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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7957-XXXX《煤矿用矿灯安全技术要求》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17年1月国务院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际联系会议办公室发布《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

结论清单》，要求将GB7957-2003《矿灯安全性能通用要求》和强制性行业标准

MT1162.1-2011《矿灯 第1部分：通用要求》整合精简为强制性国家标准《煤矿用矿灯

安全技术要求》。根据通知要求，煤炭行业煤矿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于2019

年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提出修订国家标准《煤矿用矿灯安全技术要求》的申请。经国

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计划上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下达了强制性国家标准《煤

矿用矿灯安全技术要求》修订计划，计划项目号为20193439-Q-627。

（二）编制目的

矿灯是煤矿井下使用量大面广的便携式照明设备,是矿工井下作业必备的照明灯

具。由于井下存在可燃性气体，矿灯可能成为引起煤矿爆炸的点火源,矿灯的安全性直

接影响着煤矿安全生产。我国是世界上矿灯制造能力和使用量最大的国家，而且在矿灯

新型电源和新型光源应用，矿灯功能多样化发展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尤其近些年，矿

灯技术发展迅速，本质安全型矿灯、智能矿灯已开始推广应用，但相关标准技术滞后，

急需修订完善现有矿灯标准，规范矿灯产品的设计、制造和检验，推动矿灯技术发展，

提高矿灯的安全可靠性，为煤矿安全生产和煤炭开采智能化发展提供保障。

我国的矿灯标准既有国家标准，又有行业标准；既有矿灯产品标准，又有矿灯关键

零部件标准。由于历史原因，矿灯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归口技术委员会和行业主管部门

均不同，国家标准主管部门为中国电器工业协会，行业标准主管部门为国家矿山安全监

察局。这给标准的协调一致性、可操作性带来困难。

在此背景下，按国务院提出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整合精简要求，将GB 7957和MT 1162.1

进行整合，统一归口管理部门，将有利于矿灯标准的协调一致性，规范和引领矿灯技术

发展，为煤炭行业安全生产和技术进步发挥作用。

同时，通过本次标准整合修订，将使我国矿灯标准的整体技术水平高于矿灯国际标

准，也为增强我国矿灯产品国际竞争力、促进国际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2011年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GB 7957-2003修订计划，于2014年完成标准修订，2017

年12月GB/T 7957-2017《瓦斯环境用矿灯结构、性能和和防爆试验通用要求》发布。该

标准自下达计划到发布历时近7年，由于这期间正是我国矿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期，标

准的部分技术内容与矿灯的实际技术要求和水平不相适应，因此，本次标准整合修订对



象由《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清单》中GB 7957-2003和MT 1162.1-2011改为GB/T

7957-2017和MT 1162.1-2011，标准名称为《煤矿用矿灯安全技术要求》。

（三）起草人及所在单位

闵建中 中煤科工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臧财运 中煤科工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陈杰 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

钱柄旭 上海煤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吴钰晶 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

柳玉磊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盛敏敏 上海煤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王涛 济宁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蒲世元 贵州黔聚源广电科技有限公司

景杰 上海山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起草过程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的标准修订计划，本标准牵头起草单位联合其他主

要起草单位于 2020 年 1 月成立了标准制定工作组，并于 2020 年 11 月 11～13 日在福建

福州召开了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参加这次工作组会议的单位有中煤科工集团上海有限公

司、上海煤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中煤科工

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贵州黔聚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济宁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山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和代表共计19人。

会议期间，工作组对需修订的标准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对国际标准

IEC60079-35-1：2011 和 IEC60079-35-2：2011 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并就标准条款进行

了座谈和技术交流，决定采用重新起草法非等效采用 IEC60079-35-1：2011 和

IEC60079-35-2：2011，合并修订国家标准 GB/T 7957-2017 和行业标准 MT1162.1-2011，

在技术内容上采用国际标准中先进技术，淘汰国际标准和我国现行标准中的落后技术。

经过 2天的工作，工作组提出了 GB 7957-XXXX《煤矿用矿灯安全技术要求》标准草案，

并组织相关单位对关键技术进行验证。

2020 年 12 月，工作组将标准草案发往相关单位及专家征求意见，共收到意见 20

多条。工作组对收到的意见进行了处理，并结合关键技术结果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现

