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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

通用安全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和工作过程

(一) 任务来源

2011年 7 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颁布 AQ 1089-2011 《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

料》、AQ 1087-2011 《煤矿堵水用高分子材料技术条件》、AQ 1088-2011《煤矿喷涂堵漏风用高

分子材料技术条件》和 AQ 1090-2011 《煤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四项涉及煤矿注浆和

喷涂用高分子材料的强制性行业安全标准，并于 2011年 12月 1日正式实施。自该标准颁布实施

以来，经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生产力促进中心标准处和标准起草单位多次组织会议宣贯，这些标准

很快在全煤炭行业内得到推广应用，对规范煤矿煤岩体加固用高分子材料、煤矿堵水用高分子材

料、煤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和喷涂堵漏风高分子材料的生产和供应市场、在指导各煤矿

企业招标采购安全型高分子化学注浆材料以及为保证采煤作业的安全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规范

性和导向性作用。

随着高分子化学注浆材料的技术进步以及煤矿井下安全生产对安全要求的不断提高，2014

至 2015年，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安监总政法（2014）39号文件和安监总政法 [2015]

61号文件精神，分别对 AQ 1090-2011 《煤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AQ 1089-2011 《煤

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和 AQ 1087-2011 《煤矿堵水用高分子材料技术条件》三项强制性

行业安全标准进行了修订立项，上述修订标准已分别通过了国家标准委煤矿分技术委员会专家会

议的审查，并已上报国家安监总局审批。

2016年，基于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对现行强制性标准的精简整合行动，根据国务院标准化协

调推进部际联席会议关于《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清单》的结论要求，上述四项强制性行业

AQ标准以及修订标准项目应统一整合制定为一项强制性国家安全标准，同时，原强制性行业标

准都转化为行业推荐性产品标准。

2018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发〔2018〕82号文件下发《关于下达和调整（汽车

禁用物质要求）等 6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文件，对《煤矿注浆和喷涂用高分

子材料通用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项目予以批准立项，项目计划编号为

20183414-Q-627。

(二) 起草过程

根据国标委发〔2018〕82 号文件关于《煤矿注浆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通用安全技术规范》

强制性国家标准项目的立项要求，起草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组。鉴于本标准项目的特点是整合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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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近 10年的 4项 AQ行业强制性标准和标准修订项目来制定新的国家标准，起草组确定的整

合制定的主要基本原则如下：

a）将上述 4个强制性行业安全标准中的安全指标整合到本标准中；

b）按照煤矿生产安全不断进步的要求，提高部分安全指标的要求。

上述两项整合制定的基本原则都需要就原标准中安全指标的适应性和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广

泛的行业意见征询，因而起草组起草了标准的讨论稿，在行业管理部门的支持下采取了如下的征

求意见行动。

1. 行业内广泛征求意见

2018年 12月至 2019年 1 月，煤炭工业协会标准处以标委会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的名义

发文向行业内相关专家、高分子材料使用单位、生产企业、科研单位等征求意见。共向标委会煤

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专家委员单位发函 20多份，向煤矿行业安全管理、生产和使用单位发函 39

份，总计收到回函共计 30份，回函单位统计如下：

回函 “同意标准”的公司 20 个：

1、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炭产业运营管理中心

2、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3、中煤平朔集团公司井工三矿

4、攀枝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6、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7、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

8、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江苏煤矿安全监察局徐州监察分局

10、青海省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中煤西北能源有限公司

12、大同鹊山高家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3、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4、平朔集团公司技术管理中心

15、陕西华彬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16、太原市梗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7、济宁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18、黑龙江龙煤双鸭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9、淮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20、淮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回函“同意标准”，但提出修改建议的单位 10 个：

21、上海煤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非金属电缆检验所

22、神华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3、国能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

24、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姚桥煤矿

25、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有限公司

26、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baidu.com/link?url=3R8tuMrBdP2Ww4GRyw8m9w6AFRMSafZb1oV78NcJ549MKpOwocDhAb407YnuS0wL&wd=&eqid=e42647750003dc12000000065c3d2d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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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山西朔州山阴金海洋五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28、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研究院有限公司材料研究所

29、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

30、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2 月，起草组汇总整理行业反馈意见，并在认真讨论后确定了对反馈意见处理结

论，在处理结论的基础上，修改、完善了标准的讨论稿。

2. 标委会和行业专家会议

2019年 4月 12日，根据煤炭工业协会生产力促进中心标准处的安排，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的专家们和来自用户、各省煤监局的专家们共同对标准稿进行

了详细讨论，提出了改进意见，并提议修改标准名称为《煤矿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

材料通用安全技术规范》。

2019 年 4-6 月，起草组对专家们在 4 月 12 日标准审查会上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了综合分析

和归纳整理，并对部分有争议的意见进行了调研和查证，最后确定了意见汇总处理如下。

序号 专家审查意见 接受与否 说明

1
标准题目修改为：煤矿加固、堵

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通

用安全技术规范

接受 修改标准稿

2
规范术语和定义，增加渗透率等

定义，英文名称应准确
部分接受

重新规范了术语定义和英文名称等，增

加了渗透系数的定义，但没有使用渗透

率，因为渗透系数的测定有现成的MT
标准测试方法，而渗透率没有；且渗透

系数和渗透率可以相互转换计算。

3
明确液体材料和固结体的技术

指标
接受 修改标准稿

4 检验项目应与技术指标相对应 接受
修改标准稿

5

按照 GB 1.1 的规定，通用安全

技术规范中不应出现使用操作

和包装运输等内容，删除 4.5、
4.6条和章节 7

接受

修改标准稿

6 进一步完善试验方法 接受
修改标准稿

7
进一步明确技术指标的确定依

据
接受

召开同业人员和客户代表参加的标准

条款行业研讨会，广泛听取同行意见和

建议，然后修改标准。

8
标准格式按 GB/T 1.1-2009 修改

完善
接受 修改标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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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加固材料应加上表面电阻指标 不接受

加固材料都注入了煤岩体裂隙中，基本

无外露表面，所以不需要增加表面电阻

这个指标的限制，避免增加不必要的成

本。

10
氧指数测定引用了标准方法，为

何要规定测试结果的精度？
接受 修改标准稿

11 应有力学指标。 不接受

本标准为强制性标准，按要求只列入与

煤矿安全直接相关的安全指标，而力学

强度指标等则在专门的行业推荐性产

品标准中进行规定。

12 包装能否改为铁桶？ 不接受

本标准属于通用安全技术规范，不涉及

包装内容，包装要求只能在行业推荐性

产品标准中进行规定。

13 使用操作规定缺失。 不接受

本标准属于通用安全技术规范，不涉及

现场操作规定的内容，这些要求只能在

专门的操作规范标准中进行规定。

14
为何试验环境条件为温度 23℃、

相对湿度 50%？
不接受

按照 GB/T2918-1998试验环境的规定，

对于高聚物材料，一般试验环境条件为

23/50或 27/65，本标准选定的是较为常

用的 23 / 50试验环境条件。

15
4.1.3最高反应温度≤100℃和氧

指数≥28的要求太高，一般材

料达不到。

留待行业

研讨会审

定

申请召开行业生产企业和客户代表参

加的本标准起草行业研讨会，广泛听取

同行和客户的意见和建议，然后确定最

终合理指标。

3. 关于部分安全技术指标提升的行业研讨会

2019年 6月 29日，就标准中部分安全技术指标要求的提高事宜，并明确技术指标的确定依

据和行业代表性，煤炭工业协会标准处以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

的名义下发会议通知，召开了由行业内煤矿用高分子材料主要生产企业代表（邀请 10 家，到会

8家，包括排名前 5的生产厂家）和煤矿用户代表（邀请 13 家，到会 10 家）共同参加的《煤矿

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通用安全技术规范》标准起草研讨会，参会的行业内煤矿

用高分子材料生产企业代表和用户代表如下：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1 尤文顺 国家能源集团煤炭产业运营管理中心 副主任

2 徐建伏 宁夏煤业集团 总工程师

3 王利京 中煤集团通风处 处长

4 朱若军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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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爱国 大同煤矿集团技术中心 总工

6 杨 武 长治三元中能煤业有限公司 副总工

7 陈泉建 平顶山煤业集团开拓处 处长

8 马建国 枣庄矿业集团高庄矿 副矿长

9 张雪峰 阳泉煤业集团生产技术部 副部长

10 杨春满 煤炭科学研究院建井分院 副总、所长

11 张 凯 青岛新宇田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2 王建中 山西安明弘远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

13 于春兰 山西云雁石化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4 邢慧民 山东天行新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15 史晓亮 山西浩博睿新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16 荆向鲁 阳泉华鑫电气 副处

17 郑厚发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生产力促进中心 主任

18 杨 扬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标准处 副处长

会议主要就“调整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的最高反应温度”和“增加氧指数技术要求”

这两项安全技术指标进行了热烈而细致的讨论，最后达成一致共识如下：

1) 同意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最高反应温度从原行业标准中的“≤140℃”调整至

“≤100℃”，以避免材料在煤矿井下使用时的着火隐患；

2) 同意增加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的氧指数≥28的安全指标，以进一步提高材料

