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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则由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发布，版权归安标国

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所有，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以

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规则适用于安全标志审核发放工作中对矿用产品的防爆性能、矿用一

般型性能的考核。防爆要求主要依据 2021 版GB/T 3836 系列标准编制，包括

隔爆型、本安型、浇封型、增安型 4 种防爆型式，还增加了对矿用防爆产品

的特殊要求，采用复合防爆型式时应满足各自防爆型式的要求；矿用一般型

的要求主要依据 GB/T 12173-2008 编制。 

防爆电气设备、矿用一般型电气设备除满足本规则要求外，还应满足相

应产品审核发放实施规则要求。 

本规则为第 1 次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包括： 

（1）根据 2021 版 GB/T 3836 系列标准新增加的部分，对上传技术文件

提出相应的要求； 

（2）根据 2021 版 GB/T 3836 系列标准新增加的部分，对主要零元部件

明细表内的受控部件进行相应的修订； 

（3）按 2021 版 GB/T 3836 系列标准的要求，修改完善了检验项目表中

的内容； 

（4）按安标管理工作实施要求，修改了工厂评审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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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隔爆型 

一、产品技术文件要求 

（一）产品技术说明书 

应至少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1）执行标准中应至少包括： 

GB/T 3836.1-2021 《爆炸性环境 第 1 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T 3836.2-2021 《爆炸性环境 第 2 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GB/T 3836.3-2021 《爆炸性环境 第 3 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煤矿安全规程》 

（2）防爆型式与防爆标志； 

（3）外壳材质（含金属牌号、轻合金成份）； 

（4）使用环境； 

（5）明确适用GB/T 3836.1-2021、GB/T 3836.2-2021 相关要求的条款； 

（6）GB/T 3836.1-2021、GB/T 3836.2-2021 中规定的电池的相关信息，以

及保护电路的相关信息； 

（7）引入装置的信息及其安装位置。 

（二）产品图纸 

应提供产品总装图、与隔爆结构相关的零部件图。产品图纸均应满足GB 

4457～4460《机械制图》和 GB/T 3836.1-2021、GB/T 3836.2-2021 的规定，以

及以下要求： 

（1）标注的产品名称、型号等应与产品技术说明书一致； 

（2）应有设计、审核、批准人签字（包括日期），并加盖申请单位印章； 

（3）应有图号、版次号、更改日期、标题。 

此外各图纸中应注明以下参数和要求： 

1．总装图 

（1）应能反映出所有涉及的防爆结构及其参数，隔爆接合面配合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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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面宽度、粗糙度、外形尺寸等参数标注齐全，并按实际配合尺寸标注。电

动机要标m、k 值； 

（2）技术要求中应包含隔爆外壳精加工后进行静压试验，隔爆面的防锈

措施及腔体内的耐弧措施，紧固螺栓的屈服强度，还应写明电压等级、电气

间隙、爬电距离。明确其他装配工艺要求； 

（3）应能反映出机芯的整体结构，包括主要零元部件的安装位置； 

（4）注明内、外接地位置、尺寸及防松防锈措施； 

（5）警告标志应符合 GB/T 3836.1-2021、GB/T 3836.2-2021 相关要求； 

（6）总装图中无法清楚表示的隔爆接合面可在部件图表示。 

2．零部件图 

（1）外壳 

1）标明外壳尺寸，包括壁厚和材质； 

2）焊接外壳时，应有焊接后去除应力措施的要求； 

3）铸造外壳时，应有铸造工艺要求。 

（2）透明件 

1）透明件的尺寸、厚度、材料； 

2）安装结构方式、抗冲击强度。 

（3）引入装置 

1）引入装置的数量、规格； 

2）密封圈的尺寸、规格及所有电缆直径范围； 

3）密封圈的详细材料及技术要求，包括填充剂百分比、颜色、表面处理

措施、COT 温度等； 

4）密封圈压紧方式； 

5）压紧元件尺寸； 

6）封堵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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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压紧螺母式引入装置中的螺纹规格执行 JB 4262-1992，当引入装置尺

寸超过M56 时，应采用压盘式引入装置； 

8）产品出厂采用永久式电缆引出方式时，参照 2000 版GB 3836.2 中 12.4

条要求，引出线缆的长度至少应为 1m。 

（4）标牌 

1）防爆标志、MA 标牌； 

2）警告标牌、紧固件标识、电池相关标识等； 

3）接地标牌及尺寸； 

4）铭牌，包括产品名称、型号规格、防爆标志、防爆证号、安标编号、

主要参数、出厂编号、出厂日期、制造厂名等； 

5）标牌材质。  

（5）联锁装置 

1）联锁装置的安装位置； 

2）联锁装置的结构； 

3）动作方式（机械联锁或电气联锁）。  

（6）内外接地或等电位连接 

1）接地或等电位连接装置的安装位置； 

2）接地或等电位连接装置的尺寸； 

3）接地或等电位连接导线的要求； 

4）接地标志； 

5）防腐、防松措施。  

3．图纸中对隔爆接合面的要求 

（1）平面、圆筒形隔爆接合面 

1）隔爆接合面最小宽度L 和距离 l； 

2）最大隔爆接合面间隙 i（零部件图时，平面接合面应标注平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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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紧固件的规格参数和屈服强度或性能等级； 

4）紧固件用孔的间距； 

5）紧固件的护圈和沉孔的开口尺寸不应大于 120°，护圈厚度不应小于

3mm，且不应用点焊的方式固定； 

6）钻孔和攻丝的深度； 

7）孔周围的金属厚度； 

8）粗糙度、必要的形位公差、隔爆面的保护与防锈措施。 

（2）止口隔爆接合面 

1）最不利配合时，隔爆接合面宽度； 

2）轴和孔的直径及公差，旋转部件的最大和最小径向间隙； 

3）如果镶有过盈配合的套，配合的长度及尺寸公差也应标明（必要时，

应标注过盈轴的直径及固定方式）； 

4）粗糙度、必要的形位公差。 

（3）螺纹隔爆接合面 

1）螺纹的公称尺寸、螺距、精度； 

2）螺纹最小啮合深度、扣数； 

3）螺纹防松措施。 

（4）粘结接合面 

1）粘结接合面宽度； 

2）胶粘剂的详细材料及技术要求，包括制造商、材料标识（包括型号）、

COT 值等； 

3）粘结工艺文件（可作为附件提供）； 

4）紧固零件的措施。 

（5）熔融玻璃接合面 

1）熔融玻璃接合面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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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熔融工艺文件（可作为附件提供）。  

