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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申报表 
（企业填报） 

 
 

申请设站单位全称 ：徐州八方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     

单 位 所 属 行 业  ：      高端装备制造                          

单  位  地  址 ：  泉山区时代大道17号                         

单 位 联 系 人 ：          刘利利           

联 系 电 话 ：              

电 子 信 箱 ：                           

合 作 高 校 名 称 ：      中国矿业大学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制表 

江 苏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申请设站 
单位名称 

徐州八方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规模 中型企业 是否公益性企业 否 

企业信用 
情况 

良好 2018 年研发经费投入（万） 223 

专职研发 
人员(人) 15 其中 

博士 1 硕士 2 

高级职称 2 中级职称 3 

市、县级科技创新平台情况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需提供证明材料）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级别 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 

徐州市（八方）超压泄放临

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泉山区科技局 2015 

    

    

    

    

可获得优先支持情况 
（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及以上企业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人文社科基地等，需提供证明材料）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级别 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 

    

    

    

    

    

    

    

    



申请设站单位与高校已有的合作基础（分条目列出，限 1000 字以内。其中，联合承担的

纵向和横向项目或成果限填近三年具有代表性的 3 项，需填写项目名称、批准单位、获

批时间、项目内容、取得的成果等内容，并提供证明材料） 
一、联合承担的科研项目 

1. 市级科技计划项目，无焰泄放装置（编号：KC17033），徐州市科技局，2018.3.30。 
1) 项目内容 

针对可燃性粉尘或气体与空气混合时，遇到明火会产生爆燃的问题。设计开发由

不锈钢三维精密网组件充当三维阻火散热器的无焰泄放装置，实现熄灭火焰、降低温

度，同时截留燃烧和未燃烧的粉尘，达到保护人员及设备免于爆燃伤害的目的。 
2) 项目成果 

目前，本项目已设计并搭建了无焰泄放装置的静开启压力测试设备一套、1m³无
焰泄放装置爆炸测试系统一套；设计开发了可与复合式和单层防爆板同时匹配的无焰

泄放装置三种系列产品，并在东北大学完成了型式试验，取得了沈阳特检颁发的证书。

同时在本项目的开展过程中申请并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4 件： 
（1） 徐州八方安全设备有限公司，一种快速灭焰的无焰泄放装置，专利号：

201821247537.8，授权日期：2018-08-03； 
（2） 徐州八方安全设备有限公司，一种无焰泄放装置，专利号：201821296778.1，

授权日期：2018-08-13； 
（3） 徐州八方安全设备有限公司，一种泄放角度可控型的防爆板，专利号：

201820495558.5，授权日期：2019-01-01； 
（4） 徐州八方安全设备有限公司，一种方形高效的无焰泄放装置，专利号：

201821246903.8，授权日期：2019-06-04； 
二、江苏省“双创计划”科技副总项目 

1. 2019 年与中国矿业大学合作，聘任中国矿业大学机电学院李贝贝副教授在我司担任

科技副总，开展呼吸阀泄放过程的多相流的动力学理论，以改进并优化现有呼吸阀

核心元件的使用稳定性、减小磨损为预期目标，提高阀门泄放的响应速度、泄放流

量，以及改善泄放过程中阀门冲程运动的平稳性能、阀门颤振和阀门磨损等关键技

术指标。 
三、近三年与高校或科研院所合作研发情况 

1. 2017 与中国矿业大学合作进行爆破片性能有限元分析，分析了不同爆破片结构、刻

痕形状及深度等条件爆破片应力分布，分析了爆破片泄爆过程中的结构变形爆破片

的性能。 
2. 2017 年与东北大学合作进行爆破片开启压力测试，进行了不同型号爆破片开启压力

测试，分析了爆破片结构参数对开启压力的影响，验证了爆破片性能的有限元分析

结果，为爆破片的结构改进提供了实验依据。 
3. 2019 年与中国矿业大学合作，设计开发基于云平台的《阀门选型计算及综合应用软

件》，进行爆破片（包括气体、液体和两相流）、爆破针阀（包括气体、液体和两相

流）、粉体（包括防爆板、无焰泄放和隔爆阀）和阀门（包括呼吸阀、紧急泄放阀、

阻火器和氮封阀）的参数计算和信息处理，输出选型规格书、调试单等报表，用于

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等工作。 
4. 2019 年与东北大学合作研究隔爆阀在爆炸冲击下的阀板、阀座的等效应力分析，优

