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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容器 H2-空气预混气体爆炸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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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南京 210009)

摘 要：针对连通容器中 H2-空气预混气体爆炸建立了点火位置、初始压力和尺寸等影响因素的实验研究．结果表
明，点火位置的改变对大球的影响较小，但对小球的影响非常明显．在大球和小球中，最大爆炸压力随着初始压
力的增加而增加．大球点火时，小球中最大爆炸压力随管长增加的程度要比大球中大得多．小球点火时，大球中最
大爆炸压力随管长的增加而增大，而小球中则先增加后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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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tial Factors on H2-Air Explosion in Linked Vessels
Zhang Kai，Wang Zhirong，Liu Minghan
(College of Safet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Nanjing Tech University，Nanjing 210009，China)

Abstract：A series of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in two linked spherical vessel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n H2-air mixtures explos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ignition position，initial pressure and
pipe length on pressure in the linked vessel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variation of ignition position
has little impact on the maximum hydrogen explosion pressure in the large vessel，however，the impact on the
maximum hydrogen explosion pressure in the small vessel and the maximum hydrogen explosion rising rate in the
linked vessels is obvious. The maximum explosion pressures in large and small vessel are both increase with the
initial pressure. When the ignition in the large vessel，the change of the maximum hydrogen explosion pressure in
the small vessel is more severe than that in the large vessel. When the ignition in the small vessel，the maximum
hydrogen explosion pressure in the large vessel increases with pipe length. However，the maximum hydrogen explosion pressure in the small vessel increases first and then decreases.
Keywords：linked vessels；hydrogen；ignition position；initial pressure；pipe length

与传统的石油天然气相比，氢能源具有热值大、
导热性好、燃烧性能好等特点，大大增加了在生产使
用过程中的危险性[1-3]．所以工业上一般采用密闭装
置，如容器或者管道等，来储运可燃气体 [4-5] ．但是，
在生产、储存、运输和使用过程中难以避免人机环管
方面的因素导致气体泄漏，进而发生爆炸事故 [6-8].

因此，研究管道或者容器中气体爆炸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外对氢气爆炸的研究较多，但都局限于
单个固定尺寸容器，国内对氢气爆炸的研究报道较
少，对于连通装置内氢气爆炸的影响因素研究更少．
Bartknecht 等[9]在研究中发现容积与最大爆炸压力上
升速率之间的影响规律，并提出了现在国际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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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根定律”，这为世界上各国在容器设计、抗
爆、隔爆方面提供了重要依据．Hashimoto 等[10]建立
了通过方形管道(横截面边长 0.6,m)与两相同体积正
方体房间(边长 5,m，其中一个房间体积可由隔板进
行变化)的连通容器氢气-空气预混气体爆炸数值模
型，研究了不同点火源位置、不同房间体积对爆炸过
程的影响．他们发现，当点火位置位于大房间时，大
房间内压力上升速率小于小房间，并且此时的最大爆
炸压力出现在小房间．Phylaktou 等[11]在搭建的两相
同圆柱形容器(长 0.5,m，内径 0.5 米)与管道(长
1.5,m，内径 0.076,m)连接成的连通容器中进行了甲
烷-空气预混气体(甲烷体积分数 10%,和 6%,)爆炸实
验，发现连通结构的容器中发生的爆炸比单个容器中
要强烈得多，但受制于当时实验条件的限制，并未对
尺寸变化下连通容器中气体爆炸进行分析．Domnina
等[12]对由内径 8.3,mm、长 4.35,cm 的直管以及体积
分别 1.18,L 和 0.17,L、长径比分别为 1.5 和 1 的两个
圆柱形容器组成的连通容器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
明点火位置、容器之间的体积比和各容器的长径比均
对最大爆炸压力存在影响；小型连通容器间的体积差
别对最大爆炸压力的影响较小，但随两容器体积差别
的增大，其最大爆炸压力也相应增大；对于管道与容
器轴线布置方向相同的连通容器，随着连通容器中点
火 容 器 长 径 比 增 大 ，系 统 最 大 爆 炸 压 力 会 明 显 增
加．当连接容器长径比增大时，系统内峰值压力会明
显下降．徐景德等 [13] 通过在两条不同尺寸条件下巷
道内进行瓦斯爆炸实验研究，发现两种尺寸条件下的
爆 炸 参 数 有 明 显 差 异 ，且 与 流 体 力 学 规 律 并 不 相
似．从冲击波的结构演变过程看，尺寸较小的巷道
内，燃烧波与前驱冲击波传播速度大于尺寸较大的巷
道．但同时，尺寸较大的巷道内爆炸压力及爆炸波冲
量的衰减速度均明显小于小尺寸的巷道．
国内外学者对连通容器中氢气-空气预混气体爆
炸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实验对连通容器中氢气和空
气预混气体爆炸的点火位置、初始压力和管道尺寸等
三个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为工业装置中连
通容器的抗爆、泄爆的安全技术提供了依据．