的抗燃性能。

此外，与会专家还对标准稿提出如下修改建议：

1) 闪点应明确为材料反应前的液体组分，其中煤矿喷涂堵漏分用高分子材料液态组分闪点

应改为“高于 100℃”；

2) 标准中 3.2“出水裂隙及空隙”应改为“出水通道”。

2019年 7月，根据 4月 12日标委会和行业专家会议和 6月 29日行业研讨会的共识和建议，

再次修改了标准稿。

4. 第二次标委会和行业专家会议

2019年 8月 13日，煤炭工业协会生产力促进中心标准处以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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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的名义，再次邀请标委会专家和来自煤矿用户、矿业大学和煤炭科学研究

院的专家们共同对标准的稿进行了会议讨论，与会专家们从标准编写格式、内容和可操作性等方

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本次会议的专家意见及处理结论如下表。

序号 专家审查意见 接受与否 说明

1
标准名称修改为《煤矿加固、堵

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通

用安全技术规范》

接受 修改标准名称

2
“4 技术要求”改为“4 安全指

标及技术要求”；
不接受 技术要求包括安全指标。

3
5.9和 5.11直接给出具体测试方

法；
接受 修改标准稿

4
表 6中检验项目分四类材料分别

列出
接受

修改标准稿

5
6.3.2 中正常生产时一年一次修

改为五年一次
接受

修改标准稿

6
标准格式按 GB/T 1.1-2009 修改

完善
接受

修改标准稿

2019 年 8 月，起草组针对根据专家们在 8 月 13 日标准讨论会上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标准稿进

行了修改和整理。

5. 国家煤监局科技装备司组织的标准讨论会

为了使得本标准的制定更具有广泛代表性，2020 年 1 月 3 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科技装

备司主持召开了煤矿用高分子材料标准专题研讨会，重点从煤矿用户安全使用和煤矿安全监察的

角度对标准稿进行了审查和讨论，与会代表分别来自规模使用高分子材料的煤业集团、煤矿、进

行安全监察的各省煤监局以及安标国家中心、煤炭工业协会、高分子材料检测中心和高分子材料

生产企业等，在听取了标准起草单位对标准的介绍之后，全体与会代表积极参与了对标准内容的

讨论，肯定了标准的必要性，希望尽快颁布实施该标准。同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完善

和修改标准的建议。标准起草组汇总了全部研讨会意见和其后的社会反馈意见，在向国家煤监局

相关部门汇报后确定了处理意见的主要原则如下：

1) 标准中只采纳标准应有内容的原则；

2) 标准中安全要求不降低的原则；

3) 与国际上同类标准对标的原则；

4) 以用户的需求和安全要求为主的原则；

5) 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

根据上述处理意见原则，形成了如下的会议意见和社会反馈意见汇总处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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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条

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人

及单位

处理意

见
理由和依据

1 3
术语的定义中没有出现
“煤矿”的描述。

安标中心 采纳 将相应修改标准稿。

2 4.2.3
表 2 中明确 GB5749 水质

影响的测试指标

青岛宇田公司
重庆检测中心
万华节能科技
上海煤科院
中煤集团

采纳
测试方法修改后标准中规定的
9 项

3 4.3.3

建议删除表 3 中表面电阻
项目。1.充填密闭用高分
子发泡材料使用中并无大
面积表面裸露。2.干燥程
度造成检测不准确性。3.
该类产品表面电阻 90%以
上不合格。

安明宏远公司
北京煤科院

采纳

1、 在煤矿井下使用充填发泡

材料时，一般先用风筒布或木

板封闭冒空区等需要充填的

空间并作为泡沫材料的支撑，

然后将泡沫材料充入空间内，

因此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

材料在实际使用中并无大面

积表面裸露；

2、 其次，煤矿井下的湿度一

般都很大，在高湿度的环境下，

发泡材料的表面电阻很容易满

足要求。所以去掉本条要求并

不会降低材料的安全性能。

3、 实验室的湿度环境相比井

下小很多，且试样的干燥程度

不同造成检测结果也不准确，

所以采纳各检验单位在研讨会

上的建议。

4 6.2

会后的意见：建议在表 6、
7、8、9 中加上使用方检
验项目：最高反应温度和
阻燃性能。

安明宏远公司

采纳
增加用户现场检测指标：最高
反应温度、阻燃性、闪点、氧
指数。

5 4.1.3
表 1
第 1
条

聚氨酯加固材料的最高反
应温度规定不合理，建议
由 “ 最 高 反 应 温 度 ≤
100℃”改为“最高反应温
度≤140℃” 重庆检测中心

京润矿安科技公
司

不采纳

1、矿用高分子材料注浆的最大
隐患就是聚热后着火冒烟，控
制最高反应温度是直接的安全
保障措施；
2、2019 年 6 月 29 日的标准行
业研讨会上来自用户、煤监局
和生产企业的与会专家一致同
意将最高反应温度从降为≤
100℃；
3、2020 年 1 月 3 日研讨会上，
部分用户和省煤监局要求最高
反应温度一定要降低。

6 4.1.3
表 1 氧指数是难燃材料的评判

重庆检测中心
万华节能科技

不采纳
1. 指数≥28是保证材料为难
燃或不燃材料的重要指标要
求，这是煤矿井下安全使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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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

指标，有必要吗？因多数
材料是做不到的。

青岛宇田
上海检测中心

场反应型注浆材料”的可靠安
全保证。氧指数大于 28 意味着
材料开始燃烧时的需氧量在
28%以上，而空气中的含氧量一
般只有 20%左右，供养不足，
所以材料不燃。
2. 国外主要产煤国家对煤矿
井下使用的高分子材料都有氧
指数≥28 或更高的要求，这是
国外同行先于我们几十年安全
使用现场反应型高分子材料的
宝贵经验，我们需要学习借鉴。
国外安全使用注浆用高分子材
料四十多年无着火冒烟事故，
这其中控制氧指数指标功不可
没。
3. 满足这个氧指数指标要求
是能做到的，2019 年煤炭工业
协会主持召开的标准研讨会
上，到会的十多家材料生产企
业和十多家煤矿用户都一致同
意这个氧指数≥28的指标要求
就是例证。生产企业需要站在
煤矿安全的角度去看来这个问
题，增加少量投入进行材料安
全技术性能的提升，毕竟煤矿
生产安全才是天，不能因为材
料性能不达要求而放弃安全。

7 4.2.3
表 2
第 3
条

建议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参
照 GB/T 19979.2-2006重
新制定合理的试验方法。

重庆检测中心
王巍

部分采
纳

修改为“按 MT 224 1990 规定
的方法测定堵水材料固结体的
渗透系数”。

8 4.4.
2

引用标准 GB 18583-2008
中有害物质限量值及范围
应明确。

重庆检测中心
王巍

不采纳

把相应条款修改为“按照 GB
18583 中溶剂型-其他胶粘剂
的相关标准进行测试高分子材
料各液态组份中有害物质限
量”
因为确定了粘胶剂类型后，在
相关测试标准中明确规定了应
检测的有害物质及其限量值，
无需在本标准中详细列出。

9 5.5 在GB/T 3536-2008条件下
存在测不出闪点的情况，
标准应对测不出闪点的情
况进行规定。

重庆检测中心
王巍

采纳
修改标准，明确对测不出闪点
情况的规定： 料温 100℃仍然
不闪燃，则判定材料合格。

10 考虑到国内矿用高分子材
料行业各个厂商技术水平
参差不齐，建议将1吨材料

重庆煤科院
许向彬

不采纳
1. 应禁止这种超大体积注浆
的应用。
2. 正常加固是将材料注入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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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注入烘箱内的极限
反应模拟验证写入新 AQ
强制标准。

岩体裂隙。特殊情况按照《煤
矿井下注浆用高分子材料安全
使用管理规范》制定注浆施工
方案；
3. 本标准参考国内外的标
准、或公开发表、可重复的实
验结果。单一的、条件不明确
的实验结果不应作为标准内
容。

11 增加放热量的测试。 重庆煤科院 不采纳

1.最高反应温度和放热量具有
换算关系；
2.测试经过多年实践的最高反
应温度即可保证产品使用安
全。
3.国外同类标准中都只测试最
高反应温度。

12 4.1.3

最高反应温度一定要降，
温度高了就有隐患。用户
对提高标准的要求很迫
切。

国家能源集团安
全环保部
山西煤监局

采纳
为了保证材料的使用安全，新
标准的最高反应温度限制已经
由≤140°下调到了≤100°C。

13
现行标准指标太低，应尽
快提高标准。

皖北煤业 采纳
新标准已对部分关键安全指标
做了提高。

14 4.1.3

对淮北矿业来说，温度在
70-100°C 时已出现 CO
了，希望材料最高反应温
度还要降低。

淮北矿业 不采纳

温度小于 100°C 满足全国大多
数矿区的安全要求，这基本符
合当前的技术发展现状，也无
需给用户增加成本负担。
建议淮北矿业在采购时自主选
择更低的反应温度指标要求。

15
标准颁布后，要加强标准
的宣贯和培训。

煤炭工业协会生
产力促进中心
郑厚发

非本标
准的内

容

标准颁布后的工作要求，非本
标准的内容。

16 6.3.2

型式试验建议增加“矿井
现场使用后，效果不能满
足要求或对巷道、空气造
成破坏、影响，存在安全
隐患的”情况。

山东煤监局

采纳
在 6.3.2 中添加“因材料在现场
使用出现问题、用户提出试验
要求时，进行型式检验”。

17

前言 “本标准为强制性标准”
建议修改为“本标准的第
4章 安全指标及技术要求
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
性的”

上海煤科院

采纳

18
5.1
试 验
条件

建议将试验条件放在每个
试验项目的试验方法条款
中。

上海煤科院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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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5.3
抽样

建议放在 6.4 组批和抽样
条款中。

上海煤科院
采纳

20 5、表面电阻≤3×1010

京润矿安公司

不采纳

此指标的要求是参照 MT 113
制定的；
抗静电要求不能大幅下降（下
降两个数量级）。

6. 国家煤监局研讨会后几家煤炭行业检测中心的反馈意见及处理

2020年3月，为了确保标准的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在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法规处的安排下，

煤矿行业内几家检测中心专门针对标准中的试验方法等进行了核实，并反馈了改进意见。在收集

和整理意见后，起草组就反馈意见进行了调研和查证，最终形成了如下的汇总意见处理表。

序号
章条

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人

及单位

处理意

见
理由和依据

1
5.5.

