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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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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 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以下简称乘人装置）设计的一般要求、乘人装置的线路布设。

乘人装置的线路勘测设计、乘人装置的设计、乘人装置的设备选型、上下车站点、线路设施、电气设备

及安全保护与防护。

本文件适用于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的设计。

本文件不适用于地面客、货运架索道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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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 3836.2 爆炸性环境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GB 3836.3 爆炸性环境 第3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GB 3836.4 爆炸性环境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GB 12352-2018 客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

GB/T 12738 索道 术语

GB/T 13677-1992 单线固定抱索器各运架空索道设计规范

GB/T 19402-2003 客运地面缆车技术规范

GB/T 34026-2017 客运索道液压张紧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GB 50127-2007 架空索道工程技术规范

AQ 6201-2019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线路 route

乘人组能够顺利通行的路线。

3.2

乘人装置 aerial ropeway

以架空的柔性钢丝绳承载或牵引，用来输送人员的装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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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装置 driving device

提供牵引动力的装置。

3.4

驱动轮 driving sheave

将动力传递给牵引钢丝绳的绳轮。

3.5

驱动轮直径 drive wheel diameter

驱动轮上钢丝绳中心至驱动轮中心距离的两倍。

3.6

制动装置 brake gear

由闸块与制动盘或制动轮组成的，使乘人装置立即停止运行的装置。

3.7

迂回轮 return sheave

钢丝绳通过转角或者端站时能够改变钢丝绳运动方向的绳轮。

3.8

导向轮 deflection sheave

改变钢丝绳运动方向的绳轮。

3.9

托绳轮 support sheave

用于向上支撑牵引钢丝绳的绳轮。

3.10

压绳轮 compression sheave

用于向下压住牵引钢丝绳的绳轮。

3.11

托压绳轮组 supporting rope pulley group

由托绳轮和压绳轮共同组成的绳轮组。

3.12

收绳轮 compress sheave

用于缩小两侧牵引钢丝绳间距的绳轮。

3.13

扩绳轮 expand sheave

用于扩大两侧牵引钢丝绳间距的绳轮。

3.14

乘人组 passenger group

运载人员乘坐的工具，由抱索器和吊具组成。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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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索器 grip

连接吊具与牵引钢丝绳的部件。

3.16

固定抱索器 fixed grip

在牵引钢丝绳上固定位置不能脱开的抱索器。

3.17

可摘挂抱索器 detachable grip

乘员可自行摘、挂的抱索器。

3.18

吊具 carriers

用于承载人员的器具，由吊杆、蹬座（或吊椅、吊厢）等组成。

3.19

蹬座 lifting stool

用于乘座人员的敞开式器具。

3.20

换向蹬座 reversing pedal

可随运行方向改变乘人朝向的蹬座。

3.21

可摘挂蹬座 detachable hanging pedal seat

抱索器固定在牵引钢丝绳或牵引绳上不能脱开，而蹬座可以由乘员自行摘、挂的运载工具。

3.22

吊椅 chair

形状类似座椅的敞开式运载工具。

3.23

吊厢 cabin

乘人装置中使用的封闭式运载工具。

3.24

张紧装置 tensioning device

张紧牵引钢丝绳的装置。

3.25

张紧钢丝绳 tension rope

连接迂回装置与张紧装置所使用的钢丝绳。

3.26

牵引钢丝绳 carrying-hauling 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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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和牵引乘人组运行的钢丝绳。

3.27

折角 cut-in angle

钢丝绳经过导向轮时方向改变的角度。

3.28

脱绳 derailment of rope

钢丝绳离开其正常支撑位置的状态。

4 一般规定

4.1 设计方案选择时，应根据巷道条件、用户需求、经济和技术等情况进行可行性研究。

4.2 线路设计和设备选型时，应遵循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技术先进、维护维修方便等原则。

4.3 乘人装置设计应进行技术经济论证。

4.4 乘人装置工作时，周围空气中的瓦斯、煤尘等不应超过《煤矿安全规程》中规定的浓度，设备应

取得矿用产品安全标志。

4.5 乘人装置的年工作日、日工作小时数，应根据巷道条件、人员流动情况和乘人装置本身的特点确

定。

5 乘人装置线路布设

5.1 一般规定

5.1.1 根据巷道情况宜选择直线路，不可避免时才设置转角，但水平转角不宜小于 90°，最小曲率半

径不宜小于 5m，每条线路的水平转角数量不宜超过 5 个；当无水平方向转角时，乘人装置线路中心线

的水平投影应为直线；当有水平方向转角时，转角两侧的线路中心线的水平投影也应为直线；线路中心

直线度公差应不大于斜长的 0.2‰。

5.1.2 线路垂直转角不应超过 28°，最小曲率半径不宜小于 15m；全线大于 8°的垂直转角不宜超过

10 个，小的起伏点宜拉直。

5.1.3 采用固定抱索器时，线路垂直最大倾角不应超过 28°；采用卡钳式可摘挂抱索器时，线路垂直

最大倾角不应超过 25°；采用摩擦式可摘挂抱索器时，线路垂直最大倾角不应超过 18°。

5.2 线路横梁、支（吊）架布设的要求

5.2.1 线路中间横梁、支（吊）架的间距宜按 6m～8m 布置，各跨距宜均等。

5.2.2 线路起终点及中间段的横梁，应优先选择利用打孔安装；不适合贯穿梁的位置，可选择立柱支

撑、锚杆紧固等方式来支撑横梁。

5.3 线路横梁、支（吊）架的使用要求

5.3.1 线路横梁、支（吊）架上的最大承载力，应考虑横梁、支（吊）架所承受的载荷主要包括：

——支架重力（落地安装时不计）；

——线路设备重力、轨道重力、各种钢丝绳的垂直力和水平力；

——滚轮与支撑轨道的摩擦力；

——乘人装置紧急制动时的惯性力等；

——横梁、支架的结构重要性系数应为 1.1。

5.3.2 横梁、支（吊）架强度和刚度校核应符合下列规定：

——横梁的强度及稳定性计算应符合 GB50017 的有关规定；

——乘人装置工作时安全系数不小于 3；

——对支（吊）架的主要承载构件应进行疲劳校核。

5.3.3 横梁、支架及基础抗倾覆、滑移等的安全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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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基础的抗滑移、抗倾覆与抗扭转的安全系数均不得小于 1.5；

——基础底面压力不得超过最大允许的地基承载力。

5.3.4 横梁、支架在各种工作状态下，不应影响导向装置的安全和钢丝绳的稳定性，也不应使钢丝绳

在支架处产生磨损。

5.4 乘人装置方案选择要求

5.4.1 乘人装置采用蹬座（或单人吊椅）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牵引钢丝绳离地距离不应小于 1.8m；