化阀座结构设计，延长使用寿命；研究粉尘爆炸泄放的影响因素，分析容器内压力

及火焰的同步泄放特性，开展高静态动作压力下无焰泄放装置的泄放特性。 
 
 

 



工作站条件保障情况 

1.人员保障条件（包括能指导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的专业技术或管理专家等情况） 
 
1) 工作站导师情况 

与工作站合作的中国矿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科是国家一级博士点学科，

包含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电子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和车辆工程四个二级博士点

学科。其中，2006 年机械电子工程博士点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 2007 年机械设计及

理论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8 年机械工程被评为江苏省重点一级学科、教育部“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011 年机械工程被评为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平台。学科围

绕现代机械设计理论及方法、机械系统动力学、机械及流体传动与控制技术、机电装备

状态监测与安全保障技术、机电系统设计及控制技术、机器人技术等方面进行研究。经

过多年的发展，该学科拥有机械工程江苏省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机械基础与 CAD 江

苏省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江苏省矿山智能采掘装备协同创新中心、江苏省国家煤炭

智能开采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培育点、江苏省综采综掘智能化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和江苏省矿山机电装备重点实验室等教学科研平台。 
在学科的支持下，进入工作站的二级学科为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

制造及自动化。进入工作站的高级职称教师 5 人、中级职称教师 1 人，各指导教师的个

人简介如下： 
（1） 李伟，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机械电子工程。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

题（2016YFC08029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475455）、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61004071）、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BK20141127）
等。发表 SCI 收录论文 30 余篇（其中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21 篇）；授权发明专

利 40 余件（其中第一发明人中国发明专利 31 件；美国专利 1 件、澳大利亚专利

2 件、南非专利 1 件）；获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等；获

2016 年孙越崎青年科技奖。入选第五期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

次（中青年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 刘秀梅，教授，硕士生导师，专业方向：机械电子工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51875559)、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BK20171189）、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青年基金（51209203）、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BK2012131）、第三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003609）等。发

表学术论文 40 篇，其中第一作者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3 篇，EI 收录论文 10 余篇；

第一作者授权美国发明专利 1 件、澳大利亚发明专利 1 件、加拿大发明专利 2 件、

中国发明专利 9 件；主持的项目“液压锥阀内介质流动状态的在线监测技术及应

用”获得 2017 年度中国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技术发明三等奖（排名第一）。 
（3） 杨建华，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机械设计及理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2 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1 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7
项，浙江省重点学科对外开放基金项目 1 项。截至 2018 年 9 月，以第一/通讯作

者在一、二区期刊及其他主流期刊发表 SCI 论文 44 篇，EI 论文 4 篇，出版专著

1 部，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 项。 
（4） 李贝贝，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专业方向：机械电子工程。中国矿业大学第十批

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主要从事激光水下加工的空蚀效应的理论和测试技

术研究，液压系统、控制阀及消防炮的多相流理论、设计和相关测试技术研究。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博士后项目等纵向科研项目 6 项，以第一

作者发表论文 11 篇，以第 1 发明人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6 件、PCT 专利 1 件，加

拿大专利 1 件。 
 



（5） 张博，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专业方向：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从事机器学习、模

式识别、机械设备状态监测与云计算等方面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主持江苏省基础

研究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1 项，第 62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1 项和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 1 项。近年来，申请/授权发明专利 3
项，发表 SCI 期刊论文 7 篇，EI 期刊论文 3 篇。 

（6） 江帆，讲师，硕生导师，专业方向：机械电子工程。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型机电装

