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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

第 8 号

《应急管理部关于修改〈煤矿安全规程〉的决定》已经 2021

年 8 月 17 日应急管理部第 27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部长 黄明

2022 年 1 月 6 日

应急管理部关于修改《煤矿安全规程》的决定

为进一步预防和遏制煤矿生产安全事故，提升煤矿本质

安全水平，应急管理部决定对《煤矿安全规程》（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7 号）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一、将第四条修改为：“从事煤炭生产与煤矿建设的企

业（以下统称煤矿企业）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

法规、规章、规程、标准和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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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企业必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各级负责

人、各部门、各岗位安全生产与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

“煤矿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与职业病危害防治

目标管理、投入、奖惩、技术措施审批、培训、办公会议制

度，安全检查制度，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制度，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报告制度，事故报告与责任追究制度等。

“煤矿企业必须制定重要设备材料的查验制度，做好检

查验收和记录，防爆、阻燃抗静电、保护等安全性能不合格

的不得入井使用。

“煤矿企业必须建立各种设备、设施检查维修制度，定

期进行检查维修，并做好记录。

“煤矿必须制定本单位的作业规程和操作规程。”

二、将第十条修改为：“煤矿使用的纳入安全标志管理

的产品，必须取得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未取得煤矿矿用

产品安全标志的，不得使用。

“试验涉及安全生产的新技术、新工艺必须经过论证并

制定安全措施；新设备、新材料必须经过安全性能检验，取

得产品工业性试验安全标志。

“积极推广自动化、智能化开采，减少井下作业人数。

“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或者淘汰的危及生产安

全和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

三、将第九十五条修改为：“一个矿井同时回采的采煤

工作面个数不得超过 3 个，煤（半煤岩）巷掘进工作面个数

不得超过 9 个。严禁以掘代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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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盘）区开采前必须按照生产布局和资源回收合理

的要求编制采（盘）区设计，并严格按照采（盘）区设计组

织施工，情况发生变化时及时修改设计。

“一个采（盘）区内同一煤层的一翼最多只能布置 1 个

采煤工作面和 2 个煤（半煤岩）巷掘进工作面同时作业。一

个采（盘）区内同一煤层双翼开采或者多煤层开采的，该采

（盘）区最多只能布置 2 个采煤工作面和 4 个煤（半煤岩）

巷掘进工作面同时作业。

“在采动影响范围内不得布置 2 个采煤工作面同时回

采。

“下山采区未形成完整的通风、排水等生产系统前，严

禁掘进回采巷道。

“严禁任意开采非垮落法管理顶板留设的支承采空区

顶板和上覆岩层的煤柱，以及采空区安全隔离煤柱。

“采掘过程中严禁任意扩大和缩小设计确定的煤柱。采

空区内不得遗留未经设计确定的煤柱。

“严禁任意变更设计确定的工业场地、矿界、防水和井

巷等的安全煤柱。

“严禁开采和毁坏高速铁路的安全煤柱。”

四、将第一百一十五条修改为：“采用放顶煤开采时，

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矿井第一次采用放顶煤开采，或者在煤层（瓦

斯）赋存条件变化较大的区域采用放顶煤开采时，必须根据

顶板、煤层、瓦斯、自然发火、水文地质、煤尘爆炸性、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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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地压等地质特征和灾害危险性进行可行性论证和设计，并

由煤矿企业组织行业专家论证。

“（二）针对煤层开采技术条件和放顶煤开采工艺特点，

必须制定防瓦斯、防火、防尘、防水、采放煤工艺、顶板支

护、初采和工作面收尾等安全技术措施。

“（三）放顶煤工作面初采期间应当根据需要采取强制

放顶措施，使顶煤和直接顶充分垮落。

“（四）采用预裂爆破处理坚硬顶板或者坚硬顶煤时，

应当在工作面未采动区进行，并制定专门的安全技术措施。

严禁在工作面内采用炸药爆破方法处理未冒落顶煤、顶板及

大块煤(矸)。

“（五）高瓦斯、突出矿井的容易自燃煤层，应当采取

以预抽方式为主的综合抽采瓦斯措施，保证本煤层瓦斯含量

不大于 6m³／t，并采取综合防灭火措施。

“（六）严禁单体支柱放顶煤开采。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严禁采用放顶煤开采：

“（一）缓倾斜、倾斜厚煤层的采放比大于 1∶3，且未

经行业专家论证的；急倾斜水平分段放顶煤采放比大于 1∶8

的。

“（二）采区或者工作面采出率达不到矿井设计规范规

定的。

“（三）坚硬顶板、坚硬顶煤不易冒落，且采取措施后

冒放性仍然较差，顶板垮落充填采空区的高度不大于采放煤

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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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放顶煤开采后有可能与地表水、老窑积水和强