——双向同时运人时，固定抱索器乘人装置，牵引钢丝绳的中心距不应小于 1m；可摘挂抱索器的

乘人装置，牵引钢丝绳的中心距不应小于 0.8m；

——单向运行时，水平布置牵引钢丝绳的中心距不应小于 0.5m，垂直布置牵引钢丝绳的中心距不

应小于 0.2m；

——牵引钢丝绳与巷道侧帮(包括巷道预埋设备最凸出点)之间的距离应不少于 0.7m。

5.4.2 乘人装置采用吊厢（或双人吊椅）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牵引钢丝绳离地距离不应小于 2.8m；

——双向同时运人时，相向运行的两吊厢（或双人吊椅）之间最小间距不应小于 0.7m，吊厢（或

双人吊椅）最外侧与巷道侧帮(包括巷道预埋设备最凸出点)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0.5m。

5.4.3 各乘人站设上下人平台，乘人平台处钢丝绳距巷道壁距离应满足以下要求：

——采用吊厢（或双人吊椅）时，不小于 1.6m；

——用其它吊具时，不小于 1.0m；

——不允许因巷道设备有风门、管道等设施而缩减。

5.5 乘人装置线路布设的类型及要求

5.5.1 乘人装置在专用巷道内线路布设应根据 5.4 的规定选择合适的方案。

5.5.2 乘人装置与轨道、皮带机、单轨吊车等共巷时线路布设应满足以下规定：

5.5.2.1 与轨道共巷时，线路布设应根据轨道上所运输的物料尺寸来确定，牵引钢丝绳高度及宽度的

设置，应能确保物料顺利通过所有障碍物，且最凸出障碍物的最低点及与物料相对的侧面，与物料的顶

面及两侧面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150mm，牵引钢丝绳高度的测量应以轨道面为基准。

5.5.2.2 与皮带机共巷时，线路应布设在皮带机一侧，根据皮带机一侧的有效安装宽度，参照 5.4 条

的相关规定选择合适的方案；乘人装置中间横梁的布设高度不能影响皮带机上的物料传输，可设置悬臂

梁，利用巷壁及顶棚固定支架，也可利用巷道支护梁固定支架。

5.5.2.3 与单轨吊车共巷且单轨吊车轨道布置在巷道一侧时，线路应布设在单轨吊车一侧，根据单轨

吊车侧的有效安装宽度，按 5.4 的相关规定选择合适的方案；乘人装置中间横梁的布设高度,应比单轨

吊车轨道顶面高于 100mm 以上，或将横梁、支（吊）架直接固定在顶棚上。

6 乘人装置线路勘测

6.1 一般规定

6.1.1 根据用户提供的现场依据及对乘人装置的相关要求，到现场进行勘测核对，确定合理的线路方

案及布局。

6.1.2 驱动装置宜设置在线路斜巷的最高点或井口处。

6.1.3 上下车站点处的坡度不宜大于 10°。

6.1.4 张紧小车滑道宜设置在下平巷，受巷道条件限制时亦可选择设置在上平巷，长度不宜小于 7m。

6.1.5 巷道有效安装宽度及高度应符合 5.4 的规定。

6.2 线路测量精度要求

6.2.1 乘人装置线路长度的测量应符合以下规定：

——线路长度小于 1000m 时，测量精度应为 2‰；

——线路长度大于 1000m 时，测量精度应为 3‰。

6.2.2 乘人装置线路巷道断面测量的测量精度应为 0.01‰。



AQ XXXXX—XXXX

6

6.3 线路勘测的主要内容

6.3.1 线路中心纵断面及横断面的测量方法：

——用测量仪器测定(如红外线射线仪、经纬仪等)确定巷道中线，中线应尽量拉直，在不可避免

的水平转角及垂直转角处加桩标记；

——测定线路中线上各特征点之间的距离和与基准点之间的高差，以及特征点离两端巷邦的距离；

对起伏较大处及预设特征点应加桩测定；

——测定巷道顶棚离底面的高度，应先在底面找出基准线，并在所立的桩上打上标记，测量时均

应以标记线为基准进行。

6.3.2 核实线路的安装空间及坡度是否适合机头、机尾及上下车点的安装。

6.3.3 调查机架、立柱及横梁安装基础处的地质情况。

6.3.4 现场勘测完成后，应绘制线路纵断面图和平面图，并注明机头、机尾所处位置。

7 乘人装置设计

7.1 一般规定

7.1.1 运行速度

运行速度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运行速度规定 单位为米每秒

巷道坡度θ/(°) 28≥θ＞25 25≥θ＞20 20≥θ＞14 θ≤14

固定抱索器 ≤0.8 ≤1.2

可摘挂抱索器 — ≤1.2 ≤1.4 ≤1.7

7.1.2 乘人间距

乘人间距不应小于牵引钢丝绳5s的运行距离，且应满足下列要求：

——采用单人乘坐方式时，不得小于 6m；

——采用双人乘坐方式，且不能同时下人时，不得小于 8m，且不小于托绳轮间距。

7.1.3 乘人间距与横梁、支（吊）架之间的关系

乘人间距与横梁、支（吊）架之间的关系应满足下列要求：

——沿线乘人间距应大于相邻两横梁、支（吊）架之间的最大距离；

——除上、下人站之外的线路中间部分的横梁、支（吊）架间距，宜 8m～10m，当小于 8m 时应增

加压绳轮数量，确保牵引钢丝绳在绳轮上的靠贴力。

7.2 线路计算

7.2.1 最大运量校验

7.2.1.1 最大运量应满足牵引钢丝绳的抗拉安全系数和牵引钢丝绳在驱动轮衬垫上的防滑系数，如不

满足则需要对乘人间距或运行速度进行调整。

最大运量按式(1)计算：

� = 3600 × �/�···················································· (1)

式中：

Q——运量，即每小时运送人员数；

λ——吊具间距，单位为米(m)；

υ——钢丝绳运行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7.2.1.2 牵引钢丝绳运行速度按式(2)计算：

� = � ×（��/60） × ��/�·············································(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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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钢丝绳运行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K——钢丝绳运行时蠕动系数，取K=0.98；

D——驱动轮直径，单位为毫米 (mm)；

Ne——电动机转速，单位为转每分钟（r/min）；

i——减速器速比。

7.2.1.3 牵引钢丝绳的抗拉安全系数校验

牵引钢丝绳的抗拉安全系数不小于6，按公式（3）进行校验：

� = ��/���� ≥ 6·················································· (3)

