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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监总煤装〔2011〕74号） 

 

   

   

  各有关单位： 

   

  经研究，现将《2011 年煤炭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下达给你们，请抓紧组织实施，并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各承担单位要高度重视煤炭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加强协调，落实责任，按照《安全生

产标准制修订工作细则》（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9 号）要求，制定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成立标准起

草小组，并明确专人负责，确保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各煤炭行业标委会秘书处要切实加强对标准起草工作的管理，督促检

查项目进展情况，并及时组织审查已完成的标准项目。 

   

    三、因其他原因不能如期完成标准制修订工作的，标准起草单位要及时向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国家煤矿安监局、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报告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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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011 年煤炭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二○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  

  2011 年煤炭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            

   

    

序

号 
项目名称 

制定/

修订 

技术归口部

门 

完成

年限 
主要承担单位  备注 

1 
煤矿井下松软煤层钻进技

术规范 
制定 煤安标委会 2012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重庆研究院，淮南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 
矿井生产时期排水技术规

范 
修订 煤安标委会 2011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焦作煤业集团公司，郑州煤

炭工业集团公司 
代替：MT/T674-1997 

3 
煤矿水文地质条件分类规

范 
修订 煤安标委会 2011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华北科技学院，中国矿业大

学（北京） 
代替：MT/T773-1998 

4 
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指

南 
制定 煤安标委会 2011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华北科技学院，中国矿业大

学（北京） 
  

5 
煤矿新井建设安全管理体

系要求 
制定 煤安标委会 2011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生

产力促进中心，安徽省煤炭科学研究院，山东科技大学 
  

6 
直读式粉尘浓度测量仪表

通用技术条件 
修订 煤安标委会 2012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沈阳研究院，中国矿业大学 代替：MT163-1997 

7 
煤矿井下用岩粉和浮尘成

分测定方法 
修订 煤安标委会 2011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沈阳研究院，中国矿业大学 代替：MT158-1987 

8 矿用除尘器通用技术条件 修订 煤安标委会 2011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沈阳研究院，中国矿业大学 代替：MT159-2005 



9 
小型煤矿地面用抽出式轴

流通风机技术条件 
修订 煤安标委会 2011 

国家安全生产重庆矿用设备检测检验中心，山西省运城

市安瑞节能风机有限公司，运城市安宏风机有限公司 
代替：MT754-2005 

10 
煤矿用局部通风机技术条

件 
修订 煤安标委会 2011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山西渝煤科安运风机有限公

司，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代替：MT222-2007 

11 
矿井通风系统安全评价规

范 
制定 煤安标委会 2011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中国矿业大学，四川煤炭集

团公司，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阳泉煤业集团公司 
  

12 

煤矿用风筒涂覆布基布物

理机械性能试验方法和判

定规则 

修订 煤安标委会 2011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国家安全生产重庆矿用设备

检测检验中心，中煤科工集团沈阳研究院 
代替：MT 763-1997 

13 
矿用风速仪表检定装置通

用技术条件 
修订 煤安标委会 2011 

国家安全计量站，国家安全生产重庆矿用设备检测检验

中心，中煤科工集团沈阳研究院 
代替：MT 350-1994 

14 
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通风技

术条件 
制定 煤安标委会 2011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重庆能投集团公司，中国矿

业大学 
  

15 
矿用风门开闭状态传感器

通用技术条件 
修订 煤安标委会 2011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国家安全生产重庆矿用设备

检测检验中心，中煤科工集团沈阳研究院 

代替：MT/T 844-

1999 

16 煤矿放炮监控系统 制定 煤安标委会 2011 
北京龙德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集团沈阳研究

院，枣庄矿业集团公司 
  

17 煤矿许用导爆索 修订 煤安标委会 2011 
国家煤矿防爆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山东科技大

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代替：MT519-2005 

18 
煤矿灌浆注胶防灭火技术

规范 
修订 煤安标委会 2012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西安科技大学，义马煤业集

团公司 
代替：MT/T702-1997 

19 
石门揭煤底板岩巷穿层高

压水射流扩孔技术规范 
制定 煤安标委会 2011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生产力促进中心，中国矿业大学 
  

20 
煤层冲击地压危险区域煤

层注水方法 
制定 煤安标委会 2012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生产力

促进中心，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中国矿业大学，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 
煤矿用锚杆（索）应力传

感器通用技术条件 
制定 煤安标委会 2012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矿山安全技术研究院，中国矿业

大学，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生

产力促进中心 

  

