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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根据安全工程专业实验课程的基本内容与要点，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安全技术研究、安全检

测与监测工作的需要编写而成的，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全书涵盖了危险品防火防爆基础实验、工作场所粉
尘测定与危害实验、化工过程安全实验、材料阻燃性能实验、危险化学品分析实验、危险货物危险特性分析
实验、应急救援实验七个大篇内容，共计３７个实验。实验原理简明扼要，实验方法详细明确，既注重学生对
安全工程基本实验技能的掌握，又突出了化工过程安全中多种仪器与方法的综合性实验训练。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安全工程专业本科生或研究生的专业教材，也可作为安全、环境、化工、矿山、消
防、建筑等相关专业科技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安全科学研究、安全管理和安全监管人员的参考
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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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专业实验是专业知识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知识实
现工程化应用的重要途径，是开展科学研究和推进学科发展的重要方法，也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和形成科研思路的重要手段。安全工程专业实验课程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专业课，实验设置的
内容既是专业特色的体现，也是专业培养方向的保证。本书围绕化学物质的易燃易爆和有毒有
害危险特性设置实验内容，是化工安全特色方向安全工程专业的典型教材。

安全工程涉及较宽的学科体系，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较强的交叉科学。本书在实验内容设
置上，突出化工安全的核心影响因素，即物质危险性的研究。在一个化工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从
原料采购、运输、仓储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使用大量的危险化学品。这些化学品具有易燃、易
爆、毒害性等特殊性质，因此潜藏着安全隐患和风险。本书从防火、防爆、防毒这三方面入手组织
实验内容，涉及安全性识别、监测、分析与评估等。全书力求实验内容的实用性、适用性和简便
性，并注重专业实验的先进性，吸收那些代表安全测试与研究的新方法、新手段、新理论组成专业
实验教学内容。本书适合安全工程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使用，同时可作为相关课程的实验、课
程设计和校内实训的实验指导书，也可供从事安全行业的专业人士使用和参考。

全书内容包括七大篇，即危险品防火防爆基础实验、工作场所粉尘测定与危害实验、化工过
程安全实验、材料阻燃性能实验、危险化学品分析实验、危险货物危险特性分析实验、应急救援实
验，共计３７个实验。全书第五篇由王晓霞编写，陆强、乔建江编写余下各篇，最后由陆强统稿。
乔建江教授对全书进行审核和定稿，王晓霞还参与了全书的校勘。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编者参阅并引用了许多国内外有关文献和资料，还得到了华东理工大
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的指导帮助和教务处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书的涉及面较广，编写时间仓促，且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的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
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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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品防火防爆基础实验

实验１　可燃液体闪点测定实验

　　一、实验目的
石油已成为世界第一能源，以石油或石油中某一部分为原料产出的种类繁多

的石油产品，如燃料油、液化石油气、航空汽油、喷气燃料、煤油、柴油、重油、润滑
油、溶剂油、渣油等，在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石油产品的质量和性质的准确分析，有助于人类正确认识和合理使用这些石油
产品。石油产品的一个重要性质是在一定条件下会着火并燃烧，表征这一性质的
参数有闪点、燃点和自燃点。这些参数是评价石油产品蒸发倾向大小和安全性的
指标。其中闪点是指使用专门仪器，在规定条件下将可燃性液体加热，其蒸气与空
气形成的混合气与火焰接触，发生瞬间闪火时的最低温度，闪点越高越安全。闪点
测试是保证不发生火灾安全性的重要措施，对于石油产品的储存、运输和使用都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本实验目的如下。

（１）掌握可燃液体闪点的定义及液体存在闪燃现象的原因；
（２）学会闭口杯闪点测定仪的使用和测量石油产品可燃液体闪点的方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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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实验原理

当可燃液体温度比较低时，由于温度低、蒸发速度慢，液面上方形成的蒸气分子浓度比较
低，低于爆炸下限，此时蒸气分子与空气形成的混合气体遇到火源是不能被点燃的。随着温度
的不断升高，蒸气分子浓度逐渐增大，当蒸气分子浓度增大到爆炸下限的时候，可燃液体的饱
和蒸气与空气形成的混合气体遇到火源会发生一闪即灭的现象，这种一闪即灭的瞬时燃烧现
象称为闪燃。在规定的实验条件下，液体表面发生闪燃时所对应的最低温度称为该液体的闪
点。在闪点温度下，液体只能发生闪燃而不能出现持续燃烧。这是因为在闪点温度下，可燃液
体的蒸发速度小于其燃烧速度，液面上方的蒸气燃烧完全后蒸气来不及补充，导致火焰自行
熄灭。

从消防观点来看，闪燃是火险的警告，是着火的前奏。掌握了闪燃这种燃烧现象，就可以很
好地预防火灾发生或减少火灾造成的危害。闪点是衡量可燃液体火灾危险性的一个重要参数，
是液体易燃性分级的依据。闭口闪点等于或小于６１℃的液体为易燃液体。按闪点的高低易燃
液体可分为：①低闪点液体，指闪点＜－１８℃的液体；②中闪点液体，指－１８℃≤闪点＜２３℃的液
体；③高闪点液体，指２３℃≤闪点≤６１℃的液体。

　　三、实验仪器

可燃性液体闪点的测定，是人们为检验燃料和润滑油的质量而提出来的。闪点测试最初起
源于英国，主要是使用Ａｂｅｌ闪点仪。１８７３年德国工程师ＢｅｒｔｈｏｌｄＰｅｎｓｋｙ改造了Ａｂｅｌ系统，形
成ＡｂｅｌＰｅｎｓｋｙ闪点仪，后来又和ＡｄｏｌｆＭａｒｔｅｎｓ教授共同研制成功宾斯基马丁（Ｐｅｎｓｋｙ
Ｍａｒｔｅｎｓ）闪点仪。该仪器一经问世，便获得工业界和科技界的广泛认可，成为测量闪点的主要标
准仪器之一。与此同时，美国推出了ＴＡＧ闭口闪点仪和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开口闪点仪。