式中：

m——牵引钢丝绳的抗拉安全系数；

FK——牵引钢丝绳破断拉力总和，单位为千牛（kN）；

Tmax——牵引钢丝绳最大张力点张力，单位为千牛（kN）。

7.2.1.4 牵引钢丝绳在驱动轮衬垫上的防滑系数校验见 7.3.3.4 。

7.2.2 线路托（压）绳轮上的最小荷载（轮压）

7.2.2.1 牵引钢丝绳在托（压）绳轮组上的靠贴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牵引钢丝绳在每个托绳轮上的最小靠贴力（轮压）不应小于50 N，并按式(4)计算：

���� = 50 + [� − (�1 − �2)] ············································(4)

式中：

Pmin—— 最小靠贴力，单位为牛顿(N)；

d ——牵引钢丝绳直径，单位为毫米 (mm)；

D1——托绳轮外轮缘直径，单位为毫米(mm)；

D2 —— 托绳轮新衬垫绳槽底部的直径，单位为毫米(mm)； (D1- D2)/2 的值应大于 d/3 或至少为 8

mm。

7.2.2.2 牵引钢丝绳在下列情况下不应脱离托（压）绳轮：

——牵引钢丝绳的最小拉力减小 20%；

——牵引钢丝绳有效载荷增大 25%。

7.2.3 线路计算的作用力

7.2.3.1 应按下列载荷情况分别进行计算

a) 一侧为满载另一侧为空载时的正常运行载荷；

b) 牵引钢丝绳通过各种导向轮的阻力，应计入牵引钢丝绳的刚性阻力和导向轮轴承的阻力；

c) 计算惯性力时，应计入下列有效载荷质量：

——牵引钢丝绳质量；

——吊具、乘人和所携带物品的总质量；

——导向轮及驱动轮装置旋转部分的变位质量（即换算至轮缘上的质量）。

7.2.3.2 牵引钢丝绳最小张力

a) 最小张力按式(5)计算：

���� ≥ ��0 �·······················································(5)

式中：

tmin—— 牵引钢丝绳的最小张力，单位为牛顿（N）；

C —— 牵引钢丝绳的最小张力与牵引索每米重力的比值，取值范围：600～1000；
q0—— 牵引钢丝绳的每米质量，单位为千克每米 (kg/m)；
g——重力加速度，单位为米每平方秒 (m/s2)。
b) 牵引钢丝绳的最小张力与牵引钢丝绳每米重力的比值 C,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负载大、坡度最大时，C应取较小值，但不宜小于 600；

——当负载小、坡度最小时，C应取较大值，但不宜大于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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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牵引钢丝绳的最小张力，应保证驱动轮上的牵引钢丝绳不打滑，并应保证垂直或水平导向轮

组上的牵引钢丝绳不脱索。

7.2.3.3 动态作用力（惯性力）

a) 当以额定载荷的 1.2 倍重载上行时，启动加速度最小为 0.3m/s
2
时的惯性力；

b) 当重载下行时，减速度为下列值时的惯性力：

——工作制动最小减速度为 0.4 m/s
2
；

——紧急制动最大减速度为 1.5m/s2。

7.2.3.4 摩擦系数及阻力系数

a) 驱动轮轮衬材料的摩擦系数不应小于 0.2。

b) 线路计算时采用的阻力系数应符合表 2 要求。

表 2 阻力系数

零部件 橡胶轮衬

托（压）绳

塑料轮衬

托（压）绳轮

采用滚动轴承的

导向轮

采用滑动轴承的

导向轮
拉紧小车 运行小车

阻力系数 0.02 0.015 0.003 0.01 0.01 0.02

7.3 驱动装置选择和计算

7.3.1 驱动轮上的受力计算

7.3.1.1 应在上行重载、下行空载或下行重载、上行空载时的载荷情况下计入下列值：

——从张紧装置开始的初张力；

——由高差引起的牵引钢丝绳重力和重车重力的分力；

——托（压）绳轮组的阻力；

——上下车站点各有关设备的运行阻力；

——液压或其他拉紧装置拉紧力的增加值，重锤拉紧装置的拉紧力增加值可忽略不计；

——牵引钢丝绳的最大工作拉力不计入乘人装置启、制动时的惯性力。

7.3.1.2 牵引钢丝绳在驱动轮上最小张力的选择，应保证牵引钢丝绳在驱动轮上不打滑，并在垂直或

水平导向轮组上稳定靠贴、不脱绳。

7.3.1.3 对于循环式乘人装置，应求出驱动轮在下列载荷情况下的圆周力：

——重车上行、空车下行；

——空车上行、重车下行；

——重车上行、重车下行；

——空车上行、空车下行。

7.3.1.4 驱动装置驱动轮的抗滑安全系数按式（6）校验，且不应小于 1.25：
�min ( ��� − 1 )
���� − ����

≥ 1.25··················································(6)

式中：

tmin——重车上行、空车下行情况下，正常起、制动时驱动轮出绳侧的最小张力，单位为牛顿（N）；

e —— 自然对数的底数；

μ—— 钢丝绳与驱动轮衬垫的许用摩擦系数；

α—— 钢丝绳在驱动轮上的包角 (rad)；

tmax——重车上行、空车下行情况下，正常起、制动时驱动轮入绳侧的最大张力，单位为牛顿（N）。

7.3.2 驱动轮衬垫摩擦系数计算

驱动装置紧急制动时，驱动轮衬垫的许用摩擦系数，按公式（7）校验：

� ≥ ���� =
1
�
× ln� ����

����
················································(7)

式中：

μ—— 钢丝绳与驱动轮衬垫的许用摩擦系数,取0.25；

μerf——钢丝绳与驱动轮衬垫计算的摩擦系数；



AQ XXXXX—XXXX

9

α——钢丝绳在驱动轮上的包角 (rad)；

T—— 牵引力，单位为牛顿(N)；

Tmax——上行重载、下行空载或下行重载、上行空载情况下，紧急制动时在驱动轮上产生的最大张

力，单位为牛顿（N）；

Tmin——上行重载、下行空载或下行重载、上行空载情况下，紧急制动时在驱动轮上产生的最小张

力，单位为牛顿（N）。

7.3.3 线路沿程阻力计算

7.3.3.1 预选牵引钢丝绳计算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由式(8)计算钢丝绳每米质量 q0。

�
0=���� + sin �+� cos� ��/�

110�� /�−( sin �+�cos� )�

·············································· (8)

