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行业标准
MT 147一1995

煤矿用阻燃抗静电织物整芯输送带 代替 MT 147-92

1 主胭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阻燃抗静电织物整芯输送带的产品型号、规格、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煤矿井下用阻燃抗静电织物整芯输送带(以下简称阻燃带)。

2 弓!用标准

GB 528 硫化橡胶和热塑性橡胶拉伸性能的测定

GB 531 硫化橡胶邵尔A硬度试验方法

GB 1689 硫化橡胶耐磨性能的测定(用阿克隆磨耗机)

GB 4993镍铬一铜镍(康铜)热电偶丝及分度表
MT 182酒精喷灯燃烧器的结构与技术要求
MT 318 煤矿用阻燃输送带接头检验规范

3 术语

3.1 阻燃性fire-resistant properties

      指输送带具有通过下述试验的能力:

    a. 经滚筒摩擦试验，试件应完全不可燃;

    b. 经酒精喷灯燃烧试验，试件应完全不可燃的或是能自行熄灭的

    c. 经丙烷燃烧试验，试件上的火焰应能自行熄灭。

3.2 额定力Rated force

      阻燃带整体纵向拉断力的1/10称作额定力。

4 产品型号和规格

4.1 产品型号

    产品型号按阻燃带整体纵向拉断强度来划分，为680S,800S,1000S,1250S,1400S,1600S,1800S,

2000S,2240S,2500S,2800S,3100S和 3400S,

    型号示例:

                      800        S

表示输送带具有阻燃性和抗静电性

表示阻燃带整体纵向拉断强度为800N/mm

4.2 规格

4.2.1 阻燃带宽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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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序 号 I 2 3 4 5 6 7 8 9 10 I1

宽 度 400 500 65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000以上

4.2.2 阻燃带厚度见表2:

表 2

型 号 680S 8005 looos 12505 1400S及以上

阻燃带厚度 >8.00 》8。50 >9. 00 >Io. to >10. 50

4. 2. 3 长度

    阻燃带出厂的单卷长度为200士空。。对长度有特殊要求时，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质量

    阻燃带表面应平整，无影响使用的明疤、缺胶和裂痕。带芯应由覆盖层完全封闭，以防受潮变质。

5.2 阻燃带宽度

    阻燃带宽度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mm

宽 度 400 500 65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及以上

极限偏差 士6 士6 士7 士8 士 10 士12 士14 士16 士18 士20

    注:带边与带芯的距离不得大于12.m,

53 厚度

    阻燃带厚度和覆盖层厚度

    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型 号 6805 SODS 10005 12505 14005及以上

阻燃带厚度 妻8.00 )8. 50 )s. 00 )10.10 )10. 50

上、下覆盖层厚度 )080 )080 》0. 80 )o. 80 )0. 75

5.4 单位面积质量

    阻燃带单位面积质量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 5 kg/mz

型 号 6805 800S 1ooos 12505 1400S及以上

单位面积质量 势10.2 〕10.8 )11. 4 )12. 8 )13. 3

5，5 拉断强度

    阻燃带的全厚度拉断强度应符合表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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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N/mm

型 号 680S 8005 IOnOS 1交50S 1连nnS 1KnnS 1只nnS 夕nnn只 22405 25005 28005 31005 34005

纵 向 >680 >800 妻1000>1250妻1400>1600妻1800>2000>2240>2500>2800)3100>3400

横 向 >265 >280 )300 >350 >350

5.6 拉断伸长率

    阻燃带的全厚度拉断伸长率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 7

型 号 680S 8005一1000S}1250514005一1600S{1800520005}2240S}2500S28005}31005}34005
纵 向 >15

横 向 >18

    注 当试验力为额定力时，试验伸长率不得大于4%

57 撕裂力

    阻燃带的撕裂力应符合表8的规定:

表 8

型 号 680S 800S 10005 12505 14005 1600S 18005 9n005 22405 25005 9只nn只 q1nnS 3400S

撕裂力 >1090)1180>1180>1540>1540

5.8 硬度

      覆盖胶邵尔A型硬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橡胶面的硬度为60士5 SH'A

      塑料面的硬度为75士5 SH'A

59 粘合强度

    阻燃带覆盖层和带芯间的粘合强度应符合表9的规定:

                                                表 9 N/mm

织 物 种 类

极盖层与带芯间粘合强度

覆盖层厚度

(1. 6mm

粗益层厚度

  > 1. 6mm

含夭然纤维的织物100%聚酞胺织物其他100%合成纤维织物 >3. 15 >4. 00

最小值 )2.60 〕2. 60

5.10 磨耗量

    磨耗量不得大于0. 7cm3八.61km,
5.11 表面电阻值

    试件上、下两个表面的表面电阻算术平均值均不得大于3 x loan,

5.12 阻燃性

5.12.1 滚筒摩擦试验
    每块试件经滚筒摩擦试验时，其任何部位不得发生有焰燃烧和无焰燃烧现象，滚筒表面温度不得大

于325 0C ,

5.12.2 酒精喷灯燃烧试验

    试件经酒精喷灯燃烧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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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对6块具有完整覆盖层试件，在移去喷灯后，所有试件上的有焰燃烧时间的算术平均值和无焰