备状态监测和健康评估、系统振动分析和利用。2017 年入选江苏省“双创计划”
科技副总类项目计划。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各 1 项；作为

骨干成员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 973 计划课题、国家 863 计划项目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3 篇；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

奖 2 项（排名 3、6）、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排名 4）、中国机

械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排名 7）；第一发明人授权国外发明专利 4 件、中国

发明专利 4 件。 
 

 
2) 拟开展的研究课题 

课题 1：阻火器特性及阻火失效的机理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发发展，燃料在生产和运输过程中因意外泄漏而引起的燃烧爆炸事故

逐渐增多。因此，针对阻火器的阻火机理和性能的研究显得至关重要。然而，火焰在阻

火器内的传播是一个多因素相互耦合的过程，如流体力学、激波、化学反应。且这一过

程容易受到环境条件、阻火器结构参数等因素的影响。针对目前阻火器研究现状，对阻

火器的内部火焰传播特性及其阻火失效机理展开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 
（1） 设计并搭建阻火器内部火焰传播特性的测试实验台，实现不同可燃物及混合比下

的火焰传播速度、爆轰波（爆燃波）、温度传播特性等参数的测试。 
（2） 建立阻火器及直管内爆轰、爆燃火焰传播的理论模型，基于 CFD 技术建立直管

道及阻火器内部火焰传播的数值仿真模型，实现阻火器内部火焰场及其特性参数的研

究。 
（3） 结合实验和数值研究，分别开展不同可燃物下阻火器的爆燃实验和爆轰实验，分

析爆燃或爆轰过程中直管道内的压力、温度变化规律，分析不同结构参数阻火器对阻

爆燃和阻爆轰过程的影响规律，及其对阻火器阻火特性的影响规律。 
（4） 分析阻火器阻火失效工况下的内部火焰传播规律，得出阻火器两端的火焰传播速

度及温度特性。分析着火点对火焰传播至阻火器时的速度影响及其阻火器性能研究，

开展阻火器安全阻火速度的研究。 
 

拟解决的关键技术： 
建立直管及阻火器内部爆轰、爆燃火焰传播的理论及数值仿真模型，进行不同火焰

传播条件下火焰在直管及阻火器内的传播规律，得出阻火器两端压力及温度的变化特性，

分析其阻火性能是本课题的关键技术。 
 
拟投入研发资金： 

总共拟投入研发资金 150 万元，其中： 
（1） 爆轰、爆燃阻火测试试验台：50 万元。 
（2） 高速数据采集系统：30 万元。 

 



（3） 高性能火焰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20 万元。 
（4） 高性能数值计算服务器机时费用：10 万元。 
（5） 可燃物（氢气、甲烷等可燃气，酒精、汽油等挥发性可燃物）：10 万元。 
（6） 样机试制：30 万元。 
预期完成时间和成效： 

项目预期完成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项目完成后将得出直管内火焰传播的特性曲线、

阻火器内部火焰传播特性曲线及性能、阻火器安全阻火速度计算模型及方法。同时，将

研制出 1～2 种改进型的阻火器，提高阻火器的安全阻火速度。。 
同时拟取得如下成果： 

（1）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3 项，实用新型专利 4～5 项；发表学术论文 3～4 篇。 
（2） 年新增产值约 300 万元，新增利税约 60 万元。 
（3） 培养研究生 5～6 名。 
 