（6）曲路隔爆面、锥形隔爆面、锯齿隔爆面、多段接合面、具有圆弧的

隔爆面、呼气排液装置等其它隔爆面或结构参照GB/T 3836.2-2021 相关要求。 

（7）隔爆面的保护措施要求（磷化、防锈油以及电镀层厚度等）。 

（三）产品主要零（元）部件及重要原材料明细表 

产品的主要零（元）部件及重要原材料包括接线端子、橡胶圈、观察窗玻

璃、外壳、Ex 设备等。明细表中应列出具体名称、规格型号或材质、生产单

位、受控类别。参照表 1 编制。 

表 1 主要零（元）部件及重要原材料明细表 

序号 

零部件（材

料） 

名称 

规格型号 

（材质） 

生产

单位 

安标编号

（或其它认

证编号） 

有效期 
受控 

类别 
备注 

1 外壳 √/★ √/★   C  

2 橡胶密封圈 √/★ √ √ √ C 仅变更生产单位

时，持证人应将

变更后的零部件

检验报告存档备

查 

3 透明件 √/★ √   C 

4 接线端子 √/★ √/★ √ √ C 

5 胶粘剂 √/★ √/★   C 

6 电池 √/★ √/★ √  A/C 

A 类 是 大 于

10Ah 的锂电池； 

C 类是其它类型

的电池（使用单

体容量不大于

10Ah 锂电池或

其他类型电池

的，依据《电池与

电池组通用要

求》ABGZ-MK-

08-2017-01），需

提交检验报告

的，应提交电池

（组）检验报告） 

7 Ex 设备 √/★ √ √ √ B/C 

B 类是纳入安标

管理目录的 Ex

元件或设备，配

合的隔爆接合面

参数应在总图中

明确； 

C 类为未纳入安

标管理目录的

Ex 元件，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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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爆接合面参数

应在总图中明

确。 

注：√为该栏目需填写对应信息；标“★”为对应项目发生变化时，应向安标国家中心提交变更申

请。 

（四）产品使用说明书 

产品使用说明书按 GB/T 9969.1-2008、GB/T 3836.1-2021 标准编写，并包

括以下内容： 

（1）用途和使用环境条件； 

（2）防爆型式与防爆标志； 

（3）产品执行标准； 

（4）警示语句，包括GB/T 3836.1-2021 和GB/T 3836.2-2021 中要求的警

告或警告标志、提示标志及“注意：使用、维修和保养时保护隔爆面”； 

（5）安装、调试、使用、维护、修理等方面的注意事项； 

（6）GB/T 3836.1-2021 和GB/T 3836.2-2021 要求在使用说明书中应注明

的事宜； 

（7）其他有关产品安全的特殊说明。 

二、产品检验 

委托相关检验机构进行产品检验。 

（一）检验样品 

样品来源方式按产品审核发放实施规则执行。 

采用送样检验方式的，在图纸审查基本合格后，进行产品检验。申请

人（持证人）在接到图纸审查机构送样通知后，再按通知要求寄送检验样

品。 

（二）检验方式 

实验室检验。 

（三）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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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产品不同检验类型，隔爆性能检验项目见表 2。 

表 2  矿用产品安全标志隔爆性能检验项目、要求 

序号 首次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条款（技术要求） 
日常/延续监

督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项目 
备注 

1 

外观结构检查 

外壳材质； 

机械联锁或警示

牌； 

接地及接地标

志； 

铭牌、标志； 

紧固件、孔和封

堵件 

GB/T 3836.1-202 中 8、9、

10、15、29 

GB/T 3836.2-202 中 17、20

附录 C2.3 

√ √  

2 
电气间隙、爬电

距离 

GB/T 3836.2-2021 附录 I.3 

GB/T 3836.3-2021 中 4.3、4.4 
√ √  

3 隔爆面检查 
GB/T 3836.2-2021 中 5、6、

7、8 
√ √  

4 温度测定 

GB/T 3836.1-2021 中 5 和

26.5.1，  GB/T 3836.2-2021

中 14 

√/* -  

5 热剧变试验 GB/T 3836.1-2021 中 26.5.2 √/* -  

6 抗冲击试验 GB/T 3836.1-2021 中 26.4.2 √/* -  

7 跌落试验 GB/T 3836.1-2021 中 26.4.3 √/* -  

8 外壳防护等级 GB/T 3836.1-2021 中 26.4.4 √/* -  

9 小元件点燃试验 GB/T 3836.1-2021 中 26.5.3 √/* -  

10 绝缘套管扭转 GB/T 3836.1-2021 中 26.6 √/* -  

11 非金属耐热耐寒 
GB/T 3836.1-2021 中 7、26.8

和 26.9 
√/* -  

12 
非金属耐化学试

剂 
GB/T 3836.1-2021 中 26.11 √/* -  

13 接地连续性 GB/T 3836.1-2021 中 26.12 √/* -  

14 表面电阻测量 GB/T 3836.1-2021 中 26.13 √/* -  

15 电容测量 GB/T 3836.1-2021 中 26.14 √/* -  

16 
风扇额定值的验

证 
GB/T 3836.1-2021 中 26.15 √/* -  

17 
轻金属外壳摩擦

火花 
GB/T 3836.1-2021 中附录 I.3 √/* -  

18 转移电荷试验 GB/T 3836.1-2021 中 26.17 √/* -  

19 

引入装装置夹

紧、机械强度、

抗冲击试验、电

缆引入装置的防

护等级试验 

GB/T 3836.1-2021 附录 A √/* -  

20 
引入装装置密封

试验、机械强度 

GB/T 3836.2-2021 附录 C3.1

及 C3.2 
√/* -  

21 
Ex 封堵件型式试

验 
GB/T 3836.2-2021 附录 C3.3 √/* -  

22 Ex 螺纹式管接头 GB/T 3836.2-2021 附录 C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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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型式试验 

23 外壳耐压试验 GB/T 3836.2-2021 中 15.2 √/* -  

24 
内部点燃不传爆

试验 
GB/T 3836.2-2021 中 15.3 √/* -  

25 热试验 GB/T 3836.2-2021 中 15.4.3 √/* -  

26 外壳静压试验 GB/T 3836.2-2021 中 16 - 
√（静

压） 
 

27 火焰烧蚀试验 GB/T 3836.2-2021 中 19.4  √/* -  

28 

射频源、激光或

其他连续波源、

超声波源能量

测、非发散连续

波光源 

GB 3836.1-2021 中 6.6.1、

6.6.2、6.6.3、6.6.4 
√/* -  

29 交变湿热试验 GB/T 3836.1-2021 中附录 I.1 √/* -  

30 呼吸、排液装置 
GB/T 3836.2-2021 中 10、附

录 A 和附录 B 
√/* -  

31 
O 形圈弹性密封

圈替换评定 
GB/T 3836.1-2021 中 26.16 √/* -  

32 
内置系统的过压

试验 

GB/T 3836.1-2021 中附录
G4.1 

√/* -  

33 
可靠内置系统的

泄漏试验 

GB/T 3836.1-2021 中附录
G4.2 

√/* -  

34 
有限释放内置系

统的泄漏试验 

GB/T 3836.1-2021 中附录
G4.3 

√/* -  

35 燃烧性能试验 GB/T 3836.1-2021 中附录 I.2 √/* -  

注：√表示延续监督/出厂检验项目，*为日常监督检验项目，-表示不必检验。 

（四）判定规则 

产品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时，判定该产品检验合格；任一项目检验不合

格，判定该产品检验不合格。 

三、工厂评审 

申请人（持证人）应对涉及产品防爆性能的技术文件、生产组织、关

键工序、采购和外协、产品检验等环节进行严格控制，确保产品防爆性能

满足标准要求，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人员 

（1）技术负责人应熟悉产品的隔爆性能及其影响因素，主要技术人

员、生产人员、检验人员应熟悉 GB/T 3836 系列标准、图纸、生产工艺、

检验等与自身岗位相关的要求； 

（2）关键工序（如外壳焊接和隔爆面加工、粘接、熔融工艺、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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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生产人员应该熟悉生产工艺、设备操作规程等内容，操作熟练。 