1 b）

建议不规定电子温度计最大量

程，或降低最大量程。
张宇 接受

最大量程要求改为“不小于

150℃”

2
5.5.

1 C）

建议增加胶枪配用的混合管长

度要求。
张宇 接受

增加胶枪混合管长度范围：10 cm

到 20cm

3
5.2.

2
建议材料温度为（22±1）℃。 张宇 不接受

材料的初始温度影响最高反应温

度，最高反应温度 100℃是基于材

料温度 20℃来确立的

4
5.6.

2

建议改为“按产品设计使用配

比称取总体积为 200ml 的测试

样品”。

张宇
接受

按照问题描述，应为 5.6.2 条目。

修改为“按产品设计使用配比称

取…”

5 5.10

疑问：按 JB/T 10707-2007 附

录 A 测定烟气毒性指数，该引

用标准是电缆料热塑性无卤低

烟阻燃电缆料的标准，电缆料

的燃烧产物和高分子材料燃烧

产物能一样吗？请咨询该引用

标准起草单位。

张宇

不接受
燃烧产物有一定的区别，但对有

害物质的控制要求有一致性

6

4.1.

2；

4.2.

2；

4.3.

2；

4.4.

2

应明确有害物质的名称和限量

值。4.1.2 有害物质限量

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

各液态组份中有害物质限量见

表 1。

表 1 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

材料各液态组份中有害物质限

量

序号 项目 指标

1 游 离 甲 醛 ，

g/kg

≤0.5

2 苯。g/kg ≤？

3 甲苯二异氰酸

酯，g/kg

≤？

重 庆 煤

科院

部分接

受

把相应条款修改为“按照 GB 18583

中溶剂型-其他胶粘剂的相关标

准进行测试高分子材料各液态组

份中有害物质限量”

因为确定了粘胶剂类型后，在相

关测试标准中明确规定了应检测

的有害物质及其限量值，无需在

本标准中详细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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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7

5.1

试验

条件

建议将试验条件放在每个试验

项目的试验方法条款中。

重庆煤

科院
接受

5.1 修改为“对于引用标准测试方

法的试验项目，其试验条件应符

合所引用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

对于本标准自有的试验方法，按

照试验方法中所规定的试验条件

进行测试”。

8

5.8.

2.1

b)

试验器具，电数显温度计(量

程：大于 1000℃，双插孔).

未规定电数显温度计的精度要

求，应补上对“电数显温度计

的精度要求”

重 庆 煤

科院

接受
增加：电数显温度计的精度精确

到 0.1℃

9 5.4

1. 5.4 有害物质限量的测定

条款中，“按 GB 18583 规定的

方法测定煤岩体加固材料、堵

水材料、充填发泡材料和喷涂

堵漏风材料液体组份中的有害

物质限量。”描述不合适，因为

GB 18583 中测定苯、甲苯、二

甲苯物质时，所有稀释剂为乙

酸乙酯，虽然乙酸乙酯为良溶

剂，但对部分溶剂还是不溶的，

建议改为“选择合适的稀释剂

对液体组分进行稀释后，按 GB

18583 规定的仪器方法测定煤

岩体加固材料、堵水材料、充

填发泡材料和喷涂堵漏风材料

液体组份中的有害物质限量。”

上 海 煤

科院

接受

改为“选择合适的稀释剂对液体

组分进行稀释后，按 GB 18583 规

定的仪器方法测定煤岩体加固材

料、堵水材料、充填发泡材料和

喷涂堵漏风材料液体组份中的有

害物质限量。”

10 5.4

2. 5.4 有害物质限量的测定

“按 GB 18583 规定的方法

测定煤岩体加固材料、堵水

材料、充填发泡材料和喷涂

堵漏风材料液体组份中的

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3

只针对有机物方面有所限

定，对可溶性重金属类无要

求，在 AQ 产品标准中建议

增加重金属含量的限定要

求（依据 GB 18582）。

上海煤

科院

不接受

重金属的测试只适用于与水有充

分接触的材料，本标准中只有堵

水材料需要与水进行充分接触，

而在堵水材料的“水质影响”要

求中已经对重金属含量做出了规

定。

11 5.10
5.10 条款中，烟气毒性指数测

上海煤 接受
修改为“按 NES 713

Determination of the tox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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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按 JB/T 10707-2007 附录 A

测 定 烟 气 毒 性 指 数 。 但

JB/T10707-2007 这个标准已经

在 2017 年废止了，且目前无替

代标准颁布。

科院 index of the products of

combustion from small

specimens of materials

(Ministry of Defence, Naval

Engineering Standard)测定烟气

毒性指数。

JB/T 10707-2007 附录 A 是完全引

用 NES 713 测试方法的。

2020年4月，根据国家煤监局科技装备司组织的标准讨论会意见处理结果和几家煤炭行业检

测中心的反馈意见及处理结果，起草组又一次对标准稿进行了修改和整理，形成了标准项目的征

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目的和原则

煤炭作为中国能源结构的主体，已经深度融入到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进程中。煤矿注浆和喷

涂用高分子材料作为解决煤矿安全生产重大危害问题的关键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在围岩控制、

瓦斯治理、防灭火、防治水等重大煤矿安全生产领域，解决了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诸多问题，其

应用领域甚至已拓展到重大事故应急抢险救援中，由于其安全、高效而快捷的解决问题方式，近

20年来，高分子注浆材料已逐渐成为煤矿安全生产不可或缺的安全保障技术。

1、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在解决工作面塌、冒治理及顶板维护、巷道加固和破碎地

质条件下的围岩固化等安全问题中，以其安全、高效和快捷等特点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目前

主要应用于如下安全生产领域：

1) 煤、岩体加固：井巷工程加固、工作面片帮冒顶治理、过断层施工等；

2）重大事故救援：超大范围冒顶、大范围塌方冒顶等灾后快速救援和恢复生产。

2、煤矿堵水用高分子材料在解决煤矿井巷工程堵水、工作面涌水封堵和顶板涌水治理等安

全问题中，以其安全、高效和快捷等特点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主要应用于如下安全生产领域：

1) 防治水：井筒、巷道、硐室等防治水处理、涌水通道快速封堵等；

2）重大事故救援：突涌水、大水等灾后快速救援和恢复生产。

3、煤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在解决煤矿瓦斯治理、井下火灾防治和矿井通风控制等

安全问题中，以其安全、高效和快捷的解决问题特点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主要应用于如下安全

生产领域：

1) 瓦斯防治：瓦斯抽放钻孔密封、瓦斯抽采钻场的密闭、煤巷掘进工作面瓦斯异常涌出

快速封堵等；

2) 充填密闭：顶板垮落区、冒空区充填、主动接顶充填、工作面上、下隅角密闭、密闭

墙体构筑、壁后充填等；

3）重大事故救援：大范围塌方冒顶、瓦斯和一氧化碳大量涌出的灾前控制、火区封闭等

灾后快速救援和恢复生产。

4、煤矿喷涂堵漏风用高分子材料在解决煤岩体喷涂堵漏风、瓦斯治理和矿井防灭火等安全

问题中，以其安全、高效和快捷等特点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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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煤矿注浆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在预防和解决煤矿安全生产问题时被普遍使用，行业内从

事注浆高分子材料生产的厂家众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为行业内服务的高分子材料生产单位超

过 30 家，其中多数为小作坊式非专业生产企业，生产厂家的安全责任意识、生产质量管理水平

和技术水平有很大差异，如果没有强制性安全技术标准的规范和监管，劣质、低安全性的高分子

化学产品将进入煤矿井下安全生产使用环节，对煤矿井下正常的生产安全和矿工兄弟的生命和健

康构成潜在威胁。所以制定本标准并赋予其强制性属性对保证煤矿的安全生产、保护矿工兄弟的

生命安全有着现实的必要性。

当前，国内煤矿注浆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的产品技术和应用管理的新发展

和新要求如下：

1. 行业安全管理要求不断提高，煤矿安全生产对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的

安全要求也不断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比如，神华宁煤的招标文件中要求注浆加固材料的最高反

