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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通风安全管理及通风事故的防范
吴中国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监管处，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摘　要　煤矿开采施工中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事故发生，煤矿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必须具备高度的安全意识，

对于安全生产的管理加强防范措施。在开采过程中通风事故就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事故风险，严重的可能会危害到

工作人员的生命，因此需要加强通风安全管理意识和控制，做好通风事故的防范对策。本文通过分析煤矿通风安

全管理中现存的问题，制定加强通风管理的有效对策，并提出防范通风事故的措施，为煤矿企业的开采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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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作为一种矿产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推动

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由于煤矿开采环境和过程比较特

殊、复杂，工作人员在工作中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因

此煤矿的安全性也越来越受关注。随着时代的不断进

步，煤矿企业对于通风安全管理的措施也在不断进行

加强。自主创新技术，通风安全管理的工作主要涉及

煤矿安全生产、通风设备和系统的管理，在煤炭开采

中落实安全生产，加强通风设备和系统的管理，可有

效避免出现通风事故发生，提高煤矿开采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 [1]。

1 煤矿通风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1.1  通风安全系统不合理，设备不完善

在国家各区域中有着很多大小不一的煤矿，支撑

着国家发展煤炭资源需求，在煤矿开采中，部分煤矿

的通风安全系统设置存在不合理的问题。由表 1可以

看出，我国对于煤炭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于煤矿的

开采深度也是越来越深，越深的煤矿含氧量越少，并

在煤矿内产生一定的不良气体，损害着工作人员的健

康，严重的还会威胁到生命安全。所以，需要在煤矿

内部安装通风系统，保障煤矿内部空气循环，减少不

良气体的密度，给工作人员提供充足的氧气。由于煤

矿内部结构不一样，所需的通风安全系统也是不一样

的，在设计通风安全系统时需要充分考虑煤矿地质和

地形结构。但是在实际设计中，设计人员只是根据自

身经验，没有根据煤矿图纸和实际环境，使得设计的

通风安全系统的效果不好。

煤矿中安装的通风设备可以将不良气体的密度有

效降低，保障煤矿通风情况。目前，煤矿的通风设备

存在着不完善的问题，不能有效达到安装通风设备的

目的，使用简单的通风门充当通风设备，虽然增加了

煤矿内部的空气流动，但也会造成煤矿封闭性降低。

还有就是过度增加风门，会造成煤矿出现漏风现象，

使得煤矿开采人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2 开采技术和管理有待提升

由表 2可以看出，我国煤矿出现事故的情况在逐

渐下降，死亡人数也在逐渐降低，但还是存在事故情况，

说明煤矿的安全管理存在一定缺陷。煤矿开采需要大

量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没有组织培训，工作人员学

历水平有限，没有接受专业的技术培训，导致工作人

员的开采技术能力不高。当煤矿发生事故时，工作人

员不能很好地应对事故，不能保障煤矿开采的安全性。

在开采中，工作人员不能灵活运用现代技术，对于先

进设备不了解，不能有效处理实际开采中的问题，进

而增加了开采工作时间，加大了煤矿企业的经济成本。

目前，很多大型煤矿企业有实力安装通风设备，但仍

存在通风效率低，监督管理不完善的问题，没有根据

通风安全管理要求进行监督，并且花费了大量的水和

电安装通风设备，增加了煤矿企业的成本，影响煤矿

企业的发展。

2 提升煤矿通风安全管理的对策

2.1 合理设计通风安全系统，加强通风环境

管理

对于煤矿通风系统安全的目标进行明确，合理设

计通风系统，有效保障煤矿生产安全。在设计煤矿通

风安全管理系统时，应该根据通风设计要求结合煤矿

所处的地形和结构进行设计，确保煤矿内部通风良好，

防止在煤矿内出现无通风区域，工作人员需要加大通

风安全事故的排查范围和力度，从而不断调整通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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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案，避免通风事故发生 [2]。由于煤矿内部环境是封

闭的，产生的粉尘和气体影响着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所以，需要加强煤矿通风环境管理，对于煤矿内部进