燃烧时间的算术平均值均不得大于3s。其中每块试件上的有焰燃烧时间和无焰燃烧时间单值均不得大

于 los,

    b. 对18块剥去覆盖层试件，在移去喷灯后，所有试件上的有焰燃烧时间的算术平均值和无焰燃

烧时间的算术平均值均不得大于5s。其中每块试件上的有焰燃烧时间和无焰烧烧时间单值均不得大于

15s,

5.12.3 巷道丙烷燃烧试验

    试件经巷道丙烷燃烧试验时，应满足下列规定之一:

    a. 试件全宽度上保留的未损坏长度大于2250mm;
    b.平均温升最大值不得大于80"C，试件的消耗长度不得大于2250mm，试件全宽度上的保留的未

损坏长度应大于250mma
    c. 平均温升最大值不得大于900C，试件的消耗长度不得大于2000mm，试件全宽度上的保留的未

损坏长度应大于250mm.

5.13 阻燃带接头拉断强度
5.13.1 对小于或等于12505 M的阻燃带，按MT 318标准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时，机械接头的拉断

强度不得小于带体额定拉断强度的“%;对大于1250S型的阻燃带，建议采用胶粘接头，若采用国外进

口机械接扣，其机械接头的拉断强度不得小于带体额定拉断强度的60%e*

5.13.2 阻燃带胶枯接头的拉断强度不得小于带体额定拉断强度的90%.

5门4 阻然带接头运行寿命
    按MT 318标准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接头运行寿命试验时，机械接头的接头寿命平均值不得小于10

万周转，胶粘接头的接头寿命平均值不得小于25万周转。

515 织物

    采用的织物应均匀和坚固，并无结节、节块、编织不匀和其他杂质等缺陷。

5.16 织物接头

5.16.， 横向接头

    带芯不得有横向接头;

5.16.2 纵向接头

    带芯不得有纵向接头;

5.16. 3 拼合接头

    成卷供应的整芯阻燃带，不得有拼合接头。

6 试验方法

6.1 样品采取

    在产品制成24h后，采取样品。

6.2 外观质量

    采用目测方法检查。

6.3 宽度测量方法

    采用最小分度值为。. 5mm的钢直尺进行测量。

6.4 厚度测量方法

6.4.1 试件制备
6.4.1.1 试件应按全宽度与表面呈直角进行横向切割，试件表面应避免产品商标等压纹标记;

6.4.1.2 切割线的确定:按图1所示，在阻然带一边标出点A，另一边沿带边垂直标出对应点B，再离

B点50mm处标出点C，试件即可按图1所示的A〔线切割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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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熬带0边

      B  C

一一哗一一

                              图I 测量厚度用试件切割示意图

6.4.2 仪器

    测量厚度使用下列任一种仪器:
    。. 台式测厚仪:测量范围。-25mm，最小分度值。. O2mm，百分表的准确度为1级，接触面工作压

力为。.98士。.10N，接触平面的直径为10.0士0. lmm p
    b. 千分尺:测量范围0-25mm,最小分度值。. 02mm，准确度为I级。

6.4.3 测定步骤
    试件厚度应沿图1所示的AC斜边，接图2所示的十字交叉点进行测定。测定时试件应平放在测厚

仪工作台上，随后用手指压紧工作台上的试件，图2中L值按式((I)计算。

华华丰丰牛丰:t
刀

图2 阻燃带厚度测定示意图

L=b-旦旦...................⋯⋯，二，。，.⋯⋯，.，。。，，..⋯(1)

式中:L— 每等分长度，二 ;

      b--阻燃带宽度，mm,

6.4.4 结果表述
    记录测得的7个厚度值，然后计算出7个值的算术平均值，取小数点后2位，修约成小数点后1位。

6.5 橙盖层厚度测定方法

65.， 试件制备方法

        与6.4.1相同。

6.5.2 仪器
    千分尺，其测量范围为0-25mm，其最小分度值为0. Olmm，准确度为1级。

6.5.3 测定步骤
6.5.3.1 试件应从原卷限燃带中取样，测定时按图I所示的AC切割边逐点进行;

6.5-3.2 在距图2所示的7条等分线最近的芯体波峰处，测定沿试件表面至织物波峰的垂直距离;

6.5-3.3 用肉眼观察，表面如有局部薄的覆盖层(不包括试件边缘25mm)，则应对该区域内相邻的4

个织物波峰点t.Yzb.4'Id位置进行测定，见图3,

准标网 www.zhunbiao.com 免费下载免费标准网(www.freebz.net) 标准最全面

免费标准网(www.freebz.net) 无需注册 即可下载



MT 147一1995

D- E为fi等分

图3 测定覆盖层厚度示意图

6.5.4 结果表述

    应记录和计算下列测定结果:
        a.