含水层导通的。

“（五）放顶煤开采后有可能沟通火区的。”

五、将第一百一十九条修改为：“使用掘进机、掘锚一

体机、连续采煤机掘进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开机前，在确认铲板前方和截割臂附近无人时，

方可启动。采用遥控操作时，司机必须位于安全位置。开机、

退机、调机前，必须发出报警信号。

“（二）作业时，应当使用内、外喷雾装置，内喷雾装

置的工作压力不得小于 2MPa，外喷雾装置的工作压力不得小

于 4MPa。在内、外喷雾装置工作稳定性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

应当使用与掘进机、掘锚一体机或者连续采煤机联动联控的

除降尘装置。

“（三）截割部运行时，严禁人员在截割臂下停留和穿

越，机身与煤（岩）壁之间严禁站人。

“（四）在设备非操作侧，必须装有紧急停转按钮（连

续采煤机除外）。

“（五）必须装有前照明灯和尾灯。

“（六）司机离开操作台时，必须切断电源。

“（七）停止工作和交班时，必须将切割头落地，并切

断电源。”

六、将第一百九十条修改为：“新建突出矿井设计生产

能力不得低于 0.9Mt/a，第一生产水平开采深度不得超过

800m。中型及以上的突出生产矿井延深水平开采深度不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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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200m，小型的突出生产矿井开采深度不得超过 600 m。”

七、将第一百九十四条修改为：“突出矿井的防突工作

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配置满足防突工作需要的防突机构、专业防突

队伍、检测分析仪器仪表和设备。

“（二）建立防突管理制度和各级岗位责任制，健全防

突技术管理和培训制度。突出矿井的管理人员和井下作业人

员必须接受防突知识培训，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三）加强两个‘四位一体’综合防突措施实施过程

的安全管理和质量管控，实现质量可靠、过程可溯、数据可

查。区域预测、区域预抽、区域效果检验等的钻孔施工应当

采用视频监视等可追溯的措施，并建立核查分析制度。

“（四）不具备按照要求实施区域防突措施条件，或者

实施区域防突措施时不能满足安全生产要求的突出煤层、突

出危险区，不得进行采掘活动，并划定禁采区。

“（五）煤层瓦斯压力达到或者超过 3MPa 的区域，必

须采用地面钻井预抽煤层瓦斯，或者开采保护层的区域防突

措施，或者采用井下顶（底）板巷道远程操控方式施工区域

防突措施钻孔，并编制专项设计。

“（六）井巷揭穿突出煤层必须编制防突专项设计，并

报企业技术负责人审批。

“（七）突出煤层采掘工作面必须编制防突专项设计。

“（八）矿井必须对防突措施的技术参数和效果进行实

际考察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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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将第二百零九条修改为：“采取预抽煤层瓦斯区域

防突措施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预抽区段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的钻孔应当控

制区段内整个回采区域、两侧回采巷道及其外侧如下范围内

的煤层：倾斜、急倾斜煤层巷道上帮轮廓线外至少 20m，下

帮至少 10m；其他煤层为巷道两侧轮廓线外至少各 15m。以

上所述的钻孔控制范围均为沿煤层层面方向（以下同）。

“（二）顺层钻孔或者穿层钻孔预抽回采区域煤层瓦斯

区域防突措施的钻孔，应当控制整个回采区域的煤层。

“（三）穿层钻孔预抽煤巷条带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

的钻孔，应当控制整条煤层巷道及其两侧一定范围内的煤

层，该范围要求与本条（一）的规定相同。

“（四）穿层钻孔预抽井巷（含石门、立井、斜井、平

硐）揭煤区域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的钻孔，应当在揭煤工

作面距煤层最小法向距离 7m 以前实施，并控制井巷及其外

侧至少以下范围的煤层：揭煤处巷道轮廓线外 12m（急倾斜

煤层底部或者下帮 6m），且应当保证控制范围的外边缘到巷

道轮廓线（包括预计前方揭煤段巷道的轮廓线）的最小距离

不小于 5m。当区域防突措施难以一次施工完成时可分段实

施，但每一段都应当能够保证揭煤工作面到巷道前方至少

20m 之间的煤层内，区域防突措施控制范围符合上述要求。

“（五）顺层钻孔预抽煤巷条带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

的钻孔，应当控制的煤巷条带前方长度不小于 60m，煤巷两

侧控制范围要求与本条（一）的规定相同。钻孔预抽煤层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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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有效抽采时间不得少于 20 天，如果在钻孔施工过程中