（二）防爆图纸 

（1）涉及隔爆性能的零部件（如隔爆外壳、引入装置、接线端子、

观察窗、密封圈等）图纸应完整、有效； 

（2）相关图纸应经安标国家中心审核备案； 

（3）图纸中涉及防爆性能的结构或参数的更改须经安标国家中心重

新审核、备案。 

（三）生产设备 

（1）隔爆外壳可自行或外协生产。如需外协，应外协至取得隔爆型

产品安全标志且自行生产隔爆外壳的企业生产。 

申请人（持证人）生产隔爆外壳的，应至少具备焊接（无需焊接的除

外）、隔爆面加工及应力消除工艺手段（热处理除外）或措施。 

（2）设备应满足零部件加工能力及精度要求。 

（四）工艺装备 

申请人（持证人）生产隔爆外壳的，应有工作平台、焊接胎具等必要

的工艺装备。 

（五）工位器具 

申请人（持证人）生产隔爆外壳的，应有保证隔爆面不磕碰，关键零

部件不落地的工位器具，必要的工位器具有隔爆面保护架、转序箱、橡胶

板、孔板架等。 

（六）工艺过程 

申请人（持证人）生产隔爆外壳的，应有产品工艺路线图（工艺流程

图），并明确关键工序，关键工序至少包括壳体焊接及焊接后去应力处理

措施、隔爆面加工、浇封工艺、胶粘工艺、门与壳体组装、静压试验等。 

（七）检验与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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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隔爆外壳采用外协加工方式时，申请人（持证人）必须有静压

试验设备，并有对隔爆外壳的检验能力和管控制度。外协方应按（1）～

（8）要求进行相关检验，对外协方已经检验合格的隔爆外壳，申请人（持

证人）应至少进行抽样入场检验，可采取监督检验或抽检方式实施入厂控

制，需提供外壳的材质报告、静压试验报告及防爆结构检查记录。 

（2）入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与设备见表 3。 

表 3 检验项目与设备 

入厂检验 

序号 检验零（元）部件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设备 备注 

1 接线端子 隔爆参数 游标卡尺等  

2 密封圈 结构尺寸 游标卡尺等  

3 观察窗透明件 外形尺寸 游标卡尺等  

出厂检验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设备名称 备注 

1 
隔爆接合面（长度、间隙、粗糙度、

平面度） 

游标卡尺、塞尺、千分尺、

粗糙度样块、刀口尺 

与 备 案 图

纸一致 

2 静压试验（须 2 小时内完成） 水压机、压力表 过程检验 

（3）应有工序检验规程（如隔爆参数检验、焊接质量检验）、出厂检

验规程等。 

（4）外壳为铸件的，应 100%进行零部件的目测检查，外壳壁厚检

查以及铸造缺陷。 

（5）隔爆参数检查 

1）法兰隔爆接合面的参数检查； 

2）非螺纹隔爆接合面的表面加工质量； 

3）螺纹隔爆接合面的配合参数； 

4）钻孔和螺纹的深度保证合适的剩余壁厚； 

5）所有隔爆接合面配合后的尺寸符合要求。 

（6）粘接接合的工艺文件应该注明下列内容 

1）粘结剂和浇封剂储存期限和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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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混合方法； 

3）粘接表面准备(在进行浇封前通常需要去油脂或等效处理，保证粘

合质量)； 

4）使用方法，例如浇封说明书，避免空隙和温度条件； 

5）固化，应该包括：固化期，任何相关的环境因素，规定等保证产

品在固化期不受干扰。 

（7）例行静压试验 

对于包含多个隔爆空腔的外壳，每个隔爆空腔应该单独进行例行静

压试验，应保证隔爆腔体及门、盖及胶粘部件均进行例行试验。试验后检

查产品损坏或变形，例如，平面隔爆接合面是否在规定的公差之内并且紧

固件没有拉伸。 

采用铸造工艺制造的隔爆外壳，结合实际情况，即使以 4 倍的参考

压力进行了过压试验，仍需进行例行静压试验考核。 

（8）平面接合面 

最终装配阶段应检查平面接合面的相关隔爆面参数及平面度，以保

证不超过规定的间隙。对于不是经常打开的门或盖的平面接合面间隙，如

果装配后无法测量，可在生产过程中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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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本质安全型 

一、产品技术文件要求 

（一）产品技术说明书 

应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1）执行标准中应至少包括： 

GB/T 3836.1-2021 《爆炸性环境 第 1 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T 3836.4-2021 《爆炸性环境 第 4 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煤矿安全规程》 

（2）注明防爆型式与防爆标志。 

（3）基本参数与要求。 

至少应给出以下参数及要求： 

1）额定电压； 

2）额定电流； 

3）本安参数； 

4）外壳材质（含轻金属牌号）； 

5）外壳防护等级； 

6）所用电缆的最大长度及其分布参数。 

（4）明确适用GB/T 3836.1-2021、GB/T 3836.4-2021 要求的条款。 

（5）电池类型、规格型号、容量、生产单位等信息，以及保护电路的相

关信息。 

（6）关联装置及配接设备明细表。 

应详细说明产品的关联装置及配接设备，主要包括：名称、型号、防爆

型式、防爆标志、防爆合格证号（在有效期内）、安全标志编号（在有效期内）、

生产厂家等。以附录形式给出，放置在最后一页，其中各项信息均应准确。 

（7）使用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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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图纸 