小数点后

      b.

小数点后

记录测得的7个上覆盖层厚度值，然后计算出7个值的算术平均值，取小数点后2位，修约至

1位;

记录测得的7个下覆盖层厚度值，然后计算出7个值的算术平均值，取小数点后2位，修约至

1位;

对任何局部薄的区域，记录测得的4个覆盖层厚度值t�tb.t.,ta r然后计算出4个值的算术平均

值，取小数点后2位，修约至小数点后1位。

  拉断强度和伸长率测定方法

1 试件制备

1.， 试件应按图4所示的形状和尺寸，并用断面如图5所示的冲刀冲割;

e

乐

6.

已

e

褒
夹持部位

夹持部位

一 八、

IO0(w距，

>380

图4 测定拉断强度试件示意图

图 5 冲刀断面示意图

6.6.1.2 冲割的试件覆盖层应完整无损，冲割面要整齐、平滑。当筱盖层很厚时，夹装部位覆盖层可以

剥去，以免试件试验时在夹具中滑动;

6.6.1.3 试件冲割时，在离带边至少20mm处冲割;

6.6.1.4 试件冲割时，纵向试件的轴线应与阻燃带的纵轴线平行，横向试件轴线应与输送带的纵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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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

6.6.1.5 在试件中心两侧，对称划两条与纵轴线垂直标线，初始标距L。为loomm，见图4.

6.6.1.6 试件从样品上冲下后，应立即进行试验，否则应存放在相对湿度450x̂'70%的环境中直至开

始试验。

6.6.1.7 试件数量:纵向试件3块，横向试件3块，共6块。

6.6.2 仪器、设备

    a. 拉力试验机:拉力试验机的准确度为1%，其测量范围应满足所测试件极限值的要求;

    b. 拉力试验机的夹持器:工作速度为100士lomm/min，在拉伸过程中，试件夹持良好，既无打滑，

又无夹断现象。

6，6.3 测定步骤

6.6.3.1 试验时室温应为23士Z 'C，相对湿度为45%一75%.

66.3.2 将试件两端分别夹于试验拉力机的两个夹持器上，试件纵向中心线应与施力线方向一致。

6.6-3.3 夹持器以loo士lomm/min的恒速对试件进行连续拉伸，直至试件断裂为止，在此过程中应

自动记录拉力值。

6.6-3.4 试件在断裂前的最大拉力值即为所测的拉断力F�

6.6.3.5 当拉力增至试件断裂时，记录两标线间的距离L�

6.6-3.6 试件断裂应发生在l00mm标距之间，若被测试件发生打滑或断裂发生在标距以外，则该试

件作废，另取试件重做试验。

6- 6. 4 结果表述

    a. 拉断强度按式(2)计算:

。一F,I=T .............·····，·········，·······，··，·····一 (。)
式中:。— 拉断强度，N/mm;

    F,— 为每块试件的拉断力，N;

      b— 为每块试件的宽度，mm.
    h. 打断仲长率检式(3)计算:

    L, -L} ___
E=--下= x iuu ⋯. ⋯. “”二”.”“.，:. “⋯. ‘⋯. “.。。:. 气。1

        2曰n

式中:。— 拉断伸长率，%;

    Lo— 试件初始标距，mm;

    L,— 试件拉断时的标距，mm,

    c. 分别计算每组3块试件的拉断强度和拉断伸长率单值，并计算出每组试件拉断强度的算术平

均值和拉断伸长率的算术平均值。

67 粘合强度测定方法

6了门 试件制备

6.7.1.1 试件为矩形条状，宽为25士lmm，长为300mm，其边缘要切割整齐。

6.7.1.2 试件共4块，其中2块纵向切割,2块横向切割。

6,7.2 仪器、设备

    a.拉力试验机:准确度为1%，具有自动记录功能。

    b.夹持器:应能保证试件固定良好，试验时不打滑。

6.7.3 涉定步骤
67.3.1 切割好的试件应立即放在温度23士2℃和相对湿度45%^75%的环境中至少2h，同时试验

也应在此环境中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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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2 试验时，先从试件一端将一个覆盖层与带芯剥离约75mm，并把分开的两部分分别夹持在拉

