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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用跑车防护装置安全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工作简况

1.1任务来源

斜井轨道运输是煤矿运输事故的多发处。一旦发生跑车不仅会给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

失，而且还会造成人身伤亡。因此《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在倾斜井巷内安装能够将运行中

断绳、脱钩的车辆阻止住的跑车防护装置”。

MT933-2005 标准颁布几年来，对跑车防护装置产品的生产、检验和制定企标起到了一

定的指导性作用。几十年来，在煤矿使用的跑车防护装置产品具原煤炭部铁运处统计多达

100 多种，常用的也达几十种。其中有 “常开”式和“常闭”式等，对煤炭行业安全也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随着煤炭行业跑车防护装置产品的发展和相关要求的不同，对跑车防

护装置产品“常开”式和“常闭”式也加以了规范，要求煤矿井下使用的跑车防护装置产品

必须是“常闭”式，不许使用“常开”式。因此，标准中的部分条款已经不能满足要求，部

分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也需要修正和补充。

MT933-2005《跑车防护装置技术条件》标准为强制性煤炭行业标准。2008 年国家安监

总局（安监总政法〔2008〕145 号）文件下达修订计划（项目编号 2008-MT-15），经 2016

年强制性标准精简整合工作中，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评估结果上报 MT933-2005 标准修订为

强制性国家标准，2017 年国家标准委公告结论为修订 MT933-2005 标准并上升为强制性国家

标准计划项目。

2019 年 4 月 4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

标委发[2019]14 号，计划号为 20190087—Q-627,项目名称为：煤矿用跑车防护装置安全技

术要求，主管部门：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由煤科集团沈阳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组建了标准

起草工作组，开展标准制定工作。本标准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归口，项目周期为 24 个月。

1.2 起草人员及其所在单位

负责起草单位：煤科集团沈阳研究院有限公司。参加起草单位：国家煤矿防爆安全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泰安科创矿山设备有限公司、陕西航

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谭廷帅、李振新、石磊、吴兆宏、王玉成、陈昊旻、刘德君、李春海、管

长焦、马立爽、许明英、沈 强、边建朝、王军祥、李骁洋。

1.3 起草过程

煤科集团沈阳研究院有限公司在接到任务后同泰安科创矿山设备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

开展起草工作。起草人谭廷帅、张新民执笔了该标准的机械部分及标准按 GB/1.1-2020 标准

要求编写的整体格式的规范、李振新执笔了该标准的电气部分、石磊执笔了该标准的隔爆及

本安部分。刘德君、吴兆宏等对该标准进行了修改工作。

该标准制定时参考了多家跑车防护装置的企业标准和安标国家中心对该产品的会议纪

要及国内跑车防护装置的产品结构，并结合我们从事井下轨道运输二十几年的工作经历及课

题研究。

2019 年 6 月至 12 月初进行了资料收集、现场调研、试验、验证。

2020 年 1 月进行了初稿撰写。

2020 年 1 月进行内部征求意见。



2020年 2月进行再讨论、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并向生产企业、科研院所、使用单

位、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等 30名委员、专家发函征求意见，其中回函的单位数：19 个，14
个单位无意见，5位委员、专家提出了反馈意见，共提建议 25条。收到意见后，课题组通

过讨论、分析后采纳专家建议 16条，未采纳 9条（见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并于 2020年
9月形成了意见汇总处理表和送审稿。2021年3月对送审稿部分内容进行了进一步完善补充。

2、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由于目前国内煤炭行业跑车防护装置种类有几种型式，其中不乏也混杂一些结构简单，