22 
煤矿窄轨车辆连接件 连

接插销 
修订 煤安标委会 2012 

国家煤矿防爆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山东公信安

全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矿业大学 
代替：MT244.2-2005 

23 
煤矿窄轨车辆连接件 连

接链 
修订 煤安标委会 2012 

国家煤矿防爆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山东公信安

全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矿业大学 
代替：MT244.1-2005 

24 
煤矿在用电力变压器安全

检测检验规范 
制定 煤安标委会 2011 

山东公信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集团沈阳研究

院，中国矿业大学 
  

25 煤矿用氧气传感器 修订 煤安标委会 2012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沈阳研究院，国家安全生产

抚顺矿用设备产品检验检测中心 
代替：MT447-1995 

26 煤矿用防爆型全站仪 制定 煤安标委会 2012 
中煤科工集团沈阳研究院，北京安测科仪光电技术研究

所， 国家安全生产抚顺矿用设备产品检验检测中心 
  



27 
煤矿井下救生舱及避难室

二氧化碳处理装置 
制定 煤安标委会 2011 

中煤科工集团沈阳研究院，北京科技大学，潞安矿业集

团公司 
  

28 
煤矿用二氧化碳发生器灭

火装置 
制定 煤安标委会 2011 

中煤科工集团沈阳研究院，北京科技大学，潞安矿业集

团公司 
  

29 
露天矿边坡稳定及岩移监

测方法 
制定 煤安标委会 2011 

中煤科工集团沈阳研究院，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

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矿山安全技术研究院，中国矿业大

学（北京），中煤能源集团公司 

  

30 煤用分级破碎机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3 
中煤科工集团唐山研究院，晋城煤业集团成庄矿选煤

厂，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代替：MT/T 951-

2005 

31 
XG，XC系列 立井大型多

绳箕斗卸载设备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煤国际工程集团南京设计研究院，山东泰安煤矿机械

有限公司，徐州煤矿安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代替：MT/T 330－

1993 

32 
多绳提升容器 B型钢丝绳

悬挂装置 楔形绳卡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煤国际工程集团北京华宇工程公司，徐州煤矿安全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山东泰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代替：MT 237.1－

1991 

33 

多绳提升容器 B型钢丝绳

悬挂装置 垫块式首绳悬

挂装置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煤国际工程集团北京华宇工程公司，徐州煤矿安全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山东泰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代替：MT 237.2－

1991 

34 

多绳提升容器 B型钢丝绳

悬挂装置 圆尾绳悬挂装

置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煤国际工程集团北京华宇工程公司，徐州煤矿安全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山东泰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代替：MT 237.3－

1991 

35 

多绳提升容器 B型钢丝绳

悬挂装置 扁尾绳悬挂装

置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煤国际工程集团北京华宇工程公司，徐州煤矿安全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山东泰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代替：MT 237.4－

1991 

36 
多绳提升容器 B型钢丝绳

悬挂装置 技术条件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煤国际工程集团北京华宇工程公司，徐州煤矿安全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山东泰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代替：MT 237.5－

1991 

37 
悬臂式掘进机 检修规范 

液压部分 
制定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煤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佳

木斯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38 掘锚机 型号编制方法 制定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煤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晋城煤业集团公司，神华神

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9 煤矿物联网通用技术要求 制定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煤科工集团常州自动化研究

院，中平能化集团 
  

40 顺槽用刮板转载机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煤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代替：MT/T 69-

1995，MT/T106-1996 

41 矿用高强度紧凑链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煤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长春东北输

送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代替：MT/T929-2004 

42 矿用链条用立式接链环 制定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中煤科工集团太原

研究院，长春东北输送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宁夏天地奔

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3 刮板输送机用限矩器 制定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中煤科工集团太原   



研究院，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4 
煤矿井下用伸缩带式输送

机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2 

凯盛重工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集团上海研究院，淮南矿

业（集团）有限公司 
代替：MT/T901-2000  

45 
煤矿用伸缩带式输送机参

数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1 

凯盛重工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集团上海研究院，淮南矿

业（集团）有限公司 
代替：MT/T529-1995  

46 矿用隔爆型电动激振器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2 

河南安阳华安煤矿电机有限责任公司，中煤科工集团上

海研究院， 山西防爆电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宜宏

大煤矿电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代替：MT/T 907-

2002 

47 采煤机隔离开关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2 
浙江煤山矿灯电源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集团上海研究

院，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代替：MT/T 122-

1985 

48 

煤矿机电产品型号编制方

法 第 2部分：电器设备

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煤科工集团上海研究院，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

中心，中煤科工集团沈阳研究院，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

究院 

代替：MT/T 154.2-

1996 

49 矿用防爆高压配电装置 制定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煤科工集团上海研究院，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

中心，中煤科工集团沈阳研究院，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

究院，华荣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光集团，济源市华宇

矿业电器有限公司，山西汾西机电有限公司 

  