力试验机的两个夹持器中，以50.。士2. 5mm/min的速度移动夹持器将试件分离的两部分再剥离

，同时记录仪自动绘出剥离力记录曲线。试验时对试件未剥开的部分，不予固定。

6.7.4

3 在同一试件的另一端按上述程序对另一覆盖层进行试验;

平均剥离力和最小剥离力的确定

自动记录的初始力可不计，取覆盖层有效剥离长度不小于75mm的自动记录曲线，确定剥离力。

    穿过自动记录曲线每个起伏的中点画出光滑曲线，采用观察法平行于自动记录线的基准线画一条

直线，称为平均值线。平均值线的高度等于剥离力曲线的平均高度，即该线以上的剥离力曲线与该线围

成的面积等于该线以下的剥离力曲线与该线围成的面积，平均值线的高度除以绘图比例即为平均剥离

力Fz;

    根据剥离力曲线最低高度确定最小剥离力。

6.7.5 粘合强度为剥离力与试件宽度的比值

    单位为N/mm,
6.了.6 结果表述

    应分别记录和计算下列试验结果:

    a. 每块试件的上、下覆盖层与带芯之间平均剥离力和最小剥离力;

每块试件的上、下覆盖层与带芯之间平均粘合强度和最小粘合强度;

上述两组试件的6个平均粘合强度的算术平均值和最小粘合强度中的最小值。

b.

亡

68 撕裂力测定方法

6.8.1 试件制备
6.8.1.1 应按图6、图7切割试件，并在试件一端切开约长l00mm，以形成撕裂试验的两个装夹头。

中心线

图6 撕裂试验用试件示意图

                胶带边缘

图7 试件切割位置及标记

6.8.1.2 切割时，试件边缘距阻燃带边缘间距不得小于12mm，同时与切割边间距不得大于1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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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3 切割时，试件的纵轴线应与阻燃带的纵轴线平行，且在每块试件的上覆盖层，按图7所示标以

"T'，字样。
6.8.1.4 切割时，试件间保持较大的切割间距。
6.8.1.5 试件从样品上冲下后，应立即进行试验，否则应存放在相对湿度45% v̂75%的环境中直至开

始试验。

6.8.2 仪器、设备

    同6. 7.2。

6.8.3 测定步骤

6.8.3.1 试验时，环境温度为23士2℃和相对湿度为45%-75% 0

6.8-3.2 将试件的两个装夹头分别夹于拉力机的两个夹持器上(见图8>。试件装夹头的内边应装夹在

夹持器中部，夹持器以50土5mm/min的等速作撕裂试验时，自动记录试件撕裂l00mm长所需的力。

6.8.3.3 试件夹持方式如图8所示，即3块按A向作撕裂试验>3块按B向作撕裂试验。

684 撕裂力的确定
    取试件撕裂长度大于75mm自动记录曲线部分，穿越自动记录曲线起伏的中间画一条平均曲线，

沿自动记录基准直线画一条平行直线，此直线位于中间曲线的中部，其与基准直线间的垂直距离即为撕

裂力

6.8.

方向s

                                    方向人

                          图8撕裂试验安装方式示意图

5 结果表述

应记录和计算下列测定结果:

a.每块试件的撕裂力，

卜 A组中3个撕裂力的算术平均值，
c. B组中3个撕裂力的算术平均值;
d 在产生撕裂前，如果有织物芯体被拉出，则应在报告中注明。

6.9 覆盖胶硬度测定方法

    按GB 531的规定进行。
6.10 磨耗量测定方法

    按GB 1689的规定进行。
6.11 表面电阻测定方法

6.11.1 试件
6.11.1.1 试件应是从完整的阻嫩带上切下，长度和宽度不小子300mm,厚度为阻嫩带的全厚度。试件

数量为3块。
6.11.12试件应平滑，无裂纹、气泡和机械杂质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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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3

24h以上。

6.11-1.4

用蘸有蒸馏水的干净绸布或纱布擦洗试件以后，用洁净的干布片将试件擦干，放置在干燥处

在干净试件的表面上，用导电胶(液)涂出图9所示的面积，大小相当于电极基面的尺寸。

                                      图9 涂胶示意图

6.11.1.5 试验前，将试件放置在温度为2312'C，相对湿度为(65士5)%的环境中至少2h,

6.11.2 导电液

    导电液的成分(m/m)为 :

    分子量为600的无水聚乙二醇 4份

    软皂 1/200份

    水 1份

6.11.3 仪器

    a. 表面电阻测试仪:测量范围为103-10"n，准确度1.5级，直流电源电压50-500V，电压的选

择以在试件中的电能消耗不大于lw为前提。

    b. 电极:用黄铜圆柱及同心圆环各一个作电极，尺寸如图10所示，其中内电极的基面为圆形，最

小质量为1158，外电极的基面为环形，最小质量为900g，两电极的基面应磨平抛光，用2根外包绝缘导

线分别连接到每个电极上。

黄铜右上

团头绷钉

图10 电极尺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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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4 测定步骤

6.11.4.， 测定条件:

    试验电压:500士20V,100士IOV,50士lov;

    试验环境:温度为23士2'C，相对湿度为(65士5)%.

