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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

培训大纲及考核标准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申请取得煤矿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的基本条件、培训大纲和考核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申请取得煤矿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的培训和考核。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煤矿安全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煤矿主要负责人　狊狌狆犲狉犻狀狋犲狀犱犲狀狋犻狀犮狅犪犾犿犻狀犲

对煤矿生产经营和安全负全面责任、有生产经营决策权的人员。包括煤矿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

长、总经理、局长、各类煤矿矿长等。

４　申请取得煤矿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的基本条件

４．１　国有重点煤矿（公司）的矿长（经理）

４．１．１　应具有煤矿安全生产相关专业大专（含大专）以上学历、从事煤矿安全生产相关工作３年以上的

经历。

４．１．２　应具有安全生产技术、管理岗位２年以上的工作经历。

４．２　国有重点煤矿（公司）以外的煤矿（公司）矿长（经理）

４．２．１　应具有煤矿安全生产相关专业中专（含中专）以上学历、从事煤矿安全生产相关工作３年以上的

经历。

４．２．２　应具有安全生产技术、管理岗位２年以上的工作经历。

５　培训大纲

５．１　培训要求

５．１．１　安全培训应按照本标准的规定对煤矿主要负责人进行培训和再培训。

５．１．２　培训应按露天煤矿和地下煤矿分别进行。

５．１．３　通过培训，煤矿主要负责人应熟悉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规程、标准和技术规范，

掌握煤矿安全管理、安全生产技术理论以及煤矿重大事故防范、抢险救灾的专业知识；了解煤炭工业环

境保护与职业危害防治知识；具备较强的煤矿安全生产规划、组织、管理能力和重大事故应急救援的组

织、指挥能力，能依靠科技进步改善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符合本标准的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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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培训内容

５．２．１　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及法律法规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及煤矿安全生产的特点；

ｂ）　国外主要产煤国家煤矿安全生产状况及经验；

ｃ）　我国安全生产方针、政策；

ｄ）　我国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规程、标准和技术规范等；

ｅ）　煤矿开采准入制度。

５．２．２　煤矿安全生产管理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的目的、任务、原理和方法；

ｂ）　煤矿安全生产主要管理制度及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

ｃ）　煤矿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权利与义务；

ｄ）　煤矿安全评估与安全评价；

ｅ）　煤矿伤亡事故和职业病的管理、统计和上报；

ｆ）　现代安全管理理论和技术，包括安全目标管理、危险源辨识和安全评价方法、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安全质量标准化、煤矿本质安全管理体系、安全与心理特征、安全计划和决策、安全文

化和安全信息管理、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管理等。

５．２．３　煤矿地质与安全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煤系地层、地质构造、水文地质、地质环境、地质灾害等对煤矿安全生产的影响；

ｂ）　煤矿开采对煤矿地质工程作业的要求。

５．２．４　露天煤矿开采安全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露天煤矿开采的基本安全生产条件；

ｂ）　露天煤矿采场、台阶、边坡的安全管理要点；

ｃ）　露天煤矿开采方式与剥采工艺的安全管理要点，包括穿孔、采装、运输、排卸及辅助作业的安全

管理要点；

ｄ）　露天煤矿边坡的破坏类型、破坏机理及其安全管理要点；

ｅ）　露天煤矿防尘毒、防排水与防灭火的安全管理要点；

ｆ）　排土场的选择、布置、堆置的安全管理要点；

ｇ）　露天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安全管理要点；

ｈ）　露天煤矿常见事故的致因及预防措施；

ｉ）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５．２．５　地下煤矿开采安全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地下煤矿开采的基本安全生产条件与矿井开拓方式；

ｂ）　井巷工程施工、支护技术的安全管理要点；

ｃ）　常用采煤方法及其回采工艺的安全管理要点；

ｄ）　矿井冲击地压防治的安全管理要点；

ｅ）　煤矿顶板事故防治的安全管理要点；

ｆ）　矿井水害防治的安全管理要点；

ｇ）　矿井热害防治的安全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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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地下煤矿顶板、水害、热害等事故的致因及防治措施；