式中：

q0——钢丝绳每米质量,单位为千克每米（kg/m）；

Tmin——预计算牵引钢丝绳最小拉力(kg)， Tmin =τ × Q；

λ——吊椅间距，单位为米（m）；

Q——吊具负载总质量（kg）,Q= Q1+Q2+Q3 ，Q1、Q2、Q3 分别为乘人、吊具和所携带物品载荷的质量

（kg）,吊具选用蹬座时，总质量不小于110 kg，其中Q1=75 kg、Q2=15 kg、Q3=20 kg；吊具选用吊椅或

吊厢时，按实际质量计算；

σB——钢丝绳抗拉强度，单位为千克每平方毫米（kg/mm²）；

m—— 牵引钢丝绳安全系数，取6；

L——钢丝绳总长，单位为米（m）；

ω——线路阻力系数 ，取0.02；

τ—— 最小张力系数，不小于10～16；

θ—— 平均坡度（°）,按照式（9）计算：

� = �1�1 + �2�2 + ……+ ����
�1 + �2 +……+ ��

··············································(9)

式中：

l1、l2…….ln——每段线路的长度，单位为米（m）；

θ1、θ2……θn——每段线路的倾角，单位为度（°）。

b) 根据计算所得牵引钢丝绳每米质量 q0 ,查相关钢丝绳说明书中的产品说明表，选取牵引钢丝

绳直径。

7.3.3.2 牵引力计算可只考虑下列工况的阻力，其余工况可忽略。

a) 采用逐点计算法，从张紧轮开始至驱动轮止，分别计算各特征点张力，按以下两种情况计算：

——当下行侧无人乘座而上行侧满员时（动力运行状态），线路由高度差引起的运行阻力；

——当下行侧满员乘坐而上行侧无人乘坐时（制动运行状态），线路由高度差引起的运行阻力。

b) 牵引钢丝绳通过线路各转角导向装置的阻力；

c) 以上计算时应计入导向轮轴承阻力及牵引钢丝绳的刚性阻力。

7.3.3.3 沿程阻力计算

选择迂回轮至驱动轮沿线各特征点及两轮进出绳切点的受力分析计算，如图1所示：

图中：

F1、F3—— 驱动轮、迂回轮入绳侧牵引钢丝绳的张力；

F2、F4—— 驱动轮、迂回轮出绳侧牵引钢丝绳的张力；

FZ1 ……FZj——重车侧牵引钢丝绳各特征点运行阻力；

Fk1 ……Fkj——空车侧牵引钢丝绳各特征点运行阻力；

θ1……θj——各特征点线路倾角；

L1……Lj——各特征点巷道斜长；

FZ——牵引钢丝绳张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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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线路受力分析示意图

a) 空载下行、重载上行（动力运行状态）

1) 线路由高度差引起的运行阻力计算见公式(10)和公式(11)：

上行侧 （重车侧）

��� = �0 +
�
�
� �=1

� ( sin �� ±ωcos �� )� ��·································(10)

下行侧 （空车侧）

��� = �0 +
�2
�

� �=1
� ( sin �� ∓ωcos �� )� ��···························· (11)

式中：

FZj ——上行侧牵引钢丝绳各特征点运行阻力之和，单位为牛顿（N）；

Fkj——下行侧牵引钢丝绳各特征点运行阻力之和，单位为牛顿（N）；

λ——吊具间距，单位为米（m）；

Q2——吊具的质量（kg）；

ω——阻力系数，取 0.02；

θj——各特征点线路倾角，单位为度（°）；

Lj——各特征点巷道斜长，单位为米（m）；

g —— 重力加速度，单位为米每平方秒（m/s2），取 9.81 m/s2；

±—— 表示吊具运行方向：逆坡，平坡运行时取正“＋”（称动力运行），顺坡运行时取负“－”

（称制动运行）；

j = 1、2、3……n。

2) 线路牵引钢丝绳与转角导向装置之间的运行阻力计算见公式(12)和公式(13)：

按在垂直转角处与水平转角处，牵引钢丝绳在导向轮上的折角不宜大于 3°，导向轮径向

载荷不大于 5kN 的原则计算滚动阻力。

��4−1 = �������3°［（�ℎ + ��）/ 3］···································· (12)

��2−3 = �������3°［（�ℎ + ��）/ 3］···································· (13)

式中：

fZ4-1——上行侧牵引钢丝绳在运动中与转角导向装置之间的滚动阻力总和，单位为牛顿（N）；

fZ2-3——下行侧牵引钢丝绳在运动中与转角导向装置之间的滚动阻力总和，单位为牛顿（N）；

ω —— 导向轮阻力系数，取 0.02；

θh——上行侧或下行侧所有水平转角角度之和；

θv——上行侧或下行侧所有垂直转角角度之和。

3) 动力运行状态下驱动轮、迂回轮进出绳切点张力：

�1 = �4 + ��� + ��4 − 1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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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 ��� − ��2 − 3 ············································ (15)

�3 = ���� ······················································ (16)

�4 = 1.01�3 ·····················································(17)

式中：

F1—— 驱动轮入绳侧牵引钢丝绳的张力，单位为牛顿（N）；

F2—— 驱动轮出绳侧牵引钢丝绳的张力，单位为牛顿（N）；

F3—— 迂回轮进绳侧牵引钢丝绳张力 ，单位为牛顿（N）；

F4—— 迂回轮出绳侧牵引钢丝绳张力，单位为牛顿 （N）。

4) 牵引力

� = �1 – �2 ···················································· (18)

式中：

F —— 牵引力，单位为牛顿（N）。

b) 当重载下行、空载上行时（制动运行状态）

1) 线路由高度差引起的运行阻力：

上行侧 （轻车侧）

��� ' = �0 +
�2
�

� �=1
� ( sin �� ±ωcos �� )� ��································ (19)

下行侧（重车侧）

��� ' = �0 +
�
�
� �=1

� ( sin �� ∓ωcos �� )� ��·································(20)

式中：

Fkj′—— 上行侧牵引钢丝绳各特征点运行阻力之和，单位为牛顿（N）；

FZj ′——下行侧牵引钢丝绳各特征点运行阻力之和，单位为牛顿（N）；

ω ——滚轮阻力系数，取 0.012。

2) 线路转角导向装置的阻力

��4−1' = ���� '���3°［（�ℎ + ��）/ 3］··································· (21)

��2−3' = ����'���3°［（�ℎ + ��）/ 3］ ··································· (22)