6.们.4.2 将试件放在一块稍大于试件的绝缘平板上，带导电胶(液)的一面朝上，擦净电极基面，将其

放在试件的涂胶面上，外电极连接到测试仪器的按地端或低压端上，内电极接到高压端上，充电lmin

后，测量电阻，然后在试件的另一面上再重复上述试验。

    注:注意不要因呼吸作用使试件表面受潮。

6.11.5 结果表述

    应记录和计算下列测定结果:

    a. 每块试件上、下两个表面的表面电阻单值;

    b. 上表面3个表面电阻的算术平均值;

    c. 下表面3个表面电阻的算术平均值。

6.12 滚筒摩擦试验

6.12.1 试件

    试件应在离阻燃带边缘不少于20mm处用刀割取，每件试件的长度不小于950mm沿输送带纵向

方向)，宽150mm，试件数量为6块。

6.12. 2 仪器、设备

    a. 钢滚筒:外径为21。十'mm的钢滚筒应装在水平轴上，并应在负载的条件下以200士5r/min的

转速旋转，滚筒在全长范围内直径变化不得超过lmm,钢滚筒示于图11,

一
+I
0
1囚
心

355士1

                                  图n 钢滚筒示意图

    b. 张紧装置:试件如图12所示，绕滚筒1800，上下边平行，水平安装，上边用夹持器固定，下边装

有可调配重对试件施加拉力。

    c. 微型鼓风机:工作电压为220V，功率25W。其通过21个孔径为6mm的多孔管(每孔间距

13mm，管子内径40mm)产生一空气流。空气流的流速v为2.。士0. lm/s，空气流的温度不得低于50C,

    d. 风速表:准确度为。.lm/s，测量范围为。一25m/s,

    e. 测温装置:滚筒表面温度，系采用热电偶装于滚筒中部，热电偶顶部平面与滚筒表面在一个面

上，但不得低于。. 5mm。安装位置见图11。热电偶自动测温系统，应注意“冷端”温度是否有补偿或用另

外办法消除“冷端”所产生的温度误差。

6.12.3

      554

除烟抽风系统:所产生的风流速度在距滚筒中心600mm高度处，不得超过。. 5m/s,

试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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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3.1 每次试验以前，滚筒表面应擦净，除去锈迹或粘附物，滚筒用目视判断应光亮，手感应平滑，

任何一次试验开始前，滚筒温度不得超过400C，环境温度不得小于。℃。

6.12-3.2 试件表面应清洁干净，不得有油污等影响试验值的物质存在。

6.12.3.3 试件安装

    a. 对于上、下覆盖层厚度相同的阻燃带，进行6次试验。其中3次是在静止空气中，另3次在流动

空气中。

    b. 对于上、下覆盖层厚度不等的阻燃带，进行6次试验。先将上下覆盖层两面分别与滚筒接触，在

静止和流动空气中各做1次试验。对第一批试验获得最差结果的面，再分别在静止和流动空气中的进行

1次试验。

6.12-3.4 在静止空气中试验(关闭微型鼓风机)

    试件应绕钢滚筒成180。圆弧，其一端钢性固定，另一端与张紧装置连接(见图12),施加张力343N,

滚筒以200士5r/min的转速，朝着离开试件固定端的方向转动(即与输送机传动方向一致)。试件在

60min内未断裂时，应将配重从343N递增到686N，以后配重的递增按每隔30min增加343N，配重一直

加到1715N，试验至阻燃带断裂为止。

准标网 www.zhunbiao.com 免费下载免费标准网(www.freebz.net) 标准最全面

免费标准网(www.freebz.net) 无需注册 即可下载



MT 147一 1995

圃
倾
肠
巾
翻
胜
晰
勘
垣
婆

臼

圃

556

准标网 www.zhunbiao.com 免费下载免费标准网(www.freebz.net) 标准最全面

免费标准网(www.freebz.net) 无需注册 即可下载



MT 147一1995

6.12-3.5 在流动空气中试验(开动微型鼓风机)