ｉ）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５．２．６　地下煤矿“一通三防”安全管理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瓦斯抽采原则及管理要求；

ｂ）　矿井通风系统的安全管理要点；

ｃ）　矿井瓦斯煤尘爆炸、煤（岩）与瓦斯突出机理及其安全管理要点；

ｄ）　矿井内、外因火灾防治的安全管理要点；

ｅ）　矿井粉尘防治的安全管理要点；

ｆ）　地下煤矿“一通三防”常见事故的致因及防治措施；

ｇ）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５．２．７　煤矿爆破安全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煤矿许用炸药、常用起爆器材、起爆方法的安全管理要点；

ｂ）　爆破作业的安全管理要点，包括钻眼（孔）及炮眼布置、装药、警戒、起爆、爆后检查、残盲炮处理

等的安全管理要点；

ｃ）　爆破有害效应及爆破安全范围的圈定方法；

ｄ）　爆炸材料的储存、运输、使用、销毁的安全管理要点；

ｅ）　煤矿常见爆破事故的致因及预防措施；

ｆ）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５．２．８　煤矿机电运输提升安全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及其识别；

ｂ）　供电系统双回路分列运行、双风机双电源、“三专两闭锁（专用变压器、专用开关、专用线路，风

电闭锁、甲烷电闭锁）”的安全管理要点；

ｃ）　电气设备、机电硐室、井下电网保护、矿用电缆使用的安全管理要点；

ｄ）　矿井提升系统、矿井运输系统安全防护设施的安全管理要点；

ｅ）　矿井安全监控系统的功能及安全管理要点；

ｆ）　煤矿常见机电、运输、提升事故的致因及防治措施；

ｇ）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５．２．９　煤矿事故应急管理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煤矿事故应急救援的体系与实施程序；

ｂ）　重大危险源的辨识、评价与监控；

ｃ）　煤矿重大事故应急预案的编制与实施；

ｄ）　煤矿灾害预防和处理计划的编制与实施；

ｅ）　煤矿事故抢险救灾，包括瓦斯与煤尘爆炸、矿井火灾、矿井水害、顶板冒落、煤与瓦斯突出、露天

煤矿滑坡等事故的抢险救灾决策要点；

ｆ）　现场急救基本知识；

ｇ）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５．２．１０　煤矿职业卫生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我国煤矿职业卫生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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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煤矿职业危害防治的安全管理要点；

ｃ）　煤矿职业卫生健康监护基本要求。

５．２．１１　煤矿安全生产管理能力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贯彻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方法和要求；

ｂ）　组织煤矿安全生产的程序和要点；

ｃ）　组织制定并实施煤矿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按照安全规程要求组织制定安全生产作业规程

和生产操作规程的程序和要点；

ｄ）　组织制定煤矿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的程序和要点；

ｅ）　制定煤矿重大事故应急预案的程序和要点；

ｆ）　组织、指挥煤矿事故抢险救灾工作的程序、方法和要求；

ｈ）　煤矿伤亡事故调查处理的程序、方法和要求；

ｉ）　煤矿安全生产技术措施经费的管理及使用要求。

５．３　再培训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新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程和规范；

ｂ）　有关煤矿生产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及其安全技术要求；

ｃ）　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ｄ）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５．４　培训学时安排

５．４．１　煤矿主要负责人的培训时间，露天煤矿应不少于４８学时，地下煤矿宜不少于７２学时。具体培

训学时宜符合表１的规定。培训学时可视地下煤矿的类型、安全生产实际情况以及培训对象的不同酌

情调整，但应不少于４８学时。

５．４．２　再培训时间，露天煤矿应不少于１６学时，地下煤矿应不少于２４学时。具体培训学时应符合表

１的规定。

表１　煤矿主要负责人培训学时安排表

培训

培 训 内 容
学时

地下煤矿 露天煤矿

　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８ ６

　煤矿安全生产管理 ８ ６

　煤矿地质与安全 ４ ２

　露天煤矿开采安全

　地下煤矿开采安全和“一通三防”安全管理
１６ ８

　煤矿爆破安全 ４ ４

　煤矿机电运输提升安全 ８ ４

　煤矿事故应急管理 ６ ４

　煤矿职业卫生 ２ ２

　煤矿安全生产管理能力 １２ ８

　复习 ２ ２

　考试 ２ ２

　合计 ７２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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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再培训