应温度不大于 80°C，等等），新一代矿工兄弟对煤矿井下工作环境的安全要求有了新的高度；

2. 煤矿安全生产要求的新型注浆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的不断发展和应用；

3. 国家加强了对化学品生产、储运的管理。由于化学品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事故频发，但因

包装上没有标示化学品物理危险性分类和急救处理措施而延误应急处理和施救，所以要求按 GB

15258-2009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的规定在化学品标签上明确标示出化学品危害性分类

标志符号、警示语和防范措施说明，它与联合国制定的化学品分类和标记系统 GHS等同对接，

用最简单的符号和文字标识统一化学品的分类，并说明产品可能的潜在危害性及其正确的防范和

处理措施。

现实的安全需求使得煤矿行业需要先进、完整而实用的煤矿注浆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

高分子材料安全标准，以更好地引导煤矿注浆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的技术发展、

促进煤矿注浆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在行业内得到安全、正确、更为广泛的应用，

使煤矿得以预防和快速应对涉及顶板垮塌、突水、瓦斯和火灾等煤矿常见灾害。因此，整合制定

本标准对煤矿的安全管理和安全生产具有极大的现实安全意义和经济意义。

本标准按照以下原则进行编制：

1) 本标准根据已经在行业内实施近 10 年的 AQ 1089-2011 《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

料》、 AQ1090-2011《煤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 AQ 1088-2011《煤矿喷涂堵漏风用

高分子材料技术条件》和 AQ 1087-2011《煤矿堵水用高分子材料技术条件》4个强制性行业安全

标准中的安全指标进行整合制定，所以本标准中的绝大多数指标都是经过行业安全生产使用和管

理验证过的条款，只有部分安全指标要求有提升，安全指标的提升是在调研及试验验证的基础上、

以满足当前煤矿安全工程的使用需要为目的并充分考虑目前煤矿注浆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的生

产现状和发展方向而做出的，力求使本标准既科学先进，又切合国内实际情况。

2) 重点突出、科学合理，体现当今技术进步、煤矿安全生产对标准需求相适应的原则；

3) 在确保煤矿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对在煤矿井下实施注浆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

子材料的性能和安全要求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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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本行业成熟的高分子材料工艺和技术水平，制订煤矿注浆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

用高分子材料的安全技术指标；

5) 本标准与多个行业产品标准和安全操作规范协调一致、系统配套，体现结构合理、层次

分明，标准间互相协调、互为补充的原则；

6) 贯彻落实“采标”方针，不断提高我国安全生产行业标准化水平，体现积极采用国际标准

和国外先进标准的原则；

7) 根据煤矿行业发展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标准，体现标准为行业安全、高效、健康

发展服务的宗旨。

三、编制依据

此次制定标准的依据如下：

1）总结了煤矿行业关于注浆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 4 项 AQ 标准实施近 10

年来煤矿用户、检测机构、高分子材料生产企业和国家管理部门对原标准在实施过程中的反馈意

见，对于仍然适应当前安全要求的指标则继续沿用，对于市场提出了新要求的指标，则在充分调

研和讨论后进行改进和提高；

2）按照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关于强制性标准整合部际联席会议的结论，将行业内已经执行近

10 年的煤矿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标准 AQ 1087-2011、 AQ 1088-2011、 AQ

1089-2011 和 AQ 1090-2011 中的全部安全条款整合到本标准中；

3）依据煤矿安全工程使用要求与试验验证结果，参考了生产企业的企业标准和相关的技术

资料；同时总结了近年来国内生产和使用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的实践经验和科

学研究的成果；

4）在试验方法上采用了现行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以保证标准中技术指标的准确性、科

学性与可比性。同时，综合考虑了相关检测单位关于检测项目及检测方法的建议，使得检测更具

准确性和可操作性。

四、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制定的说明

1、范围

本标准的范围涉及煤矿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在煤矿井下使用的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作为标准的组成部分，本标准引用了下列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2406.2 塑料 用氧指数法测定燃烧行为 第2部分：室温试验

GB/T 3536 石油产品 闪点和燃点的测定 克利夫兰开口杯法

javascript:ShowStdInfo('GB/T%202406.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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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总则

GB/T 6680-2003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8811-2008 硬质泡沫塑料 尺寸稳定性试验方法

GB/T 18244 建筑防水材料老化试验方法

GB 18583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MT 113-1995 煤矿井下用聚合物制品阻燃抗静电性通用试验方法和判定规则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设立“术语和定义”一章，对本标准使用的术语进行了定义。

3.1

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 polymer material for consolidating coal and rock at coal
mine

指由高分子材料为主剂，配以添加剂、填料等组分经一定工艺加工制成的注浆产品，通过注

浆工艺反应成型的具有粘结和加固功能的煤矿用材料。

3.2

煤矿堵水用高分子材料 polymer material for water shutoff at coal mine

指由高分子材料为基材，配以添加剂、填料等组分混合形成的注浆产品，通过注浆实现粘结

和封堵出水通道的煤矿用轻型硬质材料。

3.3

煤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 polymer foam material for filling and sealing at coal mine

指由高分子材料为主剂，配以添加剂、填料等组分混合形成的注浆产品，通过充填工艺快速

膨胀成型的煤矿用密闭固体材料。

煤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按其使用场所和性能的不同分为以下两类：

a) P 类：用于需承载的充填密闭空间，例如采掘工作面冒顶空间、承压密闭墙体等类似可

能需要整体承压的用途；

b) N 类：用于非承载的充填密闭空间，例如瓦斯抽采钻场、采煤工作面上下隅角及其它仅

需要类似充填而无需承压的用途。

3.4

煤矿喷涂堵漏风用高分子材料 spraying polymer material for sealing ventilation at coal
mine

指由高分子材料加入塑化剂、添加剂等经过搅拌混合，通过喷涂工艺喷射到煤岩体表面的具

有粘结和封堵漏风功能的煤矿用塑性密封材料。

3.5

毒性指数 toxicity index

指试样在空气明火条件（1150±50℃）中完全燃烧所产生的一些选定气体毒性比的数值之和，

http://www.77maimai.com/goods.php?id=71078
http://www.buildbook.com.cn/book/B100071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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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测得的选定气体浓度换算成与人体接触 30min 致命浓度的比率，是为毒性比。

4、标准技术要求及理由

本标准规定了煤矿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的安全性能要求，强制设定闪点、

最高反应温度、氧指数、阻燃及延燃性能、抗静电、有害物质限量、抗老化性能、水质影响、烟

气毒性指数等安全指标，具体要求如下：

4.1 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

4.1.1 闪点

本标准规定“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各液态组份的闪点应≥100℃”。

闪点是指液体产品在规定条件下，加热到它的蒸汽与火焰接触发生瞬间闪火时的最低温度。

闪点是保证液体材料在所处环境温度下不闪燃的温度限值，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是双

液、现场反应型材料，现场注浆时若各组分的注浆比例出现误差而导致某个组分的材料未完全反

应时，该组分的液体材料因处于较高的反应温度环境下而存在闪燃风险，本标准规定加固煤岩体

用高分子材料的最高反应温度≤100℃，因此要求“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各组份的闪点

应≥100℃”。

4.1.2 有害物质限量

本标准规定“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各组份中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GB 18583-2008

溶剂型-其他胶粘剂部分的规定”。

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是现场反应型双组份材料，各组分中或多或少会残留有害物

质，如果产品的质量不合格，其残留有害物质含量可能会很多，这些物质在反应过程中会释放到

周边环境中。为保护井下作业工人的身体健康，本标准规定“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各液

态组份中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GB 18583 中溶剂型 其他胶粘剂部分的相关标准规定”。这是在业

内执行多年的原 AQ 1089-2011 的指标。

关于材料在井下聚合中的对环境有害气体的释放情况，因为国内目前没有煤矿井下聚合材料

关于有毒有害气体释放的相关标准规定，所以参照 GB 18583-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溶剂型-

其他胶粘剂部分的有害物质限量规定进行测定，并且相对室内装饰来说，煤矿井下通风风量和风

速较大，所以更安全。

4.1.3 基本理化性能

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基本理化性能规定如下表。

序 号 项 目 指 标

1 最高反应温度，℃ ≤100

2 氧指数，% ≥28

3 阻燃性能
酒精喷灯燃

烧试验

有焰燃烧时间，s ≤3

无焰燃烧时间，s ≤10

火焰扩展长度，mm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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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灯燃烧

