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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井下爆破工安全技术培训大纲

及考核标准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矿井下爆破工的基本条件、安全技术培训（以下简称培训）大纲和安全技术考核（以

下简称考核）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煤矿井下爆破工的培训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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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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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破安全规程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煤矿井下爆破工　狌狀犱犲狉犵狉狅狌狀犱犫犾犪狊狋犲狉

从事煤矿井下爆破作业的专职人员。

４　基本条件

４．１　年满１８周岁（男性）。

４．２　身体健康，无妨碍履行本工种的疾病或生理缺陷。

４．３　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５　培训大纲

５．１　培训要求

５．１．１　应按照本标准的规定对煤矿井下爆破工进行培训和复审培训。复审培训周期为两年。

５．１．２　培训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侧重实际操作技能训练；应注意对煤矿井下爆破工进行职业道

德、安全法律意识、安全技术知识的教育。

５．１．３　通过培训，煤矿井下爆破工应掌握安全技术知识（包括安全基本知识、安全技术基础知识）和实

际操作技能。

５．２　培训内容

５．２．１　安全基本知识

５．２．１．１　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煤矿安全管理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我国安全生产方针；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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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有关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ｃ）　煤矿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的权利和义务；

ｄ）　煤矿安全管理制度；

ｅ）　劳动保护相关知识。

５．２．１．２　煤矿生产技术与主要灾害事故防治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煤矿生产技术知识；

ｂ）　煤矿主要灾害事故的识别及防治知识，包括水害、火灾、瓦斯和煤尘爆炸事故、顶板事故、机电

运输事故、爆破事故等；

ｃ）　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及其识别，便携式甲烷检测仪相关知识。

５．２．１．３　煤矿井下爆破工的职业特殊性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煤矿作业特点，煤矿作业场所常见的危险、职业危害因素；

ｂ）　煤矿井下爆破工在防治煤矿灾害中的重要作用；

ｃ）　煤矿井下爆破工的职业道德和安全职责。

５．２．１．４　职业病防治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职业病危害、职业病、职业禁忌症及其防范措施；

ｂ）　煤矿从业人员职业病预防的权利和义务。

５．２．１．５　自救、互救与创伤急救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自救、互救与创伤急救基本知识；

ｂ）　井下发生各种灾害事故的避灾方法。

５．２．２　安全技术基础知识

５．２．２．１　爆破原理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炸药及爆炸的一般特征；

ｂ）　爆破作用原理；

ｃ）　爆破的内部作用和外部作用。

５．２．２．２　矿用炸药

ａ）　矿用炸药的种类；

ｂ）　安全炸药的机理；

ｃ）　煤矿许用炸药的种类、使用条件、分级与选用。

５．２．２．３　起爆材料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起爆炸药的种类及选用；

ｂ）　矿用雷管的构造、分类、选用及主要性能参数；

ｃ）　煤矿许用导爆索和继爆管的应用。

５．２．２．４　发爆器及爆破网络检测仪器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发爆器、爆破网络检测仪器的构造和应用；

ｂ）　电爆网络的测试技术。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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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５　爆炸材料的管理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爆炸材料的领取、运输及的暂存管理的有关规定和方法；

ｂ）　爆炸材料的现场使用及余量的回收、上交的有关规定和方法。

５．２．２．６　起爆技术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电爆网络的连接和检测技术；

ｂ）　起爆方法。

５．２．２．７　井巷爆破技术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钻眼爆破参数；

ｂ）　井巷掘进爆破技术；

ｃ）　井巷爆破控制技术；

ｄ）　影响爆破效果的主要因素。

５．２．２．８　炮采工作面爆破技术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炮采工作面炮眼的种类及作用、炮眼布置、爆破参数；

ｂ）　炮采工作面间隔分组爆破、毫秒爆破的技术。

５．２．２．９　爆破作业及其事故的预防与处理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爆破作业说明书；