应提供总装图、与本安结构相关的零部件图。产品图纸应满足GB 4457～

4460《机械制图》和GB/T 3836.1-2021、GB/T 3836.4-2021 的规定，以及以下

要求： 

（1）图纸中所标注的产品名称、型号等应与产品技术说明一致； 

（2）图纸应有设计、审核、批准人签字（包括日期），并加盖申请单位

印章。 

此外，各图纸中应注明以下参数和要求： 

（1）总装图 

总装配图中产品的部件应齐全，能明确反映产品的结构和装配关系，

外形尺寸、安装尺寸等内容。技术要求应包括以下内容： 

1）外壳防护等级； 

2）外壳明显处有永久性防爆标志、MA 及铭牌标志； 

3）使用时佩戴动物皮套（适用时）； 

4）外壳表面绝缘电阻≤1GΩ(相对湿度（50±5）%）或≤100GΩ(相对湿

度（30±5）%）；本安接线端子与非本安接线端子间距离不小于 50mm，本

安接线端子旁设“ib”或“ia”标志，本安电路用蓝色导线且应单独布

置； 

5）执行标准应明确。 

（2）电气原理图 

1）提供所有电路板原理图，连接关系应标识清楚，布局合理（有电

池的，应将电池画出并给出单独的电池及保护电路板电路图）； 

2）未用电路，标识“未启用”字样或去掉；写程序用端口标识“编程

用”；调试用端口标识“调试用”；其他端口也应有相应的标识； 



14 
 

3）隔爆（浇封）兼本安产品：将本安电路用虚线框上（非本安电路

标识用其他标识，如点划线），并注明“本安电路”或“ib（ia）”；注明“隔离

件”。 

（3）印制电路板图 

1）多层板应分层给出； 

2）印制板应符合 GB/T 3836.4-2021 中第 5.6.4 条及表 3 的规定（标明板

厚、线宽、线厚、线间距、CTI 指数等规格）； 

3）明确焊接调试后绝缘处理方式； 

4）标明比例。 

（4）元器件明细表（BOM 表） 

与电路板、原理图必须一致；应至少包括元件代号、规格、参数、数量、

误差、封装等。功率器件应有热阻系数。 

（5）元器件组装图或元件布置图 

代号等标识必须清晰；双面板应分别给出，标明比例且必须与样机一致。 

（6）变压器原理图和结构图 

必须标明匝数和线径；屏蔽层材质、规格；原副边等绝缘等级参数等。

变压器绕组分布方式（如结构图中不明确时）、端子布置方式（距离）；熔断器

额定值；变压器耐热等级；屏蔽层、铁芯接地要求。提供熔断器规格书。 

（7）壳体图或上盖、下盖图 

（8）铭牌图 

防爆标志、防爆证号、安标证号、主要参数、出厂编号、制造厂名等。 

（9）接线图（适用复杂产品） 

本安电路与非本安电路应分开布线，且本安电路宜采用蓝色导线或蓝色

套管加以区别。明确本安端子。 

（10）特殊工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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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电池浇封图等（材质、厚度应明确）、皮套图。外壳防护特殊工艺。 

（三）产品主要零（元）部件及重要原材料明细表 

产品的主要零（元）部件及重要原材料包括外壳、隔离件、保护元件、关

联装置等。明细表中应列出零（元）部件的具体名称、规格型号或材质、生产

单位、受控类别。可参照表 4 编制。 

表 4 主要零（元）部件及重要原材料明细表 

序号 

零部件（材

料） 

名称 

规格型号 

（材质） 

生产

单位 

安标编号

（或其它认

证编号） 

有效期 
受控 

类别 
备注 

1 隔离件 √/★ √/★   C 
本安电路

不得随意

变更，若

发生变更

电气部件

则需重新

申请备案 

2 外壳 √/★ √/★   

C（非金属

或轻合金外

壳） 

3 电池 √/★ √/★ √  C 

4 检测元件 √/★ √/★ √  C 

5 关联装置 √/★ √/★ √ √ A 

注：√为该栏目需填写对应信息；标“★”为对应项目发生变化时，应向安标国家中心提交变更申

请。 

（四）产品使用说明书 

产品使用说明书按 GB/T 9969-2008、GB/T 3836.1-2021、GB/T 3836.4-2021

标准编写，并包括以下内容： 

（1）用途和使用环境条件； 

（2）防爆型式与防爆标志； 

（3）产品执行标准； 

（4）警示语句，包括“严禁在井下对电池进行充电或更换电池！”、“不

得使用本说明书规定的以外的电池！”、“维修时不得改变本安电路和与本

安电路有关的元器件的电气参数、规格和型号！”、“未经本安关联检验严

禁连接使用！”等； 

（5）安装、调试、使用、维护、修理等方面的注意事项； 

（6）本安系统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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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安计算说明书； 

（8）应详细说明产品的关联装置及配接设备或装置、系统组成明细表，

主要包括：名称、型号、防爆型式、防爆标志、防爆合格证号（在有效期内）、

安全标志编号（在有效期内）、生产厂家等。以附录形式给出，放置在最后一

页，其中各项信息均应准确； 

（9）其他有关产品安全的特殊说明； 

（10）申请人（持证人）联系信息。 

二、产品检验 

委托相关技术检验机构进行产品检验，向申请人（持证人）发出产品检验

通知书。 

（一）检验样品 

样品来源方式按产品审核发放实施规则执行。 

采用送样检验方式的，需在图纸审查基本合格后，进行产品检验。申

请人（持证人）在接到图纸审查机构送样通知后，再按通知要求寄送检验

样品。申请人（持证人）有义务也有责任保证样机与审查图纸的一致性。 

（二）检验方式 

实验室检验。 

（三）检验项目 

根据产品不同检验类型，本安性能检验项目见表 5。 

表 5 矿用产品安全标志本安性能检验项目、要求 

序

号 
首次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条款（技术要求） 

日常/延

续监督检

验项目 

出厂检

验项目 
备注 

1 火花点燃试验 GB/T 3836.4-2021 中 10.1 √ -  

2 

半导体限制电

源电路的点燃

试验 

GB/T 3836.4-2021 中附录 H √/* -  

3 

本安参数及关

键元器件参数

测量 

技术说明书中明确 √ 
√（U、

I） 

关键元器件参数

测量仅进行入厂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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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壳防护试验 

