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家 矿 山 安 全 监 察 局 文 件
矿安〔２０２２〕１２３号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

执行安全标志管理的矿用产品目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矿山安全监管部门、煤

炭行业管理部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各省级局,有关中央企业,

有关单位:

«执行安全标志管理的矿用产品目录»已经国家矿山安全监察

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自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０日起施行.

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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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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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安全标志管理的矿用产品目录

一、执行安全标志管理的煤矿矿用产品目录

序号 产品种类

一、电气设备

(一)供电设备

１ 防爆干式变压器

２ 防爆移动变电站

３ 防爆动力中心

(二)配电设备

４ 防爆馈电开关

５ 防爆负荷开关

６ 防爆配电装置

(三)电动机

７ 防爆电动机

８ 防爆电动滚(卷)筒
(四)控制、保护设备

９ 防爆起动器

１０ 防爆变频器

１１ 防爆功率补偿器

１２ 防爆电控箱

１３ 防爆漏电保护装置

１４ 防爆综合保护装置(含照明信号、煤电钻综合保护装置)
(五)电源设备

１５ 防爆电源(装置)

１６
防爆蓄电池(防爆特殊型铅酸蓄电池、１０Ah以上的锂离子蓄电
池)

１７ 防爆充(发)电机

—３—



(六)其他防爆电气设备

１８
接线盒、按钮、电铃、插销、连接器等适用于煤矿井下爆炸危险环
境的起连接、控制等辅助作用的电气设备

二、安全监控与通信设备

(一)安全生产监测监控系统及配套设备

１９

监测监控装置及系统(安全监控、人员位置监测、冲击地压监测、
火灾监测、瓦斯抽放监测、运输监控、视频监控、供电监控等对安
全生产过程、环境、人员及设备进行实时监测控制、保护的装置及
系统)

２０

传感采集设备(甲烷、一氧化碳、氧气、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压力、
温度、速度、风速、惯导、设备开停、标识卡、摄像仪、读卡器、采集
器等用于煤矿井下环境、工况、人员及设备状态监测的传感采集
设备)

２１
数据传输设备(交换机、传输接口、转换器等煤矿井下用数据传输
设备)

２２
控制执行设备(主机、控制箱、分站、断电仪等煤矿井下用控制执
行设备)
(二)安全检测仪器仪表

２３
环境检测仪器仪表(甲烷、一氧化碳、氧气、二氧化碳、二氧化硫、
硫化氢、粉尘浓度等煤矿井下环境检测、探测用仪器仪表,不含机
械式仪表)

２４
工况检测仪器仪表(振动、噪声、流量、设备状态、地质、水文等煤
矿井下工况检测、探测用仪器仪表,不含机械式仪表)

２５ (三)通信系统及配套设备

(四)照明、信号设备

２６ 矿灯

２７ 防爆灯具

２８ 信号、报警设备(不含机械式)
三、“一通三防”及水害防治设备

(一)通风机

２９ 主要通风机

３０ 局部通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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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除(降)尘设备

３１ 除尘器(含除尘风机)

３２ 降尘装置(不含机械式)
(三)瓦斯抽采、防治设备

３３ 瓦斯抽放泵站(含真空泵)

３４ 注水泵

３５ 抑、泄、阻爆装置

(四)排水设备

３６ 潜水泵

３７ 离心泵(仅限用于井下主排水)
(五)防灭火、降温设备

３８ 防灭火装置

３９ 制冷、降温装置

四、提升、运输、起重设备

(一)提升设备

４０ 绞车、提升机(含控制保护装置)

４１ 矿用钢丝绳

４２ 提升容器

４３ 首尾绳连接装置

４４
安全保护装置(防坠器、跑车防护装置、提升机综合后备保护装
置、防过卷过放缓冲装置)
(二)运输设备及配套部件

４５ 人车(不含已淘汰的插爪式和抱轨式普通轨斜井人车)

４６ 矿车(含连接链、插销)

４７ 架空乘人装置、单轨吊

４８ 无轨胶轮(履带)车

４９
动力机车(防爆蓄电池电机车、架线式工矿电机车及配套电气设
备、防爆柴油机动力机车、钢丝绳牵引动力装置)

５０ 带式输送机(含托辊、制动器、逆止器、张紧及控制保护装置)

５１ 转载机(含刮板转载机、带式转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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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偶合器(含易爆塞、易熔塞)

５３ 防爆柴油机(含控制保护装置)
(三)起重设备

５４ 起重机

５５ 葫芦(不含手动)

５６ 起吊装置

五、煤矿用非金属制品及材料

(一)非金属制品

５７ 输送带

５８ 非金属管材

５９ 风筒

６０ (二)反应型高分子材料

(三)难燃液

６１
难燃液(乳化油、浓缩液、防冻液、水乙二醇型难燃液、无水全合
成型难燃液)