式中：

fZ4-1′——上行侧牵引钢丝绳在运动中与转角导向装置之间的滚动阻力总和，单位为牛顿（N）；

fZ2-3′——下行侧牵引钢丝绳在运动中与转角导向装置之间的滚动阻力总和，单位为牛顿（N）；

ω —— 滚轮阻力系数，取 0.012。

3) 制动运行状态下头、尾轮进出绳切点张力：

�1' = �4' + ���' + ��4−1' ············································(23)

�2' = �3' − ���' − ��2−3'············································ (24)

�3' = ���� ····················································· (25)

�4' = 1.01�3' ·················································· (26)
式中：

F1′—— 驱动轮入绳侧运载索的张力，单位为牛顿（N）；

F2′—— 驱动轮出绳侧运载索的张力，单位为牛顿（N）；

F3′—— 迂回轮进绳侧运载索张力，单位为牛顿（N）；

F4′—— 迂回轮出绳侧运载索张力，单位为牛顿（N）。

7.3.3.4 验证在最不利载荷情况下钢丝绳与驱动轮衬之间的防滑系数 eμα,按下式校验：

动力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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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0 ···················································· (27)

�1/�2 ≤ ��� ····················································(28)

制动运行：

�1' − �2' < 0 ··················································· (29)

�2'/ �1' ≤ ��� ·················································· (30)

式中：

F1、F1′—— 驱动轮入绳侧牵引钢丝绳的张力，单位为牛顿（N）；

F2、F2′—— 驱动轮出绳侧牵引钢丝绳的张力，单位为牛顿（N）；

e ——自然对数的底数；

α—— 钢丝绳在驱动轮上的包角 (rad)；

μ—— 驱动轮绳槽与钢丝绳之间的摩擦系数，取0.25；

eμα—— 防滑系数，按以下规定取值：

——线路使用单绳槽驱动轮驱动时，牵引钢丝绳在驱动轮衬垫上的抗滑安全系数不大于 2.19;

——线路使用双绳槽驱动轮驱动时，牵引钢丝绳在驱动轮衬垫上的抗滑安全系数不大于 4.8。

7.3.3.5 驱动轮衬垫上的比压应按公式（31）校核：
�1+�2
��

≤ [�]······················································ (31)

式中：

F1—— 驱动轮（迂回轮）入侧的牵引钢丝绳张力 ，单位为牛顿(N)；

F2—— 驱动轮（迂回轮）出侧的牵引钢丝绳张力，单位为牛顿 (N)；

D —— 驱动轮（迂回轮）直径 ，单位为毫米(mm)；

d ——牵引钢丝绳直径，单位为毫米 (mm)；

[P] —— 驱动轮衬垫的允许比压，单位为兆帕 (MPa)，取2 MPa。

7.3.4 液压驱动系统的设计计算

7.3.4.1 液压驱动总成的当量排量，按式（32）进行计算：

�� = 2�·��/（ △ �·�1）············································· (32)

式中：

Vd ——液压驱动总成的当量排量，单位为毫升每转（ml/r）；

Tf——最大负载扭矩，单位为牛顿.米(Nm)；

△P——液压马达的进出口压力差（MPa）；

η1——液压驱动总成的机械效率，齿轮及柱塞马达取0.9～0.95。

7.3.4.2 液压马达、液压泵及电机的选择

a) 液压马达的选择

1) 按公式（33）计算液压马达的排量：

��1 = ��/�······················································ (33)

式中：

Vg1——液压马达的排量，单位为毫升每转（ml/r）；

i——减速器速比。

2) 按公式（34）计算液压马达的最大转速：

����� = ����·�··················································· (34)

式中：

ngmax——液压马达的最大转速，单位为转每分（r/min）

nmax——减速器最大输出转速，单位为转每分(r/min)。

3) 按公式（35）计算液压马达的最大工作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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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1000············································· (35)

式中：

qmax——马达的最大工作流量，单位为升每分（L/min）。

4) 按公式（36）计算液压驱动总成的输出扭矩：

���� = ��1·��·�1/(20�) ············································ (36)

式中：

Tmax ——驱动总成的输出扭矩，单位为牛顿.米(Nm)

若采用高压双向变量柱塞泵时，ΔP值取25MPa。

b) 液压泵的选择

1) 按公式（37）计算液压泵的最大工作流量：

���� = ��·� ���
···················································(37)

式中：

Qmax——液压泵的最大工作流量，单位为升每分（L/min）

KL——考虑系统泄漏和容积效率下降的系数，一般为1.1～1.2。

2) 液压泵最大工作压力应小于液压泵的最高耐压值，按公式（38）进行计算：

���� = �( △ � +△ �')···············································(38)

式中：

Pmax——液压泵最大工作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k——系统压力备用系数，取1.25；

△P'——油泵的回油压力损失, 闭式回路 △P’ =2.5MPa。

3) 按公式（39）计算液压油泵的最大排量：

��2 = ����/�···················································· (39)

式中：

Vg2——油泵的最大排量（mL/r）

S——电机转速(r/min)。

c) 电机的选择

按公式（40）计算电机的功率：

�� = △ ����/60�2·················································(40)

式中：

PD——电机功率，单位为千瓦（kW）；

△Pn——油泵实际工作的最高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qp ——液压泵额定流量，单位为升每分(L/min)；

η2 ——液压泵总效率，柱塞泵取0.85。

8 乘人装置设备选型

8.1 钢丝绳

8.1.1 钢丝绳的选择

8.1.1.1 应选择柔性好、方便插接的多股线接触右同向捻纤维芯钢丝绳。

8.1.1.2 在有腐蚀和潮湿的环境中，宜选用镀锌钢丝绳或其他防腐蚀钢丝绳。

8.1.1.3 抗拉安全系数应符合 7.2.1.3 的规定。

8.1.1.4 张紧钢丝绳采用柔性好和耐挤压的股捻钢丝绳，不宜采用多层钢丝绳。

8.1.2 钢丝绳的报废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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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煤矿安全规程》的相关要求执行。

