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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第5章、8.1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MT 1162《矿灯》按部分发布，拟分为六个部分：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2部分：KS型矿灯；
——第3部分：KJ型矿灯；
——第4部分：KL型矿灯；
——第5部分：信息矿灯；
——第6部分：甲烷报警矿灯。
本部分为 MT 1162 的第1部分。
本部分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煤炭行业煤矿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由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分院负责起草，济宁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
志中心、水城矿业（集团）贵阳矿灯有限公司、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参加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 臧才运、闵建中、杨炳和、陆鸣、顾苑婷、王涛、张勇、吴兆宏、浦世元、
张小国。

II

MT 1162.1-2011

矿灯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

范围
MT 1162 的本部分规定了矿灯通用性能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运输及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瓦斯环境用矿灯，包括与其它设备连接和为其它设备供电的矿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MT 1162 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
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T 191-2008，ISO 780:1997，MOD）
GB 3836.1-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要求（eqv IEC 60079-0:1998）
GB 3836.3-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3部分：增安型“e”（eqv IEC 60079-7:1990）
GB 3836.4-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4部分：本质安全型“i”（eqv IEC 60079-11:1999）
GB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IEC60529:2001,IDT）
GB 7957.2-2009 瓦斯环境用矿灯 第2部分：性能和其它相关安全事项（IEC 62013-2:2005，MOD）
GB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AQ 1043 矿用产品安全标志标识
MT/T 154.6 矿灯型号编制方法
MT/T 395 矿灯保护器
MT 818.10 煤矿用电缆 第10部分：煤矿用矿工帽灯线
MT 911 矿灯灯泡
MT/T 1092 矿灯用LED及LED光源组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MT 1162 的本部分。

3.1
蓄电池槽 battery container
装蓄电池的外壳。
注： 槽盖是蓄电池槽的一部分。

3.2
有效工作时间 useful working period
矿灯主光源持续使用由制造商规定的工作电流并符合本部分最小发光强度要求的以小时为单位的
时间。
[GB 7957.2-2009，定义3.1]
3.3
密封型蓄电池 sealed cell or battery
保持封闭且在制造厂规定的充电限度或温度之内运行时没有气体或液体释放的蓄电池。
注： 该种单体电池或电池组可带有保护装置，以防止内部产生过高的危险压力。该种单体电池或电池组在使用寿
命内不需要添加电解质，以原始密封状态工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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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阀控式蓄电池 valve-regulated cell or battery
带有阀的密封蓄电池，在电池内压超出预定值时允许气体逸出。
注： 这种电池或电池组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不需添加电解液。

4

产品分类

4.1

产品型式
产品为携带型，由灯头部分（包括光源、外壳等）、电缆和蓄电池部分（包括蓄电池槽、矿灯保护
器、蓄电池等）构成，灯头可固定在矿用安全帽上。
4.2 产品防爆型式
产品基本防爆型式为防爆特殊型，防爆标志为Ex sI。若矿灯同时为其它设备供电，可能涉及GB
3836.1-2000中规定的一种或多种防爆型式，即复合型防爆。
4.3 产品型号编制
产品型号按MT/T 154.6的规定进行编制。
示例 ：
K