    将在6.12.3.4条的试验在6.12. 2.3条所描述的空气流中重复试验。

6.12.3.6 观察有无燃烧现象

    试件在试验过程中试验员不应离开试验现场，应随时观察试件是否出现有焰燃烧和无焰燃烧现象，

阻燃带试验至断裂后(即滚筒停下来时)，应及时取下试件并放在规定的原空气流中，继续观察是否产生

有焰燃烧和无焰燃烧现象。

6.12.4 结果表述

    应记录和计算试验结果:

    a. 每次试验中有无燃烧现象发生;

    b. 每次试验中滚筒表面最高温度;

    c. 试件自试验开始至超过325℃的时间或未达325℃的断裂时间。

6.13 酒精喷灯燃烧试验

6.13.1 试件数量

    a. 具有完整覆盖层 6块((3块纵向，3块横向)

    b. 剥去覆盖层 18块((9块纵向，9块横向)

6.13.2 试件制备

6.13.2.1 在离阻燃带边缘至少30mm处割取试件，对需要剥去覆盖胶的试件，当剥离很困难时，可采

用间断性磨削方法，使摩擦发热量减至最小，当织物层暴露出时，立即停止磨削。割取时试件应保持干

净。

6.13-2.2 试件形状为矩形，每件长150士2mm>宽25士2mm,
6.13.3 仪器、设备

    a. 喷灯:喷灯应符合MT 182的规定，燃料从带有刻度管的容器供给。所用燃料为95%乙醇(GB

394)和5%甲醇(GB 338)的混合物(V/V)a

    b. 燃烧试验箱:应设有加工好的密封配合孔，作为喷灯遥控装置和燃料导管的入口，箱体内表面

应涂成黑色的，箱子应设有可调节装置，确保试件处在适当位置，在箱子上部装有带抽风机的烟罩，但应

以不引起火焰燃烧变化为前提，否则试验时应关闭抽风机，见图13,

6.13

6.13

6.13

放置

6.13

为2.

6.13

6.13

6.13

6.13

6.13

c. 秒表:最小分度值为。.ols,

d. 试件支架:见图15,

.4 试验步骤

.4.1 酒精喷灯的操作和维修按MT 182的规定进行。

.4.2 试验时，将试件插人夹持器，酒精喷灯与试件的相对位置应符合图14的规定，即试件应水平

，其低端离酒精喷灯喷火口中心为50mm，酒精喷灯垂直放置。

.4.3 试验在弱光下的燃烧箱内进行，点燃酒精喷灯，调整其火焰高度为150̂  180mm ,燃料消耗
55士0. 15mL/min,

.4.8

试验时试件周围的空气流动应尽量小，以不影响燃着试件的火焰为准。

试验时容器内的燃料液面高度应保持在距离酒精喷灯底部760士20mm范围内，见图14,

试件位于火焰中央，其前缘与火焰外缘一致。

试件应垂直于燃烧箱的门，以便观察到试件的两面。

试验时把试件放在火焰中燃烧30s后，移走未熄灭的酒精喷灯，从该时起用秒表测量试件上

圳
4.5
4.6
4.7

的有焰燃烧和无焰燃烧时间。

6.13.5 结果表述

    应记录和计算下列试验结果:

    a. 各试件的有焰燃烧时间和无焰燃烧时间单值

准标网 www.zhunbiao.com 免费下载免费标准网(www.freebz.net) 标准最全面

免费标准网(www.freebz.net) 无需注册 即可下载



MT 147一1995

6块具有完整覆盖层试件的有焰燃烧时间的算术平均值和无焰燃烧时间的算术平均值;

is块剥去覆盖层试件的有焰燃烧时间的算术平均值和无陷燃烧时间的算术平均值。

图13 燃烧试验箱示意图

刻度玻璐管

图 14 试件燃烧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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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 试件支架示意图

6.14 巷道丙烷燃烧试验

6.14.1 试件数量

    试件数量为2块;

6.14.2 试件制备

    沿阻燃带长度方向纵向切割全厚度矩形试件，每块长为4000mm,
    当纵向拉断强度小于或等于1250N/mm时，试件宽度为800mm，对宽度小于800mm的阻燃带，试

件宽度为阻燃带的全宽度;

    当纵向拉断强度大于1250N/mm时，试件宽度为l000mm，对宽度小于l000mm的阻嫩带，试件宽

度为阻燃带的全宽度。

    在试验前，试件应放在环境温度高于。℃的干燥条件下，展开平放24h，以消除残余的弯曲。

6.14.3 装置和设备

    a. 巷道:断面为2m X 2m，用抽风机调节巷道内的空气流速。

    b. 支架:由外径为20-26mm外径的钢管组成框架，长2. 2m,宽1. 25m，如图16所示。从限位角

钢端部开始，按75mm和150mm的倍数开槽，以便较宽畅地放置15根耐酸、耐高温的钢条，钢条直径为
l Omm，长1. 4m，形成一框架，其上放置试件，钢条上表面距地面高度为350mm。试验时使用2个支架，

支架的放置是端面接端面，支架总长度为4.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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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方向 1250士5