试验

有焰燃烧时间，s ≤6

无焰燃烧时间，s ≤20

火焰扩展长度，mm ≤250

最高反应温度

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的现场反应温度是其最重要的安全性能之一。由于煤矿加固煤

岩体用高分子材料在煤矿井下使用过程中直接和井下煤体进行接触和热量交换，材料在现场施工

过程中进行化学放热反应，注浆量大时，大量材料积聚还会导致材料反应温度进一步升高的问题。

注浆材料产生的高温会加速其周围煤体的氧化过程，进而出现注浆过程中或注浆完成后煤体冒烟

或着火的危险事故，行业内用户普遍反映原标准中最高反应温度≤140℃的要求过低，应进一步

下调最高反应温度的设定数值。因此，在进行行业调研和召开行业研讨会的基础上，本规范将煤

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的最高反应温度设定为≤100℃，设定本指标的依据如下：

A 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注浆引发的煤层着火冒烟事故：

自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应用于煤矿井下以来，其注浆使用现场的冒烟和着火事故时

有发生，这对煤矿安全生产是极大隐患。下面列举历年来少量注浆着火事故：

序号 事故时间 事故地点 事故类型 事故描述 事故原因分析

1 2009 年
山东天安矿

业星村煤矿

注浆加固

引发发火

工作面在末采期对回撤通道

顶板冒落区及破碎带加固期

间，顶板煤体及架后采空区

出现高温，明显看到顶板高

温区煤体发红。

1.加固材料反应温度高；

2.顶板冒落区选材料类型错

误。

2 2009 年
淮南丁集煤

矿
煤线自燃

掘进迎头冒顶区使用充填和

加固材料，温度积聚造成煤

线着火。

充填和加固材料不当混用，温

度积聚造成煤线着火。

3
09 年 8 月

11 日

山西晋城长

平煤矿釜山

井

材料自燃
露天料场堆放的材料，遇高

温着火自燃

材料质量问题，单组份易燃。

露天存放，高温下引发自燃。

4
10年3月2

日

淮北矿业集

团涡北煤矿

切眼煤层

冒烟着火

8203 切眼右上帮出现烟雾，

并发现明火

经分析，冒空区未充实，微风

供氧，蓄热，造成发火事故。

5
10年12月

8 日

山西焦煤霍

州三交河煤

矿

工作面冒

烟事故

工作面第 28 号架前梁位置

注浆处冒出白烟，并散发出

一股塑料烧焦的味道。

超量注浆，注浆体厚度达 0.5

米，热量积聚引起煤体燃烧。

6
2010 年 12

月 24 日

兖州菏泽能

化赵楼煤矿
着火事故 泄水巷门口着火

材料反应温度高，密闭墙墙体

太厚，热量大量积聚造成密闭

墙上方松散煤体氧化后燃烧。

7 2012 年
沈煤集团红

菱二矿

未遂着火

事故
工作面注浆点冒烟

材料反应温度高，热量大量积

聚造成煤体氧化后燃烧。

8
2012 年 4

月
淮北海子矿 煤层着火

废弃巷道重新使用，使用充

填和加固材料，72 小时后煤

体着火。

充填和加固材料不当混用，温

度积聚造成煤体着火。

9
2012 年 7

月
淮北临涣矿

有害物质

超标

充填材料的质量问题造成注

浆过程中释放的有害物质超

标，施工工人窒息。

充填材料的质量问题造成注

浆过程中释放的有害物质超

标。

10
2012 年 9

月

神华宁煤梅

花井煤矿
冒烟事故

工作面高冒区用不同公司的

加固和充填材料分别进行充

填和加固，热量积聚造成煤

体冒烟。

材料不当混用，热量积聚造成

煤体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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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3 年 3

月

山西义棠安

益煤业

着火冒烟

和燃爆事

故

加固和充填材料产生高温造

成煤体着火冒烟。

工作面冒顶区同时使用充填

和加固材料进行冒空区处理，

充填、加固材料产生高温造成

69~70 架支架前煤体着火。

12
2014 年 7

月 17 日

神华宁煤红

柳矿

着火冒烟

事故

充填材料产生高温造成冒顶

区木垛着火。

工作面冒顶区连续使用充填

和加固材料充填和加固，7月

18 日充填材料产生高温造成

冒顶区木垛着火。

13 2016 年
四川攀枝花

煤业集团

着火冒烟

事故
工作面注浆高温积聚着火

材料反应温度高，高温积聚引

燃煤层，烧毁临近设备。

14
2016~2017

年

冀中能源东

庞矿

着火冒烟

事故

大采高工作面注浆高温积聚

煤层冒烟
多次煤层冒烟事故。

由上面列举的少部分注浆事故可以看出，煤层着火、冒烟事故主要是由于煤矿加固煤岩体用

高分子材料的化学反应热导致的高温度所致，所以合理控制注浆加固过程中煤体周边热量积聚是

避免这类危险事故的关键，而降低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注浆时的最高反应温度是最直接

的降温措施。

B 行业标准AQ/T 1019-2006煤自燃发火标志气体检测

根据现行的AQ/T 1019-2006煤自燃发火标志气体检测标准的规定，标志气体CO、C2H4和 C2H2

分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煤自燃发火的缓慢氧化阶段、加速氧化阶段和激烈氧化阶段。以此为

依据，按照出现标志气体C2H4的临界温度来确定煤矿煤岩体加固用高分子材料的最高反应温度是

最具参考性的办法，也就是控制材料的最高反应温度低于出现 C2H4 的加速氧化阶段的临界点温

度，使得注浆区域的煤体不进入加速氧化阶段，从而避免煤自燃的潜在隐患发生。

同时，多家防灭火研究单位和专业院校的科研项目成果也佐证了上述标志气体临界温度与煤

自燃过程的密切关系。

C 代表性煤矿的标志气体数据统计和分析

根据AQ/T 1019-2006煤自燃发火标志气体检测标准的规定，确认按照标志气体C2H4出现的临

界温度来确定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的最高反应温度是最具参考性的办法。为此，我们调

研、收集了全国各采煤区域代表性煤矿开采煤层的自燃标志性气体试验报告65份，汇总其标志性

气体检测结果如下表：

代表性煤矿标志性气体检测结果表

序号 单位 所属矿区 温度/℃ C2H4/10
-6

1 桃园煤矿 82煤 淮北矿区 110 0.02

2 中煤刘庄矿 5#煤 淮南矿区 130 0.444

3 中煤刘庄矿 8#煤 淮南矿区 110 0.403

4 钱营孜矿 32煤 淮北矿区 179 59.4

5 屯宝煤矿 M9煤 90 0.1959

6 屯宝煤矿 M10煤 80 0.09

7 屯宝煤矿 M14煤 70 0.04

8 屯宝煤矿 M15煤 90 0.13

9 保德煤矿 8#煤 165 Y

10 布尔台矿 42#煤 90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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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开滦东欢坨煤矿 140 Y

12 东庞矿北井 9#煤

13 阜生矿 15#煤

14 古书院矿 15#煤 晋城矿区 140 0.53

15 黄玉川矿 6 上煤 100 Y

16 潞宁矿 2#煤 160 Y

17 林南仓矿

18 门克庆矿 3-1 煤 90 0.29

19 沙坪矿 10#煤 170 Y

20 西沙河矿 9#煤 120 Y

21 新集二矿 11#煤 110 7.46

22 唐口煤矿 3 上煤 济宁矿区 84 Y

23 安居煤矿 3 上煤 济宁矿区 84 0.03

24 阳煤五矿 3 下煤 65

25 沁源凤凰台矿 1#煤 105 0.37

26 梗阳煤业 6#煤 141.3 0.35

27 南阳坡矿 4#煤 100 0.9104

28 南阳坡矿 6#煤 100 0.8542

29 海石湾矿 2#煤 130 0.01

30 金沙河矿 2#煤 110 0.03

31 鱼卡煤矿 5#煤 130 0.04

32 姚桥矿 8#煤 110 0.34

33 平煤六矿丁组 138.6 1.25

34 上海一号矿 15#煤 112.7 Y

35 天誉公司 9#煤 158.2 Y

36 白茨煤矿 10#煤 161 Y

37 白茨煤矿 12#煤 163 Y

38 白茨煤矿 9#煤 163 Y

39 乌东矿 B1+2 煤 90 0.1238

40 碱沟煤矿 B1 煤 137 4

41 九龙矿 2#煤 邯郸矿区 110 Y

42 羊东矿 2#煤 邯郸矿区 110 Y

43 高家窑矿 5#煤 大同矿区 100 0.04

44 同发东周窑山 4# 大同矿区 100 3.02

45 梁宝寺矿 3#煤 济宁矿区 101 0.35

46 纳林河二井 3-1#煤 65 0.11

47 吉宁矿 2#煤 乡宁矿区 130 0.1

48 山西天润德通煤业 2#煤 乡宁矿区 148.2 0.62

49 山西保利裕丰煤业 2#煤 159 0.07

50 灵石银源兴庆煤业 11#煤 130

51 灵石银源兴庆煤业 10#煤 100

52 灵石银源兴庆煤业 9#煤 120

53 灵石银源新生煤业 10+11#煤 90 0.03

54 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 7#煤 120 0.06

55 华瀛金泰源煤业 10+11#煤 104 0.05

56 山西中煤东坡矿 4#煤 120 Y

57 山西中煤东坡矿 9#煤 110 Y

58 中煤平朔井工三矿 4#煤 平朔矿区 110 2.11

59 中煤平朔井工三矿 9#煤 平朔矿区 120 3.25

60 同生峪沟煤业 4#煤 126 0.47

61 山西运销黄山煤业 15#煤 135.8 0.49

62 兖矿济宁三号井 3上煤 济宁矿区 155 0.7

63 兖矿济宁三号井 3上煤 济宁矿区 155 0.7

64 阳煤新景矿 15#煤 阳泉矿区西部 181 0.09

65 万利一矿 42#煤 万利矿区 104

对上表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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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进入加速氧化阶段（标志性气体C2H4出现）的临界温度小于等于100℃的占比为29%；

