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區域靜電控制的領導者

應用焦點
®

Earth-Rite PLUS –

油罐車及鐵路罐裝車靜電偵測系統

在通常被稱為“EX”工業的危險過程工業中，幾
乎隨時都會產生靜電。各種等級的原油、精煉石
油產品如液化石油氣以及大量化學品屬於通常被
稱為“靜電積聚器”的材料類別。這個類別的 此
類材料被認為是從其他材料上的電子的強大吸引
子電子的強力吸引器，並抗拒“釋放”它們接觸
的電子。換句話說，它們“積聚”靜電荷。
在典型的鐵路罐車裝載操作中，靜電積聚產品通
過龍門台架裝載系統從儲罐傳輸到接收的鐵路罐
車中。我們可以將涉及產品傳輸的設備統稱為產
品“傳輸系統”。當產品通過傳輸系統進入鐵路
罐車時，產品中的分子變成靜電荷。
如果鐵路罐車與地面沒有直接的連接，就會在其
表面積聚靜電，導致罐車的電壓在很短的時間內
急劇上升。由於鐵路罐車處於高壓狀態，因此將

當將靜電放電產生的火花能量與各種石

在北美，鐵路罐車接地採用專門的靜電

尋求釋放這種過剩勢能的方法，而最有效的方法

油產品和易燃化學品的最小點火能量進

接地系統是很常見的做法。在歐洲，鐵

是以火花的形式釋放多餘的電子。

行相比時，很容易看出為什麼鐵路罐車

路罐車接地的做法是混合的。有些場所

和與其連接的任何設備如軟管和管道均

會接地，有些則不會。對於沒有積極將

應接合和接地。如表 1 所示，靜電帶電

鐵路罐車接地的場所，假設了鐵路罐車

帶 靜電的鐵路罐車可以釋放帶有巨大能

的油罐與底盤接合良好，產品傳輸過程

量 的火花。鑒於這些能量級別，防止對

中產生的靜電荷可以從底盤通過鐵路罐

員 工的靜電衝擊也是一個重要的安全考

車的輪子傳遞到地面或通過接合連接點

慮 因素。靜電衝擊引起的無意識生理反

返回到裝載龍門台架。

靜電火花釋放的能量。
在附近靠近帶電物體的接地物體是靜電火花的絕
佳目標，允許在 EX 環境中不受控制地積聚靜電，
此情況與將發動機的火花塞暴露在易燃環境中並
無差別。
如果鐵路罐車沒有接地，其靜電電壓可以在 20
秒內達到危險級別。表 1 說明了充電到 20,000
伏 的鐵路罐車的火花可以釋放多少能量。

應 可導致摔倒和跌倒，對在地面以上工
作 的員工可能會特別危險。
在導致靜電充電的幾個因素中，鐵路罐
車的接地是一個必須絕對受控制的可變
因素。鐵路罐車的接地確保了鐵路罐車
對地面大體部分的電阻保持在不妨礙從
鐵路罐車到地面的靜電荷傳輸的水準。

充電到 20,000
伏的槽車

潛在的火花能量
（兆焦耳）

槽車

1000

表 1 各種物體火花的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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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普通石油產品的最小點火能量。

為了消散鐵路罐車的靜電荷，期望鐵路罐

與 EX 環境中鐵路罐車的靜電接地有關的

升到 10 歐姆以上，接地系統可向裝載龍

車所停放的軌道與地面有直接接地或者與

行業規範：

門台架的操作員發出這種潛在危險的信號。
另一個重要建議是盡可能使用聯鎖裝 置，

裝載龍門台架有接合，從而平衡龍門台架
（包括裝載臂） 與鐵路罐車之間的電勢
差。這種情況下，通過軌道和裝載龍門台

假設從鐵路罐車的油罐到車輪具有良好的
電氣連續性，在 IEC 60079-32 和 TRGS

架之間的安全的關鍵接合的連接點，從鐵

727:2016-01 中關於鐵路罐車接地的部分

路罐車返回到裝載龍門台架的電氣連續性

建議在軌道和裝載龍門台架之間的接合連

以確保在不存在接地的情況下不會有傳輸。
通過停止產品的移動，消除了電荷產生源，
從而防止了鐵路罐車的額外充 電。

應經常加以驗證， 最好是在每次傳輸之

接不超過 1 兆歐姆。然而，絕大多數用於

指定用於鐵路罐車裝卸操作的靜電接地系

前。 接合驗證操作可以由電工用電錶進

連接鐵路軌道和裝載龍門台架的導體都是

統。

行，也可以通過安裝在了龍門台架的靜電

重型金屬導體，因此 1 兆歐姆的基準值似

接地系統對接合的連接點進行自動驗證。

乎是不可靠的，因為大於 10 歐姆的任何

靜電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它不是操作員所

因此，上述任何一種方式均不除了依賴於

值都表明電路中某處有潛在的故障。

能看到、聞到或聽到的。不幸的是，這種

無源電路接合鐵路罐車和裝載龍門台架，
上述沒有一種方法可以確保在裝載開始之
前將能確認，鐵路罐車可能停放在絕緣的
軌道上和/或軌道到裝載龍門台架的接合
連接點的斷開。然而，在歐洲有許多鐵路