发现有喷孔、顶钻或者卡钻等动力现象的，有效抽采时间不

得少于 60 天。

“（六）定向长钻孔预抽煤巷条带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

施的钻孔，应当采用定向钻进工艺施工，控制煤巷条带煤层

前方长度不小于 300m 和煤巷两侧轮廓线外一定范围，该范

围要求与本条（一）的规定相同。

“（七）厚煤层分层开采时，预抽钻孔应当控制开采分

层及其上部法向距离至少 20m、下部 10m 范围内的煤层。

“（八）应当采取保证预抽瓦斯钻孔能够按设计参数控

制整个预抽区域的措施。

“（九）当煤巷掘进和采煤工作面在预抽防突效果有效

的区域内作业时，工作面距前方未预抽或者预抽防突效果无

效范围的边界不得小于 20m。”

九、将第二百二十八条修改为：“矿井防治冲击地压（以

下简称防冲）工作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设专门的机构与人员。

“（二）坚持‘区域先行、局部跟进、分区管理、分类

防治’的防冲原则。

“（三）必须编制中长期防冲规划与年度防冲计划，采

掘工作面作业规程中必须包括防冲专项措施。

“（四）开采冲击地压煤层时，必须采取冲击危险性预

测、监测预警、防范治理、效果检验、安全防护等综合性防

治措施。



10

“（五）必须建立防冲培训制度。

“（六）必须建立冲击危险区人员准入制度，实行限员

管理。

“（七）必须建立生产矿长（总工程师）日分析制度和

日生产进度通知单制度。

“（八）必须建立防冲工程措施实施与验收记录台账，

保证防冲过程可追溯。”

十、将第二百三十条修改为：“新建矿井在可行性研究

阶段应当进行冲击地压评估工作，并在建设期间完成煤（岩）

层冲击倾向性鉴定及冲击危险性评价工作。

“经评估、鉴定或者评价煤层具有冲击危险性的新建矿

井，应当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设计，建成后生产能力不得

超过 8Mt/a，不得核增产能。

“冲击地压生产矿井应当按照采掘工作面的防冲要求

进行矿井生产能力核定。矿井改建和水平延深时，必须进行

防冲安全性论证。

“非冲击地压矿井升级为冲击地压矿井时，应当编制矿

井防冲设计，并按照防冲要求进行矿井生产能力核定。

“采取综合防冲措施后不能将冲击危险性指标降低至

临界值以下的，不得进行采掘作业。”

十一、将第二百三十一条修改为：“冲击地压矿井巷道

布置与采掘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开采冲击地压煤层时，在应力集中区内不得布

置 2 个工作面同时进行采掘作业。2 个掘进工作面之间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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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小于 150m 时，采煤工作面与掘进工作面之间的距离小于

350m 时，2 个采煤工作面之间的距离小于 500m 时，必须停

止其中一个工作面。相邻矿井、相邻采区之间应当避免开采

相互影响。

“（二）开拓巷道不得布置在严重冲击地压煤层中，永

久硐室不得布置在冲击地压煤层中。煤层巷道与硐室布置不

应留底煤，如果留有底煤必须采取底板预卸压措施。

“（三）严重冲击地压厚煤层中的巷道应当布置在应力

集中区外。双巷掘进时 2 条平行巷道在时间、空间上应当避

免相互影响。

“（四）冲击地压煤层应当严格按顺序开采，不得留孤

岛煤柱。在采空区内不得留有煤柱，如果必须在采空区内留

煤柱时，应当进行论证，报企业技术负责人审批，并将煤柱

的位置、尺寸以及影响范围标在采掘工程平面图上。开采孤

岛煤柱的，应当进行防冲安全开采论证；严重冲击地压矿井

不得开采孤岛煤柱。

“（五）对冲击地压煤层，应当根据顶底板岩性适当加

大掘进巷道宽度。应当优先选择无煤柱护巷工艺，采用大煤

柱护巷时应当避开应力集中区，严禁留大煤柱影响邻近层开

采。巷道严禁采用刚性支护。

“（六）采用垮落法管理顶板时，支架（柱）应当有足

够的支护强度，采空区中所有支柱必须回净。

“（七）冲击地压煤层掘进工作面临近大型地质构造、

采空区、其他应力集中区时，必须制定专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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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应当在作业规程中明确规定初次来压、周期来