再次广泛征求意见。

二 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一）编制原则

根据我国采用国际标准的指导思想和有关规定，同时考虑到我们国家的实际情

况，在修订工作中贯彻以下原则：

（1）本标准结合近年来国内矿灯技术发展水平和国外矿灯技术水平及实际使用状



况，在技术内容上采用国际标准 IEC60079-35-1：2011《爆炸性环境 第 35-1 部分:瓦斯

环境用矿灯 通用要求 结构和防爆试验》和 IEC60079-35-2：2011《爆炸性环境 第 35-2

部分:瓦斯环境用矿灯 性能和其他相关安全试验》(英文版)中的先进技术，淘汰我国现

行矿灯标准和矿灯国际标准中的落后技术，以期推动矿灯技术进步，提高矿灯的安全可

靠性。

（2）编写格式符合GB/T 1.1-2020的规定。

（二）标准主要内容

矿灯是由蓄电池供电的照明电气设备，在煤矿瓦斯环境中使用，可能由于高温及电

路火花成为点燃源。本标准主要考虑矿灯热点燃和火花点燃风险，结合我国近几年矿灯

技术发展和应用情况，从矿灯结构、关键零部件、过流保护、电气性能、可靠性等方面

提出安全技术要求，主要技术内容包括矿灯热点燃和火花点燃符合性、矿灯主参数、灯

头及蓄电池外壳结构、矿灯电缆、外部充电触点、内部线路连接、电气绝缘材料、电气

间隙和爬电距离、连接及紧固件、给其他设备供电、过流保护装置、表面温度、电池和

电池组、光输出、人机工程学、绝缘电阻和工频耐压电气安全性能，以及跌落影响和抗

冲击强度等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 GB/T 7957-2017 和 MT1162.1-2011 相比主要变化及理由如下：

1）删除了产品型号编制（见 MT1162.1-2011 的 4.3）

MT/T154.6 规定了矿灯型号编制方法，本标准不再重复规定。

2）修改了矿灯的主要参数（见 GB/T7957-2017 的 5.1.3、MT1162.1-2011 的 5.2)

GB/T7959-2017 和 MT1162.1-2011 均提出矿灯额定电压不大于 5V,工作电流不大于

1.5A，额定功率不超过 6W，有效工作时间不小于 11 小时。

上述参数适应仅具有照明功能和简单信息管理功能的矿灯。随着技术发展，矿灯的

技术发展趋势是成为煤矿个体智能终端装备，不仅用于照明，而且集成了人员信息管理

和跟踪定位、对讲传呼、图像和视频传输等在线功能，现有的矿灯额定电压、电流等参

数不能满足这些矿灯新功能的供电要求，同时矿灯国际标准也没有限制这些参数。因此

本次修订时删除了矿灯的电压、工作电流、额定功率的要求，按照《煤矿安全规程》的

规定，仅保留有效工作时间不小于 11 小时的要求。

3）增加了热点燃和火花点燃符合性的要求（见 5.1.4 和 5.1.5）

热点燃和火花点燃是矿灯使用中重要安全风险因素，参照矿灯国际标准的要求提出

此要求。

4）删除了外壳的阻燃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GB/T7957-2017 的 5.3.1.4 和 6.5）

在多年的矿灯应用中，未发生过外壳点燃，矿灯国际标准也没有外壳阻燃要求。矿

灯的外壳为工程塑料，添加阻燃剂后将降低外壳强度。

5）删除了光源中灯丝型灯泡的要求和光源寿命的要求（见 MT1162.1-2011 的 5.16）

灯丝型白炽灯泡寿命短，因在井下更换灯泡引起的煤矿瓦斯爆炸事故较多。LED 光

源技术成熟，寿命长。本次标准修订淘汰白炽灯泡这种落后技术。



6）修改了灯头结构（见 MT1162.1-2011 的 5.15）

MT1162.1-2011 中灯头结构是基于灯丝型灯泡提出，本次修订淘汰灯丝型灯泡，根

据 LED 光源修改灯头结构要求。

7）删除了透光罩热剧变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GB/T7957-2017 的 5.3.14 和 6.16）

我国矿灯均已采用 LED 光源，与传统白炽灯泡相比，LED 光源发光效率高，发热量

低，而且 LED 光源和透光罩不接触，即使矿灯长时间工作，透光罩的温升也很小，不会

引起透光罩热剧变。

8）删除了温度断路器的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GB/T7957-2017 的 5.4.3.2 和 6.20）