根据实验测定条件的不同，闪点分为闭口闪点和开口闪点。本实验测定的是闭口闪点，采用
手动型闭口闪点测定仪，该仪器符合我国的ＧＢ／Ｔ２６１标准，参照宾斯基马丁闪点仪制备。测
定仪包括油杯、搅拌器、油杯盖、电炉、滑板、点火器、电气装置、温度计、挡风板等。主要部件规格
如下。

（１）标准油杯内径为５０．８ｍｍ，深度为５６ｍｍ，试样容量约为７０ｍＬ，试样容量刻度线深度为
３４．２ｍｍ。

（２）点火器孔径为０．８ｍｍ。
（３）电热装置由调压可控硅、６００Ｗ电热丝组成，试样升温速度在１～１２℃／ｍｉｎ内。
（４）电动搅拌装置由恒速马达、搅拌叶片组成，搅拌叶片尺寸为８ｍｍ×４０ｍｍ，传动方式是软

轴传动。
手动型闭口闪点测定仪结构简图如图１１所示。图中各部分功能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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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危险品防火防爆基础实验

图１１　手动型闭口闪点测定仪结构简图
１—搅拌器，用于搅拌油杯中的试样；２—点火器，用于调节火焰的大小和关闭、
打开煤气；３—点火管，用于点燃煤气；４—滑板，点火时滑板滑动并控制点火
器自动转向点火孔点火；５—煤气导管，用于传导煤气；６—油杯盖，盛试样的
油杯盖子；７—油杯，用于盛放待测的试样；８—电炉，用于加热油杯中的试样；
９—面板（如图１２所示）；１０—传动软轴，连接搅拌电机和搅拌叶片，组成搅拌
系统；１１—温度计，内标式水银温度计，检测试样加热温度；１２—电动机（搅拌
电机），与传动软轴和搅拌叶片组成搅拌系统；１３—弹簧旋钮，点火前锁紧滑
板，点火时控制滑板的滑动；１４—油杯手柄，连接油杯，方便拿取油杯；１５—油

杯座，放置试样油杯或备用油杯

图１２　手动型闭口闪点测定仪面板
①搅拌开关———打开此开关，指示灯亮，搅拌器工作；
②加热调节旋钮———用于调节加热电炉的功率；
③电源开关———打开此开关，指示灯亮，仪器接通工作电源；
④电压表———指示电炉的加热电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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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验药品
柴油。

　　五、实验内容及方法
基本步骤：装试样→放置在电炉上→装温度计→按规定加热升温→点火试验→记录数据。
（１）将试样注入油杯中，加到与刻度线平齐。注意：首先把油杯平放在实验台上，然后将药

品倒入小烧杯中，再用小烧杯往油杯里加，加到快与刻度线平齐时，改用滴管滴。注入试样时应
缓慢，不应溅出，而且液面以上的油杯壁不应沾有试样。

（２）将装好试样的油杯平稳地放置在电炉上（即将油杯上的小孔对准仪器上的铆钉平放），
再将搅拌装置和油杯盖卡入仪器上的卡口固定好，并将温度计放入油杯盖孔口。

（３）打开可燃气阀门（注意阀门不宜开得过大），将点火器点燃（点火器的火焰长度为３～
４ｍｍ，不宜太长），接通闪点测定仪的加热电源进行加热，并同时打开搅拌器开关使液体均匀受
热，试样温度逐渐升高。通过控制电压，严格控制升温速度（柴油将电压控制在３０～８０Ｖ），在整
个试验期间，试样以５～６℃／ｍｉｎ的速率升温。当试样温度达到预计闪点前２３℃时，开始点火（扭
动旋手，能使滑块露出油杯盖孔口，同时点火器自动向下摆动，伸向油杯盖点火孔内进行点火），
要求火焰在０．５ｓ内下降至试验杯的蒸气空间内，并在此位置停留１ｓ，然后迅速升高回到原位置。
试样每升高１℃重复一次点火试验。

（４）当在液面上方观察到一闪即灭的明显蓝色火焰时，记录温度计的读数，记录的温度即该
试样的闪点。观察闪点与最初点火温度的差值应在１８～２８℃之内，否则，应更换试样重新进行
试验。注意：闭口杯仅测可燃液体的闪点，不测燃点。

（５）关闭电源，将油杯内的试样倒入废油回收烧杯中。等待电炉自然冷却降温，降到室温后
再用另一油杯换上新鲜的试样，重复上述实验，并记录实验结果。

（６）每种试样各测两次，要求两次闪点误差不超过２℃。

　　六、实验数据记录与结果处理
将实验数据填入表１１中，并计算平均结果。

表１１　手动闭口闪点测定仪数据记录表
物　质
名　称

闪点／℃
第一次 第二次 平均值

　　七、思考题
（１）为什么实验用油每次都要取新鲜的试样？油杯内的试样能不能连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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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影响测定结果准确程度的因素有哪些？
（３）影响闪点测定值的因素有哪些？
（４）可燃液体的闪点估算方法有哪些？

实验２　可燃液体燃点测定实验

　　一、实验目的
（１）掌握可燃液体燃点的定义及液体存在闪燃现象的原因；
（２）学会使用开口杯测定仪测量可燃液体燃点。

　　二、实验原理
燃点又叫着火点，是指可燃性液体表面上的蒸气和空气的混合物与火接触而发生火焰，并能

继续燃烧不少于５ｓ时的温度，可在测定闪点后继续在同一标准仪器中测定。可燃性液体的闪点
和燃点表明其发生爆炸或火灾的可能性的大小，对运输、储存和使用的安全有极大关系。