培 训 内 容
学时

地下煤矿 露天煤矿

　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新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

程和规范；

　有关煤矿生产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及其安全技

术要求；

　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２０ １２

　复习 ２ ２

　考试 ２ ２

　合计 ２４ １６

６　考核要求

６．１　考核办法

６．１．１　考核的分类和范围

６．１．１．１　煤矿主要负责人考核按露天煤矿和地下煤矿两类分别进行。考核分为安全生产技术理论知

识和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两部分。

６．１．１．２　煤矿主要负责人的考核范围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６．１．２　考核方式

６．１．２．１　安全生产技术理论知识的考核方式可为笔试、计算机考试。满分为１００分。考试时间为９０～

１２０ｍｉｎ。６０分及以上为合格。

６．１．２．２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可通过实际处理现场问题的能力考核以及撰写论文、面试答辩等方法

进行。考核成绩评定为优、良、合格、不合格。

６．１．２．３　安全生产技术理论知识、安全生产管理能力两部分考核均合格者为考核合格。考核不合格者

允许补考一次。

６．１．３　考核内容的层次和比重

６．１．３．１　安全生产技术理论知识考核内容分为了解、熟悉和掌握三个层次，按２０％、３０％、５０％的比重

进行考核。

６．１．３．２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内容分为熟悉和掌握两个层次，按３０％、７０％的比重进行考核。

６．２　考核要点

６．２．１　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及法律法规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了解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及煤矿安全生产的特点；

ｂ）　了解国外主要产煤国家煤矿安全生产状况及经验；

ｃ）　了解我国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和国家标准等；

ｄ）　掌握煤矿开采准入制度及煤矿建设管理的规定。

６．２．２　煤矿安全生产管理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熟悉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的目的、任务、原理和方法；

ｂ）　掌握煤矿安全生产主要管理制度及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

ｃ）　掌握煤矿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权利与义务；

ｄ）　了解煤矿安全评估与安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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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熟悉煤矿伤亡事故和职业病的管理、统计和上报；

ｆ）　掌握现代安全管理理论和技术，包括安全目标管理、危险源辨识和安全评价方法、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安全质量标准化、煤矿本质安全管理体系、安全与心理特征、安全计划和决策、安

全文化和安全信息管理、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管理等。

６．２．３　煤矿地质与安全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熟悉煤系地层、地质构造、水文地质、地质环境、地质灾害等对煤矿安全生产的影响；

ｂ）　熟悉煤矿开采对煤矿地质工程作业的要求。

６．２．４　露天煤矿开采安全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熟悉露天煤矿开采的基本安全生产条件；

ｂ）　掌握露天煤矿采场、台阶、边坡的安全管理要点；

ｃ）　掌握露天煤矿开采方式与剥采工艺的安全管理要点，包括穿孔、采装、运输、排卸及辅助作业的

安全管理要点；

ｄ）　掌握露天煤矿边坡的破坏类型、破坏机理及其安全管理要点；

ｅ）　熟悉露天煤矿防尘毒、防排水与防灭火的安全管理要点；

ｆ）　熟悉排土场的选择、布置、堆置的安全管理要点；

ｇ）　了解露天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安全管理要点；

ｈ）　掌握露天煤矿常见事故的致因及预防措施。

６．２．５　地下煤矿开采安全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熟悉地下煤矿开采的基本安全生产条件与矿井开拓方式；

