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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写。

请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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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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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用被动式隔爆设施安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煤矿井下用被动式隔爆设施一般规定、安装地点及位置要求、棚区参数设置、安装方

式、使用与维护。

本文件适用于煤矿井下巷道中隔爆水棚及隔爆岩粉棚的安装和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MT 157 煤矿用隔爆水槽和隔爆水袋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被动式隔爆设施 passive flameproof facilities
煤矿井下，用可燃气体、煤尘爆炸爆炸冲击波作为动力，隔绝可燃气体、煤尘爆炸火焰传播的设施，

主要包括隔爆水棚和隔爆岩粉棚。

3.2

隔爆棚 flameproof shed
煤矿巷道中用于隔绝可燃气体﹑煤尘爆炸火焰传播的一组隔爆水棚或隔爆岩粉棚。隔爆水棚包括隔

爆水槽棚和隔爆水袋棚。

3.3

主要隔爆棚 the main flameproof shed
用于保护整个矿井的隔爆棚。

3.4

辅助隔爆棚 auxiliary flamproof shed
用于保护采区，设置在采区内的隔爆棚。

3.5

集中式隔爆水棚 centralized flameproof shed
排间距为1m～3m，棚区长度不小于24m的隔爆水棚。

3.6

分散式隔爆水棚 distributed flameproof shed
每个棚组至少由两排隔爆水槽/水袋组成，棚组间距为 10m～30m，棚区长度不小于 200m的隔爆水

棚。

4 一般规定

4.1 被动式隔爆设施宜选用隔爆水棚，缺水、湿度小的矿井可选用隔爆岩粉棚。

4.2 隔爆水槽和隔爆水袋应符合MT157的要求。

4.3 分散式隔爆水棚和集中式水袋棚应不作为主要隔爆棚。

4.4 隔爆棚应设置在直线段巷道内，隔爆水棚棚区及前后20m范围内的断面应一致，隔爆岩粉棚棚区前

后50m范围内的断面应一致，棚区内各排棚的安设高度应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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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隔爆棚前不应有支柱或其他设施阻挡，水槽/水袋应横向安装，岩粉棚应横向布置，即长边垂直于巷

道轴线。

4.6 隔爆岩粉要求

隔爆岩粉应符合以下要求：

a）宜用泥质页岩、石灰石或白云石制备；

b）应色泽淡白，反射力强，易与煤尘区别；内聚力小、飞扬能力及附着性强，不易受潮固结；

c）泥质页岩粉可燃物含量应不超过5%，石灰石及白云石岩粉可燃物含量应不超过1%；

d) 应不含有毒有害物资，游离二氧化硅含量不超过5%；

e) 应全部能通过边长0.925mm的筛孔，其中70%能通过边长为0.074mm的筛孔。

5 安装地点

5.1 主要隔爆棚的安装地点

主要隔爆棚的安装地点如下：

a）矿井两翼，与井筒相通的主要运输大巷和回风大巷；

b）相邻煤层之间的运输石门和回风石门；

c）相邻采区之间的集中运输巷和回风巷。

5.2 辅助隔爆棚的安装地点

辅助隔爆棚的安装地点如下：

a）采煤工作面进风巷和回风巷；

b）采区内的煤巷、半煤巷掘进巷道；

c）采用独立通风、并有煤尘爆炸危险的其它巷道；

d) 煤仓与其相连的巷道间；

e) 装载点与其相连的巷道间。

6 位置要求

6.1 隔爆水棚

6.1.1 集中式水槽棚首排水槽与工作面、煤仓、装载点的轴向距离为60m～200m；集中式水袋棚首排水

袋与工作面、煤仓、装载点的轴向距离为60m～160m。

6.1.2 集中式隔爆水棚首排水槽/水袋与巷道交叉口、变坡处、转弯处的轴向距离为50m～75m。

6.1.3 分散式隔爆水棚首个棚组与工作面、煤仓、装载点及巷道交叉口、变坡处、转弯处的轴向距离为

30m～35m。

6.1.4 同一巷道中，相邻两组集中式水槽棚之间的轴向距离应不大于200m，相邻两组集中式水袋棚之间

的轴向距离应不大于160m。

6.1.5 同一巷道中，集中式隔爆棚与分散式隔爆棚之间的轴向距离为30m～35m。

6.2 隔爆岩粉棚

6.2.1 隔爆岩粉棚首棚距工作面、煤仓、装载点轴向距离为60m～200m，距巷道交叉口、变坡处、转弯

处的距离为50m～60m。

6.2.2 同一巷道中，相邻两组主要隔爆岩粉棚之间的轴向距离应不大于200m，相邻两组辅助隔爆岩粉棚

之间的轴向距离应不大于160m。

7 棚区参数设置

7.1 隔爆水棚

7.1.1 用水量与棚区长度

7.1.1.1 主要隔爆水棚的用水量按巷道断面400L/m2计算，棚区长度应不小于30m。

7.1.1.2 集中式辅助隔爆水棚的用水量按巷道断面200L/m2计算，棚区长度应不小于2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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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3 分散式隔爆水棚的用水量按棚区所占巷道空间1.2L/m3计算，棚区长度应不小于200m。

