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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整合了MT 390-1995《矿井压风自救装置技术条件》和《煤矿压风自救系统使用管理规范》

（计划号2014-MT-18）。与MT 390-1995《矿井压风自救装置技术条件》和《煤矿压风自救系统使用管

理规范》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压风自救装置产品的的型号制定规则； 

——增加了面罩式压风自救装置的技术要求； 

——增加了排气阀门和压风自救装置安装点的指示标识规定。 

本文件实施后， MT 390-1995《矿井压风自救装置技术条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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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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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压风自救系统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煤矿压风自救系统的安装和维护要求，以及压风自救装置产品的分类、型号、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识和随机文件。 

本文件适用于煤矿压风自救系统安装与维护，以及压风自救装置的设计、制造、检验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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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2626-2019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0111  随机数的产生及其在产品质量抽样检验中的应用程序 

GB 14161  矿山安全标志 

GB/T 31975  呼吸防护用压缩空气技术要求 

AQ 1013  煤矿在用空气压缩机安全检测检验规范 

MT/T 113-1995  煤矿井下用聚合物制品阻燃抗静电性通用试验方法和判定规则 

MT/T 956  煤矿用隔爆水袋涂覆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压风自救系统  compressed air self-rescue system 

矿井出现灾害预兆或发生灾害时，利用压风系统，向避灾人员提供新鲜空气的设备、管路及设施。 

3.2  

供气阀  delivery valve  

安装在压风自救系统管路上，在矿井出现灾害预兆或发生灾害时，可向作业场所、避灾场所直接供

风的开关阀门。 

3.3  

压风自救装置  compressed air self-rescue device 

利用压风自救管路提供的新鲜空气形成局部正压空间，阻挡有害气体侵入，保护避灾人员呼吸安全

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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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防护袋  protective bag 