ｂ）　掌握井巷工程施工、支护技术的安全管理要点；

ｃ）　掌握常用采煤方法及其回采工艺的安全管理要点；

ｄ）　掌握矿井冲击地压防治的安全管理要点；

ｅ）　掌握煤矿顶板事故防治的安全管理要点；

ｆ）　掌握矿井水害防治的安全管理要点；

ｇ）　掌握矿井热害防治的安全管理要点；

ｈ）　掌握地下煤矿顶板、水害、热害等事故的致因及防治措施。

６．２．６　地下煤矿“一通三防”安全管理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掌握瓦斯抽采原则及管理要求；

ｂ）　掌握矿井通风系统的安全管理要点；

ｃ）　掌握矿井瓦斯煤尘爆炸、煤（岩）与瓦斯突出机理及其安全管理要点；

ｄ）　掌握矿井内、外因火灾防治的安全管理要点；

ｅ）　掌握矿井粉尘防治的安全管理要点；

ｆ）　掌握地下煤矿“一通三防”常见事故的致因及防治措施。

６．２．７　煤矿爆破安全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了解煤矿许用炸药、常用起爆器材、起爆方法的安全管理要点；

ｂ）　掌握爆破作业的安全管理要点，包括钻眼（孔）及炮眼布置、装药、警戒、起爆、爆后检查、残盲炮

处理等的安全管理要点；

ｃ）　熟悉爆破有害效应及爆破安全范围的圈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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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熟悉爆炸材料的储存、运输、使用、销毁的安全管理要点；

ｅ）　掌握煤矿常见爆破事故的致因及预防措施。

６．２．８　煤矿机电运输提升安全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了解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及其识别；

ｂ）　掌握煤矿供电安全管理要点，掌握供电系统双回路分列运行、双风机双电源、“三专两闭锁的安

全管理要点；

ｃ）　熟悉矿用电气设备、机电硐室、井下电网保护、矿用电缆使用的安全管理要点；

ｄ）　熟悉矿井提升系统、矿井运输系统安全防护设施的安全管理要点；

ｅ）　熟悉矿井安全监控系统的功能及安全管理要点；

ｆ）　熟悉煤矿常见机电、运输、提升事故的致因及预防措施。

６．２．９　煤矿事故应急管理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熟悉煤矿事故应急救援的体系与实施程序；

ｂ）　熟悉重大危险源的辨识、评价与监控方法；

ｃ）　掌握煤矿重大事故应急预案的编制与实施；

ｄ）　熟悉煤矿灾害预防和处理计划的编制与实施；

ｅ）　掌握煤矿事故抢险救灾决策要点，包括瓦斯与煤尘爆炸、矿井火灾、矿井水害、顶板冒落、煤与

瓦斯突出、露天煤矿滑坡等事故的抢险救灾决策要点；

ｆ）　了解现场急救基本知识。

６．２．１０　煤矿职业卫生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了解我国煤矿职业卫生管理体系；

ｂ）　了解煤矿职业危害防治的安全管理要点；

ｃ）　熟悉煤矿职业卫生健康监护基本要求。

６．２．１１　煤矿安全生产管理能力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熟悉贯彻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方法和要求；

ｂ）　熟悉组织煤矿安全生产的程序和要点；

ｃ）　熟悉组织制定并实施煤矿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按照安全规程要求组织制定安全生产作业

规程和生产操作规程的程序和要点；

ｄ）　熟悉组织制定煤矿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的程序和要点；

ｅ）　熟悉制定煤矿重大事故应急预案的程序和要点；

ｆ）　掌握组织、指挥煤矿事故抢险救灾工作的程序、方法和要求；

ｇ）　掌握煤矿伤亡事故调查处理的程序、方法和要求；

ｈ）　熟悉煤矿安全生产技术措施经费的管理及使用要求。

６．３　再培训考核要点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掌握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新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程和规范及其运用中的经验；

ｂ）　了解有关煤矿生产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及其安全技术要求；

ｃ）　了解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ｄ）　了解煤矿各种典型灾害事故发生的原因，掌握避免同类事故发生的对策和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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