L

5

L

M

(A)
设计修改序号
免维护
LED 光源
蓄电池额定容量 5Ah
锂离子蓄电池
矿灯

5

要求

5.1

产品使用环境条件
矿灯可以在以下条件由个人使用：
——环境温度：0℃～40℃；
——大气压力：80kPa～110kPa；
——宜在无淋水和溅水的场所使用；
——无剧烈振动和冲击的场所；
——周围介质无腐蚀性气体；
——宜在瓦斯和粉尘浓度不超限、无爆炸危险的场所使用；
——超出上述条件的，如井下救援，用户应进行风险评估。
5.2 矿灯额定参数
矿灯的额定参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额定电压不大于5V；
——正常使用状态下，电流值不大于1.5A；
——光源的额定功率不大于6W；
——有效工作时间不小于11h。
5.3 外观及标志
外观应平整、光洁、无缺陷，所有零部件应定位安装、牢固可靠，不应有松动现象；转动件应能灵
活转动、接触良好。标志应符合8.1的规定。
5.4 外壳
5.4.1 外壳应采用耐腐蚀、耐磨损且有足够强度的材料制成，外壳不应采用轻合金制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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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由塑料制成的外壳应符合 GB 3836.1-2000 中 7.3.1 的要求。
5.5 内部电路连接
内部电路连接应符合GB 3836.3-2000中4.2的要求。
5.6 固体绝缘材料
固体绝缘材料应符合GB 3836.3-2000中4.5的要求。
5.7 内部导线布置
内部导线布置应符合GB 3836.3-2000中4.8的要求。
5.8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电路连接和印制线路板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满足下列要求：
——空气中不小于1.6mm；
——穿过固体绝缘或涂层下不小于0.5mm。
5.9 装配后的电气连接
装配好的矿灯任何两个外部可以接触到的点之间的电流不应超过50mA。
5.10 紧固件和连接件
矿灯的紧固件和连接件应在正常使用时不会松动。
5.11 可操作性
在通常佩戴矿灯的位置使用人员容易接触和操作开关，开关应灵活。戴防护手套时也应能操作开关。
5.12 外部充电触点
通过外部触点再次充电的矿灯，应有防止在矿灯使用过程中电流回流的机械装置或电气装置。如果
电气装置不是可靠元件（根据GB 3836.4-2000中3.9的定义），则应安装两个元件，且每个元件应使蓄
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不超过元件额定电流的三分之二。
5.13 表面温度
矿灯正常工作时的最高表面温度应符合GB 3836.1-2000中5.1.1的规定。
5.14 保护装置
5.14.1 矿灯应安装矿灯保护器，保护器应设置在蓄电池电极的接线端或单体电池之间,矿灯短路时应
能迅速切断电路。
5.14.2 矿灯保护器应符合 MT/T 395 的规定。
5.15 灯头结构
5.15.1 灯头应装有联锁装置或特殊紧固件，防止人员未经许可接触内部零件。
5.15.2 灯头应至少设有两个光源，且至少有一个是主光源。如果是非灯丝型光源（如 LED 光源），则
可以使用单一光源。主光源应聚焦，或能够聚焦。
5.15.3 如果灯头装有两个灯泡或一个双灯丝灯泡，而且每个都能够作主光源，则制造商应指定哪个为
主光源，哪个为辅助光源，否则，两个光源都应达到主光源的要求。
5.15.4 灯头应有符合表 1 要求的透光罩。透光罩如不能满足下列任一要求的应另外装配防护网：
2
a）透光罩的自由面不超过 35cm ；
b）没有防护网的透光罩应能承受表 1 规定的冲击能量的冲击试验；
c）灯头具有在透光罩或灯泡外壳破裂时能自动切断对所有光源供电的装置，采用 LED 光源的除外。
5.15.5 透光罩和防护网应仅在打开联锁装置或特殊紧固件之后方能拆除。
5.15.6 如果灯头装配了一个或多个单丝灯泡，应满足下列任一要求：
a）在其正确安装位置上的灯泡与透光罩之间至少相隔 1mm；
b）灯泡的安装应在透光罩损坏的情况下，能够自动切断对所有灯泡的供电。
5.15.7 如果灯头装配了一个或多个带有两个或多个灯丝的灯泡，灯头的构造应在透光罩或灯泡外壳破
裂时，能够自动切断对所有灯丝的供电（如将灯泡从灯泡底座上弹出），采用 LED 光源的除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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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8 采用非灯丝型光源（如 LED 光源）时，光源的正确安装位置与透光罩之间至少相隔 1mm。
5.15.9 所有电气连接点，包括弹簧触点应确保导电通路有效可靠。
5.16 光源
主光源和辅助光源使用的灯丝型灯泡应符合MT 911的要求，LED光源应符合MT/T 1092 的要求。
使用单一光源的，光源寿命至少应达到5000h，且更换间隔不超过其标称寿命的三分之二。
5.17 蓄电池结构
5.17.1 蓄电池槽应配有联锁装置或特殊紧固件，防止人员未经许可接触内部电气连接。
5.17.2 蓄电池槽和电池内的气体压力不应超过 30kPa，密封型蓄电池除外。若允许更高的压力，则应
在每一电池上安装减压装置或将压力限制到电池可以承受的压力值的装置。
蓄电池槽自由体积内的氢气体积比浓度不应超过2%，否则所有电池排气装置应不会使逸出的气体排
放到含有电气或电子元件或接口的设备外壳内。
5.17.3 蓄电池槽内部有开关触点的，应被安置在氢气不能聚集的隔离腔内。
5.17.4 所有电气接点，包括弹簧触点应确保导电通路有效可靠。
5.17.5 电池的设计与制造应将内部短路的可能性减到最小。例如，若使用隔板，在隔板外凸或断裂，
或者零件分离的情况下，隔板的结构应防止极板之间发生电气接触。
5.17.6 如果蓄电池外壳和蓄电池槽其中之一是金属材料，则蓄电池与蓄电池槽应隔离，电池之间也应
互相隔离，隔离应采用不易燃的材料。
5.17.7 使用新型电池应附有矿灯制造商提供的说明，证明制造商认为这些新型电池适合用于矿灯。
5.17.8 需要进行并联的电池应具有防止过热或防止反向电流流过电池的措施，在运行和发生故障时使
用仍有效安全。
5.18 蓄电池液密性
按6.16进行试验时，吸墨纸上应无泄漏的电解液。
5.19 电缆及固定装置
5.19.1 电缆
电缆应符合MT 818.10的要求。
5.19.2 电缆护套耐脂肪酸性能
电缆护套经6.18的试验后，质量和直径的增加应符合下列要求：
——质量增加不大于50％；
——直径增加不大于30％。
5.19.3 电缆单根绞合线
电缆的单根绞合线应满足下列任一要求：
a） 在按6.19进行试验时，不会点燃甲烷和空气混合物；
b） 在发生短路时，表面温度应不超过450℃。
5.19.4 电缆保护套和固定装置
蓄电池槽盖的进口处应设有电缆保护套和防止电缆转动和拔脱的固定装置，经6.20的拉伸试验后，
不应发生电缆拔脱、断线、机械变形和接头松动现象。
5.20 冲击强度
矿灯外部零部件应承受表1规定的冲击能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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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零部件