功能不全的装置。因此，标准修订原则是限制一些不合格的跑车防护装置，使产品的保护功

能齐全乃至取得较好的使用效果。

2.1 本标准的结构和编写依据 GB/T 1.1-2020。

2.2 与国家有关法律、标准和《煤矿安全规程》等要求保持一致。

2.3 参考 MT933、GB 3836 的内容，结合产品特点，经讨论分析，试验验证，确保规范，具

有科学、全面、实用的特点。

2.4 标准的制定广泛采纳各相关单位的意见和建议，使编制的标准更具有可操作性。

2.5 根据数据统计分析和技术发展与使用要求，确定检测检验的参数（见历年相关产品的检

测检验报告）和方法。

3、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标准中的安全要求符合《煤矿安全规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标准对规程和相

关法规没有涉及的方面和内容进行有效的补充和说明。

被代替标准 MT933-2005 标准中 4.3.7 条空载跑车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是基于煤矿井下

“常开”式跑车防护装置而制定的条款，目前 “常开”式产品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

目前国内除 MT 933—2005《跑车防护装置技术条件》标准外，国内目前还没有跑车防

护装置产品的国家标准和其他行业标准。十几年来跑车防护装置作为倾斜井巷内防止跑车的

安全装置为煤矿斜井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 MT 933-2005 一直是强制性标准，是其产品认

证与检测的唯一授权标准。

本标准为安全要求，为产品标准及其他相关标准的制定提出了基本要求。

煤炭行业推荐标准《跑车防护装置安装使用规范》正在制定过程中，已形成送审材料。

4、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目前未查到有国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相关法规和标准的相关资料。

5、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6、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目前，国内的跑车防护装置产品基本上按照此标准进行设计、生产、安装、使用，不存

在重大技术改造、老旧产品推出市场等问题。因此对过渡期无特殊要求。



7、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建议监督管理部门加强监督管理，对不符合本标准的产品不允许相关部门生产、安装、

使用。

8、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跑车防护装置产品基本上在国内使用，国外发达国家未查到相关使用情况的资料。如有

国家采用我国的产品，应对外通报。

9、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建议将 MT933-2005 修改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对产品的分类、型号、检验规则等内容进行

完善补充。

10、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跑车防护装置相关的专利较多，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

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11、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标准涉及跑车防护装置、配套的各种传感器、控制箱、辅助控制箱、收放绞车（其他

执行器）的设计、生产、检测、使用环节。

跑车防护装置相关的专利较多，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

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12、其他说明的事项

12.1有关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等内容的说明

12.1.1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抗冲击能量为 1×106J～2.5×106J煤矿用常闭式跑车防护装置。装置中的

挡车栏没有防止产生撞击火花措施的，不适用于有煤尘和可燃气爆炸的作业场合。

12.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相比于原MT933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了：

（1）AQ1043-2007 矿用产品安全标志标识。

（2）GB3836.1～4-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1～4 部分。

（3）GB/T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低温。

（4）GB/T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 高温。

（5）GB/T2423.4-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交变湿热。

（6）GB/T2423.5-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冲击。



（7）GB/T2423.8-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自由跌落。

（8）GB/T2423.10-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振动（正弦）。

（9）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10）GB/T 8918 重要用途钢丝绳。

（11）MT 210-1990 煤矿通讯、检测、控制用电工电子产品基本试验方法。

（12）MT/T899 煤矿用信息传输装置。

同时对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引用顺序按 GB/1.1-2009 标准要求重新进行了规范。

12.1.3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对跑车防护装置、缓冲器、挡车栏、收放绞车等术语进行了定义。

12.1.4 基本构成及型号

通过几年检验以及安标国家中心对该产品要求，该产品应按现有的分类规定了其基本构

成，即：一般由挡车栏、收放绞车、传感器、控制箱等部分组成。型号的表示方法是按安标

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2006）18 号文件关于《斜井跑车防护装置安全标志管理研讨