袋式压风自救装置的组件，用于覆盖避灾人员头部及部分身体，阻挡有害气体侵入的涂覆布袋。 

3.5  

防护面罩  protective ficepiece 

面罩式压风自救装置的组件，用于覆盖口鼻，并带有排气孔及单向阀、与面部密合的保护罩。 

3.6  

头数  number of vents 

压风自救装置的防护袋或防护面罩的数量，单位为“头”。 

4 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井工矿井应具有压风自救系统。 

4.1.2 矿井地面的空气压缩机站应可用于向压风自救系统供风，其供气量应不小于最大班井下人员压

风自救所需风量。压风自救需风量按不低于 100 L/min·人校核。 

4.1.3 供向压风自救系统的压缩空气应经汽水分离器、过滤器等净化处理，经供气阀和压风自救装置

排出的压缩空气的质量指标应符合 GB/T 31975的规定。 

4.2 安装要求 

4.2.1 矿井采区避灾路线上应敷设压风自救管路。压风自救系统管道的规格应按自救需风量、供风距

离、阻力损失等参数计算确定，但主管道直径应不小于 100 mm，采掘工作面管道直径应不小于 50 mm。 

4.2.2 下列场所地点，应安装供气阀。 

a) 矿井采区避灾路线上，每间隔 200m内； 

b) 突出、冲击地压矿井的采区避难硐室； 

c)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和极复杂的矿井各水平、采区和上山巷道最高处； 

d) 非突出、非冲击地压矿井的掘进工作面。 

4.2.3 下列场所地点，应安装压风自救装置，安装头数应不少于场所最大班工作人数。 

a) 突出、冲击地压煤层的掘进巷道及采煤工作面的临时避难硐室内； 

b) 突出、冲击地压煤层距采掘工作面 25 m～40 m处、之后向外至掘进工作面回风口每间隔 200 m； 

c) 突出、冲击地压煤层起爆作业的起爆点、撤离人员聚集点、警戒人员警戒点； 

d) 突出、冲击地压煤层回风系统有人作业处。 

4.2.4 供气阀和压风自救装置应安装在支护良好、无泥水淤积、无杂物的人行道侧，安装后人行道剩

余宽度应不小于 0.8 m。 

4.2.5 供气阀和压风自救装置的开关阀门、箱体开启手把，应安装在距离底板高度 1.4 m±0.2 m范围

内。 

4.2.6 袋式压风自救装置的防护袋应展开并自然垂吊，不应捆扎。 

4.2.7 面罩式装置的多个面罩应排列整齐、呼吸导管不应相互缠绕。 

4.3 供气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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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供气阀的供气压力应在 0.1 MPa～0.3 MPa范围内。避难硐室内的供气量应满足避难人数需求，

按不小于 300 L/min·人计算；避灾路线上的每个供气阀完全开启时的供气量应在 1500 L/min ～2400 

L/min范围内。 

4.3.2 压风自救装置的供气压力应不低于 0.3 MPa，供气量应不低于 100L/min·头。 

4.4 供气阀 

4.4.1 供气阀应采用铜或不锈钢材质的球阀。 

4.4.2 在无人值守或无人作业时，供气阀不应连接其他设备、作其他用途。 

4.5 压风自救装置 

4.5.1 压风自救装置应具有开关、过滤、减压、降噪等功能。 

4.5.2 开关阀门应采用铜或不锈钢材质的球阀。 

4.5.3 防护袋的阻燃性、抗静电性能和物理性能应符合 MT/T 956的规定。 

4.5.4 防护面罩应符合 GB 2626-2019中 5.1、5.6和 5.13.2 的规定。 

4.5.5 除防护袋外，压风自救装置外露部件采用非金属聚合物面积大于 100 cm
2
时，其阻燃性应符合

表 1 和表 2的规定,表面电阻应不大于 3×10
8
Ω。 

表 1  酒精喷灯燃烧试验 

单位为秒 

序  号 项  目   
指    标 

试件算术平均值 单件最大值 

1 有焰燃烧时间 ≤3 ≤10 

2 无焰燃烧时间 ≤10 ≤30 

表 2  酒精灯燃烧试验 

                            单位为秒 

序  号 项  目 
指    标 

试件算术平均值 单件最大值 

1 有焰燃烧时间 ≤6 ≤12 

2 无焰燃烧时间 ≤20 ≤60 

4.5.6 压风自救装置的出气量应在 100 L/min·头～150 L/min·头范围内。 

4.5.7 压风自救装置工作时的噪声应不大于 70 dB(A)。 

4.5.8 袋式装置防护袋的内空尺寸应符合表 3的规定。 

4.5.9 面罩式装置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单套（箱）防护面罩数量最多应不超过 8个； 

b) 应有 1 根呼吸导管长度不小于 6 m，其余呼吸导管长度应不小于 2 m； 

c) 呼吸导管弯曲变形状态下的气流阻力（P2）与未受力变形状态下的气流阻力（P1）之比应不超

过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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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呼吸导管与防护面罩连接处承受不小于 50 N的拉力时，不应有滑脱、断裂或永久变形； 

e) 箱盖的开启应轻便灵活，开启拉力应不大于 50 N； 

f) 箱体防护等级应符合 GB/T 4208-2017中 IP30的规定。 

表 3  袋式装置防护袋尺寸 

                          单位为毫米 

序  号 名称 代号 尺寸规定 

1 长度 L 700±50 

2 宽度 B 950±50 

4.6 指示标识 

4.6.1 供气阀和压风自救装置的安装地点应设置安装点指示标识。安装点指示标识由主标志和文字补

充标志组成。 

4.6.2 矿井采区避灾路线上每间隔 100米和改变方向处，应设置提示供气阀和压风自救装置安装点方

向的路标指示标识。路标指示标识由主标志、方向补充标志和文字补充标志组成。 

             

a）供气阀符号制作比例                         b）供气阀路标示例 

             

c）压风自救装置符号制作比例                   d）压风自救装置路标示例 

图1 指示标识 

4.6.3 指示标识的制作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指示标识的图形符号制作比例、示例见图 1； 

b) 需主标志与文字补充标志、方向补充标志联用时，供气阀和压风自救装置的补充文字分别为“压

风自救供气阀”和“压风自救装置”； 

c) 指示标识为绿底、白色图案、白字，应采用逆向反光材料或自发光材料制作。指示标识的基本

尺寸、字体、色差范围、光反射、逆向反射系数等应符合 GB 14161的规定。 

5 维护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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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维护 

