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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JBfr8433一19%《现场混装炸药车地面辅助设施))o

本标准与JB厅8433一19%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增加了品种规格;

一一增加了自动化控制的技术要求;

一一一增加了防火、防爆等安全要求:
— 对地面站内蒸汽压力提出了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矿山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厅c88)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山西省特种汽车制造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冯有景、杨现利、秦启生、张东升。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 」日If 8433一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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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混装炸药车地面辅助设施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现场混装炸药车地面辅助设施产品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现场混装炸药车地面辅助设施 (以下简称地面站)。该地面站适用于现场混制乳化、

重铰油和粒状按油炸药车 (以下简称装药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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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rr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oBrrl91一2000，eqviso7so:1997)
    GB厅13306 标牌

    GB厅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89 民用爆破器材工厂设计安全规范

    GBJ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3 型式与基本参数

3.1 地面站由油相系统、水相系统、粒状硝按上料系统、微量元素系统和地面乳化装置等组成，系统
配置情况和适用车种见表1。

                                              裹 1

地面站型式
所 需 系 统

适用的装药车
油相系统 水相系统 微盆元素系统 粒状硝按上料系统 地面乳化装1

BDR O O O O BCRH系列

BDZ O O O O O BCZH系列

BDL O O BCLH系列

注1:“0”为对应地面站所需设备，“一”为不需要。

注2:BDL地面站中，油相系统只孺柴油雄.

3.2 型号表示方法:

  B D 口 见一年生产能力，单位为kt
型式代号:R为适用于BCRH系列装药车

        2为适用于BczH 系列装药车

        L为适用于BcLH 系列装药车

现场混装炸药车地面辅助设施 (地)
装药设备类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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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本参数应符合表2的规定。

4 技术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地面站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严格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4.1.2 地面站适应的环境温度为士40℃。

4.，.3 地面站配备的有关设备，应满足混制乳化炸药、重按油炸药和粒状按油炸药所需各组分物料的
制备及输送。

4.1.4 设备的水、汽、油管路部件不应有漏水、漏汽、漏油等缺陷。
4.1.5 设备的控制开关及按钮开启应灵活可靠。

4.1.6 螺旋输送机转动应灵活、平稳，输送物料时，螺旋叶片不应有与螺旋管相摩擦现象。
4.，.7 水相溶液的温度应高于析晶点10℃~巧℃。
4.1.8 实验室所配置的设备及仪器，应满足地面站所制备各种组分的检验及工序质量检测。
4.2 自动化控制

42.， 水相系统控制项目包括密度、液位、温度、pH值、析晶点。
4.22 油相系统控制项目包括密度、液位、温度。

4么3 地面乳化装置原料组分自动跟踪、闭环反馈，控制项目包括组分比例、温度、压力。
4.3 材料要求

4.3.1 与腐蚀性物质相接触的零部件及建筑物表面应采用防腐材料。
4习.2 硝酸钱溶液泵送软管，应采用能承受压力为1.ZMPa的钢丝棉织塑料软管。
4.4 安全、卫生和环境保护

4.4.1 当地面站内附建有起爆器材和炸药仓库时，地面站的设计应按下列执行:
    a)站区规划和外部距离应符合GB50089中D级建筑物的有关要求:
    b) 总平面布置中的内部距离应符合GB50089中D级建筑物的规定:

    c)多孔粒状硝酸铰上料装置和硝酸钱破碎间可以连建，也可以建在靠近硝酸钱仓库的适当位置;
    d) 硝酸按破碎间、水相溶液制备间、油相制备间、微量元素制备间、乳化间均可连建，但应隔墙
        分开;

    e)工房建筑和结构应符合GB50089中D级建筑物的规定:

    f)站区消防供水、废水处理、采暖、通风应符合GB50089中D级建筑物的有关规定;
    9)电气避雷措施应符合GB 50057的要求;
    h)地面站应制定相应的安全生产规程和操作规程:
    1)除隔离室内的电气元件外，其余电气元件应具有防爆性能，符合GB50058的要求。

4.42 当地面站不附建有起爆器材和炸药仓库时，地面站的设计应执行GBJ16的有关规定。
44.3 蒸汽管路应装设限压装置。

4.4.4 建有地面乳化装置的地面站，当制备乳胶基质的原料缺项，或乳化器超温或超压时，全线应能
自动停车。

4.5 外观要求

4.5.， 站内设备油漆表面应美观大方、漆层牢固、色泽均匀、光滑平整，不应有皱纹、起泡、起层、
失光及流痕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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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标志涂漆应美观、清晰、醒目，边角线整齐、清楚，不同颜色涂漆不应相互沾染。

4.6 成套性

4石.， 成套供应范围:
    a)合同规定的成套设备;
    b) 随机备件、工具。

4石.2 随机技术文件:
    a)产品使用说明书、地面站安全生产规程和操作规程:

    b)产品合格证:
    c) 随机备件及附件清单;

    d) 装箱单。

5 试验方法

5.1试验前的准备

51.1 试验前应检查清理物料的输送、上料、破碎人料口、罐体内的杂物.
5.12 将水相泵送装置用胶管接好。

5.1.3 准备好调试合格的装药车。
5.2 空载试验

52.1每台设备出厂及负荷试验前均应做空载试验。

5.22 分别起动各个系统电动机，应方向正确，转动灵活，工作正常。
52.3 接通蒸汽、水和油路，不应出现漏气、漏水和漏油的现象。
5.3 负荷试验

5.3.1在空载试验合格后，根据所选定的炸药配方，按配料工艺在矿山或使用现场进行负荷试验。
5召2 试验时做好记录，以溶化一罐硝酸钱溶液所需时间按附录A估算年生产能力。
5.3召 产品负荷试验，应能配合装药车制造成品炸药。

6 检验规则

6.1 出厂检验
    每台产品均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的项目包括:

    a)装配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b)涂装质量和外观质量;
    c)51.1~52.2。

6.2 型式试验
    地面站样机或经重大修改后的产品应进行型式试验，型式试验的项目包括出厂检验和工业试验。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地面站每台设备均应在明显位置处固定产品标牌，标牌的型式应符合GB厅13306的规定。其内容

如下:

    a) 产品名称和型号;

    b) 装载量;
    c)商标;

    d) 制造日期及出厂编号;

    e)制造厂名称。
72 产品的包装应符合GB厅13384的规定。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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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理191的有关规定。
7.4 随机产品技术文件应装人专用的塑料袋内，放置在加有标志“文件在此箱内”的包装箱内。
7.5 产品应符合陆路、水路运输的要求。

7.6 产品运输吊装 (卸)时，不应损伤产品。
7.7 产品在贮存时，应置于通风和干燥的仓库内，并采取有效的防锈、防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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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现场混装炸药车地面辅助设施年生产能力估算公式

现场混装炸药车地面辅助设施年生产能力 (单位为t)估算公式:

年生产能力弓黯
式中:

v--一溶化罐容积，单位为扩;
廿--一年工作日数，取240天;
了--一每日工作时数，以二班制取16h;

夕一一硝酸钱溶液密度，取1之5XI护kglm3;
个一一负荷系数，取70%;
C— 一硝酸按溶液占炸药的比重，取60%~80%;
一 溶化一罐所需时间，单位为h:

兰
几g

月— 溶化罐中加热器片数:
9一--每片加热器片lh榕化硝酸接数量，a75m玩。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