GB/T 3836.1-2021 中 26.4.5

条、GB/T 3836.4-2021 中

6.1 条 

√/* -  

5 温度试验 

GB/T 3836.1-2021 中

5.3.2.1、GB/T 3836.4-2021

中 5.6 

GB/T 3836.4-2021 中 10.2 

√/* -  

6 
规定不严密的

元件参数测定 
GB/T 3836.4-2021 中 10.4 √/* -  

7 
电池和电池组

电解液漏泄 
GB/T 3836.4-2021 中 10.5.2 √/* -  

8 

电池和电池组

的火花点燃和

表面温度 

GB/T 3836.4-2021 中 10.5.3 √/* -  

9 
电池箱压力试

验 
GB/T 3836.4-2021 中 10.5.4 √/* -  

10 
装有压电器件

的设备试验 
GB/T 3836.4-2021 中 10.7 √/* -  

11 

二极管安全栅

和安全分流器

试验 

GB/T 3836.4-2021 中 10.8 √/* -  

12 电缆拔脱试验 GB/T 3836.4-2021 中 10.9 √/* -  

13 

非金属材料外

壳部件的表面

电阻测定 

GB/T 3836.1-2021 中 7.4.2 √1 -  

14 介电强度试验 
GB/T 3836.4-2021 中

6.3.13、10.3 
√ √  

15 跌落试验 GB/T 3836.1-2021 中 26.4.3 √/* -  

16 机械试验 GB/T 3836.4-2021 中 10.6 √/* -  

17 摩擦火花试验 
GB/T 3836.1-2021 中附录

I.3 
√/* -  

18 

本安电路电气

间隙、爬电距

离 

GB/T 3836.4-2021 中表 5 √ √  

19 交变湿热试验 
GB/T 3836.1-2021 中附录

I.1 
√/* -  

20 
可靠变压器例

行试验 

GB/T 3836.4-2010 中

8.2.5、11.2 
√ 

√（入

厂） 
 

21 
变压器型式试

验 

GB/T 3836.4-2021 中

8.2.4、10.10 
√/* -  

22 射频源 GB/T 3836.1-2021 中 6.6.2 √/* -  

23 
激光或其他连

续波源 
GB/T 3836.1-2021 中 6.6.4 √/* -  

24 超声波源 GB/T 3836.1-2021 中 6.6.3 √/* -  

25 小元件点燃 GB/T 3836.4-2021 中 5.6.2 √/* -  

26 附属外部导电 GB/T 3836.1-2021 中 7.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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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27 光隔离器试验 GB/T 3836.4-2021 中 10.11 √/* -  

28 

可靠印制电路

板连接接的载

流能力 

GB/T 3836.4-2021 中 10.12 √/* -  

29 抗冲击试验 GB/T 3836.1-2021 中 26.4.2 √/* - 

符合 GB/T 

3836.4-2021 中

6.1.2.3 中 a)要求 

注：√表示延续监督/出厂检验项目，*为日常监督检验项目，-表示不必检验。 

（四）判别准则 

产品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时，判定该产品检验合格；任一项目检验不合

格，判定该产品检验不合格。 

三、工厂评审 

申请人（持证人）应对涉及产品防爆性能的技术文件、生产组织、关

键工序、采购和外协、产品检验等环节进行严格控制，确保产品防爆性能

满足标准要求，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人员 

（1）技术负责人应熟悉产品的本质安全性能及其影响因素；主要技

术人员、生产人员、检验人员应熟悉 GB/T 3836.1-2021、GB/T 3836.4-2021

等标准、本安相关电路图纸、生产工艺、本安保护方式、本安参数（工作

参数）调（测）试、印制板检查、检验等与自身岗位相关的要求。 

（2）关键工序（如浇封、涂覆三防漆、本安参数（工作参数）调（测）

试、印制板检查、检验、组装等）的生产人员应该熟悉生产工艺、设备操

作规程等内容，操作熟练。 

（二）防爆图纸 

（1）涉及本质安全性能的产品图纸应完整、有效； 

（2）产品图纸中涉及本质安全性能的结构、元器件型号规格或参数

的更改须经安标国家中心重新审核、备案； 

（3）BOM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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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安计算说明书。 

（三）生产设备 

（1）应有满足生产所需的生产设备，如电路板焊接、调试、涂覆三

防漆，成品总装等设备，并建立设备台账。 

（2）设备应满足电路板调（测）试能力及精度要求。 

（3）印制板由申请人（持证人）自行生产的，应具备与检验机构备

案文件相应的生产能力和检验方法；外协生产的，申请人（持证人）应提

供供应商对印制板的报告，报告至少应包括印制板层数、板厚、线宽、线

厚、线间距、CTI 指数。 

（四）工艺装备及工位器具 

应有满足要求的工艺装备及工位器具，如电路板调（测）试工装、本

安参数测试工装、仿真线、浇封工装、电池充放电工装、有毒有害气体防

护工装等及元器件存放、组装电路板周转箱、半成品周转箱、隔爆面保护

等，并建立台账。 

（五）工艺过程 

（1）工艺文件（如浇封、元件安装、焊接、调试和涂覆三防漆等）

应满足图纸等技术文件要求；浇封工艺文件应注明浇封剂制造厂、型号、

混合、浇封厚度、固化时间及温度；安装工艺文件应规定有关部件（如端

子）和布线/电缆的隔离，并且符合规定的蓝颜色或标识，涂覆三防漆工

艺文件应规定涂覆材料； 

（2）应有产品工艺路线图（工艺流程图），并明确关键工序；根据不

同产品，关键工序应包括元器件锡焊工序、PCB 板的相关检查、涂覆三

防漆以及影响防爆性能的浇封或密封工艺。 

（六）检验与测试 

（1）生产单位必须具备按标准要求的项目进行出厂检验的设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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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且其精度、能力等满足要求；如：示波器、稳压电源、调压器、万用

表、峰值直流电流表、峰值直流电压表、毫伏表、直流电流表（指针式）、

直流电压表、场强仪、耐压测试仪、兆欧表、LCR 测量仪、放大镜等。 

（2）应有重要原材料、外购件进厂检验记录、关键工序检验记录，

如：外壳、连接件，印制电路板、电池、浇封材料、变压器、催化元件等

传感元件、供电等关联装置；电阻、电容、电感、压电器件、变压器、半

导体器件、电池和电池组、熔断器、塑料部件等。根据不同产品，应有

GB/T 3836.4-2021 中规定的例行试验的记录。 

（3）本质安全设备和关联设备的元件应该检查以下特性： 

1）电阻：阻值、功率、型号、公差、外部尺寸； 

2）电容：电容值、电压等级、误差、型号、外部尺寸； 

3）压电器件：制造厂、型号、电容； 

4）电感元件：电感值、直流电阻、匝数、线规和材料、芯和线轴的

材料规定（必要时）； 

5）变压器：型号、制造厂、隔离、电压； 

6）二极管、齐纳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型号、功率、热阻系数、

制造商名称（必要时）； 

7）电池和电池组：制造商和型号、合格证明（检验报告）、电池容量

（必要时）； 

8）熔断器：制造厂、类型、参数； 

9）绝缘材料：规格、尺寸、型号（必要时）； 

10）连接件（例如插头和插座，端子）：型号、制造商（必要时）。 

（4）印制电路板（PCB） 

1）印制电路板 

对于简单单面或双面印制电路板，使用放大镜核对布线与图纸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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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样品的一致性及锡焊质量。采购文件应该规定印制板层数、板厚、线宽、