ｂ）　爆破作业操作的准备、程序和方法，包括：爆炸材料的发放和运送、装药前的准备及瓦斯检查、

装药、填炮泥、连线及起爆、爆破质量要求、爆破后工作面的检查、爆破安全距离、安全警戒与信

号等；

ｃ）　爆破安全技术措施；

ｄ）　爆破事故的产生原因、预防与处理方法，爆破事故包括：早爆，拒爆和丢炮，放空炮、残爆、爆燃

及缓爆，炮烟熏人，裸露爆破，爆破崩倒支架及冒顶事故，爆破引起的瓦斯事故、煤尘事故、透水

事故等。

５．２．２．１０　特殊情况下的安全爆破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特殊情况是指浅眼，接近积水区，巷道贯通，遇老空区，处理溜煤（矸）眼堵塞，煤与瓦斯突出工

作面，石门揭穿（开）突出煤层，机采工作面打切口及遇坚硬夹层，井下反井掘凿井，过断层、裂

隙带和岩性突变地带，厚煤层中下分层区段平巷掘进，放顶煤开采预裂，强制放顶等；

ｂ）　特殊情况下的安全爆破特点及安全爆破技术；

ｃ）　特殊情况下爆破事故的产生原因、预防及处理方法。

５．２．３　实际操作技能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炮眼质量的检查；

ｂ）　发爆器及检测仪器的使用；

ｃ）　起爆药卷的制作；

ｄ）　爆破程序化操作；

ｅ）　特殊情况下爆破的模拟实验；

ｆ）　爆破事故的预防及处理；

ｇ）　爆破事故的勘察技术及方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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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自救器的使用训练；

ｉ）　创伤急救训练。

５．３　复审培训内容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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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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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３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５．４　培训学时安排

５．４．１　培训时间应不少于９０学时，具体培训学时宜符合表１的规定。

５．４．２　复审培训时间应不少于２４学时，具体培训学时宜符合表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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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矿井下爆破工考核分为安全技术知识（包括安全基本知识、安全技术基础知识）和实际操作

技能考核两部分。

６．１．１．２　煤矿井下爆破工的考核范围应符合本标准６．２的规定。

６．１．２　考核方式

６．１．２．１　安全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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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ｍｉｎ。

６．１．２．２　实际操作技能考核方式应以实际操作为主，也可采用满足６．２．３要求的模拟操作或口试。满

分为１００分。

６．１．２．３　安全技术知识、实际操作技能考核成绩均６０分及以上者为考核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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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技术知识考核内容分为了解、掌握和熟练掌握三个层次，按２０％、３０％、５０％的比重进行

考核。

６．１．３．２　实际操作技能考核内容分为掌握和熟练掌握两个层次，按３０％、７０％的比重进行考核。

６．２　考核要点

６．２．１　安全基本知识

６．２．１．１　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煤矿安全管理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了解我国安全生产方针；

ｂ）　了解有关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ｃ）　掌握煤矿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的权利和义务；

ｄ）　了解煤矿安全管理制度；

ｅ）　掌握劳动保护相关知识。

６．２．１．２　煤矿生产技术与主要灾害事故防治

表１　煤矿井下爆破工培训学时安排

项　　目 培训内容 学时

安全技术知识

（６６学时）

安全基本知识

（２２学时）

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煤矿安全管理 ４

煤矿生产技术与主要灾害事故防治 １０

煤矿井下爆破工的职业特殊性 ２

职业病防治 ２

自救、互救与创伤急救 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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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项　　目 培训内容 学　　时

安全技术知识

（６６学时）

安全技术基础知识

（４０学时）

爆破原理 ２

矿用炸药 ２

起爆材料 ２

发爆器及爆破网络检测仪器 ２

爆炸材料的管理 ２

起爆技术 ２

井巷爆破技术 ４

炮采工作面爆破技术 ２

爆破作业及其事故的预防与处理 １０

特殊情况下的安全爆破 ４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４

实验参观 ４

复习 ２

考试 ２

实际操作技能

（２４学时）

炮眼质量的检查 ２

发爆器及检测仪器的使用 ２

起爆药卷的制作 ２

爆破程序化操作 ４

特殊情况下爆破的模拟实验 ２

爆破事故的预防及处理 ２

爆破事故的勘察技术及方法 ２

自救器的使用训练 ２

创伤急救训练 ２

复习 ２

考试 ２

合计 ９０

表２　煤矿井下爆破工复审培训学时安排

项　　目 培训内容 学　　时

复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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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及其