压、采空区‘见方’等期间的防冲措施。

“（九）在无冲击地压煤层中的三面或者四面被采空区

所包围的区域开采和回收煤柱时，必须制定专项防冲措施。

“（十）采动影响区域内严禁巷道扩修与回采平行作业、

严禁同一区域两点及以上同时扩修。”

十二、将第二百三十六条修改为：“冲击地压危险区域

必须进行日常监测预警，预警有冲击地压危险时，应当立即

停止作业，切断电源，撤出人员，并报告矿调度室。在实施

解危措施、确认危险解除后方可恢复正常作业。

“停产 3 天及以上冲击地压危险采掘工作面恢复生产

前，应当评估冲击地压危险程度，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十三、将第二百四十一条修改为：“采掘工作面实施解

危措施时，必须撤出与实施解危措施无关的人员。

“冲击地压危险工作面实施解危措施后，必须进行效果

检验，确认检验结果小于临界值后，方可进行采掘作业。”

十四、将第二百四十四条修改为：“冲击地压危险区域

的巷道必须加强支护。

“采煤工作面必须加大上下出口和巷道的超前支护范

围与强度，弱冲击危险区域的工作面超前支护长度不得小于

70m；厚煤层放顶煤工作面、中等及以上冲击危险区域的工

作面超前支护长度不得小于 120m，超前支护应当满足支护强

度和支护整体稳定性要求。

“严重（强）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必须采取防底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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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将第二百五十条修改为：“进风井口应当装设防

火铁门，防火铁门必须严密并易于关闭，打开时不妨碍提升、

运输和人员通行，并定期维修；如果不设防火铁门，必须有

防止烟火进入矿井的安全措施。

“罐笼提升立井井口还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一）井口操车系统基础下部的负层空间应当与井筒

隔离，并设置消防设施。

“（二）操车系统液压管路应当采用金属管或者阻燃高

压非金属管，传动介质使用难燃液，液压站不得安装在封闭

空间内。

“（三）井筒及负层空间的动力电缆、信号电缆和控制

电缆应当采用煤矿用阻燃电缆，并与操车系统液压管路分开

布置。

“（四）操车系统机坑及井口负层空间内应当及时清理

漏油，每天检查清理情况，不得留存杂物和易燃物。”

十六、将第二百七十四条修改为：“矿井必须制定防止

采空区自然发火的封闭及管理专项措施。采煤工作面回采结

束后，必须在 45 天内进行永久性封闭，每周至少 1 次抽取

封闭采空区内气样进行分析，并建立台账。

“开采自燃和容易自燃煤层，应当及时构筑各类密闭并

保证质量。

“与封闭采空区连通的各类废弃钻孔必须永久封闭。

“构筑、维修采空区密闭时必须编制设计和制定专项安

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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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空区疏放水前，应当对采空区自然发火的风险进行

评估；采空区疏放水时，应当加强对采空区自然发火危险的

监测与防控；采空区疏放水后，应当及时关闭疏水闸阀、采

用自动放水装置或者永久封堵，防止通过放水管漏风。”

十七、将第三百零三条修改为：“顶、底板存在强富水

含水层且有突水危险的采掘工作面，应当提前编制防治水设

计，制定并落实水害防治措施。

“在火成岩、砂岩、灰岩等厚层坚硬岩层下开采受离层

水威胁的采煤工作面，应当分析探查离层发育的层位和导含

水情况，超前采取防治措施。

“开采浅埋深煤层或者急倾斜煤层的矿井，必须编制防

止季节性地表积水或者洪水溃入井下的专项措施，并由煤矿

企业主要负责人审批。”

十八、将第三百六十七条修改为：“爆破工必须最后离

开爆破地点，并在安全地点起爆。撤人、警戒等措施及起爆

地点到爆破地点的距离必须在作业规程中具体规定。

“起爆地点到爆破地点的距离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岩巷直线巷道大于 130m，拐弯巷道大于 100m。

“（二）煤（半煤岩）巷直线巷道大于 100m，拐弯巷道

大于 75m。

“（三）采煤工作面大于 75m，且位于工作面进风巷内。”

本决定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煤矿安全规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