可燃液体的燃烧，并非可燃液体本身，而是液体蒸发出来的气体在燃烧。液体的蒸发要克服
液体分子间存在的引力（称之为分子间力），而同类液体分子间力的大小与液体相对分子质量大小
有关，相对分子质量大的液体的蒸发比相对分子质量小的液体的蒸发要困难，只有升高温度，才能
使液体中能量大的分子数目增多，克服液体表面引力的束缚，使蒸气进入空气中的分子数量增加，
蒸气压力提高。在闪点温度下，液体只能发生闪燃而不能出现持续燃烧。这是因为在闪点温度下，可
燃液体的蒸发速度小于其燃烧速度，液面上方的蒸气燃烧完全后蒸气来不及补充，导致火焰自行熄
灭。继续升高温度，液面上方蒸气浓度增加，当蒸气分子与空气形成的混合物遇到火源能够燃烧且持
续时间不少于５ｓ时，此时液体被点燃，它所对应的温度就为该液体的燃点。对于易燃液体而言，燃点
与闪点的温差很小，一般在１～５℃。随着闪点温度的增加，燃点和闪点的温差逐渐加大。

图２１　半自动开口杯闪点和燃点测定仪

从消防观点来看，闪燃是火险的警告，是着火的前
奏。掌握了闪燃这种燃烧现象，就可以很好地预防火灾
发生或减少火灾造成的危害。

　　三、实验仪器
本实验所用仪器为半自动开口杯闪点和燃点测定仪

（图２１），包括克利夫兰油杯、点火器、电炉、温度计、温
度传感器、微电脑控制板、控制键盘、显示器、遥控器等。

　　四、实验药品
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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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实验内容及方法
基本步骤：装试样→放置在电炉上→装温度计→按规定加热升温→点火试验→记录

数据。
（１）做好准备工作：将试样注入克利夫兰油杯，加到与刻度线平齐。将油杯平稳地放置在电

炉上，将玻璃温度计和温度传感器放入试样中央，保证温度计的水银球处于液体的正中间，感温
泡距底部６ｍｍ。调节好点火器并点燃（点火器的火焰长度为３～４ｍｍ，不宜太长），点火器与油
杯相切但不摩擦。

（２）打开电源开关，显示器显示“ＳＹＰ－”。在键盘上依次按“Ｆ”“Ｅ”键，仪器进入自测试及调
校状态，此时显示器自动显示“００００”到“７７７７”，然后显示当前温度数（第一次使用时须做这一步，
之后可以不用）。按“Ｄ”键，点火器转动，观察点火器回扫角度是否正确（应保证点火器在液面正
上方扫描），如不正确请手动调整点火器位置即可。

（３）在键盘上依次按“Ｆ”“Ａ”键，此时可输入试样的预期闪点（该仪器只适用于测定闪点在
７０～４００℃的可燃液体），输入完毕后，再按“Ａ”键进行确认。

（４）在键盘上按“Ｃ”键，仪器开始自动控温及自动扫描点火。此时对比玻璃温度计与显示器
的温度读数，调节温度传感器的上下位置，使得显示器读数与玻璃温度计的读数一致。在预计闪
点前５６℃时，仪器加热速度控制在１４～１７℃／ｍｉｎ内，到预计闪点前２８℃时，加热速度控制在５～
６℃／ｍｉｎ内，同时温度每升高２℃，点火装置自动划过杯面并点火一次这时要观察油杯面是否出
现闪燃或燃烧，当出现闪燃时，立刻按遥控器“关”键，此时显示被锁定，按键盘上的“Ｂ”键可保存
试样的闪点温度，再按遥控器键“开”键，显示锁定被解除，显示器继续显示当前温度，仪器继续升
温。当出现燃烧现象时，按一下遥控器“关”键，仪器自动计时５ｓ，计时结束时发出报警声，此时若
试样还在燃烧，可按键盘上的“Ｂ”键保存。如不足５ｓ试样就熄火，应再按一下遥控器“开”键继续
观察。测试结束后，可连续按“Ｄ”键，显示器显示被保存的闪点及燃点等记录数据。之后再取出
温度计及温度传感器，盖熄火焰。

如要再做试样测试，可在键盘上按“Ｆ”键后重复以上操作。每种试样要求测两次。注意每做
完一次，一定要将油杯和电炉降至室温再重复实验。

（５）每种试样各测两次，要求两次闪点误差不超过±８℃，燃点误差不超过±８℃。
（６）实验结束时，在键盘上按“Ｆ”键，等电炉冷却后再关电源。

　　六、实验数据记录与结果处理
将实验数据填入表２１中，并计算平均结果。

表２１　半自动开口杯闪点与燃点测定仪数据记录表

物　质
名　称

第　一　次 第　二　次 平均值
闪点 燃点 闪点 燃点 闪点 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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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思考题
（１）对于特定油品，分别用开口和闭口测定方法测得的闪点值有何区别？为什么？
（２）为什么可燃液体的燃点高于闪点？燃点和闪点温度差有多大？分析一下有什么规律？
（３）为什么评价易燃液体危险性的是闪点而不用燃点？影响燃点测定的因素有哪些？

实验３　抗燃油自燃点测定实验

　　一、实验目的
（１）掌握抗燃油自燃点的测定方法；
（２）了解自燃点测定仪的组成与使用方法。

　　二、实验原理
所谓自燃点即自燃温度，是指物质在没有火焰、电火花等火源作用下，在空气或氧气中被加

热而引起燃烧、爆炸的最低温度。自燃温度一般受到加热物质的容器表面状态和加热速度等影
响，如果是固体物质，甚至受到物理状态的影响。因此，自燃点不是物质的固有的常数，和闪点是
根本不同的，各种资料中引用的数据往往不同。可燃物质的自燃点，随着影响因素不同而变化，
例如压力对自燃点就有强烈的影响，压力越高，自燃点越低，所以高压可燃气体容易发生爆炸事
故，自燃点降低是引起爆炸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

