

压力表 量程     MPa；精度    级 压力传感器 量程     MPa；精度    级 

试 验 程 序 记 录 

 

 

 

 

 

 

 

 

 

 

 

 

 

 

检测结果  

检测：             日期： 审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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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密封测试报告 

报告编号：                  

型号规格  样品编号  

检测标准  检测日期  

工作压力

（MPa） 
 试验压力（MPa）  

试验介质  介质/环境温度

（℃） 
 

压力表 量程     MPa；精度    级 压力传感器 量程     MPa；精度    级 

试 验 程 序 记 录 

 
 
 
 
 
 
 
 
 
 
 
 
 
 
 
 
 
 
 
 
 
 
 

 
 
 

检测结果  

检测：           日期： 审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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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腐蚀测试报告 

报告编号：                 

型号规格  产品编号  

检测标准  检测日期  

盐雾质量 
浓度 

 
盐雾密度

（g/cm3） 
 

腐蚀箱温度

（℃） 
 

腐蚀周期

（天） 
 

腐蚀试验后

照片 

 

 

 

 

 

 

 

 

 

 

 

 

 

 

 

 

 

 

 

 

 

 

 

 

 

 

 

 

试验结果  

试验：             日期： 审核：         日期： 

 



 19 

A.4 流量—压降测试报告 

                             报告编号：                  

型号规格  产品编号  

检测标准  测试日期  

公称通径

（mm） 
 试验介质  

试验介质最大

流量（m3/h） 
 

环境温度 
（℃） 

 

介质流量-压降曲线 
 
 
 
 
 
 
 
 
 
 
 
 
 
 
 
 
 
 
 
 
 
 
 
 
 
 
 
 

测试结果  

测试：             日期： 审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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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管端阻火器阻爆燃测试报告 

报告编号：                 

型号规格  产品编号  

检测标准  试验日期  

公称通径 D

（mm） 
 试验介质  

可燃气体 

纯度 
 介质浓度  

试 验 数 据 

试验次数 1 2 3 4 5 6 

试验压力       

点火距离（m） 0.3 1.3 2.3 

阻火与否       

试验 

照片 

 

 

 

 

 

 

 

 

 

 

 

 

 

 

 

 

 

 

试验结果 

 

 

 

试验：            日期： 审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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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管道阻火器阻爆燃测试报告 

报告编号：            

型号规格  产品编号  

检测标准  检测日期  

公称通径 D

（mm） 
 试验介质  

可燃气体 

纯度 
 介质浓度  

爆 燃 试 验 数 据（Lu/D =    ，Lp/D =       ） 

试验次数 1 2 3 4 5 6 

试验压力

（MPaA） 
      

最大爆炸

压力

（MPaG） 

      

火焰速度

（m/s） 
      

阻火与否       

试验结果 

 

 

 

 

 

测试： 日期： 审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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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管道阻火器阻爆轰测试报告 

 

报告编号：                   

型号规格  产品编号  

检测标准  试验日期  

公称通径 D
（mm） 

 试验介质  

可燃气体 
纯度 

 介质浓度  

阻爆轰试验数据 

试验次数 1 2 3 4 5 

试验压力（MPaA）      

最大爆炸压力

（MPaG） 
     

火焰速度（m/s）      

阻火与否      

阻爆轰试验前，阻爆燃试验数据（Lu/D =   ，Lp=50×D） 

试验次数 1 2 3 

试验压力（MPaA）    

阻火与否    

阻爆轰试验后，阻爆燃试验数据（Lu/D =   ，Lp=50×D） 

试验次数 1 2 3 

试验压力（MPaA）    

阻火与否    

试验结果 
 

 

 

 

 

 

试验：             日期： 审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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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耐烧测试报告 

报告编号： 

型号规格  产品编号  

检测标准  试验日期  

公称通径

（mm） 
 试验介质  

介质浓度  
稳定燃烧 
时间（h） 

 

试验介质 
流量（m3/h） 

 
引爆侧稳定火

焰温度（℃） 
 

试验 
现场 
照片 

 

 

 

 

 

 

 

 

 

 

 

 

 

 

 

试验结果 

 

 

 

试验：  日期： 审核：           日期： 

 



附件 

《阻火器性能测试方法》 

编制说明 

1、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2017 年 3 月向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申报《阻火器性能测试方法》团体标

准立项，并与协会签订团体标准工作委托协议。 

1.2 参与单位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国家特种泵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连理工大学、中

国船级社大连分社、北京航天石化技术装备工程有限公司、沈阳新光航宇安全系

统有限公司、徐州八方安全设备有限公司、南京容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特

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国石化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寰球工程公司、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惠生（中国）有限公司 