8.2 驱动装置

8.2.1 驱动装置应满足的条件

8.2.1.1 驱动装置机架在承受 3倍最大拉力的情况下不应发生位移，机架顶部允许的纵向偏移量为其

高度的 0.002 倍。

8.2.1.2 驱动装置架空式安装时，钢梁插入巷道两侧的长度应不小于横梁高度的 2～3 倍，最小不少于

600 mm。

8.2.1.3 驱动装置落地式安装时，应采用钢筋混凝土基础；机架应优先采用钢结构，特殊条件下也可

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并应有足够强度。

8.2.1.4 驱动装置顶部应有设起吊架的空间，起吊高度不小于 1.8m；驱动装置架空式安装时应设爬梯。

8.2.2 驱动装置结构型式选择

8.2.2.1 驱动装置宜采用单槽驱动轮结构型式，当线路负载大，单槽驱动轮防滑系数不满足要求时，

则应采用双槽驱动轮的结构型式。

8.2.2.2 根据安装现场的巷道和巷道的使用要求，驱动装置可采用架空安装或落地安装。

8.2.2.3 当巷道宽度有限，无法满足循环乘人装置安装要求时，可选用驱动轮立式安装的结构型式。

8.2.3 减速器

8.2.3.1 减速器应满足的要求：

——如果减速器壳体及其固定装置需承受钢丝绳拉力时，则应进行相应的强度核算，安全系数不

少于 3.5。

——低温运行或驱动装置安装在斜巷时应保证减速器的润滑。

——减速器的计算应符合启动和制动时可能出现的最大圆周力，此外还应考虑双向启动和制动的

安全性。

8.2.3.2 减速器的选择

最大负载扭矩按式（41）计算：

�� = （�1－�2） × �1/2 ············································ (41)

式中：

Mf——最大负载扭矩，单位是牛顿.米（N.m）。

选用减速器时，减速器的额定输出扭矩不小于最大负载力力矩的1.5倍，且减速器的额定机械功率

不小于电动机功率的1.2倍。

8.2.4 驱动轮和迂回轮

驱动轮和迂回轮结构的安全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屈服极限安全系数不小于 3.5；

——轮衬衬垫的弹性模数应≤10kN/mm；

——衬垫的比压应按式（31）校核。

8.3 制动装置

8.3.1 一般规定

8.3.1.1 应有失效安全型的工作制动和安全制动，分别作用于高速端和驱动轮处。

8.3.1.2 制动装置的制动力应为额定牵引力的 1.5～2 倍。

8.3.1.3 巷道倾角大于 14°或设计速度大于 1.4m/s 时，宜装设钢丝绳制动装置。

8.3.2 制动减速度

8.3.2.1 当正常制动时，工作制动器的减速度不应小于 0.15m/s2, 紧急制动时最大减速度不应大于

1.5m/s
2
。

8.3.2.2 当空车上行，重车下行时，制动装置的制动减速度不应小于 0.3m/s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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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3 当空车下行，重车上行时，制动装置的制动减速度不得超过 1.5m/s
2
。

8.3.2.4 当重车上行，空车下行时，工作制动器的平均减速度，不应大于 1.5m/s
2
。

8.3.2.5 减速度按公式（42）进行计算：

� = � ÷（� − �1 ）··············································· (42)

式中：

a —— 制动减速度，单位为米每平方秒（m/s
2
）；

v—— 车辆运行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t ——制动时间，单位为秒（s）；

t1 —— 制动闸空动时间，单位为秒（s）。

8.3.3 制动器选型

8.3.3.1 工作制动器

a) 根据电机功率按照公式（43）计算工作制动器的制动力矩：

�� = 9550 × ���·················································(43)

式中：

Mj——制动扭力（N.m）；

Nd ——驱动功率（kw）；

n——工作转速（r/min）；

b) 选择工作制动器时，安全系数应取 2倍, 即：设计选用工作制动器的制动力矩 M=2Mj。

8.3.3.2 安全制动器

根据线路最大负载牵引力，按照公式（44）（45）计算安全制动器的制动力：

� = �1－�2····················································· (44)

�� = � � �1/�2···················································(45)

式中：

F——最大负载牵引力，单位为牛顿（N） ；

FZ—— 制动器的制动力，单位为牛顿（N）；

R1——驱动轮绳槽处缠绕的钢丝绳中心到驱动轮中心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R2——制动器闸块中心到驱动轮中心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K——安全系数，取 2。

8.3.3.3 钢丝绳制动器的选型计算同安全制动器。

8.4 导向装置

8.4.1 托（压）绳轮组

8.4.1.1 托（压）绳轮组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中间直线段的托（压）绳轮的间距宜取 8米；

——直线段压绳轮的设置应满足钢丝绳在托绳轮上的靠贴力要求；

——在转角换向装置前后应布置一组托压绳轮组。

8.4.1.2 托（压）绳轮的衬垫的比压按公式(46)校核：

[�] ≥ �/�� ····················································· (46)
式中：

[P]—— 软质耐磨衬垫的比压，取值 0.25 MPa～0.5MPa，根据衬垫材料的性能确定；

P ——托（压）绳轮的允许径向载荷，单位为牛顿(N)；
D —— 托（压）绳轮衬绳槽底部的直径，单位为毫米 (mm)；
d —— 牵引钢丝绳直径，单位为毫米(mm)。

8.4.1.3 垂直导向轮组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垂直导向轮组的间距宜 1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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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轮组的数量按公式（47）计算：

� = �1/�2······················································(47)

式中：

n——导向轮的数量；

β1——转角的大小；

β2——钢丝绳在导向轮上的折角。

8.4.2 水平换向装置

8.4.2.1 导向轮组应布置均匀，钢丝绳在每个导向轮上的折角应不大于 3°。

8.4.2.2 导向轮组应在转弯切点处开始布置。

8.5 乘人组

8.5.1 抱索器

8.5.1.1 应依据巷道的最大倾角选择抱索器，应符合本标准 5.1.4 的要求。

8.5.1.2 应依据乘人装置的设计速度选择抱索器，应符合本标准 7.1.1 表 1 的要求。

8.5.2 吊具

8.5.2.1 吊具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应符合本标准 5.4 的要求。

8.5.2.2 吊具最低点离地距离应不小于 0.2m，在上下人站处不大于 0.5m，蹬坐的坐凳面到托绳轮最低

位置距离应不小于 1m。

8.5.2.3 吊具设计为吊厢时，其内净高度不小于 1.5m，人均座位宽度应不小于 0.5m。

8.6 张紧装置

8.6.1 张紧装置的设置

宜设置在斜巷的末端迂回装置处，在巷道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亦可设置在斜巷的起始端或驱动装

置处。

8.6.2 张紧力

张紧力按公式（48）计算：

�� = �3 + �4·····················································(48)

式中：

FZ——张紧力，单位牛顿（N）；

F3——迂回轮进绳侧钢丝绳张力，单位牛顿（N）；

F4——迂回轮出绳侧钢丝绳张力，单位牛顿（N）。

8.6.3 张紧行程

8.6.3.1 张紧行程按公式（49）计算：

�1 = 0.01 �····················································· (49)