汽轮机调速系统中的液压传递介质，中小发电机组都是用油（即汽轮机油），这个等级的机组
蒸气温度不超过５００℃。汽轮机油是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属于天然化石矿物油，其自燃点一般
都在５００℃以下，在调速系统中使用这类矿物油没有燃烧的危险。３００ＭＷ及以上的大机组就不
同了，由于压力和温度更高，就需要自燃点更高的液压传递介质。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自燃点
在５００℃以上的抗燃油。实际上它并不是“油”，而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品，用得最多的是磷酸酯
类，它有良好的热氧化安定性、润滑性、低挥发性和抗燃性，因此在高温下使用是安全的。抗燃油
现已被广泛用于大型汽轮机的调节系统，自燃点是抗燃油抗燃性的重要指标之一。电力行业制
定的标准，非等效采用了ＩＥＣ７９—４（１９９５）标准，ＩＥＣ７９—４标准规定了可燃液体、气体的自燃点
的测定方法。随着我国电力、石油、化工等行业的蓬勃发展，对抗燃油抗燃性的检测要求越来
越多。

　　三、实验仪器
实验用自燃点测定仪符合ＤＬ／Ｔ７０６—１９９９《电厂用抗燃油自燃点测定方法》要求。用于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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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３００ＭＷ以上发电机组调速系统中抗燃油的自燃点温度。仪器采用先进的人工智能调节算法
进行控温，使容器内部温度达到热平衡，烧瓶内的顶部、中部、底部温度控制在１℃之内。仪器测
试方便，性能稳定可靠，适用油品：抗燃油及其他特种油类。

仪器的主体为加热炉，主要组成如下。
（１）加热炉
加热炉的结构如图３１所示，主要包括炉腔、炉内三角瓶、测温热电偶、电加热丝、保温层、壳

体等。采用三点测温，测点分别位于炉内三角瓶底部中心、侧壁和上部，且紧贴瓶壁。可通过调
节电加热丝的功率使三个测点的温度相差在１℃以内。

图３１　加热炉体示意图

（２）炉内三角烧瓶

图３２　实验用２００犿犔锥形烧瓶结构图

采用２００ｍＬ锥形硼硅玻璃烧瓶，净重６０ｇ±５ｇ，其
外形尺寸如图３２所示。

（３）自动吹风装置
保证炉内清洁，氧气充足，便于采集自燃点。
（４）自动进样装置
温度升到目标温度时，自动进样装置自动向烧瓶中

滴入５０μＬ油样。

　　四、实验内容及方法
（１）准备工作：用１ｍＬ注射器抽取油样１ｍＬ，放在

一旁备用，抽取油样时注意不要让注射器中有气泡；检
查锥形瓶是否干净，若不干净将其清洗干净；连接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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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线。
键盘操作说明：本仪器键盘设有“返回”“确定”“上下”“左右”“升降”共５个键，其功能如下。
①“返回”键用于返回上一层界面；
②“确定”键用于确定和进入下一界面；
③“左右”键用于选定要修改的参数；
④“上下”键用于修改和选择操作；
⑤“升降”键用于升降检测器。
（２）开启主机电源，停留几秒后，按“确定”键进入仪器设置主界面，如图３３所示。

１３／０５／１８ ０９：３０：０８

全自动
自燃点测定仪

油样测定
时间设定
操作说明
仪器自检

图３３　仪器设置主界面

在设置主界面内，上部显示年月日时分秒，按键盘上的“上下”键移动选择设定的功能，选定
某一功能时，相应的字体会翻黄显示，选定某一项后可按“确定”键进入相应的设置界面。可进行
时间设置与初始温度设置，仪器默认的初始温度是５２０℃。

（３）在设置主界面，选定“油样测定”，按“确定”键进入仪器测试主界面（图３４）。自燃点测
试的主界面画面有４栏显示，包括三路炉温监控、工作状态、目标温度和自燃点。在进入此界面
时，仪器会自动检测进样器注射器的位置，如果进样器的推手不在最大位置，仪器会自动将它拉
到最大位置。仪器测试主界面各状态的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１３／０５／１８ ０９：５８：１８
炉温监控 工作状态 目标温度 自燃点

上 ０３０℃
中 ０３０℃

控温中 ５２０℃ 测试中

下 ０３０℃ 按“确定”键停止
按“返回”键返回

图３４　仪器测试主界面

①炉温监控：包含上、中、下三路，分别实时监控着炉腔内的三个不同的部位。
②工作状态：有三种不同的状态，分别是“控温中”“正在测试”和“待机中”。“控温中”表明

正按要求进行加热控制；“正在测试”表明仪器正在按程序计划进行自燃点的测定；“待机中”是指
仪器在测定过程中遇到人为按“确定”键停止测定或者仪器已经测到自燃点正在等待操作者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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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操作。
③目标温度：实时跟踪目标温度的变化，在测定自燃点的过程中，根据标准要反复地测几个

温度，也就是说目标温度不停地根据标准要求而变化。
④自燃点：有两种状态“测试中”和“测到的自燃点温度”。当仪器已经测到自燃点温度时，

就会显示实际测到的自燃点温度，没测到时就会显示测试中的状态。
（４）将抽满１ｍＬ油样的注射器装入自动进样装置。仪器此时已开始按标准要求自动升温检

测，图３５是正在测试的界面。经过标准的升、降温步骤后，仪器自动测到自燃点，打印机打印测
试结果，仪器进入待机界面。

１３／０５／１８ １０：２８：１８
炉温监控 工作状态 目标温度 自燃点

上 ５１６℃
中 ５１８℃

正在测试 ５２０℃ 测试中

下 ５２２℃ 按“确定”键停止
按“返回”键返回

图３５　正在测试的界面

（５）按“返回”键返回设置主界面，必须待仪器冷却后再关闭电源。取下进样注射器，记录打
印结果，结束实验。

注：仪器标准的升、降温步骤如下。
①将加热炉升温到预定温度稳定１０ｍｉｎ左右，使三个测点的温度相差在１℃以内。注射器

将５０μＬ试样注入锥形烧瓶底部，开始计时；
②如果在５ｍｉｎ内热电偶未检测到火焰，停止计时；
③如果在５ｍｉｎ内热电偶检测到火焰产生，则表明试样在该温度下发生了自燃现象，停止