我国矿灯的过流保护主要采用短路保护器和限流电阻等方式，实践证明温度断路器

对矿灯保护不明显，实际矿灯产品也不采用这种保护方式。

9）删除了电缆护套耐脂肪酸性能的要求试验方法（见 MT1162.1-2011 的 5.19.2 和

6.18）

我国煤炭行业标准 MT818.10《矿工帽灯线》修订时增加了电缆护套耐脂肪酸性能的

要求试验方法，本次修订直接采用 MT818.10 的规定。

10）删除了电容的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GB/T7957-2017 的 5.11 和 6.32）

关于矿灯外壳防静电性能直接采用 GB3836.1 中的规定，本次修订不再列出。

11）修改了发光强度要求（见 MT1162.1-2011 的 5.22）

MT1162.1-2011 中要求灯头主光源发光强度在正常照射方向应发射出最少 1cd 的锥

形光，该锥形光垂直向上不小于 300，垂直向下不小于 600，水平方向每边不小于 450。

该要求水平方向照射面积小，对照射范围内最大发光强度没有要求。本次修订采纳矿灯

国际标准的技术要求，将水平方向照射角度改为每边不小于 600，最大发光强度不小于

1500cd，增强矿灯照明效果。

12）修改了质量的要求（见 5.11.1）

我国现行矿灯标准和矿灯国际标准均规定矿灯灯头部分的质量不超过 200 克,但智

能化矿灯以灯头为载体，安装摄像、视频录制、音频传输等功能元件，使灯头质量超出

200 克，为促进矿灯技术发展，本次修订将灯头质量放宽至不超过 300 克。

13）修改了限流电阻器试验方法（见 6.18.3、GB/T7957-2017 的 6.21.3）

四 与国外标准比较

目前，我国矿灯在新技术应用、智能化等方面处于世界前列，而且具有最大的矿灯

生产能力和应用市场，建立了较完善的矿灯标准体系。为实现与国际矿灯标准接轨，本

次修订时采用重新起草法，非等效采用 IEC60079-35：2011。同时，结合我国矿灯的技

术现状和发展趋势，体现我国矿灯技术特色，不采纳 IEC60079-35：2011 中落后技术。

由于 IEC60079-35：2011 是 IEC60079 系列标准中的部分标准，许多要求和方法直

接引用 IEC60079 系列标准，标准执行的可操作性较差，而且不符合 GB/T1.1-2020 的编



写规则。与 IEC60079-35：2011 相比，本标准主要变化如下：

1）删除 IEC 标准与灯丝型灯泡相关的结构、性能要求

灯丝型灯泡寿命短，可靠性差，我国早已不用此类灯泡，目前全部采用 LED 光源。

2）删除了 IEC 标准过流保护中熔断器方式

我国自 2003 年起不再采用熔断器作为矿灯的过流保护措施，目前均采用可重复使

用的矿灯短路保护器。

3）删除了 IEC 标准温度断路器的要求

温度断路器不适用于矿灯保护，我国实际矿灯产品也没有采用此方式。

4）增加了电气安全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IEC 标准未明确矿灯电气安全方面的技术内容。

5）矿灯关键零部件执行我国标准

IEC 标准无矿灯零部件标准，而我国矿灯关键零部件，如电缆、LED 光源、矿灯保

护器、锂离子蓄电池均有行业标准，本标准中涉及上述零部件均执行我国标准。

6）修改了外壳冲击强度的要求

IEC 标准对矿灯透光罩、外壳等冲击性能未提出具体要求，本标准根据我国矿灯多

年应用实践保留这部分技术要求，并对冲击强度指标进行了加强。

7）按照 GB/T1.1-2020 的规则重新起草本标准，并制定了 IEC 标准未明确的试验方

法。

五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及依据

无

六 对标准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 6个月实施

七 与实施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建议国家矿山监察局和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根据标准进行产

品发证和煤矿安全监督管理。

八 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不需要对外通报。本标准仅适用于我国的煤矿用矿灯。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代替 GB/T 7957-217《瓦斯环境用矿灯结构、性能和防爆试验通用要求》和



强制性行业标准MT1162.1-2011《矿灯 第 1部分：通用要求》，标准发布后，废止 GB/T
7957-217《瓦斯环境用矿灯结构、性能和防爆试验通用要求》和行业标准MT1162.1-2011
《矿灯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十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有关专利问题。

十一 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标准规定了煤矿用矿灯的使用性能和安全要求，描述了试验方法，规定了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等方面内容。同时给出了便于技术规定的产品分类。

本文件适用于煤矿用矿灯，包括为其它设备供电的煤矿用矿灯。

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属于人身和财产安全方面的标准，涉及爆炸危险环境的防爆安全，根据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标准计划通知，本标准修订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1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