６２ (四)阻燃线缆

六、爆破器材

(一)爆炸材料

６３ 煤矿许用炸药

６４ 煤矿许用雷管(含数码电子雷管)

６５ 煤矿许用导爆索

(二)爆破仪器

６６ 发(起)爆器

６７ 电阻测试仪

七、采掘、支护设备

(一)采掘设备

６８ 采煤机械(含电控装置)

６９ 掘进机械(含电控装置)

７０ 刮板输送机(含圆环链、接链环)

７１ 巷道修复机、清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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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护设备

７２ 液压支架(含柱、阀、千斤顶、胶管)

７３ 单体液压支柱

７４ 乳化液泵

７５ 喷浆(射)机
７６ 锚杆(索)(含杆体、锚固剂)

(三)钻孔设备、空气压缩机

７７ 煤电钻

７８ 凿岩机(气动、液动)

７９ 锚杆钻机(气动、液动)

８０ 钻机(车)(瓦斯抽放、探放水、防突、放顶、注水、防灭火钻机)

８１ 井下空气压缩机

八、机器人

８２ 安控、救援、作业类机器人

九、救生设备

８３ 自救器

８４ 呼吸器

８５
除颤仪(仅可安设在主要进风巷中央变电所等机电硐室、井下急
救站、永久避难硐室,且使用时环境甲烷浓度不超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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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行安全标志管理的非煤地下矿山矿用产品目录

序号 产品种类

１
一、防爆电气设备(用于具有爆炸性气体、爆炸性粉尘危害环境的
电气设备,参照«执行安全标志管理的煤矿矿用产品目录»执行)
二、提升运输设备

(一)提升设备

２ 提升机、绞车、电梯(含控制保护装置)

３ 矿用钢丝绳

４ 提升容器

５ 首尾绳连接装置

６ 安全保护装置(防坠装置、防跑车装置、防过卷过放缓冲装置)
(二)运输设备

７ 轨道运输设备(人车、矿车、电机车及控制装置、牵引电机)

８ 架空乘人装置

９ 无轨运输设备(无轨人车、无轨运料车、无轨运矿车)

１０ 带式输送机(含控制保护装置)

１１ 锂离子蓄电池电源(含充电机)
(三)起重设备

１２ 起重设备(起重机、电动葫芦)
三、采矿、通风及排水设备

(一)采掘支护设备

１３ 无轨采掘设备(掘进钻车、采矿钻车、锚杆锚索钻车、喷浆机)

１４ 无轨出矿设备(铲运机、装载机)

１５
地下服务车(撬毛台车、升降台车、破碎台车、充填泵车等非煤地
下矿山专用服务车辆)

１６ 钻机(天井钻机、潜孔钻机、探放水钻机)

１７ 锚杆(索)(含杆体、锚固剂)
(二)通风、降温设备

１８ 主通风机

１９ 局部通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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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制冷、降温装置

２１ (三)空气压缩机

(四)排水设备

２２ 离心泵(仅限用于井下主排水)
四、电气设备

(一)配电设备

２３ 变压器

２４ 整流柜

２５ 高低压开关柜(箱)
(二)控制设备

２６ 软起动柜

２７ 变频器(柜)
五、安全监控与通信设备

(一)安全监测监控系统

２８
监测监控系统(有毒有害气体监测系统、通风监测系统、视频监控
系统、地压监测系统)

２９ 人员定位系统

３０
监测用仪器仪表(一氧化碳、氧气、二氧化碳、二氧化硫、风速、粉
尘、压力、惯导等用于对非煤地下矿山环境、设备状态、工况条件
进行监测的传感器、测定器和报警仪)
(二)通信系统

３１
通信系统(调度通信系统、无线通信系统、广播通信系统、救援通
信系统)
(三)系统配套设备

３２ 系统配套设备(分站、电源、读卡器、标识卡、搜卡仪)
六、阻燃制品

３３ 阻燃制品(阻燃风筒、阻燃线缆、阻燃输送带、阻燃管材)
七、机器人

３４ 安控、救援、作业类机器人

八、救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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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自救器

３６ 呼吸器

３７ 除颤仪

注:１．«执行安全标志管理的煤矿矿用产品目录»(以下简称«煤矿目录»)和«执行安全标志管理的非

煤地下矿山矿用产品目录»(以下简称«非煤目录»)中均要求取得安全标志的矿用产品,取得

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后可以在非煤地下矿山使用,不需再取得非煤地下矿山矿用产品安全

标志;如果仅在非煤地下矿山使用,只需取得非煤地下矿山矿用产品安全标志.

２．«煤矿目录»中要求取得安全标志而«非煤目录»中未要求取得安全标志的矿用产品,如果只在

非煤地下矿山使用,不需取得安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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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应急管理部.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综合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５日印发　

承办单位:法规科技司 经办人:余博龙 电话:６４４６６７１２ 共印１５０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