课题 2：爆破片结构力学分析及优化设计 

爆破片是为防止压力容器发生超压爆破事故而安装在压力容器上的安全泄压装置，

且爆破片具有密封性能好、泄压面积大、泄压迅速等显著优点。常见的爆破片结构形式

有正拱形、反拱形和平板形。而不同类型的爆破片（特别是反拱形爆破片）的泄放口径、

爆破压力、拱高等因素的相互关系，使得爆破片的设计、生产多基于试验研究结果，且

往往需要反复多次试验改进才能满足使用需求。因此，开展爆破片结构力学及爆破特性

研究，为爆破片设计加工提供理论依据显得尤为重要。 
主要研究内容： 
（1） 开展正拱形、反拱形爆破片结构力学分析，建立理论模型及数值仿真模型，分析

爆破片的静态应力分布、临界（临界爆破压力）应力；分析爆破片爆破过程中，爆破

片临界失稳应力变化及失稳点的分布规律。 
（2） 设计并搭建爆破片性能测试实验台，实现对爆破片爆破压力、成型压力、泄放流

量等特性参数的测试，以及实现爆破片静态实验、爆破实验过程中测试爆破片应力分

布、临界应力、爆破点等的测试。 
（3） 采用理论、数值和实验的手段研究拱形爆破片成型压力对爆破片拱高的影响以及

拱高对爆破片爆破压力的影响：分析爆破片在成型压力作用下的应力变化和形变量，

得出成型压力对爆破片拱高的影响关系；分别分析临界压力以下、临界压力和临界压

力以上时爆破片的应力分布，得出拱高对爆破片的爆破性能的影响。 
 
 
拟解决的关键技术： 

建立爆破片的静态和动态过程的理论和数值仿真模型，实现爆破片爆破过程的数值

仿真和实验测试，为分析爆破片性能的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提供依据。分析爆破片生产

成型过程中成型压力对爆破片拱高、形状等结构参数的影响，从而分析爆破片结构对爆

破片性能的影响。 
 
拟投入研发资金： 

总共拟投入研发资金 110 万元，其中： 
（1） 爆破片测试试验台：50 万元； 
（2） 数据采集系统分析：20 万元； 
（3） 数值计算机时费用：10 万元； 
（4） 样机试制及性能测试：30 万元。 

 



预期完成时间和成效： 
项目预期完成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项目完成后分析得到爆破片的成型压力、爆破

压力、拱形结构参数的相互关系，为爆破片的设计和加工提供给理论指导。同时本项目

将研制出 1～2 种改进型的爆破片，提高爆破片的爆破压力和灵敏度。 
同时拟取得如下成果： 

（1）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2 项，实用新型专利 4～5 项；发表学术论文 1～2 篇。 
（2） 年新增产值约 200 万元，新增利税约 40 万元。 
（3） 培养研究生 5～6 名。 
 
 
 
课题 3：呼吸阀的排放性能研究及结构优化设计 

徐州八方安全设备有限公司所生产的蒸汽系统产品，主要包括呼吸阀、阻火器、紧

急泄放阀等产品，该系列产品主要应用于石油化工储运系统。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国家

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于油气行业 VOC 排放治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相

继出台了一系列标准规范，如《石油化工企业储运罐区罐顶油气连通安全技术要求》、《石

油化工储运罐区 VOCs 治理项目油气联通工艺实施方案及安全措施指导意见》等，对于

石油化工罐区 VOC 治理提出了方法和要求。呼吸阀作为储罐重要的泄压保护装置，同时

也是 VOC 治理中的关键设备之一，因为呼吸阀的设计精度及泄漏量直接影响着 VOC 的

排放量，而企业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同一型号不同规格呼吸阀的流道设计主

要来自于实际生产经验，而其中规律及优化设计，由于现有技术人员的理论知识欠乏使

技术更新进步较慢。2. 现有呼吸阀的密封技术有待进一步提升。硬密封和软密封的设计

方法及技术要求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规范。 
主要研究内容： 
（1） 开展呼吸阀泄放过程中阀门开启压力、闭合压力、泄放流量、阀芯所受液动力的