1 实验
1.1 实验系统
实验系统由爆炸系统、数据采集系统和自动配气
系统组成，实验系统如图 1 所示．
爆炸系统由爆炸装置和点火装置组成．爆炸装
置包括由 16,Mn 钢铸造的两个球形容器和 3 段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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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验系统示意

管道，装置的设计压力为 20,MPa．两个球形容器的
体积分别为 113,L 和 22,L，简称为大球和小球．大球
内径为 600,mm，小球内径为 350,mm．大、小球的一
端接有水平导管，其长分别为 0.25,m、0.2,m，内径为
50,mm．3 段圆形管道均长 2,m、内径 60,mm、管壁厚
15,mm，管道两端有法兰连接口可相互对接．导管和
管道的末端可以根据需要增添盲板进行封堵．容器
和管道上分别设置了压力传感器和点火装置的接口，
不用时可用堵头封堵．
点火装置型号为 KTD-A，该装置由点火枪和高
能点火器两部分组成．点火器能量共有 8 个档，1 到
5,J 分为 5 个档，1,J 以下只有 0.3,J、0.4,J 和 0.5,J．该
装置使用方便，调节简单且精准，采用电容式电火花
点火，对氢气爆炸实验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数据采集系统由压力变送器和数据采集仪组
成．压力变送器型号为 HM90-H3-2，其测量精度为
±0.3%, FS，量程为 0～10,MPa，频率为 200,kHz．
数据采集仪为 DEWE-43 型，通过总线端配置的
8 个采集通道完成对个采集装置同步运行，采集分辨
率为 24,bit，采样频率是每通道 200,kHz．该数据采集
仪自带配套分析处理软件 DEWESoft X2，具有数据
存储、导出、分析、报告、示波器和 FFT 功能．
自动配气系统由配气系统和真空泵组成．配气
系统型号为 RCSC2000-B，主要由配气箱、控制箱、
计算机操控平台、氢气气瓶、空气气瓶组成．该配气
系统可以提供多重配气模式来完成定性定量的实验
研究，自动配气系统主机和最新通讯电缆相连，并通
过高精度质量流量控制器来控制各组分气体流量或
体积分数，最终实现动态过程自动配气．
真空泵型号为 2X-8GA，该型号的真空泵抽气速
率最快可以达到 0.008,m3/s，能够满足实验需求．
1.2 实验方案
实验在常温、常压的环境条件下进行，每次实验

张 锎等：连通容器 H2-空气预混气体爆炸的影响因素

前先用真空泵抽气至－0.09,MPa，混合气体中氢气的
体积分数为 33%,，点火能量为 5,J，每组实验重复 3
次，选择最优实验，实验方案如表 2 所示．
表 2 实验方案
编号