会会议纪要》的基本要求确定。

送审稿删除了此部分的内容。强制国标中不应出现型号等信息。

12.1.5 要求

第 4 章为安全要求，包括通用要求、机械性能、电气性能、隔爆兼本安性能。

12.1.5.1 通用要求

根据产品的使用情况，规定装置的工作条件要求如下：

a） 大气压力：（80～106）kPa；b） 环境温度：（-5～40）℃；c） 相对湿度：≤95％

（25℃）；d） 污染等级：3 级。

12.1.5.2 机械性能

机械性能部分包括挡车栏要求、收放绞车要求、装置整机要求三部分。

4.2.1 条为挡车栏的通用要求。其中挡车栏（钢丝绳挡车栏除外）的主要受力件应经超

声波探伤检查，是对钢丝绳挡车栏除外的钢结构挡车栏的要求。

4.2.2 条为收放绞车要求。

（１）4.2.2.2 条要求提升力不小于 1500N，主要是考虑绞车提升力要提升挡车栏的重

量，目前挡车栏的重量远小于 150 ㎏。因此，要求提升力不小于 1500N 是合适的。

（２）4.2.2.3 条要求绞车的提升速度应不小于 0.5m/s，主要是考虑绞车提起挡车栏２

米高度的时间应不小于２秒，减少矿车的提前量，防止意外跑车。目前，使用的绞车都能满

足该条件。

（３）4.2.2.4 条要求减速箱应能自锁，主要是防止挡车栏未到位时意外坠落。另外，

考虑人车运行时应是常开状态，并能可靠地锁住。

（4）4.2.2.5～4.2.2.7 条要求噪声应小于 85dB（A），超负荷试验后不应有渗漏油等异

常现象。超负荷试验是考虑绞车提升能力的安全系数。

4.2.3 条为装置整机要求。

装置整机中要求收放绞车、电控箱、监控箱、编码器、传感器等具有矿用产品安全标志。

主要是这些产品都是跑车防护装置中的安标受控产品，必须同时申报安标或有安标证。

4.2.3.2 条为功能要求，规定跑车防护装置必须具有的功能。

4.2.3.3 条为装置总装后的要求。

4.2.3.4 条为轨道上安装传感器的要求。如轨道上未安装，则不用考虑此条款。

4.2.3.5、5.2.3.6 条为满载跑车试验的要求。



4.2.3.7 条为电气设备联检的要求。

12.1.5.2 电气性能

主要考虑防跑车产品是一个煤矿井下机电部件组成的防爆产品，没有电气等内容标准不

是一个完整的标准，即不利于使用者对标准的采用，也不利于对煤矿井下用防跑车中电气产

品的规范。因此，标准增加了电气及防爆要求。

电气性能分为控制箱和传感器 2 个部分。

4.3.1 条为控制箱要求，分别从电源、输入信号、输出控制信号、功能、电气安全、交

变湿热等方面进行要求。

4.3.2 条为传感器要求，分别从电源、输出信号、绝缘电阻、工频耐压、环境适应性等

方面进行要求。

12.1.5.3 隔爆及本安性能

隔爆及本安性能也分为控制箱和传感器 2 个部分。

4.4.1 条为控制箱要求，分别从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外壳、观察窗、引入装置、密封