靜電特性可能會促使操作裝載龍門台系統
北美協會，如美國國家消防協會和美國石

的人員抱有“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上”或

油協會，都發佈自己的操作規範，以控制

“不存在”的態度。通過具有聯鎖控制能

與在 EX/HAZLOC 地區的鐵路罐車裝載相

力的交通信號燈顯示模式，將簡單的

關的風險。

“GO/NO GO” 通 信 結合 起來 的 接 地系

罐車裝載場所，這些假設不能被認為是理

NFPA 77“防靜電推薦操作規程”

所當然的，特別是在關於軌道與地面的連

（2014）和 API RP 2003 “防止靜電、

接方面存在顧慮。有些場所根本就不擁有

閃電和雜散電流引燃的措施”（2008）是

現場存在的軌道，這使得工程師們無法在

由 EX 行業專業人士委員會撰寫的出版物，

軌道上進行潛在的測試，以確定軌道是否

這些專業人士都是危險區域靜電控制領域

與地面有連接。由於場所不擁有軌道，他

公認的專家。其中鐵路罐車的接地被引用

們的工程師也受限於他們能“干涉”軌道

時，這些出版物強調了不導電的耐磨墊和

的程度，例如安裝他們自己的接合線，從

軸承會阻止靜電從軌道車的油罐傳到車輪，

軌道回到其財產物業上。相反，該場所將

從而導致軌道車油罐上的靜電積聚的風險。

統，是控制鐵路罐車產品傳輸過程中由靜
電引起的點火風險的最有效方法。將傳輸
系統與接地系統聯鎖可能是設備專業人員
和設計人員可以確保鐵路罐車接地的最後
一道防線。

利用靜電接地系統連接鐵路罐車到裝載龍
門台架。龍門台架本身應該接地，因此鐵

從 NFPA 77 和 API RP 2003 的建議中可

路罐車上存在的任何靜電都將通過裝載龍

以確定的是，接地和接合電路中 10 歐姆

門台架消散到地面。

是對 EX 環境中帶有靜電充電風險的設備
所推薦的最大電阻值。雖然 API RP 2003

歐洲各地的其他場所選擇將他們的鐵路罐

更進一步建議了 1 歐姆或更低，但如果有

車接地，因為軌道上的電阻網路與地面之

接地狀態指示器的接地系統在使用時，10

間沒有可靠的連接，因此他們選擇利用靜

歐姆是理想的。這是因為接地系統是持續

電接地系統將鐵路罐車接地是一種良好的

監測接地電路中的電阻，因此如果電阻上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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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on Gale 推薦使用 Earth-Rite PLUS

連接到裝載龍門台架。使用一對硬質碳化

地連接點 G1 和 G2（參考圖 2）始終監控

將鐵路罐車連接到鐵路罐車的裝載龍門台

鎢合金齒，FM 認證的不銹鋼重型接地夾鉗

到裝載龍門台架的專用靜電接地連接。這

架上。除了展示所有氣體和液體蒸汽的

確保在鐵路罐車上進行牢固的初始連接，

確保了在鐵路罐車和裝載龍門台架之間有

ATEX 和 IECEx 認證的全部範圍外，它還確

並在產品傳輸操作中保持連接，防止振動

直接監控的連接。這是一個重要特性，因

保了鐵路罐車和產品傳輸系統之間存在

或意外脫落引起的移動。

為我們要依靠裝載龍門台架的驗證接地連

®

10 歐姆或更低的連接。只需將接地夾鉗連

接將鐵路罐車的靜電消散到地面。
不同於標準的接地系統，依靠其非監控的

接到鐵路罐車，Earth-Rite® PLUS 就可以

電氣接地連接來消散傳輸所產生的靜電荷，

通過向系統的 FM 認證的接地夾鉗提供本

Earth-Rite® PLUS 確保了通過靜電接

質安全監控電路來自動驗證鐵路罐車是否

槽車和裝載架/LACT 裝置之間為
10 歐姆或更低。

圖 2 Earth-Rite PLUS 使用本質安
®

全的信號（0 區 / 20 區）來確保通

FM 認證的重型夾鉗
上的 2 個硬質碳化
鎢合金齒

過軌道車輛的油罐、通過底盤、通過

G2

G1

車輪、通過接合連接點返回到龍門台
架的連續性。信號通過到龍門台架的

Newson
Gale

G1/G2 連接點返回到 Earth-Rite

®

PLUS。整個電路在傳輸過程中被監
控，確保軌道車輛的油罐和接地龍門

2 個幹觸點 (N/O 或
N/C) 與裝載架或 LACT
裝置的泵聯鎖。

台架之間存在連續的消散路徑。

裝載架上部結構
注意：假定裝載架上部結構已接地。

真正接地：靜電荷的目的地

當 Earth-Rite PLUS 驗證鐵路罐車連接到

過 10 歐姆，則一對零電壓的雙刀雙擲觸點

裝載龍門台架上部結構時，一連串引人注

可與傳遞到泵或 PLC 的電源聯鎖，以停止

目的綠色 LED 會持續閃爍，通知操作員系

產品傳輸操作。關閉傳輸操作確保停止靜

統正在主動監控接地回路的完整性。

電的產生，從而消除鐵路罐車積聚電壓和

®

如果 Earth-Rite® PLUS 檢測到鐵路罐車和
產品傳輸系統之間的接地環路中的電阻超

釋放靜電火花的危險，該靜電火花可點燃
火花放電間隙中存在的易燃可燃或粉塵環
境。
圖 3 Earth-Rite PLUS 接地狀
態指示器在接地時持續閃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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