安全技术要求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２０

复习 ２

考试 ２

合计 ２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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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了解煤矿生产技术知识；

ｂ）　掌握煤矿主要灾害事故的识别及防治知识，包括水害、火灾、瓦斯和煤尘爆炸事故、顶板事故、

机电运输事故、爆破事故等；

ｃ）　掌握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及其识别相关知识，掌握便携式甲烷检测仪相关知识。

６．２．１．３　煤矿井下爆破工的职业特殊性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了解煤矿作业特点，了解煤矿作业场所常见的危险、职业危害因素；

ｂ）　了解煤矿井下爆破工在防治煤矿灾害中的重要作用；

ｃ）　掌握煤矿井下爆破工的职业道德要求和安全职责要求。

６．２．１．４　职业病防治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掌握职业病危害、职业病、职业禁忌症及其防范措施；

ｂ）　熟练掌握煤矿从业人员职业病预防的权利和义务。

６．２．１．５　自救、互救与创伤急救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掌握自救、互救与创伤急救基本知识；

ｂ）　掌握井下发生各种灾害事故的避灾方法。

６．２．２　安全技术基础知识

６．２．２．１　爆破原理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了解炸药及爆炸的一般特征；

ｂ）　了解爆破作用原理；

ｃ）　了解爆破的内部作用和外部作用。

６．２．２．２　矿用炸药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了解矿用炸药的种类；

ｂ）　了解安全炸药的机理；

ｃ）　熟练掌握煤矿许用炸药的种类、使用条件、分级与选用。

６．２．２．３　起爆材料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了解起爆炸药的种类及选用；

ｂ）　掌握矿用雷管的构造、分类及主要性能参数，熟练掌握矿用电雷管的分类与选用；

ｃ）　掌握煤矿许用导爆索和继爆管的使用方法。

６．２．２．４　发爆器及爆破网络检测仪器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了解发爆器和爆破网络检测仪器的构造及使用方法；

ｂ）　熟练掌握电爆网路的测试技术。

６．２．２．５　爆炸材料的管理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熟练掌握爆炸材料的领取、运输及暂存管理的有关规定和方法；

ｂ）　熟练掌握爆炸材料的现场使用及余量回收、上交的有关规定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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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６　起爆技术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熟练掌握电爆网络的连接和检测技术；

ｂ）　熟练掌握起爆方法。

６．２．２．７　井巷爆破技术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了解爆破参数的计算方法，正确使用爆破参数；

ｂ）　掌握井巷掘进爆破技术；

ｃ）　掌握井巷爆破控制技术；

ｄ）　掌握影响爆破效果的主要因素。

６．２．２．８　炮采工作面爆破技术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了解不同种类炮眼的作用，掌握炮采工作面炮眼的种类及布置，正确使用爆破参数；

ｂ）　熟练掌握炮采工作面间隔分组爆破、毫秒爆破的技术。

６．２．２．９　爆破作业及其事故的预防与处理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了解爆破作业说明书的内容；

ｂ）　熟练掌握爆破作业操作的准备、程序和方法；

ｃ）　掌握爆破安全技术措施；

ｄ）　熟练掌握爆破事故的产生原因、预防与处理方法。

６．２．２．１０　特殊情况下的安全爆破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了解特殊情况下的爆破现场条件；

ｂ）　掌握特殊情况下的安全爆破特点及安全爆破技术；

ｃ）　熟练掌握各种特殊情况下爆破事故的产生原因、预防与处理方法。

６．２．３　实际操作技能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掌握检查炮眼质量的技能；

ｂ）　熟练掌握发爆器及检测仪器的使用技能；

ｃ）　熟练掌握起爆药卷的制作技能；

ｄ）　熟练掌握爆破程序化操作技能；

ｅ）　熟练掌握特殊情况下爆破的模拟实验操作技能；

ｆ）　熟练掌握爆破事故的预防及处理技能；

ｇ）　掌握爆破事故勘察技能；

ｈ）　熟练掌握自救器的使用技能；

ｉ）　熟练掌握创伤急救操作技能。

６．３　复审培训考核要点

６．３．１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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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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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３　掌握煤矿井下典型事故发生的致因及同类事故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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