圈、绝缘套管等方面进行要求。

4.4.2 条为传感器要求，分别从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外壳等方面进行要求。

12.1.6 试验方法

第 5 章为试验方法，包括机械性能、电气性能、隔爆及本安性能的试验方法。

12.1.6.1 机械性能

机械性能试验方法包括配套件检查、钢丝绳检查、缓冲器的阻力值标定、荧光标志检查、

探伤检验、负荷试验、超负荷试验、功能检查、总装后检查、监控装置灵敏度试验、满载跑

车试验、缓冲距离检查、本安联检试验。

其中负荷试验、超负荷试验是针对收放绞车而言的。

满载跑车试验对跑车的能量进行了规范限制和规定，也对该条件下斜坡长度进行了规范

计算，使试验更加具体易于操作。同时也可通过公式（1）计算出各种条件下的跑车距离。

另外，5.1.12 条还增加了两条备注，使试验方法更加灵活方便，易于现场掌握。

备注 1：在不具备试验斜坡长度的条件下，5.1.12 中各项试验也可通过增加串车节数方

法进行，但增加的串车节数不应超过 5节。此时应重新按（1）式计算斜坡长度。

备注 2：在不具备牵引绞车的条件下，串车也可从斜坡顶端平道上轻轻下推，直到车辆

能沿斜坡自由下跑为止。

12.1.6.2 电气性能

5.2.1 条规定了试验条件；5.2.2 条对测试仪器设备进行了要求。5.2.3-5.2.15 分别阐

述了控制箱功能、电源电压波动试验、传感器基本性能试验、绝缘电阻试验、工频耐压试验、

工作高低温试验、高低温贮存试验、交变湿热试验、振动试验、冲击试验、跌落试验的方法。

这些试验方法主要依据是传感器、控制箱的现有有效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如规范性引用文件

中 GB/T 2423.1～2、GB/T 2423.4～5、GB/T 2423.8、GB/T 2423.10、MT 210-1990、MT/T 899

等。因此，不再详解。

12.1.6.3 隔爆及本安性能

隔爆及本安性能试验方法也分为控制箱和传感器 2 个部分。

5.3.1 条为控制箱相关试验方法，5.3.2 条传感器相关试验方法，试验方法主要依据是

隔爆及本安产品的现有有效的国家标准，如规范性引用文件中 GB3836.1～4-2000、GB 4208。

因此，本标准内容不再详解。



12.1.7 检验规则

此部分内容规定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项目，及判定的规则。

在形成送审稿时此部分删除。

12.2、MT933-2005 标准的存在的主要问题简述

MT933-2005 标准实施以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①、没有规定产品的型号；

②、没有限制产品的使用型式（“常闭”式或“常开”式）；

③、没有对跑车防护装置产品进行分类；

④、没有产品在井下使用条件限制；

⑤、没有对收放绞车做出要求；

⑥、空载跑车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适用“常开”式跑车防护装置；

⑦、有些技术要求参数不完全合理；

⑧、没有提出焊接、防腐等要求；

⑨、重载跑车试验方法不完善具体；

⑩、标准中没有纳入电器、隔爆及本安产品内容。

12.3、与 MT933-2005 相比的主要安全技术要求变化情况

与 MT933-2005 相比，主要安全技术要求变化如下：

——取消了空载跑车技术要求内容，而由功能检查内容代替（见 5.2.3.2，2005 年版的

4.3.7）；

——限制了“常开”式跑车防护装置的使用（见 5.1.6）；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了 AQ1043《矿用产品安全标志标识》（见第 2 章）；

——增加了煤矿用跑车防护装置适用范围（见第 1 章）；

——增加了收放绞车（其他执行器）要求（见 5.2.2）；

——增加了煤矿用跑车防护装置中声光报警功能（见 5.2.3.2b））；

——增加了煤矿用跑车防护装置总装后检查（见 5.2.3.3）；

——完善了满载跑车的试验方法（见 6.1.12，2005 年版的 5.11）；

——增加了煤矿用跑车防护装置本安联检试验的要求（见 5.2.3.7）；

MT933-2005标准中 4.3.4条矿车离轨高度大于 15㎜和偏离轨道 50㎜时应能有效监控。

此条制定时因对产品理解不全，技术要求参数不完全合理。如：车轮离轨高度大于 15 ㎜时

已超出传感器的监控范围，因此传感器无法得到监控。车轮偏离轨道 50 ㎜时，矿车已偏出

轨道外处于离轨状态，因此传感器无法得到监控。此次修订的标准中进行了调整（5.2.3.4

条），改为：当传感器安装在轨面上时，矿车离轨高度大于 10mm 和偏离轨道 15mm 时应能有

效监控。调整后即符合传感器实际情况，也得到了相关专家的一致认同。

——增加了煤矿用跑车防护装置中电气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见 5.3、6.2）；

——增加了煤矿用跑车防护装置中隔爆及本安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见 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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