矿井应定期对压风自救系统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 

a) 设备设施按规定进行保养，管路设施固定可靠、无泄漏； 

b) 供气阀和压风自救装置安装末端的供气压力、供气流量符合要求； 

c) 供气阀和压风自救装置的开关阀开关灵活、可靠，锈蚀或老化的零部件得到及时维修或更换； 

d) 经供气阀和压风自救装置排出的压缩空气清洁、可供呼吸，发现异常时采样检测验证； 

e) 供气阀及压风自救装置安装点人行道通畅，附近无杂物堆放或悬挂； 

f) 指示标识不被杂物或煤尘遮挡，出现脱落、变形、损坏或老化时得到及时修理更换。 

5.2 检验 

压风自救装置产品应按附录 A的规定制定产品型号和试验，压风自救装置产品的标识和随机文件

等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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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压风自救装置的分类、型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和随机文件 

A.1 分类 

压风自救装置分为两类。采用防护袋防护的称为“矿用袋式压风自救装置”，简称“袋式装置”；

采用防护面罩防护的称为“矿用面罩式压风自救装置”，简称“面罩式装置”。 

A.2 型号 

压风自救装置的型号及含义表示如下： 

         Z YJ—□ □ 

                                     面罩数量，袋式装置无此项 

                                     D—袋式，M—面罩式 

                                     压风自救 

                                     装置 

示例1：ZYJ-D 表示采用防护袋防护的矿用袋式压风自救装置。 

示例2：ZYJ-M6 表示带有 6 个面罩的矿用面罩式压风自救装置。 

A.3 试验方法 

A.3.1 测量用仪器仪表 

试验方法（引用其他文件规定的方法除外）所用仪器仪表的准确度或分辨力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压力表：不低于 1.6级； 

b) 流量计：不低于 2.5级； 

c) 声级计：Ⅱ型； 

d) 刻度尺：1 mm； 

e) 测力计：1.0级； 

f) 角度仪：1°。 

A.3.2 阻燃和抗静电性 

外露部件非金属聚合物的阻燃和抗静电性按 MT/T 113-1995第5章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A.3.3 防护袋尺寸 

将袋式装置的防护袋铺平后测量尺寸，测量位置如图A.1所示。 

A.3.4 呼吸导管弯曲气流阻力测试 

A.3.4.1 截取 1 m长的呼吸导管为试样。 

A.3.4.2 未受力变形状态下，气源与试样连接。输入 50L/min±2 L/min的气量，测量输入端气压为 P1，

则 P1为未受力变形状态下的气流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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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3 将试样悬挂在直径为 25 mm的金属柱上，试样两端悬挂重物。调节重物重量恰好使呼吸导管与