计时；
④仪器自动通过吹风管鼓风将烧瓶内被污染的气体彻底吹出；
⑤在以下每个试验温度下重复步骤①至步骤④；
⑥每次将温度降低１０℃进行试验，直至观察不到自燃现象产生为止；
⑦每次将温度升高１０℃进行试验，直到样品发生自燃现象为止，记录该温度（记为狋１）；
⑧将狋１降低约５℃（记为狋２）进行试验，如果发生自燃现象，则再降低约２℃（记为狋３）试验，若

自燃，则将狋３确定为样品的自燃点，否则将狋２确定为自燃点；
⑨若在狋２下未发生自燃现象，将温度升高约２℃（记为狋４），如果在狋４下发生自燃现象，则将

狋４确定为样品的自燃点，否则，将狋１确定为自燃点。

　　五、注意事项
（１）在做几次试验后请将烧瓶拿出，先用盐酸浸泡３０ｍｉｎ，然后用试管刷清洗干净，以免由于

瓶中过多油渣影响下一次的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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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设置目标温度时，预先粗略估计一下自燃点，最好比自燃点稍低一点，这样测试起来
比较快。如果目标温度设置得过高有可能油没有滴到瓶底就已经挥发殆尽，这样就会导致测试
结果错误。

（３）在放注射器时，要注意针头的位置不要让油滴到管壁或瓶壁上。调整针头滴油位置时，
最好是让油滴入锥形瓶中靠近吹风管的地方。

　　六、思考题
（１）影响抗燃油自燃点温度测定结果的因素是什么？
（２）试验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３）为什么说具有自燃特性的可燃液体其自燃温度不是其固有的常数？

实验４　可燃固体自燃点测定实验

　　一、实验目的
煤的着火温度是煤的特性之一。煤粉表面积大，它能吸附大量空气，在粉粒上形成一层空气

膜，粉粒彼此间被空气分开，故煤粉与空气的混合物具有良好的流动性。煤粉在气流携带过程
中，可能会在输送管路中沉积下来，由于缓慢氧化而产生的热量增多，温度也逐渐升高，最后引起
自燃，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发生爆炸。在生产、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可根据测定煤的着火温度来采取
预防措施，以避免煤炭自燃，减少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本实验目的如下。

（１）了解固体（煤粉）自燃点测定仪的工作原理和基本构造；
（２）掌握固体（煤粉）自燃点测定仪的使用方法。

　　二、实验原理
煤粉受热后温度升高，煤中水分被蒸发，此后，表面温度继续上升，当升至某一温度时，挥发

分开始逸出，除贫煤外烟煤挥发分逸出的温度为２１０～２６０℃，所逸出的挥发分与其附近的氧进
行反应而着火。挥发分全部逸出后，残留的碳，也就是固定碳，和自表面渗进来的氧进行反应而
燃烧。ＧＢ／Ｔ１８５１１—２００１规定了煤的原样和氧化样着火温度测定方法。可根据原样和氧化样
着火温度的差异来判断煤的自燃倾向，差值越大，越易自燃。煤的燃点随煤化度增加而增高，风
化煤的燃点明显下降。

实验中将煤样（原样）或氧化样与亚硝酸钠按一定比例混合，放入着火温度测定装置或自动
测定仪中，以一定的速度加热，到一定温度时，煤样突然燃烧。记录测量系统内空气体积突然膨
胀或升温速度突然增加时的温度，作为煤的着火温度。

本实验仪器是基于煤燃爆时温度骤然上升现象的自动测定法，能自动准确地捕捉到煤样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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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瞬间所对应的温度（即自燃点）。它具有下列功能。
（１）自动控制加热温度（５℃／ｍｉｎ）和显示控制温度；
（２）自动测取和同时显示六个煤样的温度；
（３）自动绘制六个煤样对控温温度的温升曲线；
（４）自动寻找和打印六个煤样的燃点；
（５）计算机和控制器双向通信，计算机可对控制器进行各项操作，且简便直观，自动化程

度高。

　　三、实验仪器
实验仪器共分下述两大部分。
（１）炉体及控制器
加热炉体的电源为交流２２０Ｖ，功率为８００Ｗ。炉膛内装有直径为６０ｍｍ的铜柱等温体，在该

等温体中央安插测量炉温的热电偶，而在周边六等分处又各有直径为１０ｍｍ的孔，放置装入试验
煤样的玻璃试管和测煤样的专用热电偶。控制器前面板上可同时显示炉体温度和六个煤样的温
度。控制器后面板如图４１所示，包含下面几项。

①接交流电源２２０伏的两个接线柱，勿将火线、中线接反；
②接电炉的两个接线柱；
③接控温电偶的两头端子；
④接测温电偶的端子，红色接电偶的正极，蓝色接电偶的负极；
⑤电脑接口；
⑥地线端子接化验室地线，勿接电源中线；
⑦装有１Ａ保险管的保险座。

图４１　控制器后面板示意图

（２）计算机及打印机
计算机包含有开始窗体、试验资料填写窗体、监控窗体、试验报告和数据库窗体。试验报告

可通过打印机打印输出。

２１



第一篇　危险品防火防爆基础实验

　　四、实验准备
（１）试样准备
①将煤样制成粒度小于０．２ｍｍ的一般分析煤样。
②原样：将煤样置于温度为５５～６０℃、压力为５３ｋＰａ的真空干燥箱中干燥２ｈ，取出放入干燥