煤层进入加速氧化阶段（标志性气体C2H4出现）的临界温度在100℃至140℃之间的占比为51%；

煤层进入加速氧化阶段（标志性气体C2H4出现）的临界温度大于140℃的占比仅为20% 。

原标准中规定最高反应温度≤140℃，所以市场上绝大部分加固材料的最高反应温度都接近

140℃，碰到有水的使用场所后反应温度还将进一步上升。而上面统计结果显示，煤进入加速氧

化阶段（标志性气体C2H4出现）的临界温度小于等于140℃的占比达到了80%。一旦温度越过了这

个加速氧化临界点，煤体就进入自氧化和加速氧化阶段，离煤自燃发火就很近了。显然，原标准

中关于最高反应温度的设定不符合当前煤矿行业的安全要求。

从材料的最高反应温度与潜在煤自燃风险的关系的角度来分析：

如果加固材料最高反应温度保持原标准的140 ℃ ，有潜在自燃风险的煤矿比例为80%。

如果加固材料最高反应温度为130 ℃ ，有潜在自燃风险的煤矿比例为71%。

如果加固材料最高反应温度为120 ℃ ，有潜在自燃风险的煤矿比例为60.2%。

如果加固材料最高反应温度为110 ℃ ，有潜在自燃风险的煤矿比例为51%。

如果加固材料最高反应温度设定为100 ℃ ，有潜在自燃风险的煤矿比例下降为29%。

由此可见，最高反应温度下调为100 ℃对绝大多数煤矿控制煤自燃潜在风险是非常必要的！

D 行业标准研讨会的共识

2019年6月29日，就标准中部分安全技术指标要求的提高事宜，并明确技术指标的确定依据

和行业代表性，煤炭工业协会标准处以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的

名义下发会议通知，召开了由行业内煤矿用高分子材料主要生产企业代表（邀请10家，到会8家，

包括排名前5的全部生产厂家）和煤矿用户代表（邀请13家，到会10家）共同参加的《煤矿加固、

65 个矿井煤自燃进入加
速氧化阶段的温度统计



--21--

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通用安全技术规范》标准起草研讨会，与会代表就标准部分指标

提升和增加的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最后形成了如下共识：

1) 同意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最高反应温度从原行业标准中的“≤140℃”调整至

“≤100℃”，以避免材料在煤矿井下使用时的着火隐患；

2) 同意增加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的氧指数≥28的安全指标，以进一步提高材料的

抗燃性能。

汇总前面所述，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最高反应温度的确定应考虑如下因素：

1. AQ/T 1019-2006煤自燃发火标志气体检测标准的规定，标志气体C2H4 的出现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煤自燃发火的加速氧化阶段的起始点，以此来确定加固材料的最高反应温度

是具有参考性的。

2. 全国代表性煤矿煤样自燃标志气体检测报告的统计表明，煤加速氧化临界点小于140℃

的占比达到80%，换言之，如果加固材料最高反应温度保持原标准的140 ℃ ，有潜在自

燃风险的煤矿比例占到80%，如果加固材料最高反应温度设定为100 ℃ ，有潜在自燃风

险的煤矿比例立即下降为29%。

3. 行业标准研讨会上煤矿用高分子材料生产企业代表和部分用户代表达成的共识。

4. 当前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的研发技术和生产工艺发展水平。

依据上述确定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最高反应温度应考虑的因素，综合考虑煤自燃标

志气体显现的临界温度值、煤矿生产安全的实际需要和目前国内能达到的材料技术水平，本标准

规定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应符合“最高反应温度≤100℃”的要求”。

氧指数

氧指数指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试样在氧氮混合气流中进行有焰燃烧所需的最低氧浓度，以

氧所占的体积百分数的数值来表示。氧指数越高，试样在燃烧时需要的氧气越多，同等条件下，

氧指数越高，试样越不易燃烧，它是评定材料燃烧性能的方法之一。一般来说，氧指数小于 22

的材料为易燃性材料，它们在空气中就能迅速完全地燃烧；氧指数大于 22的材料具有自熄性，

即离开火源后火焰会自动熄灭；氧指数大于 28时材料即具有不燃特性，属于难燃性材料。

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是在煤矿井下使用最多和最普遍的注浆用高分子材料，为保证

其使用安全性，要求其具有本质安全型性能，即具有不燃的特性，这样才能保证其在井下应用时

不会变成有着火安全隐患的材料，而氧指数则是评判其阻燃安全性的重要指标。综合考虑当前行

业内加固煤岩体高分子材料的技术水平，本标准规定其氧指数应≥28，氧指数的测定按GB／

T2406－1993塑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氧指数法进行。

行业标准研讨会上，煤矿用高分子材料生产企业代表和部分用户代表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增

加煤矿加固用高分子材料的氧指数安全指标。西方主要采煤国家都采用氧指数这个指标要求来衡

量煤矿用高分子材料的阻燃性能程度。

阻燃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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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的阻燃性能是其另一个重要的安全性能指标。煤矿加固煤岩体

用高分子材料本身是应用于解决安全问题的，但如果材料自身不能阻燃，那么，在注浆过程环境

温度偏高时它就会自燃，或是在有火灾情况下，它将成为助燃之物，这都是煤矿安全生产所不允

许的。根据MT 113-1995 煤矿井下用聚合物制品阻燃抗静电性通用试验方法和判定规则，阻燃

性指聚合物制品具有通过酒精喷灯、酒精灯燃烧试验，试件完全不可燃的或是能自行熄灭的能力。

根据我国煤矿环境及安全的特殊要求，对煤矿井下聚合物制品提出的阻燃性要求，并规定了判定

规则，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应严格执行该标准要求和判定规则。因此，本标准按照MT

113对材料的阻燃性能进行了规范。

4.2 煤矿堵水用高分子材料

4.2.1 闪点

本标准规定“煤矿堵水用高分子材料各液态组份的闪点应≥100℃，且高于材料最高反应温

度”。

闪点是指液体产品在规定条件下，加热到它的蒸汽与火焰接触发生瞬间闪火时的最低温度。

闪点是保证液体材料在所处环境温度下不闪燃的温度限值，煤矿堵水用高分子材料是双组份、现

场反应型材料，现场注浆时若各组分的注浆比例出现误差而导致某个组分的材料未完全反应时，

该组分的液体材料因处于较高的反应温度环境下而存在闪燃风险，因此本标准要求“各组份的闪

点应高于材料的最高反应温度”。

4.2.2 有害物质限量

本标准规定“煤矿堵水用高分子材料各组份中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GB 18583-2008 溶剂型-

其他胶粘剂部分的规定”。

煤矿堵水用高分子材料是双组份、现场反应型材料，各组分中或多或少会残留有害物质，如

果产品的质量不合格，其残留有害物质含量可能会很多，这些物质在反应过程中会释放到周边环

境中，为保护井下作业工人的身体健康，本标准规定“煤矿堵水用高分子材料各组份中有害物质

限量应符合 GB 18583-2008 溶剂型-其他胶粘剂部分的规定”

因为国内目前没有煤矿井下聚合材料关于有毒有害气体释放的相关标准规定，所以参照 GB

18583-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溶剂型- 其他胶粘剂部分的有害物质限量规定进行测定，并且相

对室内装饰来说，煤矿井下通风风量和风速较大，所以更安全。

4.2.3 基本理化性能

煤矿堵水用高分子材料基本理化性能规定如下表。

基本理化性能

序 号 项 目 指 标

1 最高反应温度，℃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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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抗老化性能，（80℃±2℃；168h） 表面无变化，抗压强度损失≤ 5%

3 水质影响

总硬度、氯化物、硫酸盐、锌、砷、镉、铅、

汞和化学需氧量符合 GB 5749 规定的生活饮

用水质量要求

最高反应温度 -- 煤矿堵水用高分子材料的现场反应温度是其最重要的安全性能之一。由于煤矿

堵水用高分子材料在煤矿井下使用过程中有时直接与井下煤体进行接触和热量交换，材料在现场

施工过程中进行化学放热反应，注浆量大时，大量材料积聚还会导致材料反应温度进一步升高的

问题。但堵水作业一般在岩体中流动的水体附近进行，流动的水体可以适当带走部分热量，所以，

对堵水用高分子材料可以放宽其最高反应温度的要求。参考澳大利亚NSW主要工业部门“煤矿

井下使用的非金属物质测试”的规定，其中第5部分“井下聚合物材料”一般情况当聚合物产品

（聚氨酯类、有机矿物质树脂、酚醛树脂以及其他类似产品）应用于矿井下时，检测的最大放热

温度不得大于150℃。结合国内试验及产品反应特性，考虑技术进步、国内产品现状和使用工艺

特点，将堵水产品的最高反应温度仍维持在实施多年的AQ 1187标准规定的不超过140℃的要求。

抗老化性能 — 为了保证堵水安全，要求堵水材料具有抗老化性能，以避免由于材料快速老化失

去强度而出现二次涌水的安全事故。

高分子材料在加工、贮存及使用过程中由于环境的影响，如在光、热、高能辐射的长期作用

下，使高聚物的组成和结构发生物理和化学的变化，致使产生如塑料变脆、纤维泛黄、强度降低、

橡胶龟裂、油漆发粘等现象统称为高聚物的老化。形成这种物理化学性能的变化，基本上是由于

高聚物的交联作用和降解作用，而且交联与降解一般同时发生。交联作用使高聚物变硬、发脆、

丧失弹性，降解作用使高分子断链、分子量降低，致使高聚物变形、发粘，并丧失机械强度。

高分子堵水材料使用于井下堵水工程，必须满足工程使用期限内功能需求。本标准规定按照

所参考的试验方法及条件，材料能够达到表面无变化，抗压强度损失≤5%的标准要求。堵水用高

分子材料的抗老化性能主要体现为，在老化环境中放置一段时间后其强度没有明显损失。而且，

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环保型水性材料加入到煤矿的加固应用领域，为客户提供了更多的