冲击能量

试验温度

J

蓄电池槽

7

防护网（如果有）

7

透光罩，自由面≤35cm2

3
2

透光罩，自由面＞35cm

3

带防护网
2

透光罩，自由面＞35cm

4

2

≤80cm 不带防护网
2

透光罩，自由面＞80cm
不带防护网

7

冲击试验参数
试验次数和试样数量

50±5

1 件试样上试验一次

-5±2 或-10±3

1 件试样上试验一次

50±5

1 件试样上试验一次

-5±2 或-10±3

1 件试样上试验一次

50±5

20 件试样上，每件试验一次

-5±2 或-10±3

20 件试样上，每件试验一次

50±5

20 件试样上，每件试验一次

-5±2 或-10±3

20 件试样上，每件试验一次

50±5

20 件试样上，每件试验一次

-5±2 或-10±3

20 件试样上，每件试验一次

50±5

20 件试样上，每件试验一次

-5±2 或-10±3

20 件试样上，每件试验一次

50±5

1 件试样上试验一次

50±5

1 件试样上试验一次

-5±2 或-10±3

1 件试样上试验一次

2

自由面≤35cm 的灯头所
有其它部分

4

2

自由面＞35cm 的灯头所
有其它部分

7

验收标准

℃
冲击后不破碎、无裂纹，
不可引起可燃气体起火风险
的损害
冲击后不破碎、无裂纹，
不可引起可燃气体起火风险
的损害
每种试验温度下，破碎的
数量不超过两个
每种试验温度下，破碎的
数量不超过两个