器中。
③氧化样：在称量瓶中放０．５～１．０ｇ煤样，用滴管滴入过氧化氢溶液（每克煤约加０．５ｍＬ），

用玻璃棒搅匀，盖上盖，在暗处放置２４ｈ；打开盖在日光或白炽灯下照射２ｈ，然后按②干燥样品。
④亚硝酸钠：将亚硝酸钠放在称量瓶中，在１０５～１１０℃的干燥箱中干燥１ｈ，取出冷却并保存

在干燥器中。
（２）程序安装
①在Ｅ盘中建立ｃｚｒｄ文件夹。
②在区域设置中将日期格式改为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③在显示属性中的电源选项属性内关闭监视器，关闭硬盘，系统待机都改为“从不”。屏幕

保护程序改为“无”，然后按“应用”和“确定”。
④点击光盘中的“ｓｅｔｕｐ．ｅｘｅ．”选择安装路径为Ｅ：＼ｃｚｒｄ文件夹，如有什么文件需替换或无法

安装，按“否”或“忽略”即可。

　　五、实验内容及方法
（１）称取已干燥的原样或氧化样（０．１±０．０１）ｇ放入研钵中，加入经干燥过的亚硝酸钠

（０．０７５±０．０１）ｇ，轻轻碾磨１～２ｍｉｎ，使煤样与亚硝酸钠混合均匀。将混匀后的试样小心倒入试
样管中，然后放入铜加热体中，插入热电偶。

（２）对控制器和计算机接入电源后，控制器进行自检，自检正常后控制器转入对炉体加温程
序（如不正常则显示故障符号Ｅｒｒ１），且显示炉温和六个煤样的温度，在计算机上进入燃点测试程
序，显示开始窗体。

（３）点击开始窗体中的“欢迎进入”按键，进入试验资料填写窗体（图４２），在该窗体中填入
必要的试验资料和数据，如做新一轮试验请先清空数据库，而后点击“监控”按键，转入监控窗体
（图４３），进入正式的监视和控制工作，此时计算机自动记录试验时间、炉温和六个煤样温度，当
炉温升至２００℃以后，自动绘制炉温的升温曲线和各煤样的温差（煤样温度对炉温之差）曲线。
煤样在未燃爆时，煤样的温度与炉温相接近，两者温差近乎为零。在煤样燃爆时，煤样温度迅速
上升，则两者温差也随之增加，燃爆结束后，煤样温度又回落到炉体温度。两者温差也近乎为零，
在监控窗体可以明显观察到上述现象。

（４）待六个煤样燃爆结束后，点击监控窗体上的“计算结果”按键，计算机将自动计算出试验
结果，且把相关窗体表格中的结果予以更新。

（５）点击“打印”和“保存”按键，将打印且保存试验报告和试验曲线。
（６）数据库窗体的表格将连续记录测试数据，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人工增加或删除测试数据

（如干扰数据），以求得所有数据的正确、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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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２　试验资料填写窗体

图４３　实验监控窗体

（７）点击监控窗体中的“开始窗口”按键，回到开始窗体，再点击开始窗体中的“退出运行”按
键，则退出燃点测试程序，试验结束。

（８）如需查询以往的历史数据，请点击开始窗口中“历史查询”按键，将跳出查询对话框，选
择要查询的名称，打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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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实验数据记录与结果处理
将实验数据填入表４１中，并计算平均结果。

表４１　煤样自燃点测定数据记录表
　　　项目
煤种　　　

第一次测定／℃第二次测定／℃ 平均值／℃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１

２

３

　　七、思考题
（１）实验过程中应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２）影响实验测定误差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３）自燃温度与物质的燃点有何关系？为什么说具有自燃特性的固体可燃物之临界自燃温

度不是特性参数？

实验５　易燃危险液体闪点快速测定实验

　　一、实验目的
闪点是一项安全性指标，闪点测试在指导我们对危险品的使用、运输和储存等方面有着重大

的意义。目前对易燃危险液体闪点的研究以石油化工行业居多，国内外对变压器油、柴油、航空
润滑油及有机化合物闪点都进行过大量实验及理论方面的研究，实验主要针对纯物系，采用
ＡＳＴＭＤ９３、ＧＢ／Ｔ３５３６（克利夫兰法）、ＧＢ／Ｔ２６７（开口杯法）和ＧＢ／Ｔ２６１（闭口杯法）等标准方
法测定。近年来美国西南研究所专为海军舰上使用设计了一种微量快速ＭＩＮＩＦＬＡＳＨ全自动
闪点仪，具有所需样品量少（１～２ｍＬ）、测量快速（３～５ｍｉｎ）、可测定混合液体样品等特点，已在世
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并在各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本实验目的如下。

（１）了解微量快速ＭＩＮＩＦＬＡＳＨ全自动闪点仪的测试原理；
（２）掌握ＭＩＮＩＦＬＡＳＨ全自动闪点仪的使用和测量可燃混合液体闪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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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实验原理

１８７３年德国工程师ＢｅｒｔｈｏｌｄＰｅｎｓｋｙ和ＡｄｏｌｆＭａｒｔｅｎｓ教授共同研制开发了ＰｅｎｓｋｙＭａｒｔｅｎｓ
闪点仪（简称“ＰＭ闪点仪”），设计初衷是模拟真实密闭的工况条件。但是由于受到技术的限制
不可能在完全密闭的环境中点火，他们为此设计了快门操作，闪点测试过程中要不断打开快门进
行点火，这样大量蒸气外泄破坏了密闭平衡体系，实际测得的温度并非平衡状态样品的温度，无
法准确测试高挥发性、混合样品，实验数据准确性差。ＰＭ闪点仪一般采用空气浴，用来测定闪
点在５０℃以上的液体，对于低闪点液体测定则无法实现。一百多年来，尽管ＰＭ闪点仪大量
被使用，其结构和功能也在不断地优化以符合多样性的要求，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技术
问题。