1.3 工作过程 

首次会议（207.04.26） 

会议在牵头单位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浑南基地召开，确立标准的范围、

框架和任务分工：第一部分：范围与定义（前言、标准应用范围、引用文件、术

语和定义、分类、符号）,第二部分：试验测试（试验项目、试验方法、测试设

备和设备要求、判定标准） 

中期会议（2017.09.27） 

会议在参与单位北京航天石化技术装备工程有限公司召开，根据任务分工广

泛的征询了各起草人的意见，确定了修改方向和思路。 



截稿（2018.09.26） 

根据中期会议纪要，对标准进行了多次修改，经过起草人的不懈努力，讨论

后形成了《阻火器性能测试方法》团体标准草案。 

2、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必要性 

阻火器是各种油气输送管线、储罐、船舶及石油生产系统及火炬末端等必备

的安全装置，作为此类系统阻止火焰传播的一种手段。因此，各国都非常重视阻

火器的质量及安全性能，都有完善的管理法规、标准及相关型式认证等。我国只

有部分产品的标准，而且标准内容不完善，在爆燃、爆轰的界定和测试方法、以

及压降-流量测试方面与国际标准及实际使用情况不一致；其安全管理和使用也

仅作为消防部门主管的一项要求。 

由于历史原因，国内阻火器产品生产方式混乱，有的产品仅形似，阻火性能

难以保证。为减少此类事故发生，降低事故损失，有必要加强对阻火器产品的设

计、制造、测试方法、使用的管理。因此，制定适合行业发展和保障产品使用安

全的相关标准势在必行。 

目 前 较 为 先 进 的 国 际 标 准 是 ISO 16852-2008 Flame arresters —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test methods and limits for use 和国内标准 

GB-T13347-2010 石油气体管道阻火器，两部标准在定义、测试内容、测试方

法、使用条件方面有很多不同，如：爆轰试验中 ISO 16852-2008 明确规定ⅡA

级火焰传播速度不低于 1600m/s，而 GB-T13347-2010 要求火焰传播速度不低于

厂家提供的安全阻火速度值。 

国内的标准系统并不完善，包括 GB 5908-2005、GB/T13347-2010，其产品



分类不合理，试验要求不完整与国际标准有一定差距。 

作为方法标准，本标准规定了阻火器性能相关的测试要求、测试方法及相关

测试装置。可作为我们的一种试验手段，已完成国内外标准的测试要求。 

2.2 编制的原则 

在编制过程中，本着以下原则对标准进行了起草： 

——广泛征求生产企业、设计单位、科研机构以及用户等单位的意见和建议，

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多年来的生产实践和检验机构的经验，本着科学、

严谨和合理的态度制定此标准； 

——保证标准质量，使标准能够满足当前生产技术条件下的发展，促进生产

技术水平的提高，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检验机构的检验行为，并为特种设备的监

督管理提供科学的技术依据和支撑。 

2.3 标准主要内容的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阻火器性能相关的测试要求、测试方法及相关测试装置。 

本标准适用于阻止可燃气体与空气混合气体燃烧传播的阻火器产品（由阻火

单元和外壳组成，以下简称阻火器）。 

对于其他介质和型式的阻火器，可以参照本标准。 

本标准不适用于乙炔阻火器。 

本标准主要引用了以下文件： 

GB3836.2 爆炸性环境 第 2 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IEC 60079-1-1 Electrical apparatus for explosive gas atmospheres — Part 

1-1: Flameproof enclosures “d” — Method of test for ascertainment of 

maximum experimental safe gap 



GB/T 13347-2010 石油气体管道阻火器 

ISO 16852 Flame arresters —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test methods and 

limits for use 

UL 525 Flame Arresters 

3 主要试验情况分析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一直致力于阻火器测试方法的理论与试验研究工

作，实践了两部标准的试验方法，从现场试验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检测数据和经

验。目前，包括德国 protego 公司、北京航天石化技术装备工程有限公司等多家

阻火器制造厂家在沈阳特检院测试了多规格型号的爆燃、爆轰阻火器。本标准所

涉及的试验方法和装置确实符合要求，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为给阻火器产品一个

良好的市场环境，无论从生产厂家、第三方测试单位、使用者都需要这样一部方

法标准。 

4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 

通过本标准的制定，达到提高制造者、设计者、使用者对阻火器产品的认识

和测试方法要求，为测试单位提供了确实可行的方法、有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

检验机构能力。 

5 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未涉及专利。 

6 采用国内外标准的程度与对比 

作为方法标准，本标准修改采用了 ISO 16852，并与 ISO 16852 和 GB/T13347

不冲突。在国内外产品测试过程中，都可以遵循标准中的方法要求，完成测试过

程。 



7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 

8 重大分岐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 

9 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团体标准并由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发布。 

10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暂无废止有关标准的建议。 

11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18 年 0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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