线厚、线间距、CTI 指数。 

2）印制电路板组件 

清漆和涂层应在材料规定、覆盖有效性和在需要使用两层独立覆盖

层时加以控制，即在第二次涂覆之前第一次涂复层有适当时间固化或干

燥，并有工艺文件。 

对于印制电路板，申请人（持证人）应该核对防爆审查确定的与生产

中使用的安全关键元件明细（例如电阻和齐纳二极管）的一致性。印制电

路板上的安全关键元件应该全部检查（包括元器件焊接质量）。对于手工

组装的印制电路板上规定的电气间隙应该全部检查。 

3）申请人（持证人）对自行生产的印制板，应检验印制板层数、板

厚、线宽、线厚、线间距、CTI 指数；印制板外协生产的，申请人（持证人）

应提供供应商对印制板的报告，报告至少应包括印制板层数、板厚、线宽、

线厚、线间距、CTI 指数。 

（5）例行试验 

例行试验，如电源变压器试验，应逐台检验，并形成文件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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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浇封型 

一、产品技术文件要求 

（一）产品技术说明书 

应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1）执行标准中应至少包括： 

GB/T 3836.1-2021 《爆炸性环境 第 1 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T 3836.9-2021 《爆炸性环境 第 9 部分：由浇封型“m”保护的设备》 

《煤矿安全规程》 

（2）防爆型式与防爆标志； 

（3）外壳材质（含轻金属牌号）； 

（4）浇封剂材质； 

（5）明确适用GB/T 3836.1-2021、GB/T 3836.9-2021 要求的条款，以及

不适用上述标准要求的条款及原因； 

（6）电池类型、规格型号、容量、生产单位等信息，以及保护电路的相

关信息； 

（7）浇封工艺； 

（8）产品的保护装置及放置部位（适用时）； 

（9）使用环境要求。 

（二）产品图纸 

应提供总装图、与浇封结构相关的零部件图。产品图纸应满足GB 4457～

4460《机械制图》和GB/T 3836.1-2021、GB/T 3836.9-2021 的规定，以及以下

要求： 

（1）图纸中所标注的产品名称、型号等应与产品技术说明一致； 

（2）图纸应有设计、审核、批准人签字（包括日期），并加盖申请单位

印章。 

此外，各图纸中应注明以下参数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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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装图 

（1）要有外形尺寸，标注浇封厚度。如果采用外接的保护装置，须注明

外接设备的型号名称及安标编号； 

（2）注明浇封剂生产厂家、牌号、电缆型号； 

（3）技术要求中应体现浇封复合物的使用温度范围，写明电压等级，警

告标志应符合GB/T 3836.1-2021 中第 29.13 章要求； 

（4）明确其他装配工艺要求； 

（5）应能反映出主要零元部件的安装位置，及内外接地位置。 

2．零部件图要求 

（1） 浇封示意图； 

（2） 浇封中的净空间； 

（3） 复合物的厚度； 

（4） 浇封型式的保护装置要求； 

（5）外部连接。 

3．电气原理图（含保护装置）。 

4．印制电路板（PCB），能反映电气元件及保护装置的安装位置。 

5．电路设计计算书。 

6．电子元件参数表。 

7．浇封工艺。 

8．浇封剂规格书。 

（三）产品主要零（元）部件及重要原材料明细表 

产品的主要零（元）部件及重要原材料包括外壳、浇封剂、电缆、浇封型

式的保护装置等。明细表中应列出零（元）部件的具体名称、规格型号或材

质、生产单位、受控类别。可参照表 6 编制。 

表 6 主要零（元）部件及重要原材料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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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零部件（材

料） 

名称 

规格型号 

（材质） 

生产

单位 

安标编号

（或其它认

证编号） 

有效期 
受控 

类别 
备注 

1 浇封剂 √/★ √/★   C  

2 外壳 √/★ √/★   C  

3 
浇封型式的保

护装置 
√/★ √/★   C  

4 电池 √/★ √/★ √  C  

5 电缆 √ √ √ √ B  

注：√为该栏目需填写对应信息；标“★”为对应项目发生变化时，应向安标国家中心提交变更申

请。 

（四）产品使用说明书 

产品使用说明书按 GB/T 9969-2008、GB/T 3836.1-2021、GB/T  3836.9-

2021 标准编写，并包括以下内容： 

（1）用途和使用环境条件； 

（2）防爆型式与防爆标志； 

（3）产品执行标准； 

（4）“如发现浇封化合物有变形、变色、软化等影响防爆性能时，应立即

停止使用”等警示语句； 

（5）安装、调试、使用、维护、修理等方面的注意事项； 

（6）预期短路电流（最大工作电流）； 

（7）其他有关产品安全的特殊说明。 

二、产品检验 

委托相关技术检验机构进行产品检验，向申请人（持证人）发出产品检验

通知书。 

（一）检验样品 

样品来源方式按产品审核发放实施规则执行。 

采用送样检验方式的，在图纸审查基本合格后，进行产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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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持证人）在接到图纸审查机构送样通知后，再按通知要求寄

送样品。 

（二）检验方式 

实验室检验。 

（三）检验项目 

根据产品不同检验型式，浇封性能检验项目见表 7。 

表 7 矿用产品安全标志浇封性能检验项目、要求 
序

号 
首次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条款（技术要求） 

日常/延续监督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项目 
备注 

1 

外观结构检查；浇封剂

检查； 

接地及接地标志； 

名牌、标志； 

GB/T 3836.9-2021 中 5、

7；9.1 

GB/T 3836.1-2021 中 15、
29 

√ √  

2 间距和复合物厚度 GB/T 3836.9-2021 中 7 √ √  

3 复合物吸水性试验 
GB/T 3836.9-2021 中

5.3.1、8.1.1 
√/* -  

4 复合物介电强度试验 
GB/T 3836.9-2021 中

5.3.2、8.1.2 
√/* -  

5 最高温度 
GB/T 3836.9-2021 中
8.2.2 

√/* -  

6 热稳定性 
GB/T 3836.9-2021 中
8.2.3 

√/* -  

7 介电强度试验 
GB/T 3836.9-2021 中
8.2.4 

√/* √  

8 电缆拔脱试验 
GB/T 3836.9-2021 中
8.2.5 

√/* -  

9 压力试验 
GB/T 3836.9-2021 中
8.2.6 

√/* -  

10 
可复位温度保护装置

的试验 

GB/T 3836.9-2021 中
8.2.7 

√/* -  

11 
内置保护装置的密封

试验 

GB/T 3836.9-2021 中
8.2.8 

√/* -  

注：√表示延续监督/出厂检验项目，*为日常监督检验项目，-表示不必检验。 

 

（四）判定规则 

产品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时，判定该产品检验合格；任一项目检验不

合格，判定该产品检验不合格。 

三、工厂评审 

申请人（持证人）应对涉及产品防爆性能的技术文件、生产组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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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工序、采购和外协、产品检验等环节进行严格控制，确保产品防爆性能