近年来美国西南研究所设计了ＭＩＮＩＦＬＡＳＨ全自动闪点仪，创立了最新闪点测试标准
ＡＳＴＭＤ６４５０，Ｄ７０９４，等效于ＡＳＴＭＤ９３、Ｄ５６和ＩＳＯ２７１９标准，得到美国Ｄ．Ｏ．Ｔ．ａｎｄＲ．Ｃ．
Ｒ．Ａ．权威机构的认可，被欧盟ＲＥＡＣＨ法规和ＧＨＳ（化学品分类及标记全球协调制度）推荐使
用，并通过中国石化行业标准认证：ＳＨ／Ｔ０７６８—２００５。ＭＩＮＩＦＬＡＳＨ闪点仪整个测试过程完全
在密闭的测试腔中进行，测量腔内置温度传感器、点火头和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实时检测样
品温度，点火头对样品进行点火，压力传感器检测每一个温度点时点火头点燃样品引起测试腔内
压力瞬间增加Δ狆。图５１为一样品爆炸性能的测试，图中可以看到当温度到达１２７℃，密闭腔内

图５１　样品爆炸性能测试

压力突然从１７．５ｋＰａ增加至５３．４ｋＰａ，说明
此时样品被点燃发生爆炸，对应的温度则为
样品的闪点。从图５１上还可以看出此样
品发生爆炸的剧烈程度，如若Δ狆的增加值
越大，说明样品燃烧产生的爆炸越剧烈，危
害程度越大，危险品等级就越高。在国外，
ＭＩＮＩＦＬＡＳＨ闪点仪被称为“可燃液体爆炸
性能测试装置”，它既可测试样品闪点温度，
还可以检测样品在密闭环境中被点燃发生
爆炸的剧烈程度，对于我们使用、储存、运输
危险品有指导意义。

　　三、实验仪器

ＭＩＮＩＦＬＡＳＨ闪点仪采用真实闭口杯测试方法，达到闪点规定的真正工况密闭条件，可测试
高挥发性样品。样品量小特别适合贵重样品测试，降低了实验废弃物的排放。测试速度快，３～
５ｍｉｎ完成整个测试过程（包括样品测试和样品杯清理）。内置半导体加热制冷系统可精确控制
实验温度，无须外接冷浴等附件。采用分体式构造，适合高黏度、高挥发、混合样品的测试。一键
式操作对实验员无特殊要求，大大减轻了实验员的压力。安全无明火，仪器灼热部分不与外界接
触，保证实验员使用安全。样品杯易清洗，实验精度高，重复性、再现性优于传统仪器。图５２为
ＭＩＮＩＦＬＡＳＨ闪点仪主要部件与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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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　犕犐犖犐犉犔犃犛犎闪点仪主要部件与结构示意图
１—烘箱金属板；２—帕尔贴元件；３—样品温度传感器；４—压力连接管；５—样品杯；

６—磁力搅拌；７—样品架；８—转动式磁铁；９—样品电梯凸轮装置；１０—样品电梯调节螺丝；
１１—前面板；１２—样品杯开口

本仪器采用图形化显示和对话式程序，仪器操作非常简单易懂。显示器上经常会显示仪器
可能需要执行的操作，操作人员只需选择所需的功能即可。图５３为ＭＩＮＩＦＬＡＳＨ闪点仪的前
面板及功能键说明。

图５３　犕犐犖犐犉犔犃犛犎闪点仪的前面板与功能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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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标（一个闪动的符号）可以通过“”键和“”键进行移动。每个可能的操作前都有标
注。当光标位于位置时，点击“任务（ＴＡＳＫ）”按钮就会执行所对应的操作。如需修改数值、
数字或者字母，将光标移动至目标位，点击“”“”键对数字或字母进行修改。如需退出菜单，
将光标移动至左上方的“←”处，点击“任务（ＴＡＳＫ）”按钮，仪器就会返回至上一级菜单。如果没
有“←”，操作者可以点击“停止（ＳＴＯＰ）”按钮退出菜单。

　　四、实验内容及方法
（１）准备工作：待测样品（本实验测定三种浓度的乙醇溶液闪点），样品杯，移液枪（１～２ｍＬ），

棉花球，镊子，无水乙醇。
（２）接通仪器电源，仪器的显示器启动，并显示主菜单。

（３）将光标移动至主菜单中的测试（ｍｅａｓｕｒｅ），点击“任务（ＴＡＳＫ）”按钮。随后显示器
显示为

边上的小横条表示样品杯电梯的位置。升降臂向上移动，产生很大的力将样品杯压在
烘箱金属板上。

（４）测试非纯物质的闪点，有可能需要进行搅拌。如果操作者测试的是纯物质，搅拌并不会
对测试结果造成任何影响。仪器配备有一内置的磁力搅拌器。如果在测试过程中需要搅拌，将
磁力搅拌插入样品杯内，将光标移动至Ｓ，点击“任务（ＴＡＳＫ）”按钮即可开启转动式磁铁。显示
器显示为

（５）测试程序选择：在测试（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菜单中，操作者可以对８个不同的程序进行编程设
计；同时也可以为每个程序设定不同的参数设置，如初始温度、结束温度及测试方法。如需选择
程序，将光标移动至代表当前程序的数字处，通过“”键和“”键选择所需的测试程序。

（６）初始温度（犜ｉ）的设定：初始温度的设定值应至少低于闪点的预估值１８℃。如果操作者
不知道闪点的预估值，首先将初始温度设定得稍低一点。如果初始温度设定过低，则闪点测定的
时间很长，这是没有必要的。如果对样品的闪点温度完全没有了解，则需要进行多次测试才能测
定闪点的准确值。