金属柱的二分之一周长接触，5 min后向呼吸导管输入 50L/min±2 L/min的气量。测量输入端气压为 P2，

则 P2为呼吸导管弯曲变形状态的气流阻力。 

 
标引序号说明： 

1— 开关阀门； 

2— 过滤器； 

3— 防护袋。 

图 A.1  防护袋测量位置图 

A.3.5 面罩与导管连接强度测试 

用悬挂装置固定面罩，在呼吸导管另一端悬挂重量不小于 50 N的砝码，持续时间 10 s。 

A.3.6 出气量测试 

A.3.6.1 被试样品、测试装置及测试仪表按图 3所示连接。试验用气源应满足： 

a) 稳定供气量不低于测试所需气量的 1.5倍； 

b) 气源压力应不小于 0.75 MPa。 

A.3.6.2 调节调压阀，在压力表示值分别为 0.3 MPa和 0.7 MPa 时，读取流量计示值为压风自救装置的

出气量。 

 
标引序号说明： 

1—气源；         

2—调压阀；       

3—压力表； 

4—压风自救装置； 

5—流量计。      

图 A.2  出气量测试连接 



GB XXXX-202X 

 8 

A.3.7 噪声测定 

调定试验系统气源压力为0.7 MPa±0.2 MPa，装置的所有开关阀门处于完全开启状态。在距压风自

救装置出气口25 cm内测量噪声值，重复不少于3次，取最大值。 

A.3.8 箱门开启力测试 

测力计与箱盖手把相连，沿箱盖开启方向牵引，使箱盖匀速开启至角度不小于45度，读取开启过程

中测力计的最大示值即为箱盖开启力。牵引开启过程中，测力计的测力方向始终与箱盖面保持垂直。重

复不少于3次，取最大值。 

A.4 检验规则 

A.4.1 检验项目 

压风自救装置产品应按表4规定的项目进行出厂检验或型式检验。 

表 A.1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章条要求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序号 

基本功能 4.5.1 — √ 1 

开关阀门材质 4.5.2 — √ 2 

防护袋材质 4.5.3 — √ 3 

防护面罩材质 4.5.4 — √ 4 

外露非金属聚合物 4.5.5 — √ 5 

袋式装置 
防护袋尺寸 4.5.6 — √ 6 

供气量 4.5.7 √ √ 7 

面罩式装置 

面罩数量 4.5.8 a） √ √ 8 

呼吸导管长度 4.5.8 b） √ √ 9 

呼吸导管弯曲阻力 4.5.8 c） — √ 10 

连接抗拉强度 4.5.8 d） — √ 11 

供气量 4.5.8 e） √ √ 12 

箱盖开启力 4.5.8 f） — √ 13 

箱体防护等级 4.5.8 g） — √ 14 

噪声 4.5.9 √ √ 15 

注: “√”表示检验项目，“—”表示非必验项目。 

A.4.2 出厂检验 

A.4.2.1 压风自救装置出厂前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A.4.2.2 出厂检验按 GB/T 10111的规定进行抽样，批次产品每 50套应抽取至少 1套样品。 

A.4.2.3 样品的出厂检验项目一次性全部检验合格后，判定该批次产品为合格产品。有一项不合格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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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倍抽检该项，如仍不合格则按出厂检验项目执行全检。所检项目全部合格的产品为合格产品。 

A.4.3 型式检验 

A.4.3.1 压风自救装置产品制造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检验； 

b) 正式生产后，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及性能时； 

c) 正式生产时，每 5年进行一次； 

d) 产品停产 1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本次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A.4.3.2 型式检验按 GB/T 10111的规定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样。面罩式装置的抽取样品数量不

少于 1套，样品基数应不少于 5套；袋式装置抽取样品数量不少于 3套，样品基数应不少于 50套。 

A.4.3.3 型式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则判定该产品型式检验合格。 

A.5 标识和随机文件 

A.5.1 产品标识 

每套装置应在明显位置清晰、耐久地标明产品信息，至少应包括： 

a) 名称和型号； 

b) 适用的许可和认证信息； 

c) 制造商名称； 

d) 生产日期、产品编号或批号。 

A.5.2 包装标识 

在最小销售包装外表面、或通过透明包装可获取到的产品信息，至少应包括： 

a) 名称和型号； 

b) 制造商或供应商名称； 

c) 生产日期； 

e) 制造商建议的贮存条件。 

A.5.3 随机文件 

随机文件至少应包括： 

a) 产品合格证； 

b) 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应符合 GB/T 9969的规定）； 

c) 装箱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