7.1.2 棚区内水槽布置

7.1.2.1 隔爆水棚内的水槽，占据巷道宽度之和与巷道最大宽度的比例见表1。
表1 水槽占据巷道宽度之和与巷道最大宽度比例

序号
巷道净断面

m2

占据巷道宽度之和与巷道最大宽度的比例

%
1 <10 ≥35
2 10～12 ≥50
3 >12 ≥65

7.1.2.2 排内两个水槽之间的间隙为0.1m～1.2m；水槽外边缘与巷壁（两帮）、支架、构筑物之间的垂

直距离应不小于0.1m；水槽之间的间隙与水槽同支架或巷壁之间的间隙之和应不大于1.5m。

7.1.2.3 水槽底部与顶板（梁）的垂直距离应不大于1.6m，否则，应在其上方增设一个水槽；水槽底部

至巷道轨面的垂直距离应不低于巷道高度的1/2，且应不小于1.8m。

7.1.3 棚区内水袋布置

7.1.3.1 排内两个水袋之间的间隙应为0.1m～1.2m，水袋外边缘与巷壁（两帮）、支架、构筑物之间的

垂直距离应不小于0.1m，水袋之间的间隙与水袋同支架或巷壁之间的间隙之和应不大于1.5m。

7.1.3.2 水袋底部距顶板（梁）的垂直距离应不大于1m；水袋底部至巷道轨面的垂直距离应不低于巷道

高度的1/2，且应不小于1.8m。

7.2 隔爆岩粉棚

7.2.1 主要隔爆岩粉棚岩粉用量按400kg/m2计算，棚区内前后岩粉板间距为1.2m～3m，棚区长度应不小

于30m。

7.2.2 辅助隔爆岩粉棚岩粉用量按200kg/m2计算，棚区内前后岩粉板间距为1.0m～2.0m，棚区长度应不

小于20m。

7.2.3 岩粉均匀等腰三角形状堆积于岩粉板上。岩粉板与两帮之间的间隙宜不小于50mm。实际有困难

时，岩粉棚横向长度宜不小于设置地点巷道宽度的70%，并前后布置成相互错开的锯齿形；或者前后布

置成相互错开的锯齿形，两帮设置顺帮棚子予以补齐。

7.2.4 岩粉板上板面距顶梁（顶板）之间的距离为250mm～300mm，堆放岩粉顶部距顶梁之间的距离应

不小于100mm，岩粉板下板面距轨面应不小于1.8m。

8 安装方式

8.1 隔爆水槽

8.1.1 嵌入式（又称悬挂式）安装：将水槽水平放入支撑框架内，水槽边缘紧贴在框架上，水槽的长边

与巷道轴线垂直放置。支撑框架净宽度应比水槽外形尺寸的最大宽度大3mm，支撑架的本身厚度应不

大于50mm。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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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嵌入式横向剖面图

≯
50

b) 嵌入式纵向剖面

≯ 50

A

A+3

注：A为水槽外形尺寸最大宽度

图1 嵌入式安装

8.1.2 上托式安装：将水槽水平搁置在支撑托架上，水槽的长边与巷道轴线垂直放置。支撑托架两托梁

净间距250mm～300mm。托梁本身的宽度为50mm～80mm。如图2所示。

a) 上托式横向剖面图 b) 上托式纵向剖面图

250~300 50~80

单位为毫米

图2 上托式安装

8.1.3 水槽支撑架在受到巷道轴线方向力的作用时（力的大小等于支撑架上水槽和水的重量），发生水

平方向的弯曲程度，应不大于支撑架长度的1%。

8.1.4 水槽支撑架在放置盛水水槽后，发生向下的弯曲程度应不大于 40mm。

8.2 隔爆水袋

8.2.1 将水袋吊环自由吊挂在挂钩上，不应将吊环捆扎固死。

8.2.2 挂钩选用Φ4mm～Φ8mm圆钢制作，弯钩与水平角度为25º+5 º，弯钩长度20mm～25mm。如图3所
示。

25±
5

20
25

水平线

a）水袋挂钩横向剖面图

4~8

b）水袋挂钩纵向剖面图

图3 水袋挂钩图

8.2.3 水袋安装架应采用钢性材料以使其不发生晃动，盛满水后的挠度应不大于30mm。

8.2.4 倾斜巷道中安设水袋棚时，应调整水袋安装架与安装架的连接构件，使袋面保持水平。

8.3 隔爆岩粉棚

8.3.1 岩粉板宜用若干长度为0.35～0.5m的活动轻质木板组成，堆积岩粉面应光滑，不粘。

8.3.2 严禁用铁钉或铁丝将岩粉板与台木和支撑木固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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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与维护

9.1 应制定隔爆棚使用与维护的管理制度，明确管理范围与职责。

9.2 矿井通风系统图上，应标明隔爆棚的准确位置，棚区长度、隔爆棚的安装形式及用水量或岩粉量。

9.3 隔爆棚的安装地点应设置说明牌，标明安装地点名称、巷道断面、棚区参数及安装形式、使用水槽

/水袋的规格型号及数量或岩粉的材料成分及粒度、用水量/岩粉量、管理责任人、检查时间、检查人员

及检查情况。

9.4 棚区应有水管接头，随时补充水槽/水袋中的水量。

9.5 损坏的水槽/水袋应及时更换。

9.6 水槽/水袋中的杂质，应及时清除。

9.7 岩粉受潮、变硬等应立即更换，岩粉量减少应立即补充，岩粉表面有沉积煤尘时应及时予以清除。

9.8 应至少每周检查一次隔爆棚的安装位置、数量、水量/岩粉量及安装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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