（７）最终温度（犜ｆ）的设定：将最终温度设定在大于闪点温度预估值之上。如果没有检测到
闪点，最终温度的设定只是限制测试时间而已。如果最终温度的设定值过低，则有可能检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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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如果最终温度的设定值过高，而又没有检测到闪点，则测定的时间会很长。同时由于样品
蒸发、冷凝及焦化，样品室和烘箱会受到很大程度的污染。

（８）测试方法选择：在测试（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菜单中可选择五种不同的测试方法：将光标移动至第
二行，利用标记通过“”键和“”键选择测试方法。

（９）点击测试（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菜单中的“运行（ＲＵＮ）”按钮即可开始运行测试程序。首先仪器
会调整至初始温度，显示器上会显示“调节烘箱温度至初始温度（犜ｉ）”的信息。如果烘箱达到
初始温度，显示器上就会出现“添加样品，点击运行（ＲＵＮ）按钮”的信息。用移液枪准确移取规
定的样品量，加入样品杯，将样品杯置于测试仪的样品杯电梯上。再次点击“运行（ＲＵＮ）”按
钮，开始样品测试。三个强电弧开始自动清洗电极，同时样品杯电梯将样品杯置于烘箱金属
板上。

（１０）仪器根据程序设定的加热速度对烘箱进行加热。当样品达到开始温度时，开始闪点测
试的首次点火，并跟踪观测压力的增加。如果低于阈值，则继续进行样品测试。测试程序一直进
行，直到电弧点火后压力的增加超过程序设定的阈值为止。测试结果在屏幕显示。

（１１）闪点测定后或达到最终温度后，停止测试，仪器自动快速将烘箱冷却至初始温度。烘
箱温度在５℃到４０℃之间或在初始温度时，样品杯会自动下降。维持烘箱温度处于初始温度的
水平，持续１０ｍｉｎ。如果在这１０ｍｉｎ之内没有开始样品测试，关闭烘箱温度调节，使其保持室温。
关闭仪器电源，结束测试。

　　五、实验数据记录与结果处理
将实验数据填入表５１中，并计算平均结果。

表５１　微量快速全自动闪点测定仪数据记录表
试样

试验次数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闪点温度／℃
平均值／℃

　　六、思考题
（１）ＭＩＮＩＦＬＡＳＨ全自动闪点仪与ＰＭ闪点仪在性能上有何异同？
（２）闪点测试在指导我们对危险品的使用、运输和储存等方面的意义有哪些？
（３）整个试验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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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６　低闪点可燃液体测定实验

　　一、实验目的
闪点又叫闪燃点，是指可燃性液体表面上产生的蒸气与空气的混合物在试验火焰作用下发

生闪燃时的最低温度，各种可燃液体的闪点可以通过标准仪器测定。闪点是可燃性液体储存、运
输和使用的一个安全指标，同时也是可燃性液体的挥发性指标。可燃液体的闪点表明了某种可
燃液体发生爆炸或火灾的可能性大小。闪点越低的可燃性液体，挥发性越高，爆炸温度下限就越
低，混合气体的爆炸下限也相应降低，这样，在较低的温度下，混合物就易达到甚至超过爆炸下
限，因此危险性增加，容易着火，安全性较差。在储存、使用可燃液体过程中，加热的最高温度一
般应低于其闪点２０～３０℃，严禁将其加热到闪点。

闪点是可燃液体生产、储存场所火灾危险性分类的重要依据，是甲、乙、丙类危险液体分类的
依据。可燃液体生产、储存厂房和库房的耐火等级、层数、占地面积、安全疏散、防火间距、防爆设
施等的确定和选择要根据闪点来确定；液体燃料储罐的布置、防火间距，可燃和易燃气体储罐的
布置、防火间距，液化石油气储罐的布置、防火间距等也要以闪点为依据。此外闪点还是选择灭
火剂和确定灭火强度的依据。根据消防工程设计及应用，根据闪点的不同将可燃液体分为了以
下三大种类。

（１）甲类液体：闪点小于２８℃的液体（如原油、汽油等）；
（２）乙类液体：闪点大于或等于２８℃但小于６０℃的液体（如喷气燃料、灯用煤油）；
（３）丙类液体：闪点大于６０℃的液体（如重油、柴油、润滑油等）。
对于闪点不低于９３℃的液体，或在试验条件下有形成表面膜倾向及含有悬浮固体的液体闭口

闪点的测定可采用ＧＢ／Ｔ２６１方法。而对于低闪点液体（甲类液体与乙类液体）采用符合
ＡＳＴＭＤ５６与ＧＢ／Ｔ２１９２９—２００８标准的自动泰格闭口闪点仪测定更加适合。本实验目的如下。

图６１　犜犃犌４犜犕闭口闪
点测定仪

（１）了解泰格闭口闪点测定仪的组成与测定原理；
（２）掌握泰格闭口闪点测定仪的使用方法。

　　二、实验原理与仪器

实验所用全自动低温泰格闭口闪点测定仪符合国际标准测试
程序ＡＳＴＭＤ５６标准，适用于用泰格手动和自动闭口试验器测定
４０℃时运动黏度小于５．５ｍｍ２／ｓ，或在２５℃时运动黏度小于
９．５ｍｍ２／ｓ，且闪点低于９３℃的液体的闪点。所选ＴＡＧ４ＴＭ是一
台闭口闪点测定仪（图６１），其主要组成为不锈钢机箱、内置帕尔
贴制冷器、冷浴和冷却水接口、触摸式键盘、液晶显示屏、测试杯和
杯盖、杯钳、多功能检测头、样品温度探头和火焰检测器、电点火器、
气体火焰和外部火焰探头、杯盖开合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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