在线测试技术研究，并搭建实验平台。 
（2） 开展呼吸阀泄放过程的流体动力学理论研究，分析呼吸阀阀门开启压力、闭合压

力，研究呼吸阀泄放过程中阀芯组件所受液动力与排放压力、流量的关系，进而分析

液动力对阀门闭合压力的影响。 
（3） 开展呼吸阀泄放过程中流道结构对流体阻力的影响，建立泄放流道模型，通过数

值和实验研究不同流道结构的沿程压力损失和局部压力损失，优化设计呼吸阀流道结

构。 
（4） 开展呼吸阀阀门开启、闭合过程中的结构力学研究，分析并改善泄放过程中阀门

冲程运动的平稳性能、阀门颤振和阀门磨损等关键技术指标。 
（5） 开展呼吸阀泄放过程中阀门与泄放气体的流固耦合特性研究，分析阀门开启与闭

合阶段泄放气体压力变化特性，及阀芯在气体作用下的冲程运动；以研究泄放气体对

阀门颤振的激励作用。 
 

拟解决的关键技术： 
建立呼吸阀泄放流道模型，进行阀门泄放过程的气体流动及其与阀门的流固耦合特

性的数值模拟和实验测试；实现呼吸阀泄放时的开启/闭合压力、阀芯液动力及流道压力

损失的理论分析及实验测试。 
 
拟投入研发资金： 

总共拟投入研发资金 100 万元，其中： 

 



（1） 呼吸阀测试试验台：30 万元； 
（2） 数据采集系统分析：10 万元； 
（3） 高性能计算机计算机时费用：5 万元； 
（4） 样机试制：55 万元。 
预期完成时间和成效： 

项目预期完成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项目完成后将研制出 2～3 种改进型的呼吸阀，

提高呼吸阀的开启和闭合的灵敏度，降低呼吸阀开启压力与闭合压力的压力差，减小呼

吸阀的颤振及磨损，提高呼吸阀的使用寿命并减小 VOC 的排放量。 
同时拟取得如下成果： 

（1）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3 项，实用新型专利 5～6 项；发表学术论文 3～5 篇。 
（2） 年新增产值约 500 万元，新增利税约 110 万元。 
（3） 培养研究生 5～7 名。 
 
 
 
 
 
 
 
 
 
 
 
 
 
 
 
 
 
 
 
 
 
 
 
 
 
 
 
 
 
 
 
 
 

 



2.工作保障条件（如科研设施、实践场地等情况） 
 
1) 主要的科研设备及场地 

本工作站拥有爆破片试验装置、爆破片疲劳试验装置、呼吸阀试验装置、阻火器试

验装置、无焰泄放装置的静开启压力测试设备、1m³无焰泄放装置爆炸测试系统，包括配

套的数据采集系统，以及各类测试用的储罐和压力容器。如图 1 所示的试验场地及试验

设备。 

 
图 1 防爆抑爆装备试验场地及试验设备 

此外，本工作站拥有的相关测试加工设备有：数控车床、激光切割机、电火花数控

线切割机床、硫化机、数控材料试验机、金属检测分析仪、热处理炉等。 
2) 其它科研条件 

本工作站建有 500 余平方米的防爆抑爆装备实验研究场地，提供 2 间办公室，配有

高性能计算机以及工作站，同时为研究人员提供现场测试的场所、技术和方法。合作高

校中国矿业大学提供的设备和软件：高速相机（最高帧率 68 万帧和 18 万帧）、32 通道

LMS 振动测试系统、500M 带宽高性能示波器、DG535 数字延时脉冲发生器、高性能信

号放大器、高倍率透射电镜、扫描电镜、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涡流式位移传感器、

数字应变测量仪等大型仪器设备，以及 Proanalyst 动态分析软件、结构设计使用的三维

CAD 软件 PRO/E，强度与刚度分析的有限元软件 SAMCEF，系统仿真分析的软件

AMESIM，动力学仿真分析的软件 ADAMS。 
 
 
 
 
3.生活保障条件（包括为进站研究生提供生活、交通、通讯等补助及食宿条件等情况） 

 
为了更好的保障企业研究生工作站各项工作的进行，本工作站遵守《江苏省企业研

究生工作站进站研究生管理办法》规定，加强研究生学习、研发和安全等日常教育管理。

同时，为进站研究生团队提供以下生活保障：提供住宿场所、学习与办公场所，提供办

公用的计算机，按照实际在企业研究生工作站学习与工作时间，提供博士研究生生活补

助 2000 元/月/人，提供硕士研究生生活补助 1000 元/月/人。 
 
 
 
 

 




	（企业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