材料选择，但这类材料在老化试验中可能存在质量损失，但其强度则不会受到明显影响。所以，

为了适应行业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更客观地反映煤矿堵水用高分子材料真实的抗老化性能，规

定抗老化性能的评判指标从原标准的“表面无变化，质量无损失”改为“表面无变化，抗压强度

损失≤5%”。这是标准修订项目送审时标委会专家审定的修订条款。

水质影响 - 堵水用高分子材料在使用中与矿井水直接接触，部分水源与生活水源直接或间接联

通，考虑生活用水的安全性，本标准特制定其对水质影响要求。随着国家环保范围和力度的增大，

堵水材料对水质的影响已越来越受到重视，为了保护地下水的安全，特设定水质影响这个安全性

能指标。本标准规定“按照GB/T 5750.1-2006 测定总硬度、氯化物、硫酸盐、锌、砷、镉、铅、

汞和化学需氧量等水质影响指标，并按GB 5749-2006 生活饮用水的要求来评判。



--24--

4.3 煤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

4.3.1 闪点

本标准规定“煤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各液态组份的闪点应高于 100℃，且高于材料

最高反应温度。

闪点是指液体产品在规定条件下，加热到它的蒸汽与火焰接触发生瞬间闪火时的最低温度。

参考资料依照德国LOBA(GERMAN BUREOU OF MINE)对材料的反应温度和单独组分的最低闪

点温度的关系表述为，混合的各组份材料的最低闪点应高于成型聚合物中心的反应温度。因此，

应根据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的反应温度考虑其各组分液体材料的闪点高低。材料的闪点必

须高于各组分在反应时的最高反应温度，以保证使用安全。

考虑到本标准中规定的充填密闭用高分子材料的最高反应温度为≤95℃，设置一定的安全裕

度，在本标准中规定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产品的闪点不应低于 100℃，且各组分的闪点应

高于固化物的最高反应温度。

4.3.2 有害物质限量

本标准规定“煤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各组份中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GB 18583-2008

溶剂型- 其他胶粘剂部分的规定。”

煤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是双液、现场反应型材料，各组分中或多或少会残留有甲醛、

苯等有害物质，这些物质在反应过程中会释放到周边环境中，为保护井下作业工人的身体健康，

本标准规定“煤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各组份中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GB 18582-2008溶剂

型-其他胶粘剂部分的规定”；此外，煤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在井下用于充填密闭，经常

需要大体积使用，所以在此对其有害物质限量进行规定，避免有害物质超标而影响矿工兄弟的健

康。

4.3.3 基本理化性能

煤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的基本理化性能汇总如下表。

基本理化性能

序 号 项 目
指 标

P类 N类

1 最高反应温度，℃ ≤95 ≤50

2 氧指数，% ≥35 ≥28

3
阻 燃 性

能

酒 精 喷 灯

燃烧试验

有焰燃烧时间，s ≤3

无焰燃烧时间，s ≤10

火焰扩展长度，mm ≤280

酒 精 灯 燃

烧试验

有焰燃烧时间，s ≤6

无焰燃烧时间，s ≤20

火焰扩展长度，mm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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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燃试验 不延燃

4 烟气毒性指数 ≤5

最高反应温度 - 煤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的现场反应温度是其最重要的安全性能指标之

一，本标准对其进行了分类规定。

P 类材料一般用于需承载的充填密闭空间如采掘工作面冒顶空间、承压密闭墙等空洞的充

填，充填体积很大，材料的反应热会大量积聚，因而导致充填区域温度增高，存在材料自燃或点

燃充填区域周边煤体的隐患，因而对煤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的最高反应温度应有更严格

的限制。参照德国 LOBA(GERMAN BUREOU OF MINE)标准的要求，对此类发泡材料的最高反应温度

规定为不超过 100℃，综合考虑我国煤矿生产安全的需要，并结合国内试验及产品反应特性，再

考虑技术进步、国内产品技术水平现状和使用工艺特点等，本标准规定“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

材料中的 P 类材料的最高反应温度应≤95℃。

N类材料一般用于非承载的充填密闭空间如瓦斯抽采钻场、采煤工作面上下隅角等井下工作

人员需要近距离接近和工作的区域空间，充填体积很大，材料的反应热会大量积聚，如果温度太

高，将导致各种人员无法接近和工作，因而 N 类充填密闭发泡材料的最高反应温度应限制得更低，

综合考虑煤矿生产安全的需要和国内目前能达到的技术水平，本标准规定“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

泡材料中的 N 类材料的最高反应温度应≤50℃。

氧指数 – 氧指数指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试样在氧氮混合气流中进行有焰燃烧所需的最低氧浓

度，以氧所占的体积百分数的数值来表示。氧指数越高，试样在燃烧时需要的氧气越多，同等条

件下，氧指数越高，试样越不易燃烧，它是评定材料燃烧性能的方法之一。一般来说,氧指数小

于 22的材料为易燃性材料，它们在空气中就能迅速完全地燃烧；氧指数大于 22的材料具有自熄

性，即离开火源后火焰会自动熄灭；氧指数大于 28时即具有不燃性，属于难燃性材料。

充填密闭用高分子泡沫材料在煤矿井下应用时一般都是大体积充填，如果其阻燃性能不达要

求，泡沫材料容易变成助燃和延燃的物品。参考澳大利亚 NSW主要工业部门“煤矿井下使用的

非金属物质测试”的规定，“氧指数按照 ISO4589-2:1996进行检测，其结果不得小于 28%”。

综合考虑当前行业内充填密闭材料的技术水平，本标准规定 P 类材料的氧指数应≥35，N 类材料

的氧指数应≥28，氧指数的测定按 GB／T2406－1993塑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氧指数法进行。

阻燃性能 - 阻燃性能是指聚合物制品具有通过酒精喷灯、酒精灯燃烧试验，试件完全不可燃的

或是能自行熄灭的能力。煤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的阻燃性能是其重要的安全性能之一。

煤矿相关法规规定，应用于煤矿井下的非金属材料都应满足煤炭行业标准 MT 113 的规定要求。

本标准规定充填密闭用高分子泡沫材料的阻燃性能应满足 MT 113 的指标要求。

延燃性能 - 煤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在井下一般是大体积的使用，充填容积从几十立方

到上千立方，如果材料的延燃性能不符合规定，在煤矿火灾情况下，泡沫材料极易成为传递火势

和助燃的物品，加大和传递火势，造成更大的火灾危害，为此，必须对其延燃性能进行规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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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国外主要采煤国家对高分子发泡材料在实际火灾中的防火研究经验，本标准设定了发泡材料延

燃性能的试验方法和评判标准。

烟气毒性指数 - 煤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经常在煤矿井下用于火区封闭，泡沫材料易受

到火区火焰的灼烧，出于对井下作业工人安全和健康的考虑，泡沫材料灼烧后产生的烟气不应对

人体产生任何危害。国外目前都在使用英国 NES 713标准来测试烟气毒性指数，NES713实验规

定，燃烧炉加热到 1150℃，材料中含有的有素物质会被分别燃烧，再利用气流排放速率收集每

种有毒气体，然后通过化学分析计算每种有毒物质的含量，此指数越大，说明释放的气体的毒性

越高。我国原有的烟气毒性指数测试标准 JB/T 10707-2007热塑性无卤低烟阻燃电缆料已经废止，

其附录 A毒性指数测试方法是参照 NES 713制定的，所以本标准参照 JB/T 10707-2007中的附录

A规定了进行烟气毒性指数检测的附录 A，并设定烟气毒性指数≤5的评判标准。

4.4 煤矿喷涂堵漏风用高分子材料

4.4.1 闪点

本标准规定“煤矿喷涂堵漏风用高分子材料产品的闪点应高于 100℃。”

闪点是指液体产品在规定条件下，加热到它的蒸汽与火焰接触发生瞬间闪火时的最低温度。

煤矿喷涂堵漏风用高分子材料是现场反应型材料，考虑到煤矿井下的环境和使用的安全需要，本

标准中对煤矿喷涂堵漏风用高分子材料产品的闪点规定为“应高于 100℃”，且各组分的闪点应

高于固化物最高反应温度。

4.4.2 有害物质限量

本标准规定“煤矿喷涂堵漏风用高分子材料产品中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GB 18583-2008 溶剂

型-其他胶粘剂部分的规定。”

煤矿喷涂堵漏风用高分子材料是现场反应型材料，且一般会大面积使用，各组分中或多或少

会残留有甲醛等有害物质，这些物质在反应过程中会释放到周边环境中，为保护井下作业工人的

身体健康，本标准规定“煤矿喷涂堵漏风用高分子材料各组份中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GB