式中：

L1——张紧行程，单位米（m）；

L——运输距离，单位米（m）。

8.6.3.2 张紧行程除满足公式（49）外,还应考虑以下因素：

a) 钢丝绳编接接头损坏而需截去接头长度后再次编接时移位的需要，张紧行程不宜小于 7 m。

b) 应不小于下列各项的代数和：

——温差引起的长度变化；

——牵引钢丝绳的结构性伸长(永久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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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运行负荷情况下钢丝绳的弹性伸长，对于牵引钢丝绳的弾性模数可取 80 kN/mm
2
(新钢丝

绳)和 120 kN/mm
2
(旧钢丝绳)进行计算。

8.7 辅助装置

8.7.1 静态上下车装置

8.7.1.1 设计速度超过 1.4m/s 时，应在机头、机尾上下人处设置静态上下车装置。

8.7.1.2 若沿线有上下车的中间站点，应设置能减速运行、有助人员上下的辅助上下车装置。

8.7.2 乘人组存储装置

8.7.2.1 存储装置应设置在平巷，且不宜超过 50m。

8.7.2.2 如乘人组较多或有中间站点时，在保证有不影响乘人装置运行的有效空间距离的情况下，可

在上下车站点附近另设吊具存放架。

9 上下车站点

9.1 各乘人站设上下人平台,乘人平台处钢丝绳距巷道壁不小于１m。

9.2 上下车站点平台的长度不应小于 6m，且应大于两吊具间距，平台宽度不得小于 0.8m。

9.3 双人吊箱或双人吊椅乘人装置，当两人不能同时上下车时，其上下车站长度不得小于运载工具每

秒钟运行距离的 7 倍。

9.4 吊厢式乘人装置，上下车站应设防止吊厢横向摆动并与吊厢底部或旁侧导向装置相适应的导轨。

9.5 在双人吊椅乘人装置的上、下车段内，站台与吊椅椅面之间的高度宜为 0.5m。

9.6 上下车站应成水平状、无障碍物、地面应防滑，纵向坡度不应大于 10°的倾角，且牵引钢丝绳应

与上下车站点坡度相适应。

9.7 上下车站点应该有足够的照明系统,在禁止人员通行的地点和路口应设立警示标志。

9.8 上下车站点的设置应便于人流的集散,避免人流和车流的交叉及相互干扰。

10 线路设施

10.1 沿线应设置有音响的运行警示装置以及照明。

10.2 在到达上下车站点前，应有明确的提醒标志及声光提醒信号。

10.3 架空式驱动装置及张紧绞车的基础，岩巷宜采用梁式基础，框架埋入巷道两侧的钢梁的长度应不

少于 0.6m，半岩半煤巷应不少于 0.7m。

10.4 托压索轮（组）横梁、支架应在巷道支护时固定好，横梁埋入巷道两侧的钢梁长度，岩巷应不少

于 0.3m，半岩半煤巷应不少于 0.4m。

10.5 落地式及井口布置的驱动装置宜采用钢筋混凝土基础。

10.6 除站点之外的线路中间部分的托、压索轮（组）的横梁、支架间距不宜超过 10 m，且不得大于

相邻两吊具的间距。

10.7 采用活动抱索器的乘人装置，当牵引钢丝绳俯角出站时,站前第一跨的牵引钢丝绳宜导平，且站

前第一跨的跨距不应小于最大制动距离的 1.2 倍。

10.8 乘人装置线路应不干扰任何其他运输系统，与带式输送机同巷布置时，带式输送机侧必须采取可

靠的安全隔离措施。

10.9 驱动装置的布置

10.9.1 布置在巷道内的驱动装置，应根据驱动装置的结构形式、机架安装方式、起吊高度及巷道的地

质条件等因素确定站房宽度、高度。

10.9.2 安装在井口的驱动装置，宜采用地面支撑方式进行布置。

10.10 牵引力、制动力检测支架

10.10.1 乘人装置驱动装置的横梁设置应便于牵引力及制动力的检测。

10.10.2 横梁或支架的破断强度安全系数在承受最大载荷时应不小于 3，其基础的抗滑移、抗倾覆与

抗扭转的安全系数不得小于 1.5。

10.11 横梁、支架结构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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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 乘人装置横梁宜选用工字钢，横梁的安装方式除打入巷邦外亦可采用立柱或支撑架固定。

10.11.2 支架应采用钢材或钢筋混凝土材料制成。

10.11.3 支架所用的开口型钢材其壁厚不应小于 5mm，管材及闭口型钢材壁厚不应小于 2.5mm。

10.11.4 支架采用螺栓连接时，主要受力连接螺栓的强度等级不得低于 9.8 级，法兰连接应紧密。

10.12 起吊架

架空驱动装置顶部应设置满足安装和维修要求的起吊架，起吊架设计时应考虑：

——所起吊设备的重力；

——最大钢丝绳力；

——小型起重装置的布置；

——钢丝绳抬起时所产生的偏斜拉力。

10.13 检修平台及扶梯

架空式驱动装置机架上应设置检修平台、栏杆及扶梯，检修平台、栏杆及扶梯结构设计时应考虑：

——平台在不利的位置单个载荷为 2kN；

——均布载荷按 2.0kN/m
2
；

——平台应防滑和防止坠落；

——平台周边栏杆高度不应小于 1.2m，并能承受 0.5kN/m 的横向载荷；

——扶梯踏面应防滑，能承受 2kN 载荷；

——机架的扭转和震动不影响人员的安全。

11 电气设备

11.1 供电电源

11.1.1 地面设备交流电源

——额定电压：AC380V/220V,允许偏差±10%；

——谐波：≤5%；

——频率：50Hz,允许偏差±5%。

11.1.2 井下设备交流电源

——额定电压：AC127V/380V/660V/1140V，允许偏差：-25%～+10%；

——谐波：10%；

——频率：50Hz，允许偏差±5%。

11.1.3 应优先采用独立的双回路电源供电，当其中一路电源故障时，可以及时切换至另一路电源。

11.1.4 乘人装置上的各种电气设备应采用同一路电源供电，不同电压等级的电源应引自同一个变、配

电设备。

11.1.5 采用变频调速装置控制的乘人装置，变频调速装置与电气控制设备宜单独采用配电设备供电，

配电设备应具备相应的保护功能，并应制定对变频器故障的防护措施。

11.1.6 电气设备线缆敷设与设备接地应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的相关规定要求。