试
引
公
呼的

燃烧器不准露出斜撑外面

试件

试件端面与框架齐平

刁一滩剖面

公10长L4m不锈钥条

2200士吕

2《卜25角俐

图16 支架示意图

                                图17 丙烷燃烧器示意图
    c 丙烧燃烧器:按图17制造的丙烷燃烧器，由外径20一25mm的无缝钢管焊接的450mmx

450m二的方形框架组成，高为2的mm，钢管上的喷火孔间距5omm，直径15士01二 ，共52个孔。所

用燃料为纯度不低于95写的罐装丙烷气体。在试验中，压缩丙烷气瓶应浸在温度为25士3℃的水中，其

浸没高度为瓶高的2/3。试验结束时，气瓶内的剩余丙烷量不应少于去其丙烷总质量的10%。

    在5omln的试验期间，消耗的丙烷质量应为7.50士。.25吨，减压阀、单向闷和孔板的安放位置应尽

量靠近，可使用一高准确度的压力表来监控孔板高压侧的压力;也可以用一高准确度的流量计来代替孔

板和压力表，流擞计装在减压阀前的气体管线中，以保证得到气体的准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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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4 试验步骤

6.14.4.1 支架应安放在巷道纵轴方向的中央，燃烧器安放在进风流方向与支架端面齐平的位置上(见

图16);

6.14-4.2 每块试件应依次置于支架中央，其横断面边缘与支架和燃烧器端部齐平。对于上、下覆盖层

厚度相等的阻燃带，将两块试件的上表面朝上。对上、下覆盖层厚度不等的阻燃带，一次试验将一块试件

较厚的覆盖层朝上，另一次试验将另一块试件较厚的覆盖层朝下;

6.14-4.3 试验时，在支架中心线上，距支架端面(近巷道入口一端)750mm和离地面350mm处，平均

风速应为1.5士0. lm/s;
6.14.4.4 燃烧器应放在巷道中央，其4根平行的然烧器钢管与试件的纵轴线平行。从燃烧器顶面至支

架钢条顶部间的距离为130士5mm，燃烧器横向排孔距试件横向边缘距离应在50mm以内;

6.14.4. 5 点燃燃烧器，立即按6. 14. 3. c调节气体消耗量，到达50min时，关闭气体开关。并将其从支

架下面移去，以防熔化的物料落在燃烧器上阻塞喷气孔;

6.14-4.6 试验结束后，从试件上、下两表面的后端边缘开始，测量试件全宽度上保留的未损坏长度，见

图18.

    每次测量均应在平行于试件纵轴线方向进行，如果因不均匀收缩而使边缘不平行，则纵方向可用肉

眼来判断，即使试件已成弯曲状态，测量也应沿试件表面进行。

    测量时应避免烟熏黑或滑腻的沉积物混淆燃烧损坏程度。
    注:

    ①先用干布局部地擦拭试件表面，以便检验试件表面的燃烧损坏程度。

    ②受热可能引起光亮的表面失去光泽，但这并不能作为徽烧引起的摄坏。

6.14.5 评定损坏程度

试验前没有而试验后试件上出现脆性、硬化、起泡和裂纹等应视为损坏;

对于尺寸不大于5mm的损坏(以下称为小缺陷)，应按下述处理:

氏

阮

① 自试件下风端起的五处小缺陷，可不作损坏评定;

② 小缺陷间的间距大于50mm，以及小缺陷与其他损坏处间距大于50mm，也可不作损坏评定

    ③将其余的小缺陷分别用直径不大于50mm的圆圈包围后进行编组后评定，

布应采用最接近试验结果的方法。

月 /I、 r卜j贝胡,Fr尸七 ;

这些编组的尺寸和分

    如果只有一个编组，则忽略不计;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编组时，如果两个编组间的距离或到其他损

坏处的距离小于300mm，则这两个编组内的小缺陷视为损坏。

c. 积炭沉淀，或其他细小的无光泽表面不作为损坏评定。

0 表示试件表面气泡

表示试件烧坏部分

图18 试件损坏检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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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9 5X5热电偶排列位置示意图

热电偶位置

口
1950

                          图20 测进气流温度的热电偶位置示意图

6.14.6 温度测量

6.14.6.1 采用符合GB 4993的用矿物棉隔热及不锈钢包复的热电偶测量温度。

6.14-6.2 在巷道纵轴线上，在试件下风端和巷道出口之间、距试件前缘6m处的一垂直平面的25个

点上安放热电偶，见图19,

6.14.6.3 采用热电偶连续测量温度(或按小于63的固定间隔)，记录25个热电偶指示出的温度;

