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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概况

2020 年 1 月 5 日国家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国家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

发 2020 年应急管理行业标准立项计划的通知》（以下简称“立项计划通知”）

(应急厅函[2020]3 号)，批准下达了《煤矿架空乘人装置 设计规范》由湘潭

市恒欣实业有限公司、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上海煤科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

院（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起草制定，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煤矿安

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国家煤矿安监局技装司主管。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近年来，煤矿架空乘人装置作为一种先进的、运送能力强、运输距离远、

安装灵活、噪声小、成本相对较低的井下辅助运输设备，已逐渐发展成煤矿

主要的运人装备，其对降低煤矿工人劳动强度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架

空乘人装置作为成熟的辅助运输设备在煤矿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据 2018

年统计，全国煤矿现有架空乘人装置数量约为 4600 余台，按平均每台 1000

米计算，总里程达到了 4600 公里，每天乘坐架空乘人装置上下井的矿工可达

200 万人次以上，折算成地面日常交通工具，相当于 1000 多列高铁。由于煤

矿架空乘人装置是输送矿工上下井的交通工具，直接关系到矿工的人身安全，

因此，煤矿架空乘人装置的安全性、可靠性是关键。

现有的煤矿架空乘人装置的相关标准中,MT/T873-2000《固定抱索器架空

乘人装置技术条件》、AQ1038-2007《煤矿用架空乘人装置安全检验规范》、

MT/T1117-2011《煤矿用架空乘人装置》、GB21008-2007《地下矿用架空索道 安

全要求》、《煤矿安全规程》（2016 版）等标准主要侧重于煤矿井下架空乘人

装置安全性能和使用方面的要求，没有完整的架空乘人装置的整体选型设计

要求。

同时，现有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的设计标准 GB50533-2009《煤矿井下

辅助运输设计规范》、GB/T25652-2010《地下矿用架空索道设计规范》中对于

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的设计要求存在诸多问题，如安全保护、技术指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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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安全规程》（2016 版）不符，牵引力计算方面未考虑煤矿井下工况的

复杂性，对重要零部件强度无设计规定，对创新发展的新技术、新产品也无

设计要求，制约了煤矿架空乘人装置的安全生产与发展要求。

由于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设计标准滞后，造成生产厂家自行设计时差

异性较大、用户委托煤炭设计院设计时技术要求不统一等问题，给井下架空

乘人装置的运行带来安全隐患，也给行业对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的规范监

管带来被动。

综上所述，为进一步规范煤矿架空乘人装置的生产设计要求，并为架空

乘人装置的设计提供依据，制订《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 设计规范》是非常

必要的。

三、工作过程

2020 年 5 月，收到立项计划项目通知后，按照 2020 年应急管理行业标准

立项计划，项目启动，确立编写工作总体目标、

2020 年 6 月，成立以湘潭市恒欣实业有限公司为负责起草单位，以安标

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上海煤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长沙矿

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等为参

加起草单位的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编写工作总目标，构建组织机构，确定

参编单位及其人员，开展前期研究工作。

2020 年 8月 8日在湘潭市恒欣实业有限公司进行标准编写启动会和工作

组第一次会议,研究确定了编制原则、编写大纲、工作分工、编写计划等。

2020年9月～10月, 起草工作组收集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技术规范技

术资料，同时参考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形成《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技术规

范》工作组讨论稿(第 1 稿)（标准基本框架）。

2020 年 10 月～11 月，起草工作组在湘潭市恒欣实业有限公司、河南平

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二矿）进行技术调研，并将工作组讨论稿(第 1

稿)在组内征求意见。

2020 年 12 月 19 日～20 日，起草工作组在湘潭市恒欣实业有限公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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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工作组第二次会议,研究确定了标准修改要求及主要修改内容等。

2021 年 1 月～4 月, 起草工作组在湘潭市恒欣实业有限公司、华能煤业

有限公司（砚北矿）进行标准相关数据的试验验证，按照工作组第二次会议

要求修改和完善标准内容,形成工作组讨论稿(第 2 稿)，并将工作组讨论稿

(第 2稿)在起草工作组组内征求意见。

2021 年 5 月 6 日，起草工作组在湘潭市恒欣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工作组第