11.2 控制要求

11.2.1 驱动装置应设置在操控室可视范围内。

11.2.2 就地操控时，乘人装置现场应配置专职人员；当实现远程监控功能时，乘人装置现场应配置巡

检人员。

11.2.3 对于单向往复式乘人装置，改变运行方向的指令应在乘人装置完全停车后才能执行。

11.2.4 全巷道沿线应当设置延时启动声光预警和安全保护动作时声光报警信号。

11.2.5 各上下人站点及巷道沿线应当设置信号通信装置，包括开车信号、报警信号，信号通信装置的

相邻位置 50 米～100 米为宜。

11.2.6 乘人装置下车点及转弯处应设置有安全语音提示信号和警示标志。

12 智能化远程控制

12.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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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井下防爆电气控制设备应具有远程控制通讯接口，应能与地面主机实现网络通信功能。

12.1.2 地面主机应具有双机切换功能，从工作主机故障到备份主机自动投入工作时间应不大于 60s。

12.1.3 应设置视频监视系统。

12.1.4 应设置实现井上、井下联络通讯的系统。

12.1.5 应能有机融合井下有线或无线传输网络。

12.1.6 宜与应急广播、视频监视等系统有机融合。

12.2 功能要求

12.2.1 应有压力、温度等模拟量和乘人装置启停、制动器制动与松开、运行方式、安全保护等开关量

采集、显示及报警功能。

12.2.2 应能显示乘人装置运行状态、运行数据及安全保护信息。

12.2.3 实现 APP 远程监控时,只允许远程查看监控信息,不允许实现远程启停功能。

12.2.4 应具有以地点和名称为索引的存储和查询功能。

13 安全保护与防护

13.1 安全保护

13.1.1 乘人装置应有以下安全保护

a) 过速保护

当运行速度超过设计速度 115%时，应能报警并停车。

b) 打滑保护

当牵引钢丝绳在驱动轮的绳槽内滑动，且钢丝绳运行速度与驱动轮线速度相差大于 15%，应能

报警并停车。

c) 沿线急停保护

沿线间隔 50m 应设置急停装置，保证乘人在任意点能实现紧急停车。

d) 防脱绳保护

当牵引钢丝绳从驱动轮、迂回轮及托绳轮上脱落，应能报警并停车。

e) 变坡点掉绳保护

在上、下变坡点位置，应有承接机构防止牵引钢丝绳从绳轮上脱落后继续坠落或上拉，且能

报警并停车。

f) 张紧力下降保护

当牵引钢丝绳的张紧力下降时，应能报警并停车。

g) 越位保护

当检测乘人越过下人站点未下车时，应能报警并停车。

h) 乘人间距保护

当人员乘坐间距小于设计值时，应能报警并停车。

i) 断轴保护

应有防止驱动轮或迂回轮因轴断裂而坠落的保护措施，且在断轴发生时，应能报警并停车。

j) 油温超温保护

当减速器、液压站油温超过 75℃时，应能报警并停车。

k) 油压过压保护

当液压驱动系统油压超过设计值时，应能报警并停车。

l) 制动器失效保护

当乘人装置在启动或运行中出现制动器闸瓦抱闸时，应能报警并停车。

m) 防错向保护

单向运行的乘人装置，当人员错向乘坐时，应能报警并停车。

13.1.2 乘人装置的安全保护发生时，应与电气控制系统闭锁，不应采用自复位方式。

13.2 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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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巷道倾角超过 14°的，应有防止人员或携带物滚落的措施；在上行侧应有防倒溜的措施，下

行侧应有飞车时能阻挡抱索器的措施。

13.2.2 巷道倾角超过 20°的，应设置巷帮扶手、底板阻挡等措施。

13.2.3 乘人装置线路与带式输送机同巷布置时，应采取可靠的隔离措施；乘人装置与轨道提升系统同

巷布置时,应设置电气闭锁,两种设备不得同时运行。

13.2.4 驱动轮、迂回轮的钢丝绳入口处应设有防止异物卷入的防护措施。

13.2.5 制动闸瓦及制动面应有防油、防水的防护措施。

13.2.6 乘人装置应设有消除牵引钢丝绳摩擦静电的措施。

13.2.7 使用固定抱索器时，应设有防止吊具偏摆翻转的防过摆措施。

13.2.8 在转角装置处，应设有吊具的导向和防偏摆装置。

14 设计文件

14.1 工程设计文件

14.1.1 设计依据

14.1.1.1 用户提供的设计委托书。

14.1.1.2 使用井巷的基本参数及地质、环境条件。

14.1.1.3 井巷设施情况。

14.1.1.4 乘人装置的使用范围、使用要求和使用条件。

14.1.1.5 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

14.1.2 设计技术文件

14.1.2.1 设计说明书

应对主要技术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和分析，论证其技术的适用性、可靠性和经济的合理性。

14.1.2.2 设备清册

应对设计方案所采用的机电设备和器材进行选型，并汇总成册。

14.1.2.3 概算书

应对设计方案所采用的设备和器材、建安工程及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等进行编制概算、并汇总成概算

书。

14.1.2.4 工程施工图

a) 乘人装置工程施工图设计主要技术原则应符合批准的乘人装置工程初步设计。当需调整重大

技术方案时，应经原批准部门同意或修改初步设计文件并重新报批；

b) 乘人装置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内容包括图纸目录、设计图纸等，设计图纸应包括设计与说明，

同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施工和安装的要求；

——编制施工图预算要求；

——材料、设备订货和非标准设备的制作要求。

14.1.3 图纸的绘制应符合 GB/T50593 的有关规定。

14.1.4 乘人装置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按单位工程分专业编制。

14.2 产品设计文件

14.2.1 设计依据

14.2.1.1 用户提供的技术规格书。

14.2.1.2 巷道的实测图。

14.2.1.3 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

14.2.2 设计技术文件

14.2.2.1 技术方案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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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人装置的布置图、部件装配图和设备基础图；

——采用液压驱动时的液压驱动原理图；

——电气控制系统图、电气接线图。

14.2.2.2 设计计算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乘人装置传动功率计算。

——乘人装置结构强度计算。

——乘人装置重要零部件选型计算。

14.2.2.3 使用说明书应包括下列的内容:

——性能综合描述；

——名称、规格和主要技术参数；

——适用的工作条件和环境；

——结构示意图；

——系统原理或结构说明(机械传动系统、液压系统、电气控制系统、润滑系统)；

——安装和调试方法；

——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安全警告事项；

——日常维护与保养方法；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常用配件一览表。

14.2.2.4 交货和验收的技术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交货清单应包括乘人装置零、部件及备件的型号、数量；

——根据设计文件中的质量标准要求编制《架空乘人装置竣工验收书》；

——竣工资料应包括乘人装置零部件合格证、安标资质证件、使用说明书及乘人装置布置图、基

础图、电气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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