行实时监测，及时对煤矿内部的瓦斯浓度进行分析，

掌握瓦斯气体的动态。煤矿风险评估人员应该具有自

动预警管理的意识，通过自动识别控制技术，及时发

现煤矿风险，给工作人员提供一个安全的煤矿环境。

对于煤矿空气环境实行安全监测，发现煤矿中的粉尘

和气体超出正常值时，启动安全预防措施，防止更大

的通风事故发生。

2.2 完善通风安全管理制度，提升开采人员

的技术水平

煤矿企业管理者需要重视通风安全管理，具备高

度的安全意识，完善通风管理制度，保障将通风的作

用充分发挥出来，根据开采工作要求对工作人员进行

培训，加强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让工作人员具备先

进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提升自身的开采能力，确保工

作人员能够掌握和运用各种技能，能够及时发现工作

中的风险隐患，还要具备良好的应对事故的能力，能

够充分认识到通风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实行人性化的

管理制度，提升通风安全管理者和开采人员的综合素

质和专业技能。在煤矿生产过程中，实行责任制，将

工作人员担负的责任进行清晰地划分，责任具体到人，

并以书面形式进行公布。加强通风事故的预防措施，

对于通风事故造成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讨论，制定有效

的预防措施，保障煤矿生产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3]。

3 煤矿通风事故的防范措施

3.1 安装合理的通风系统，定期检修通风设备

煤矿通风系统就是将煤矿内部的不良气体排出，

输送新鲜空气进入内部，往复循环为开采工作人员提

供充足的氧气，避免工作人员受不良气体危害，所以

在煤矿发展中安装合理的通风系统是非常重要的。根

据并电布局类型有中央式通风系统、对角式通风系统、

中央对角混合式通风系统等，煤矿企业可以依据实际

发展情况，安装合理的通风系统，以此保障煤矿生产

的安全性，有效将开采工作量缩短，提升开采效率，

减少煤矿投入资金，不仅达到了煤矿生产要求，还为

开采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在煤矿生

产中，针对没有足够通风量的现象，工作人员应该及

时对通风环境进行检测，调整通风系统。加大资金的

投入，对于通风设备需要进行定期检修，提升设备的

通风效率，保证开采过程中的安全。在实际煤矿生产中，

加强对粉尘、气体等有害物质的控制和管理，通过控

制程序有效提升控制质量。通风事故的预防措施可以

通过技术进行加强，对于煤矿的通风系统进行合理设

计，确保煤矿内部通风循环，并且通风设备的安装位

置合理，保障通风机能够正常工作。

3.2 加大通风安全管理强度

在煤矿企业中管理涉及方方面面，想要快速、全

面地进行提升和完善是比较困难的，为有效减少煤矿

安全事故的概率，国家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约

束煤矿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安全制度进行生产，积极贯

彻和落实国家相关制度，煤矿监督管理部分应该高度

关注安全管理工作，减少煤矿企业违法违规的行为，

保障煤矿长久发展 [4]。煤矿企业应该重视安全管理制

度，加大通风安全管理强度，在实际开采过程中切实

落实管理制度，对通风安全管理实行考核措施，构建

完整的预防事故预案，防止发生安全事故，同时制定

应对事故的紧急预案，当煤矿发生通风事故时，能够

在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应对预案，将煤矿损失降到最小。

煤矿的通风设备应该配置齐全，保障通风设备可以顺

利运行，并定期进行管理和维护。由于煤矿生产中的

事故风险因素比较多，煤矿企业应该在安全生产方面

组织人员进行演练，防止在事故发生时出现慌乱现象，

加强煤矿企业管理层的安全管理意识和水平，提升工

作人员的安全技能，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

表 1 2018-2021年中国原煤产量及增速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产量（亿吨） 36.98 38.46 38.4 40.7

增速 4.94% 4.00% -0.16% 5.99%

表 2 2018-2021年全国煤矿事故总量及死亡人数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事故数量（起） 224 170 122 91

死亡人数（人） 333 316 225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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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借助先进的预防技术和预警装置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通风网络管理平台、共享