每种试验温度下，破碎的
数量不超过两个

冲击后不破碎、无裂纹，
不可引起可燃气体起火风险
的损害

注： 若矿灯的使用环境温度符合5.1的要求，低温冲击按-5℃±2℃试验；若矿灯的使用环境温度低于5.1的要求，
低温冲击按-10℃±3℃试验。

5.21 跌落影响
矿灯经6.22的跌落试验后不能产生危及安全的损伤，不能发生电路中断，至少应有一个光源能正常
点亮。
5.22 发光强度
在有效工作时间结束时，装配完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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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光。该锥形光垂直向上不小于30 ，垂直向下不小于60 ，水平方向每边不小于45 。
5.23 外壳防护性能
蓄电池槽和灯头外壳应防止进灰尘和水，至少应达到GB 4208-2008规定的IP54(2类)防护等级，采
用LED光源的灯头外壳至少应达到IP55防护等级。
5.24 对其它设备的供电
矿灯同时用于为矿灯内部或外部的其它设备供电时，其它设备也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同时也应符
合GB 3836.1 -2000规定的一种或多种防爆型式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环境条件
除非另有规定，试验应在以下大气条件下进行：
a） 温度：15℃～35℃；
b） 相对湿度：45％～85％；
c）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6.2 试验仪器及要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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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测量电压的仪表准确度应不低于±0.5％。
6.2.2 测量电流的仪表准确度应不低于±0.5％。
6.2.3 测量时间的仪表准确度应不低于±0.5％。
6.2.4 测量温度的仪表准确度应不低于±1℃。
6.2.5 恒流源的电流应可调，在恒流充电或放电过程中，其电流变化应在±1％范围内。
6.3 外观及标志检查
用手感及目视检查。
6.4 塑料外壳试验
按GB 3836.1-2000中 23.4.7.8 的规定进行试验。
6.5 结构检查
按5.5、5.6、5.7、5.10、5.11的要求对照实物目视或手动检查。
6.6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检查
用合适的量具测量。
6.7 装配后的电气连接检查
用电流表测量。
6.8 外部充电触点检查
用手感及目视检查。若采用了电气装置且未采用可靠元件的，对照元件规格书检查和测量元件在额
定电流时能否正常工作。
6.9 表面温度试验
按GB 3836.1-2000中23.4.6.1 的规定进行试验。
6.10 保护装置试验
6.10.1 目视检查保护装置的安装位置，并按图 1 连接电路，点亮光源，然后闭合 K，光源应立即熄灭，
打开 K，光源应保持熄灭状态。

1－蓄电池部分；
2－矿灯保护器；
3－电缆；
4－灯头部分；
K－短路开关。

图1 短路保护检查示意图
6.10.2 保护器按 MT/T395 的规定进行试验。
注： 若矿灯生产单位能提供符合要求的证书或报告，可以不进行试验。

6.11 灯头结构检查
按5.15的要求用手感、目视或合适的量具检查。
6.12 灯头自动断电装置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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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应在充足电的矿灯上进行。将矿灯点亮，旋松灯头圈使灯泡熄灭，将手按在灯面玻璃中心，按
紧放松3次～5次，每次放松后应立即断电。
注： 本试验不适用于采用LED光源的矿灯。

6.13 光源性能试验
灯丝型灯泡按MT 911的规定进行试验，LED光源按MT/T 1092的规定进行试验。
注： 若矿灯生产单位能提供符合要求的证书或报告，可以不进行试验。

6.14 蓄电池结构检查
按5.17的要求用手感和目视检查。
6.15 蓄电池槽内部压力试验
向装配完整的蓄电池槽内缓慢通入压缩空气，测量压力表示值下降时的压力，该值不能大于30kPa。
6.16 蓄电池液密性试验
将5只蓄电池充足电，然后将蓄电池和充电电源断开，持续(25±5)min后，将每只蓄电池以任意方
向放置在清洁干燥的吸墨纸上保持(5±0.5)min。
注： 本试验不适用于密封型蓄电池。

6.17 电缆性能试验
按MT 818.10的规定进行试验。
注： 若矿灯生产单位能提供符合要求的证书或报告，可以不进行试验。

6.18 电缆耐脂肪酸试验
6.18.1 将拆除缆芯的约 80mm 长的电缆护套试样进行称重，然后浸入含有下列成分的商业等级脂肪酸
混合物中：
——油酸：60%；
——硬脂酸：20%；
——软脂酸：20%。
另截取长 300mm 的完整电缆，测量最大直径后弯曲成 U 形，浸没在相同的脂肪酸混合物中，并使
两端稍微露出液面。
两个试样在（70 ±1） ℃温度下浸泡(96 ±1) h，然后取出试样，擦洗干净，冷却至室温，重新
称重和测量最大直径。
注： 若矿灯生产单位能提供符合要求的证书或报告，可以不进行试验。