结构形式

点火位置

初始压力/MPa

1
2
3
4
5
6

大球＋2.5,m 管＋小球
大球＋2.5,m 管＋小球
大球＋4.5,m 管＋小球
大球＋4.5,m 管＋小球
大球＋6.5,m 管＋小球
大球＋6.5,m 管＋小球

小球中心
大球中心
小球中心
大球中心
小球中心
大球中心

0

小球中心

－0.02
－0.01
0.01
0.02
0.03

7
8
9
10
11

大球＋2.5,m 管＋小球

2 结果与讨论
2.1 点火位置对氢气-空气混合物爆炸过程的影响
不同的火焰传播方向对应不同的氢气爆炸结构，
容器内氢气扩展方向不同，会导致不同的链载体扩散
速率，同时会影响氢气的爆炸极限范围．在常温常压
下，采用连通装置一段管道结构装置对氢气-空气进
行测定，火焰选择两种传播方向，第一种是氢气火焰
从小球传向大球，第二种是氢气火焰从大球传向小
球．实验装置为大球，小球与一段管道连接，分别在
大球和小球进行中心点火，容器内的压力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图 2 一段管连通容器起爆容器和传爆容器内部压力

图 3 不同火焰方向氢气爆炸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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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和图 3 可以看出，由小球点火，火焰向大
球传播时，小球压力为 0.78,MPa，当火焰传播到大球
时，压力仅为 0.55,MPa．改变点火容器，从而改变火
焰 传 播 方 向 ，大 球 点 火 条 件 下 ，大 球 爆 炸 压 力 为
0.7,MPa，小球爆炸压力上升至 1.2,MPa，压力提升十
分显著．
在大球中心点火时，爆炸起始时，爆炸火焰由大
球容器向管道传播时，爆炸火焰层流状态不稳定，最
终发生湍流现象，层流转变为湍流过程中，火焰速度
发生飞跃，小球爆炸压力上升速率在大幅提升[14]，大
球内氢气最大爆炸压力相对小球来说变化较小．氢
气火焰通过管道传播，这时由于爆炸冲击波速度远大
于火焰传播速度，所以冲击波会先传到小球容器，遇
到壁面发生反射，在管道中与火焰波阵面相遇发生叠
加效应．火焰在叠加后继续向小球传播，速度越来越
快，逐渐转变为湍流燃烧，同时由于小球内爆炸火焰
冲击和压力不断累积的效应，压力产生激增现象，达
到最大爆炸压力．大球内氢气也迅速反应，近乎同时
和小球内氢气达到最大爆炸压力．这时，装置内氢气
已经完全反应，只有压力波仍然在连通装置内震荡，
随着震荡过程中的能量耗散，两个球形容器内的振荡
现象趋于一致．
以小球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中心点火，另一端大球
内氢气爆炸压力略微下降．这是因为爆炸所产生的
冲击波速度大于火焰传播速度，冲击波传至大球容器
会放生反射现象，由于大球容器体积较大，冲击波在
反射过程中能量耗散较大，反射波比较强，所以当反
射波与火焰波阵面相遇，产生的阻滞作用较大，所以
当氢气火焰加速传播到大球时，氢气爆炸反而被削
弱了．
2.2 初始压力对氢气-空气混合物爆炸过程的影响
实验装置为大球，小球与一段管道连接，在小球
进行中心点火．图 4 为不同初始压力条件下连通容
器一段管道结构小球点火时小球和大球压力变化曲
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小球和大球内部气体爆炸压力
均随着初始压力的增大而增大，但是变化趋势不尽相
同．当初始压力小于 0.02,MPa 时，小球内气体爆炸
压 力 随 着 初 始 压 力 变 大 缓 慢 增 长 ，当 初 始 压力为
0.03,MPa 时，小球内气体爆炸压力出现跃迁式增长，
压 力 较 初 始 压 力 为 0.02,MPa 时 增 长 了 接 近
0.5,MPa．大球内部气体爆炸压力则随着初始压力增
大而不断变大，当初始压力达到 0.03,MPa 时，大球内
压力达到 1.13,MPa．随着初始压力的增大，装置内气
体达到最大爆炸压力所需的时间有所增加．
— 5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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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能量耗散越明显，所以球内氢气最大爆炸压力随
之下降．