控制系统、通风报告系统等不断被开发出来，在煤矿

生产中引入这些先进的技术，可有效预防通风安全事

故发生。对于煤矿企业现有的通风安全系统进行不断

优化，借助先进的预防技术，加强煤矿通风安全系统

信息管理，对煤矿开采过程实行实时远程监控，保障

煤矿企业管理者能够及时掌握煤矿生产动态，降低时

间成本。对于煤矿通风安全系统的日常信息进行收集、

汇总及储存，借助网络技术将储存的信息进行分析，

便于及时优化通风安全管理系统，还可以利用网络技

术构建子系统，对瓦斯、机械安全、火区等进行系统

管理。借助先进的技术优化风险预警管理体系，构建

风险预警管理体系，收集和整理危急事故风险资料，

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分析事故因素，整合风险预警和各

个部门之间的联系，煤矿企业需要安排专业人员对煤

矿生产工作进行检查和监督，有效保障收集的资料更

真实和更全面。将事故信息及时进行传递，制定安全

职责管理制度，煤矿管理者为第一负责人，加强各部

门之间的沟通，确保信息能够及时传递，不会受到其

他因素的干扰，使得信息能够发挥出自身的价值。制

定完整的救援活动方案和配置专门的救援指挥员，当

煤矿发生通风事故后，指挥员能够及时安排专业人员

开展救援活动，及时将生产人员和重要物品进行输送

和转移，使得煤矿企业的损失降低，减少不必要的人

员伤亡。在煤矿开采中安装先进的预警装置，有效保

障能够第一时间发现通风风险，并做出相应的应对措

施，安排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检测，全面预防通风事故。

3.4 加强工作人员安全防范意识

煤矿生产中应加强工作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有

效保障煤矿生产的安全性。煤矿企业应该加大对工作

人员的培训力度，注重安全教育内容，将工作人员的

防范意识和水平进行提升，减少发生煤矿安全事故的

概率 [5]。对全体工作人员定期开展安全教育方面的培训，

让工作人员清晰地认识到安全意识的重要性，进而在

实际工作中能够提前规避事故风险，及时发现通风事

故隐患，最大程度地保障煤矿生产的安全。煤矿企业

想要开采更多的煤资源，需要加强煤矿硬件设施和技

术，实时监测煤矿内部环境，减少通风事故风险，对

于煤矿硬件环境进行改进，保证煤矿设备在实际生产

中能够顺利工作，减少煤矿企业的成本支出，避免紧

急事故发生。对于煤矿中容易发生危险的物品，应该

安全进行存储和放置，在固定的区域进行放置，置办

安全防护工具，在安全事故发生时，能够及时借助防

护工具降低损失和伤亡。

3.5 重视并加大对瓦斯的检测力度

在煤矿生产中必须要加大对瓦斯的检测力度，对

于重要位置的瓦斯气体探头进行定期检查，探头主要

是检测煤矿内部瓦斯气体的浓度情况，所以瓦斯气体

探头是非常关键的设备，加上煤矿生产环境比较差，

探头非常容易受到破坏，导致不能及时检测瓦斯气体

浓度，所以要定期检查探头情况。检测人员对于特殊

位置应该进行现场检测，根据通风安全管理制度严谨

地开展工作，将各项检测数据进行记录，对于异常检

测数据及时进行上报，并及时进行维修。对于煤矿内

部的瓦斯气体检测应该一天不少于 3次，其他位置检

查一天一次，在检测煤矿内部的瓦斯气体时，需要关

注自燃造成的瓦斯气体超标的现象。对于煤层自燃的

预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构建自自燃数据检测体系和

预警系统，有效预防煤矿通风事故发生风险 [6]。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煤矿生产中通风事故安全管理存在

着通风系统不合理、设备不完善、开采技术和管理有

待提升等问题，改善通风事故安全管理的方法有合理

设计通风安全系统、加强通风环境管理、完善通风安

全管理制度、提升开采人员的技术。在煤矿中防范通

风事故发生的有效措施是安装合理的通风系统，定期

检修通风设备、加大通风安全管理强度、借助先进的

预防技术和预警装置、加强工作人员安全防范意识，

重视瓦斯的检测等，最大限度地规避安全事故，提升

煤矿企业的经济效益，推动煤矿行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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