三次会议, 研究确定了标准基本要求、主要设计参数等内容。

2021 年 5 月根据工作组第三次会议要求对标准再次修改，标准内容在起

草工作组内基本达成一致，形成征求意见稿（第 1稿）。

四、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1、制定的原则

（1）遵循国家标准原则

本标准的结构和编写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则编写。

（2）标准兼容原则

本标准作为行业性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尽量和已有的行业或国家相关

标准兼容，例如 GB 50127-2007 架空索道工程技术规范等。

（3）可扩展性原则

煤矿架空乘人装置设计规范的事项是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对于能够达成

一致的事项与内容首先纳入本标准，对于仍存在不确定性或很难达成共识的，

选择恰当的时机在后续标准的修订中逐步纳入。

2、制定原则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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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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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127-2007 架空索道工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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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 6201-2019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五、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煤矿安全规程》等相关国家

法律法规，并经查询，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无交叉和重复的现象。

六、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主要条款包括 14个部分：

第 3章术语和定义，为了便于对标准条文的理解，对本标准中涉及的技术

名词予以定义，例如对“可摘挂蹬座”、“换向蹬座”、“张紧装置”等进行定

义。对在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标准中已经定义的若适合本标准，本

标准不再定义。对于有关标准和规范中没有标准定义而在本标准中需要解释

的给予了命名和定义。

第 4 章一般规定，给出了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设计时应遵循的一般规

定。

第 5章乘人装置线路布设，给出了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线路根据巷道现

场情况合理布设的一般规定，以及线路横梁、支（吊）架的载荷情况、布设

要求和使用的一般规定。

第 6章乘人装置线路勘测设计，给出了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线路勘测的

一般规定及勘测的主要内容。

第7章乘人装置设计，给出了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线路设计计算的一般

规定及设计计算公式。

第8章乘人装置设备选型，给出了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各组成零部件的

选型及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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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上下车站点，给出了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上下车站点设计时需遵

循的原则和技术要求。

第10章线路设施，给出了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线路设施设计时需遵循的

技术要求。

第11章电气设备，对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电气设备的设计要求进行了规

范。

第12章智能化远程控制，明确了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实现智能化远程控

制功能时需遵循的设计要求。

第13章安全保护与防护，明确了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设计时要求实现的

安全保护与防护要求。

第14章设计文件，明确了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要求提供的设计文件。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起草工作组内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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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50N”参数值的确定存在分歧意见。

起草工作组内某参标单位认为，为了符合现行的标准要求，在没有试验

验证数据的前提下，该值应依据《GB/T12352-2018 客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

以及《GB/T 25652-2010 地下矿用架空索道 设计规范》中“牵引钢丝绳在每

个托绳轮上的最小靠贴力（轮压）不应小于 500 N”规定将最小靠贴力定为

不应小于“500 N”。

起草工作组其他参标单位认为，客运索道因为受外界自然天气（风荷、

雪荷等）的影响，且客运索道每个支撑点的跨度大（20 米～50 米），为了使

钢丝绳不脱绳其托绳轮上最小靠贴力应不小于 500N。

而煤矿井下不受外界自然天气的影响，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钢丝绳所

受横向力小，且牵引钢丝绳的每个支撑点的跨度小（≤10m），多年的经验证

明，钢丝绳对每个支撑点的压力不低于 50 N 即可确保钢丝绳不脱绳；另托绳

轮若需达到 500N 的最小靠贴力，架空乘人装置线路上需增加更多的压绳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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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会增大抱索器通过压绳轮的阻力，使抱索器在通过压轮时产生大的振动；

二是加快托绳轮的磨损，降低抱索器与托、压绳轮的寿命。

综上所述，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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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国外没有同类产品标准。

九、标准性质建议

本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发布实施。

十、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实施前应做好标准的宣贯和培训工作。

建议本标准的实施日期为 2022 年 5 月 1日。

十一、实施标准的有关政策措施

无。

十二、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制定标准，将首次发布实施。

十三、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四、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和服务目录

标准所涉及的产品为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置，规范其设计要求。

十五、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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