满足标准要求，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生产文件 

热保护（例如热熔断器）、电气保护的位置和型号应与审查备案的

图纸一致。确认浇封工艺的符合性，检查记录。现场检查浇封参数。确

认实际使用的电子元器件与生产文件的一致性。 

（二）人员 

技术负责人应熟悉产品的浇封性能及其影响因素；主要技术人员、生

产人员和检验人员应熟悉 GB/T 3836.1-2021、GB/T 3836.9-2021 等标准、

以及浇封工艺、保护方式、检验等与自身岗位相关的要求。 

（三）生产设备 

（1）应有满足生产所需的生产设备，如电路板焊接、调试，浇封，

成品总装等设备，并建立设备台账。 

（2）设备应满足电路板调（测）试能力及精度要求。 

（四）工艺装备 

申请人（持证人）应有相应的浇封工艺，应有满足浇封要求的工艺装

备和作业指导书。 

（五）检验与测试 

可靠元件应该检查以下特性： 

1）电阻：阻值、功率、型号、公差、外部尺寸； 

2）电容：电容值、电压等级、误差、型号、外部尺寸； 

3）电感元件：电感值、直流电阻、匝数、线规和材料、芯和线轴的

材料规定（必要时）； 

4）变压器：型号、制造厂、隔离、电压； 

5）二极管、齐纳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型号、功率、热阻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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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名称（必要时）； 

6）电池和电池组：制造商和型号、合格证明（检验报告）、电池容量

（必要时）； 

7）熔断器：制造厂、类型、参数； 

8）温度保护：制造厂、类型、参数。 

（六）例行试验 

例行试验，如介电强度、浇封检查，应逐台检验，并形成文件加以

控制。 

（七）出厂检验设备 

应具备耐压测试仪等出厂检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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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增安型 

一、 产品技术文件要求 

（一） 产品技术说明书 

需提供技术说明书的产品，应满足以下要求： 

（1）执行标准中应至少包括以下要求： 

GB/T 3836.1-2021 《爆炸性环境 第 1 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T 3836.3-2021 《爆炸性环境 第 3 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煤矿安全规程》 

（2）防爆型式与防爆标志； 

（3）外壳材质（含轻金属牌号）； 

（4）外壳防护等级； 

（5）明确适用GB/T 3836.1-2021、GB/T 3836.3-2021 要求的条款，以及

不适用上述标准要求的条款及原因； 

（6）电池类型、规格型号、容量、生产单位等信息，以及保护电路的相

关信息； 

（7）使用环境要求。 

（二）产品图纸 

应提供总装图、与增安结构相关的零部件图。产品图纸应满足GB 4457～

4460《机械制图》和GB/T 3836.1-2021、GB/T 3836.3-2021 的规定，以及以下

要求： 

（1）图纸中所标注的产品名称、型号等应与产品技术说明一致； 

（2）图纸应有设计、审核、批准人签字（包括日期），并加盖申请单位

印章。 

此外，各图纸中应注明以下参数和要求： 

（1）总装图 



29 
 

1）要有外形尺寸； 

2）应写明电压等级、电气间隙、爬电距离、防护等级； 

3）明确其他装配工艺要求； 

4）应能反映出主要零元部件的安装位置。 

（2）零部件图 

1）外壳焊接图 

外壳尺寸，包括壁厚。 

2）电气连接示意图 

具体操作方法、线径、螺栓尺寸、拧紧力矩等。   

（3）电气连接件 

1）连接方式； 

2）连接类型； 

3）电阻式温度计的镶嵌。 

（4）电气原理图 

（5）标牌 

1）防爆标志、MA 标识； 

2）警告标牌； 

3）接地标牌及尺寸； 

4）铭牌 

包括防爆标志、防爆证号、安标证号、主要参数、出厂编号、制造厂名、

防护等级等信息； 

5） 标牌材质。  

（6）内外接地 

1）接地装置的安装位置； 

2）接地装置的尺寸、防松、防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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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地连接线的要求； 

4）接地标志。 

（三）产品主要零（元）部件及重要原材料明细表 

产品的主要零（元）部件及重要原材料包括接外壳等。明细表中应列出零

（元）部件的具体名称、规格型号或材质、生产单位、受控类别。可参照表 8

编制。 

表 8 主要零（元）部件及重要原材料明细表 

序号 

零部件（材

料） 

名称 

规格型号 

（材质） 

生产

单位 

安标编号

（或其它认

证编号） 

有效期 
受控 

类别 
备注 

1 外壳 √/★ √/★   C  

2 绝缘材料 √/★ √/★   C  

3 保护元件 √/★ √/★   C  

4 电池 √/★ √/★ √  C  

注：√为该栏目需填写对应信息；标“★”为对应项目发生变化时，应向安标国家中心提交变更申

请。 

（四）产品使用说明书 

产品使用说明书按 GB/T 9969-2008、GB/T 3836.1-2021、GB/T 3836.3-2021

标准编写，并包括以下内容： 

（1）用途和使用环境条件； 

（2）防爆型式与防爆标志； 

（3）产品执行标准； 

（4）警示语句； 

（5）安装、调试、使用、维护、修理等方面的注意事项； 

（6）其他有关产品安全的特殊说明。 

二、产品检验 

委托相关技术检验机构进行产品检验，向申请人（持证人）发出产品检

验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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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验样品 

样品来源方式按产品审核发放实施规则执行。 

采用送样检验方式的，在图纸审查基本合格后，进行产品检验。 

申请人（持证人）在接到图纸审查机构送样通知后，再按通知要求寄

送检验样品。 

（二）检验方式 

实验室检验。 

（三）检验项目 

根据产品不同检验型式， 增安性能检验项目见表 9。 

表 9 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增安性能检验项目、要求 

序

号 
首次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条款（技术要求） 

日常/延续监

督检验项目 

出厂检

验项目 

备

注 

1 

外观结构检查外壳材质； 

接地及其接地标志； 

名牌、标志； 

GB/T 3836.3-2021 中附

4、5；GB/T 3836.1-2021

中 15、29 

√ √  

2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 
GB/T 3836.3-2021 中

4.3、4.4 
√ √  

3 绝缘介电强度 GB/T 3836.3-2021 中 6.1 √ √  

4  旋转电机 GB/T 3836.3-2021 中 6.2 √/* -  

5 灯具 GB/T 3836.3-2021 中 6.3 √/* -  

6 测量仪表和仪表用互感器 GB/T 3836.3-2021 中 6.4 √/* -  

7 非仪表用互感器 GB/T 3836.3-2021 中 6.5 √/* -  

8 
“eb”保护等级单体电池和

电池组检查和试验 
GB/T 3836.3-2021 中 6.6 √/* -  

 
“ec”保护等级单体电池和

电池组检查和试验 
GB/T 3836.3-2021 中 6.7 √/* -  

9 通用接线盒和分线盒 GB/T 3836.3-2021 中 6.8 √/* -  

10 
电阻加热元件和电阻加热

器 
GB/T 3836.3-2021 中 6.9 √/* -  

11 端子绝缘材料试验 
GB/T 3836.3-2021 中

6.10 
√/* -  

注：√表示延续监督/出厂检验项目，*为日常监督检验项目，-表示不必检验。 

（四）判定规则 

产品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时，判定该产品检验合格；任一项目检验不合

格，判定该产品检验不合格。 

三、工厂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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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持证人）应对涉及产品防爆性能的技术文件、生产组织、关