图 5 连接不同管长时大球和小球中的压力变化曲线(大
球点火)

图 4 不同初始压力条件下小球和大球内氢气压力

碰撞理论认为，只有高活性的活性分子碰撞会产
生反应．有效碰撞即为单位碰撞次数内能够拆断陈
旧的化学键，并且形成新化学键．所以在连通容器结
构中，初始压力微小的变化都会导致实验装置中氢气
爆炸压力强度的变化．
由于初始压力每升高 0.01,MPa，小球内的氢气
含量就会大幅提升，那么发生爆炸时，氢气分子释放
的化学能量也就越高[15]，所以无论是小球还是大球，
氢气的爆炸压力都变大，并且随着初始压力越大，容
器内压力振荡变得更为剧烈；同时，初始压力越高使
得氢气爆炸开始反应时，只有一部分氢气被点燃发生
爆炸，并向大球传播，爆炸加剧，小球内也残存一部
分未燃气体，等到从大球内反弹回来的火焰或者压力
波回传时，则会发生更为剧烈地湍流爆炸，因此，随
着初始压力每提升 0.01,MPa，大小球内的氢气的最
大爆炸压力会不断提高，同时，氢气的最大爆炸压力
上升速率也在上升．
2.3 管道长度对连通装置内氢气爆炸的影响
图 5 为点火位置位于大球，连接不同管长时两容
器中的压力变化曲线．由图可见，随着管道长度变
大，装置尺寸发生变化，尺寸越大，球内氢气最大爆
炸压力不断上升，管道末端压力也上升，但是传爆容
器小球内氢气最大爆炸压力最高上升至 2.4,MPa．
分析以上现象，爆炸起始时，爆炸火焰由大球容器向
管道传播时，爆炸火焰层流状态不稳定，最终发生湍
流现象，层流转变为湍流过程中，火焰速度发生飞
跃，爆炸压力上升速率在大幅提升．所以管道长度越
长，传爆容器大球内氢气最大爆炸压力不断上升．起
爆容器小球内氢气最大爆炸压力有所下降是因为管
道长度增长，火焰与压力波和管壁的碰撞此次数越
— 540 —

图 6 为点火位置位于小球，连接不同管长时两容
器中的压力变化曲线．由图可见，随着管道长度变
大，装置尺寸也发生变化，尺寸越大，小球内氢气最
大爆炸压力先上升后减小，且压力变化不大，传爆容
器内压力在一段管道和两段管道情况下，氢气最大爆
炸压力几乎没有增大，甚至连通装置一段管道结构中
出现了传爆容器氢气压力减小的现象，总体来说，规
律性不强，传爆容器内压力则随着尺寸变大而变大．

图 6 连接不同管长时大球和小球中的压力变化曲线(小
球点火)

3 结 论
(1) 点火位置的改变对连通容器中对大球内的
氢气最大爆炸压力的影响较小，但对小球内的最大爆
炸压力影响非常明显．
(2) 初始压力对连通容器中氢气的最大爆炸压
力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对于大球而言，初始压力与氢
气的最大爆炸压力呈近似的线性增长关系；对小球而
言，在 0.03,MPa 以下，初始压力与氢气的最大爆炸压
力也呈近似的线性增长关系，但达到 0.03,MPa 后，氢
气的最大爆炸压力有了明显的上升．
(3) 大球点火时，大球中氢气的最大爆炸压力随
管道长度的增加程度较小，但小球中氢气的最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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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变化程度较大；当小球点火时，大球中氢气的最
大爆炸压力随管道的增长而逐渐增加，而小球中氢气
的最大爆炸压力在两段管时达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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