50 
煤矿用防爆型电磁起动器

用电子保护器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煤科工集团上海研究院，中国矿业大学，华荣集团有

限公司，南京双京电器有限公司，温州天玛珂矿业设备

有限公司 

代替：MT 175-1988 

51 
煤矿用防爆灯具的玻璃透

明件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煤科工集团上海研究院，华荣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春

虹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代替：MT 398-1995 

52 
矿用架线式电机车变频调

速装置 
制定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煤科工集团上海研究院，中国矿业大学，三一重型装

备有限公司，焦作市明株自动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唐

山市现代电器厂，兰州立盛达铁路新技术有限公司 

  

53 防爆柴油机单轨吊机车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2 
河北煤炭科学研究院，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立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代替：MT/T883-2000 

54 
防爆特殊型蓄电池单轨吊

机车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2 

河北煤炭科学研究院，山东立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太

原矿机电气发展有限公司 
代替：MT/T887-2000 

55 矿用钢丝绳牵引卡轨车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2 
河北煤炭科学研究院，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邢台矿业集团公司邢台煤矿 
代替：MT/T590-1996 

56 
矿用防爆柴油机械排气中

有害气体检测检验规范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2 

河北煤炭科学研究院，上海同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湖

北康晨安宝矿业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代替：MT220-1990 

57 
煤矿辅助运输设备型号编

制方法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1 

常州科研试制中心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集团上海研究

院，河北省煤炭研究院 

代替：MT/T154.8-

1996 

58 煤矿用防爆胶轮车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煤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中煤科工集团山西煤机装备

有限公司，常州科研试制中心有限公司 
代替：MT989，MT999 

59 煤矿坑道勘探用钻机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1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代替：MT/T 790-

2006 



60 
大倾角与急倾斜液压支架

技术条件 
修订 煤专标委会 2012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采设计事业部，四川省煤业集

团公司，重庆煤业集团公司，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生产力

促进中心 

代替：MT555-1996 

61 液压凿岩钻架 制定 煤专标委会 2012 
北京中煤矿山工程有限公司，张家口宣化华泰矿冶机械

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集团检测研究分院，山东科技大学 
  

62 煤矿用液压挖掘装载机 制定 煤专标委会 2012 

石家庄煤矿装备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集团上海研究院测

试中心，北京中煤矿山工程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集团重

庆研究院 

  

63 
年产千万吨综放工作面设

备配套选型技术规范 
制定 煤专标委会 2012 

新汶矿业集团公司，山东能源机械集团公司，安徽理工

大学，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生产力促进中心，神华集团，

中煤能源集团公司，大同煤矿集团公司等 

  

64 连续采煤机 出厂检验规范 制定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煤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65 
煤矿井下锚杆锚固质量无

损检测仪通用技术要求 
制定 煤专标委会 2012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中矿立兴煤炭科技有限公司，淮北

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6 
煤矿井下机电设备振动分

析规范 
制定 煤专标委会 2011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中矿立兴煤炭科技有限公司，江苏

东华测试技术有限公司，苏州福德保瑞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中平能化集团，淮北矿业集团 

  

67 
煤用浮选机工艺性能试验

方法及判定规则 
制定 煤炭标委会 2012 

唐山国华科技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煤炭工业石家庄设计

研究院国华分院，唐山森普矿山装备有限公司 
  

68 
煤层气钻井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 
制定 煤炭标委会 2012 

沁水蓝焰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西安科技大学，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等 
  

69 
煤层气固井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 
制定 煤炭标委会 2012 

沁水蓝焰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西安科技大学，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等 
  

70 
煤层气测井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 
制定 煤炭标委会 2012 

沁水蓝焰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西安科技大学，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等 
  

71 
煤层气压裂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 
制定 煤炭标委会 2012 

沁水蓝焰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西安科技大学，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等 
  

72 
煤层气水平井钻井作业规

程 
制定 煤炭标委会 2012 

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奥瑞安能源技术开发公

司，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

等 

  

73 
煤矿区地面与井下综合抽

采方案设计指南 
制定 煤炭标委会 2012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等 
  

74 
发电用煤层气（煤矿瓦

斯） 
制定 煤炭标委会 2012 

中煤科工集团煤化工研究分院，沁水蓝焰煤层气有限责

任公司，潞安矿业集团等 
  

75 煤层气井压裂作业规范 制定 煤炭标委会 2012 
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华北油田煤层气分公司，中

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等 
  

76 煤层气排采工程设计规范 制定 煤炭标委会 2012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77 
煤矿井下作业场所职业危

害因素检测与评价规范 
制定 煤安标委会 2012 

安徽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技术中心，中煤科工集团重庆

研究院，中国矿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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