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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研发 以守护生命的名义1

专 注 防 爆 精 于 智 造
——南阳防爆电气研究院智能制造纪实

——研制出我国第一台防爆电机；

——自主研制我国第一台防爆试验装置；

—— 制 定 我 国 第 一 项 防 爆 国 家 标 准 GB

1336-1977；

——研制出世界上最大的 8800 kW增安型无

刷励磁同步电动机；

——研发国内第一台防爆车辆和第一台防爆消

防车，制定国内第一项爆炸性环境用防爆工业车辆

国家标准；

——制定我国第一项可燃性粉尘场所用防爆电

气设备国家标准GB 12476.1-1990；

——研制第一套粉尘防爆电气设备；

——研制第一套智能移动防爆终端；

——研发第一台防爆空调；

…………

这些不胜枚举的中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记录

了南阳防爆电气研究院在近 50年发展征程的一个

个高光时刻，也见证了无数防爆人在不懈努力、探索

创新、砥砺奋进途中洒下的汗水和泪水。

南阳防爆电气研究院是我国唯一一家专业从事

防爆技术研究的科研机构。主要承担国家防爆技术

科研、防爆国家标准制定、防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及

认证等。研究院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初，历经几代

人奋斗，如今已经成长为在防爆技术领域“中国第

一，世界第三”的科研机构，“南阳防爆”已成为“国家

防爆”的代名词，中国防爆在南阳！
2015年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爆炸火灾事故留

给世人血的教训，有效保护火灾事故灭火战斗中消防
官兵的生命安全，在火灾救援事故灭火中使用防爆消
防机器人代替人员是不二选择。

但由于国外消防机器人造价极高，普通单位难以
承受，国内消防机器人产品功能单一、质量参差不齐、
可靠性差，不能满足复杂环境特别是爆炸性环境的使
用要求。因此功能齐全、可靠性高、能满足复杂危险场
所使用要求的消防机器人研发就迫在眉睫。

南阳防爆电气研究院迅速成立了由院长王军为项
目组长的研发团队。提及王军，业内无人不知。他是
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主
任 委 员 ，国 家 防 爆 电 气 产 品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中 心
（CQST）主任，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防爆电气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电气防爆》期刊编委会主任，国际
IECEx实验室评审专家，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TC31
WG39召集人。主持修订国际标准 2项、国家标准 10
余项、行业标准 7 项，主持国内国际重大研究课题 6
项，拥有国家发明专利9项、实用新型专利10项，获得
国家省部市级奖励17项。

研发团队其他成员实力同样不容小觑，具有多年
从事产品研发工作经验的电气工程师、机械与自动化
工程师、结构工程师、工艺工程师以及国家防爆电气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专家，集优秀的科技创新中心
专家组成研发团队开展联合攻关。

研发的道路布满荆棘。消防机器人在我国是一个
新生事物，可借鉴的成功经验不多，特别是消防防爆机
器人，在我国几乎是空白，所有的工作都要从零开始。
项目组成立后，迅速开展工作，查资料，到全国各地考
察，一遍一遍地设计，一次一次的试验，失败了，重新开

始，不完美，重新改进。
为了让消防战士早日用上性能可靠、实用性强、操

作简单的消防机器人，项目组成员不分昼夜，不分节假
日。研发过程中，若锂电池使用不当，可产生爆炸事
故，如何才能解决锂电池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问题。防
爆消防机器人需要通过无线遥控进入危险现场，并将
现场监测情况发送至后方指挥中心，以便指挥人员根
据现场情况作出正确判断，制订合理消防救援方案。
此时要求遥控距离及视频传输距离足够远，以便可使
机器人深入现场并及时有效的将现场情况传输至后方
指挥中心。增加遥控距离和视频传输距离的方法是增
大射频信号发射功率，但发射功率若过大则其本身亦
可能成为爆炸性危险气体的引燃源。如何在安全的发
射功率下增大传输距离问题、机器人各种零部件兼容
问题及机器人车体自重与续航能力、爬坡能力平衡等
问题都是困扰在项目组面前的一座座大山。

项目组知难而上，啃下了一个又一个的硬骨头，解
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项目组
的努力下，消防防爆机器人研发成功，并通过了国家防
爆电气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防爆性能试验和公安
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的消防试验，取得了防爆合格证和
消防全性能委托检验报告。消防防爆机器人还获得了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颁发的科技成果奖。

这一刻，全体人员热泪盈眶，无数次绞尽脑汁、无
数次峰回路转、无数个不眠之夜，此时都得到回报，没
有什么荣誉比守护生命更让人自豪！

通过消防机器人项目，南阳防爆电气研究院取得
了多项国家专利，并起草了《隔爆型锂离子蓄电池电源
装置技术要求》和《防爆消防机器人防爆技术要求》两
项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团体标准。

智能制造 站在更高的起点2

南阳防爆电气研究院一共开发出八款消防机器人
产品，其中消防防爆机器人产品，防爆等级为目前国内
第一，性能最好，经专家评定，该项目在消防防爆机器
人研究方面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消防防爆机器人包括消防侦察机器人、消防灭火
机器人和消防侦察灭火机器人。主要适用于防爆及恶
劣环境，如高温、高压和包含有毒气体、易燃易爆等区
域的侦察及灭火。消防防爆机器人综合采用多种防爆
型式，防爆级别是目前同类产品最高。采用高能量密
度锂电池供电，续航能力更长；悬挂采用克里斯蒂+玛
蒂尔达四轮组平衡悬挂，可适应重载避震，全车安装多
组加强避震器组合独特的撞击吸能设计，可有效地减
少地形冲击，广泛用于复杂环境下的机器人移动解决
方案；特殊的防护处理，防护等级高，满足机器人涉水
要求；高性能无线传输设备，传输距离更远，保证了消
防人员处理事故现场所需要的安全距离；配备智能消
防炮，可远程控制消防炮回转、俯仰、自动扫射，大流
量、高射程、多种喷射方式，喷水、泡沫自由切换；全自
动防爆升降云台，具有回转空间遍历功能，可对周围灾
情侦察探测，自动升降变高度检测；丰富的智能传感系
统，可实现多种气体环境探测，生命探测和视频采集，
自动导航和避障测距等功能；先进的控制策略算法，具
有大数据分析与优化技术，点对点目标驱动控制策略，
数据驱动的智能自学习控制方法，基于ESO的自抗扰
控制算法等多种功能。