6.19 电缆单根绞合线试验
将横截面积最小的长50mm的电缆绞合线置于甲烷体积含量（6.5±0.3）%的甲烷和空气混合物中，
使充足电且带有保护装置的矿灯蓄电池短路。
注： 试验导线应该与实际使用的一样长短。

6.20 电缆固定装置拉伸试验
试验在由电缆、蓄电池槽零件和装有铆固装置的灯头所组成的试样组件上进行，也可在装配完整的
矿灯上进行。使试样承受150 N持续10s的拉伸试验。试验3只样品。
6.21 冲击强度试验
按表1规定的试验温度、试验数量和冲击能量进行试验，试验装置参见GB 3836.1-2000中附录G。
6.22 跌落试验
试验用样品应是装配完整且通电点亮的矿灯，以任何姿势使灯头从（2 ±0.02 ）m、蓄电池从（1
±0.01） m 的高度跌落到水泥地面上。试验 3 只样品，每只样品试验 4 次。
6.23 有效工作时间和发光强度试验
按GB 7957.2-2009中8.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24 外壳防护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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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1 试验应在一个灯头试样和一个蓄电池试样上按 GB 4208-2008 的规定进行。
6.24.2 如果蓄电池装有排气塞或减压装置，试验应在排气塞和减压装置就位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排气
孔为常开状态，则这些排气孔应在试验时开启。
6.24.3 第一个数字 5 的试验结束时，壳体内部不应积聚滑石粉，或积聚的数量或位置不应影响矿灯机
械或电气操作性能的正常运行。
6.24.4 第二个数字 4 的试验结束时，应检查壳体内部是否有进水迹象，不要将冷凝水误认为进水。如
果壳体进水，则：
a）进水量不应影响设备机械或电气操作性能的正常运行；
b）不应接触到不能触水的带电零件。
6.24.5 对于 LED 光源，第二个数字为 5 的试验结束时，壳体内不应有进水迹象。
6.24.6 不适合正常使用的位置无需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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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规则

7.1

检验项目
矿灯应按本部分和MT 1162 其它相关部分的要求逐项进行，若检验单位认为某项试验不必进行，
应记录取消这些项目的理由。
7.2 判定规则
7.2.1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进行某一项试验时，如有一只样品不合格，则应对该项目加倍复检；如复
检合格，则判定该项目合格；如仍有不合格者，即判该项试验不合格。
7.2.2 如有某一项试验不合格，即判该产品不合格。
7.3 样品数量
MT 1162 其它相关部分中规定了试验样品数量的按相关部分的规定进行，未明确试验样品数量的，
按 5 只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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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8.1.1 考虑到化学腐蚀的可能性，矿灯的标志应清晰持久。
8.1.2 矿灯适当部位应反映出下列标志：
a）矿灯制造商的名称、商标；
b）矿灯的型号；
c）矿灯的主要技术参数：额定电压、主辅光源额定电流、有效工作时间；
d） 矿灯的执行标准；
e）防爆标志，字符“Ex”，后面空一格，字符“s”和字符“I”；涉及多种防爆型式时，应按 GB 3836.1-2000
的规定进行标志；
注： 字符“E”为大写字母，字符“x、s”为小写字母，字符“I”是罗马数字。

f）防爆检验合格证号；
g）“MA”标志及其证号，
“MA”标志应符合 AQ 1043 的规定；
h）显示制造年月的日期或代码。
8.2 包装
8.2.1 包装箱外部应有下列标志：
a） 产品型号、名称及数量；
b） 出厂年月；
c） 包装箱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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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毛重，kg；
e） “怕雨”、“禁止翻滚”等字样或标志，其图形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f） 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8.2.2 随同每箱产品提供的文件资料如下：
a） 产品合格证、装箱单；
b） 产品使用说明书，说明书应符合GB 9969的规定。
8.3 运输
矿灯在运输过程中不应受剧烈机械冲击、曝晒雨淋，不可倒置，严防摔掷、翻滚、重压。
8.4 贮存
矿灯应贮存在环境温度0℃～40℃，干燥、清洁及通风良好、无腐蚀性介质的库房内，应远离火源
和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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