键工序、采购和外协、产品检验等环节进行严格控制，确保产品防爆性能

满足标准要求，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人员 

技术负责人应熟悉产品的增安性能及其影响因素；主要技术人员、生

产人员和检验人员应熟悉 GB/T 3836.1-2021、GB/T 3836.3-2021 等标准、图

纸、生产工艺、以及检验与自身岗位相关的要求。 

（二）防护等级 

应保证下列项目全部进行了检查： 

（1）焊接的连续性； 

（2）衬垫和密封合适； 

（3）焊接的沟和凸缘的连续性； 

（4）浇封的使用。 

（三）内部布线和接触的整体性 

应保证下列项目全部进行了检查： 

（1）导线有效夹紧； 

（2）导线端部正确，例如过多的绝缘不从连线上除去（一般在端子

金属 1mm 之内）； 

（3）布线符合技术文件规定； 

（4）连接收紧如技术文件规定； 

（5）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符合技术文件规定； 

（6）核查密封垫的采购是否符合要求。 

（四）电缆密封、接线盒其他附件 

技术文件中规定的尺寸应当采取抽检方式予以验证。 

（五）例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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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试验，如介电试验，英珠态检验，并形成文件加以控制。 

 

（六）出厂检验设备 

应急备耐压测试仪等出厂检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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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矿用一般型 

一、产品技术文件要求 

（一） 产品技术说明书 

需提供技术说明书的产品，应满足以下要求： 

（1）执行标准中应至少包括以下要求： 

GB/T 12173-2008 《矿用一般型电气设备》 

GB/T 3836.1-2021 《爆炸性环境 第 1 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T 3836.3-2021 《爆炸性环境 第 3 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MT/T 661-2011 《煤矿井下用电器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煤矿安全规程》 

（2）矿用一般型标志KY； 

（3）外壳材质； 

（4）外壳防护等级； 

（5）明确适用 GB/T 12173-2008 要求的条款，以及不适用上述标准要求

的条款及原因； 

（6）使用环境要求。 

（二）产品图纸 

应提供总装图、与安全结构相关的零部件图。产品图纸应满足GB 4457～

4460《机械制图》和GB/T 12173-2008 的规定，以及以下要求： 

（1）图纸中所标注的产品名称、型号等应与产品技术说明一致； 

（2）图纸应有设计、审核、批准人签字（包括日期），并加盖申请单位

印章。 

此外，各图纸中应注明以下参数和要求： 

1．总装图 

（1）要有外形尺寸、标志； 

（2）应写明电压等级、电气间隙、爬电距离、防护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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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确其他装配工艺要求； 

（4）应能反映出主要零元部件的安装位置。 

2．零部件图 

（1）外壳焊接图 

外壳尺寸，包括材质和壁厚。 

（2）紧固件 

1）螺栓规格； 

2）防松措施。 

（3）电缆引入装置 

1）是否有尖锐棱角； 

2）是否有夹紧装置； 

3）防护等级； 

4）是否使用封堵件。 

（4）连接件 

1）导线是否能可靠连接； 

2）连接件结构； 

3）连接导体截面积。 

（5）标牌 

1）标志、MA 标牌； 

2）警告标牌；  

3）铭牌 

包括标志、安标编号、主要参数、出厂编号、制造厂名、防护等级等。 

4）MA 标牌材质。   

（三）产品主要零（元）部件及重要原材料明细表 

产品的主要零（元）部件及重要原材料包括外壳。明细表中应列出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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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的具体名称、规格型号或材质、生产单位、受控类别。可参照表 10 编制。 

表 10 主要零（元）部件及重要原材料明细表 

序号 

零部件（材

料） 

名称 

规格型号 

（材质） 

生产

单位 

安标编号

（或其它认

证编号） 

有效期 
受控 

类别 
备注 

1 外壳 √/★ √/★   C  

2 电池 √/★ √/★ √  C  

3 透明件 √ √   C  

注：√为该栏目需填写对应信息；标“★”为对应项目发生变化时，应向安标国家中心提交变更申

请。 

（四）产品使用说明书 

产品使用说明书按 GB/T 9969-2008、GB/T 12173-2008 标准编写，并包括

以下内容： 

（1）用途和使用环境条件； 

（2）“KY”标志； 

（3）产品执行标准； 

（4）警示语句； 

（5）安装、调试、使用、维护、修理等方面的注意事项； 

（6）其他有关产品安全的特殊说明。 

二、产品检验 

委托相关技术检验机构进行产品检验，向申请人（持证人）发出产品检

验通知书。 

（一）检验样品 

样品来源方式按产品审核发放实施规则执行。 

采用送样检验方式的，在图纸审查基本合格后，进行产品检验。 

申请人（持证人）在接到图纸审查机构送样通知后，再按通知要求寄

送样品。 

（二）检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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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检验。 

（三）检验项目 

根据产品不同检验型式，检验项目见表 11。 

表 11 矿用产品安全标志检验项目、要求 

序

号 
首次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条款（技术要

求） 

日常/延续监

督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

目 

备

注 

1 

外观结构检查外壳材

质；接地及其接地标

志；标志； 

GB/T 12173-2008 中 4.2.1、

4.2.5、4.3、4.4、4.5、4.6、

4.7、4.9、4.10、4.11、7 

√ √  

2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 GB/T 12173-2008 中 4.5 √ √  

3 冲击试验 GB/T 12173-2008 中 5.2 √/* -  

4 跌落试验 GB/T 12173-2008 中 5.3 √/* -  

5 外壳防护性能试验 GB/T 12173-2008 中 5.4 √/* -  

6 交变湿热试验 GB/T 12173-2008 中 5.5 √/* -  

7 最高表面温度测量 GB/T 12173-2008 中 5.6 √/* -  

8 工频耐压与绝缘电阻 MT/T 661-2011 中 5.3 √ √  

注：√表示延续监督/出厂检验项目，*为日常监督检验项目，-表示不必检验。 

（四）判定规则 

产品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时，判定该产品检验合格；任一项目检验不合

格，判定该产品检验不合格。 

三、工厂评审 

申请人（持证人）应对涉及产品安全性能的技术文件、生产组织、关

键工序、采购和外协、产品检验等环节进行严格控制，确保产品安全性能

满足标准要求，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所有的检验应形成文件； 

（２）典型检验包括： 

1）外观结构、接地和标志检查； 

2）工频耐压与绝缘电阻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