6.14.6. 4 采用另一根放在离巷道入口处300mm的热电偶(见图20)，连续测量和记录(或按小于65

的固定间隔)进气流的温度，应使该根热电偶与其他的热源隔离开，

6.14.6.5 温升是某一时刻25个热电偶记录的温度平均值与进气流温度间的差值，计算在每个一分钟

期间温升的平均值，将其中的最大值，作为最大平均温升。

6.14.7 阻燃带消耗长度的确定

    试验期间阻燃带消耗长度按式(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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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几— 阻燃带消耗长度，mm;

      m，— 试验前的试件质量，kg;

      mZ— 试验后的试件质量，kg;

    4000— 试件原长度，mm,

6.14.8 结果表述

    应记录和计算下列试验结果:

    a 试验结束时，每块试件在全宽度上保留的未损坏长度;

    b. 试验结束时，每块试件的消耗长度;

    c 最大平均温升值。

6门5 阻燃带接头拉断强度和接头运行寿命试验方法

    按MT 318的规定进行。
6.16 覆盖胶硬度试验方法

    按GB 531的规定进行。

6.1了 磨耗量试验方法

    按GB 1689的规定进行。

了 试验报告

应包括下列内容:

a. 阻燃带制造厂名称;

b. 阻燃带的型号、规格和生产日期;

c. 试验日期，

d.试验室温度;
e. 试验室相对湿度;

f. 试验结果;

9. 检验结论，

h. 检验者。

8 检验规则

8.1 出厂检验
8.1.1 产品应由制造厂的质量检验部门负责检验，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8.1.2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lo:

                                                表 10

序 号
技术要求

条 款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备 注

全 检 抽 检

1 5.1 训 丫 一般项目

2 5.2 v v 一般项目

3 5.3 v v 山般项目

4 5.4 了 v 一般项目

5 5.5 了 丫 重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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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

序 号
技术要求

条 款

出厂检脸
型式检验 备 注

全 检 抽 检

s 5. 6 丫 了 里要项目

7 5 7 丫 丫 童要项目

s 5.s 丫 甲 一般项目

9 5 9 J 甲 重要项目

10 5.10 了 了 童要项目

11 5.11 J 了 重要项目

12 5. 12. 1 丫 J 重要项目

13 5.12.2 喇 丫 重要项目

14 5.12, 3 J J 里要项目

15 5.13 侧 了 重要项目

16 5.14 丫 重要项目

17 5. 15 了 了 一般项目

is 5.16 了 丫 重要项目

8.2 型式检验

8.2.1 型式检验由国家采煤机械质量监督检骏中心负责。

8.2.2 型式检验项目如表12所示。

8,3 判定规则
    重要项目，有一件项不合格时，应另取双倍试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如仍不合格，则判定该产品

不合格。一般项目，如有两件项不合格，可另取双倍试样进行复检，如仍不合格，则判定该产品不合格。

8.4 送、抽检要求

8.4.1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或老产品转产生产时的试制定型鉴定，

    b.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应每两年进行一次检验;

    d.产品停产2年后，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不符合时，

    f.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8.4.2 定型产品检验合格后，发给“产品检验合格证”;新产品经检验合格后，发给“井下工业性试验许

可证”。通过工业性试验鉴定后，由“中心"抽检，检验合格后发给“产品检验合格证”，“产品检验合格证”

有效期为2年。抽样基数为1000m，样品数量为20m,

8.4.3“产品检验合格证”有效期满后，由“中心”进行抽检，检验合格后换发新证。
8. 4. 4 针对产品质量存在的问题，受上级主管部门授权，“中心”有权对已发“产品检验合格证”的产品

进行抽样复验，发现产品质量存在问题时，应提出整改建议，吊销原发的“产品检验合格证”。

9 标志、包装、运翰和贮存

9.， 每条阻燃带沿纵向每隔lom内应有一个字体高度不小于20mm的永久标志。标记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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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发放“产品检验合格证”编号

制造年份

制造厂名称

阻燃带纵向拉断强度

阻燃抗静电的代号

煤炭部颁发“安全标志”编号

9.2 阻燃带用木芯或铁芯卷取，捆取要牢固整齐，每件应有包装覆盖物，包装上应拴用技术检验部门签

发的合格证。

9.3 阻燃带在运输和贮存中，应保持清洁，避免阳光直射、雨雪浸淋。防止与酸、碱、油类、增塑剂等影响

产品质量的物质接触，并距离热源lm以外。

9.4 贮存时库房内温度宜保持一10~十40℃之间，相对湿度宜保持在5000̂'80%之间。

9. 5 阻燃带贮存中须成卷放置，不得折叠，存放期间每季翻动一次。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煤炭工业部煤矿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煤炭工业部煤矿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防静电及阻燃材料分会归口。

水标准由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分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曹兴华、李国伟、王文召、陶洁。

本标准委托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分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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