为满足不同环境的需要，南阳防爆电气研究院还
开发了具有排烟、除尘、喷雾、降温、灭火功能的排烟机
器人和对灾害现场实施救援的救援机器人。可代替

巡检人员进行设备及环境巡检，能够减轻巡
检人员的劳动强度，降低巡检过程中存在的
安全隐患，提升巡检质量，提升石化企业的
本质安全水平，主要适用于工厂类易燃易爆
环境。采用复合型导航定位形式，使机器
人行走更加精准稳定，同时可设定关键巡
检地点，增加巡检次数，满足关键点巡检要
求的巡检防爆机器人。

为实现“智能产品智能造，打造消防机
器人第一品牌”的发展目标，南阳防爆电气研
究院特聘请国内智能制造权威专家，投入重
金，倾力打造，建设了国内第一条基于工业互联
网的消防机器人智能生产车间。高标准建设了
SMT智能生产线和消防机器人智能生产线，实现从
消防机器人主控板到消防机器人整机的智能制造。
通过协同设计、协同制造及云计算，应用智能立库、智
能 AGV、机 器 人 等 高 端 智 能 装 备 ，并 运 用 ERP、
PDM、MES、虚拟仿真等信息化技术，实现高度自动
化、信息化的智能生产模式，完成基于工业互联网的
智能制造应用。

该项目得到了南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南
阳市主要领导的亲自布局与关怀下，南阳防爆院的技
术优势与牧原资本成功嫁接，打造出了国内首条完全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消防机器人智能生产线，完全实
现了“智能产品智能造”设想。

南阳防爆院的消防机器人智能生产线的建成投入
运行，比工信部《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中有关智能制造的行动目标提前了五年。

深耕市场
为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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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创新文化建设是南阳防爆电气研究院一路披
荆斩棘、勇往直前的强大内生动力。

南阳防爆电气研究院紧紧围绕科技创新工程的总体目
标，逐步创造适应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管理环境及科研检
验、激励机制环境，努力营造科学发展、锐意创新、开拓进
取、协同高效的创新文化氛围。

由科研机构向科研+生产型企业转化，创新思维，打破
传统的科研成果单纯“转让”模式，变“转让”为就地“转化”，
实现科研机构跨越式发展，是研究院重视创新文化建设结
出的成果，也成为南阳防爆电气研究院发展的新亮点。在
科研成果转化上，研究院受发达国家防爆与消防紧密结合
的启发，融合防爆与智能消防装备制造技术，将科研成果转
化成产业，回报社会。

研究院研发的消防车搭载防爆消防机器人，组成“一车
两人”（即一辆城市主战消防车，匹配一台消防防爆侦检机
器人、一台灭火机器人），形成防爆消防智能装备作战单元，
因而也拉长了产业链。两台消防机器人，一台为消防防爆
侦检机器人，另一台为灭火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功能齐全，
可靠性高，能满足复杂危险场所的使用要求。侦检机器人
把火灾现场状况通过侦检、数据分析后发出指令，指挥接下
来的消防车或灭火机器人实施有效的灭火，这样可以有效
地避免灭火过程中给消防人员带来的危险，更加有效地保
护火灾、爆炸事故灭火战斗中消防人员的生命安全。

栉风沐雨，如今的南阳防爆电气研究院在国内外防爆
行业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美国UL、FM，德国PTB，
挪 威 NEMKO、DNV，荷 兰 KEMA，英 国 BASEEFA、
SIRA，俄罗斯 CCVE，日本 TIIS等十余个国家的科研实验
机构同行，均与研究院建立了对等的科研、试验合作关系。

近年来，南阳防爆电气研究院又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在荷兰设立了国际认证机构——CNEX Global，
成为欧洲和中国之间防爆产品认证的桥梁，为欧洲和中国
的防爆产品制造商提供优良的产品认证和检测服务。

作为科研机构，南阳防爆电气研究院始终坚持以科研
为中心，近年来共制定防爆国家标准 70项、行业标准 105
项，承担了国家、省、市科技项目160多项，申请国家专利76
项，其中发明专利 17项，获得著作权保护 20项。为我国酒
泉卫星发射基地和海南文昌卫星发射基地的防爆解决方案
和防爆升级改造、2008年北京奥运环保工程解决方案、广州
新白云机场防爆工程解决方案以及中海油、康菲石油、中石
油、中石化、神华集团、宝钢、一汽大众、南海舰队舰艇及油
库、“辽宁号”航母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国防项目提供防
爆技术支撑。

2016年，由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三部委联合
印发的《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中，明确了机器
人产业发展的五项主要任务。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消防形势日趋严峻，对消防机器人的需求持续增大。政策
的助力与市场的需求，正迅速推动国内消防机器人产业向
前发展。南阳防爆电气研究院将结合自身优势，以现有成
果为基础，将现有研发成果向产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同
时深耕智能消防装备市场，开发出更多、更先进的消防机
器人，为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为平安南
阳、平安中原、平安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我国的消防事
业增砖添瓦！

生产车间一角

南阳防爆电气研究院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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