18583-2008溶剂型-其他胶粘剂部分的规定”。

4.4.3 基本理化性能

煤矿喷涂堵漏风用高分子材料的基本理化性能应符合下表的要求。

基本理化性能

序 号 项 目 指 标

1 最高反应温度，℃ ≤100

2 氧指数，% ≥28

3 阻燃性能
酒精喷灯燃烧试验

有焰燃烧时间，s ≤3

无焰燃烧时间，s ≤10

有焰燃烧时间，s ≤280

酒精灯燃烧试验 有焰燃烧时间，s ≤6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0520443&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45280&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664744&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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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焰燃烧时间，s ≤20

火焰扩展长度，mm ≤250

4 表面电阻，Ω ≤3×10
8

最高反应温度 - 煤矿喷涂堵漏风用高分子材料的现场反应温度是其最重要的安全性能指标之

一，由于材料在使用过程中直接和井下煤体进行接触和热量交换，并且材料在现场施工过程中由

于其属于化学放热反应，如果反应温度过高，会导致与其相接触的煤体加速氧化，诱发煤体自燃

发火等潜在事故。详细的说明可参照 4.4.1 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中关于最高反应温度设

定的理由和说明，为此，本规范规定其最高反应温度为≤100℃。

氧指数 – 氧指数指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试样在氧氮混合气流中进行有焰燃烧所需的最低氧浓

度，以氧所占的体积百分数的数值来表示。氧指数越高，试样在燃烧时需要的氧气越多，同等条

件下，氧指数越高，试样越不易燃烧，它是评定材料燃烧性能的方法之一。一般来说，氧指数小

于 22的材料为易燃性材料，它们在空气中就能迅速完全地燃烧；氧指数大于 22的材料具有自熄

性，即离开火源后火焰会自动熄灭；氧指数大于 28时即具有不燃性，属于难燃性材料。

喷涂堵漏风用高分子材料在煤矿井下应用时一般都是大面积表面喷涂，如果其阻燃性能不达

要求，表面喷涂材料容易变成助燃和延燃的物品。参考澳大利亚 NSW 主要工业部门“煤矿井下

使用的非金属物质测试”的规定，“氧指数按照 ISO4589-2:1996进行检测，其结果不得小于 28%”。

综合考虑当前行业内喷涂堵漏风材料的技术水平，本标准规定材料的氧指数应≥28，氧指数的测

定按 GB／T2406－1993塑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氧指数法进行。

阻燃性能 - 煤矿喷涂堵漏风用高分子材料的阻燃性能是其重要的安全性能之一。煤矿相关法规

规定，应用于煤矿井下的非金属材料都应满足煤炭行业标准 MT 113 的规定要求，故表中所列阻

燃指标要求与 MT 113 相符。

表面电阻 – 煤矿喷涂堵漏风用高分子材料一般是大面积地使用，一般都有较大的外露表面，对

于这外露的大面积表面，应规定表面电阻要求，否则易产生不安全的静电火花，而静电火花在煤

矿井下是不允许出现的。

同阻燃性能一样，本标准在此引用了 MT 113 规定的指标。

5 试验方法

本章主要阐述验证煤矿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的各项技术要求的试验方法，

规定了高分子材料的试验条件和抽样方法。除给最高反应温度测试和延燃性能的测试写明了检验

方法之外，其它安全性能指标的检验方法都是引用其它标准中成熟的检验方法。

6 检验规则

本章主要阐述针对煤矿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的各项技术要求进行试验的检

验规则，规定了检验的类型及相应的应检验项目和抽样方法。



--28--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和使用方现场检验。

五、与国际、国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水平的对比分析

国际上主要采煤国家中，德国和澳大利亚有类似的工业规范，分别是德国矿山管理部门的

LOBA检测规范和澳大利亚NSW主要工业部门“煤矿井下使用的非金属物质测试”的规定，但都没

有上升到国家标准这个层次。本标准的安全指标的确定中参考了上述两个在全球煤炭行业最具权

威的煤矿用高分子材料安全技术规范中的安全指标，但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煤国（产量占全球

总产量的近50%），煤矿的地质条件更加复杂和多样性，顶板垮塌、瓦斯等安全风险更多、更高，

煤矿之间安全管理水平和安全意识差异明显，因而需要更高要求的煤矿用高分子材料来避免这些

安全风险，所以本标准的部分安全技术指标比国外标准定得更严格一些，以确保煤矿用高分子材

料在我国煤矿井下使用的安全性。

本标准与国外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未产生矛盾。

本标准的制定对规范煤矿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的生产与使用、促进煤矿安

全生产具有重要作用。起草单位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了煤炭行业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

煤矿用户的意见，收集了大量信息，参考了国内外经验，吸纳了重要技术进步成果。在充分论证

的基础上，完成了标准的编制工作。本标准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六、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标准的关系

目前，针对煤矿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国内有现行的2011年12月1日颁布

实行的AQ 1089-2011 《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AQ 1087-2011 《煤矿堵水用高分子材

料技术条件》、AQ 1088-2011 《煤矿喷涂堵漏风用高分子材料技术条件》和AQ 1090-2011 《煤

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行业安全标准，根据国务院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际联席会议的整合

结论，这四项AQ强制性行业安全标准将整合为本强制性标准，而原来的四项标准则转化为行业推

荐性产品标准。所以，本标准与其它同类标准是互补的关系，未与其它强制性标准产生矛盾。

本标准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未产生矛盾。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是在原已实施多年的四项AQ标准基础上进行安全技术指标的整合，只有少数指

标有了更新，但都经过行业研讨会的讨论后达成了一致同意的共识，因而本标准制定的工作过程

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作为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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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 4 为强制性条款，其余为推荐性条款。

煤矿井下的“五大灾害”分别是水、火、瓦斯、顶板事故和粉尘，本标准中的产品涉及其中

堵水、防灭火、瓦斯治理和围岩加固“四大灾害”的预防和灾后治理，对减少煤矿生产中的各类

安全事故和杜绝人身伤害、避免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煤矿煤岩体加固用高分子材料主要用于井巷工程加固、工作面片帮、冒顶治理、过断层施工

等煤、岩体加固和超大范围冒顶、大范围塌方冒顶等灾后快速救援和恢复生产。

堵水用高分子材料主要用于井筒、巷道、硐室等防治水处理、涌水通道快速封堵和突涌水、

大水等重大事故救援和恢复生产。

煤矿充填密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主要应用于瓦斯防治、工作面瓦斯异常涌出快速封堵等和冒

空区充填、密闭墙体构筑等以及大范围塌方冒顶、瓦斯和一氧化碳大量涌出的灾前控制、火区封

闭等重大事故救援和恢复生产。

煤矿喷涂堵漏风用高分子材料用于在解决煤岩体喷涂堵漏风、瓦斯治理和矿井防灭火等安全

问题。

本标准的 4 全文规定了这些直接涉及煤矿井下生产安全、矿工兄弟的人身安全和健康的产品

应达到的安全技术指标，所以必须严格强制执行。

九、标准实施日期的建议及依据

由于本标准中的产品涉及水、火、瓦斯和顶板事故这“四大灾害”的预防和灾后治理，对减

少煤矿生产中的各类安全事故和杜绝人身伤害、避免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

用，但是，煤矿井下目前仍充斥着很多不合格劣质高分子材料，使用该类产品的注浆着火冒烟事

故仍时有发生，这种危及煤矿井下生产安全和矿工兄弟人身安全和健康的状况必须尽快得到改

变，各级安全监管部门也在等待一个新的安全执法依据。因此，建议本标准的实施日期为 2020

年 10月。

本标准的实施无需附加的技术改造和成本投入，只需限制相关劣质和不安全的产品进入煤矿

井下即可。

本标准的实施对减少煤矿生产中的各类安全事故和杜绝人身伤害、避免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

失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得到彻底贯彻和落实，将改变因使用煤矿用高分子材料而对煤矿

井下生产安全和矿工兄弟人身安全造成潜在损害的状况，其带来的社会经济效果将是极其巨大

的，单是能挽救众多矿工兄弟生命这一项就是功德无量的善举。

十、实施标准的有关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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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标准中的安全技术指标对维护煤矿井下生产和人身安全的重要性，实施本标准需要相

关的政策支持。

1. 期望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将本标准涉及的煤矿用高分子材料产品种类纳入煤矿安全标志

管理目录，通过煤矿安全标志的日常管理，限制无安全生产场所、无生产质量和环境保

护保证体系、无熟知煤矿各种灾害治理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小作坊企业进入煤矿用高

分子材料产品的供应市场。

2. 各级煤矿安全监察部门加强各煤炭生产企业对本标准的执行情况。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的实施无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相关的几个 AQ 标准已经按要求转化为行业推荐性产

品标准。

十二、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和服务目录

本标准所涉及的产品为煤矿煤岩体加固用高分子材料、煤矿堵水用高分子材料、煤矿充填密

闭用高分子发泡材料和煤矿喷涂堵漏风用高分子材料，用于煤矿井下采煤生产过程中的煤岩体加

固、冒空区加固、堵水和防突水、空洞充填、密闭和防灭火、瓦斯治理等煤矿常见灾害的预防和

灾后快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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