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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矿井通风与安全监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张 军
重庆市开州区矿业管理所 重庆
【摘要】矿井通风与煤矿安全生产息息相关，近年来大部分矿井事故的发生与通风系统存在的一系列
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矿井通风系统不完善或不可靠，是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它会导致矿井瓦斯超限或爆
炸，人员中毒或窒息以及煤尘爆炸等一系列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在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过程中，需要加强
矿井通风系统管理，保障安全监控系统实时监控，利用两系统完善可靠的运行加快矿井通风自动化监控系
统和安全监控系统建设，来保障矿井安全生产有序进行。
【关键词】煤矿矿井通风；安全监控；问题；对策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ine ventilation and safety monitoring in coal mine
Jun Zhang
Chongqing kaizhouqu mining industry management office,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Mine ventil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coal mine safety production. In recent years, most mine
acciden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 series of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ventilation system. The mine ventilation system
is imperfect or unreliable, which is a hidden danger of major accidents in coal mines. It will lead to a series of
safety accidents such as mine gas overrun or explosion, personnel poisoning or suffocation and coal dust explosion.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safety production of coal mining enterprise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mine ventilation system, ensure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of safety monitoring system, and use the
perfect and reliable operation of the two systems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mine ventilation automation
monitoring system and safety monitoring system, so as to ensure the orderly progress of mine safety production.
【Keywords】Coal Mine Ventilation; Safety Monitoring; Problems; Counter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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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而少部分瓦斯赋存在煤层中。在开采时煤层破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我国现

碎，这部分瓦斯会被释放到空气中。由于煤矿井下

代化工业的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其中，煤炭作为能

的作业空间极为狭小，瓦斯非常容易积聚，只有通

源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过良好的通风才能将这部分瓦斯排出。若空气中的

有着重要的影响。面对煤炭资源的不断发现，煤矿

瓦斯体积分数超过了安全值，在特定的条件下，还

矿井的数量呈现出井喷式增长的情况，但是煤矿矿

会诱发瓦斯爆炸，造成严重的煤矿安全事故。通过

井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事故也不断引发人们的思考。

矿井通风，不断地更新井下空气，可以将空气中瓦

因此，需要对煤矿安全事故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

斯的体积分数维持在安全值以下。

明白大多事故的出现是由于通风不力、安全监管工

1.2 稀释岩层破碎过程中产生的粉尘

作不足而造成的，需要进一步对这一方面的预防工

在煤矿开采过程中，需要不断地破岩和割煤，
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粉尘。值得注意的是，虽

作加强重视。
1 矿井通风的作用分析

然可以采用洒水的方式来降低空气中粉尘的浓度，

1.1 排出煤层释放的瓦斯

但是实施的效率较低。通过加快井下空气流动，可

在成煤过程中会产生瓦斯，大部分瓦斯已经释

以迅速降低空气中的粉尘浓度。一旦空气中的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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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过高，容易引发一些职业病，例如尘肺病。若

3.1 对通风系统的重视程度不够

没有进行有效的矿井通风，煤矿井下的粉尘浓度将

通风系统的建设作为整个煤矿井下开采的前

会更高。此外，由于粉尘具有一定的可燃性，当粉

提，对煤矿开采来说至关重要。但就目前的情况来

尘浓度过高时，也容易引发煤尘爆炸，因此，非常

说，中国的许多煤矿对通风系统管理的重视度不够，

有必要控制煤矿井下的粉尘浓度。

管理涣散，从而未能及时对通风技术进行优化改进，

1.3 调节井下的温度

并且在日常管理中，对通风系统的检修与维护不到

矿井通风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调节煤矿井下的温

位。一方面原因是，煤矿企业大多数人并不具备专

度。在正常情况下，地温梯度为每 100m 增加 3℃左

业的理论知识框架，不懂得通风体系的改造重点，

右。也就说在千米深井内，矿井的温度可能超过

管理方面也缺乏完善的制度，使得技术一直停留在

30℃，这非常不利于工人开展正常的体力劳动。长

以往水平，导致事故的发生；另一方面的原因是，

时间处于高温环境下，还有可能造成人的生理机能

煤矿企业通风管理部门在进行通风系统设计时，目

减退。通过良好的矿井通风，可以增强空气的流动

光往往只是落在了一些重点区域，忽略了细节问题，

性，将多余的热量带出矿井以外，这样就能保证工

设计上的纰漏经常会导致实际应用效果不佳，使得

人在安全的环境内作业。

所设计的系统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进而引发安全事

2 煤矿矿井通风概述以及进行安全监控的意义

故。
3.2 工作人员的知识储备不够素质有待提高

对于煤矿矿井通风工作来说，主要是在煤矿开
采过程中将更多外部新鲜的空气运输到矿井内，并

煤矿井下现场工作人员一般来说文化水平不

且通过多种方式确保矿井内部以及外部空气形成循

高，并不具备专业的技术理论，这在中国大多数煤

环的状态，从而更好地确保矿井生产工作的安全性

矿中已经司空见惯。但也正是由于中国目前的特殊

和稳定性。但是，在煤矿资源开采过程中，矿井内

国情，煤矿开采人员紧缺，导致许多现场工作人员

还会产生各种有毒气体，这种气体会对相关工作人

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大多数是现学现用，并

员的身体健康产生极大的危险。如果矿井通风系统

不具备对井下一些突发状况进行处理的能力，也缺

出现故障，那么就会在无形当中提升煤矿矿井安全

乏安全意识。若工作人员缺乏安全意识，则不能对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这不仅可以影响到煤矿生产的

一些细节做出准确的判断，对异常情况缺乏敏感性，

整体进度，甚至还会给煤矿开采企业带来巨大的经

再加上他们本身技术理论的不足，在工作时往往不

济损失，甚至还会造成人员伤亡。为了进一步确保

会使用专业设备，更谈不上做好设备的日常检修与

煤矿矿井对通风系统的要求，相关企业就需要根据

维护。在这样的情况下，若发生安全事故，事故处

煤矿生产的具体条件，并且还要结合科学、合理的

理及救援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引进新设备，表面

技术将更加新鲜的外部空气输送到作业环境中，以

上看降低了人力投入成本，实际上生产效率与预期

此来达到稀释或者是排除有毒气体的目的。不仅如

还相差较远。

此，还需要对矿井内的氧气密度进行更加及时的测

3.3 通风设备老旧

量，并根据具体情况做出条件，以此来有效确保煤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高，

矿矿井内生产作业的安全性。当前，我国大部分煤

煤矿的开采深度不断加大，开采技术也取得了很大

矿生产企业都是借助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声光感

的进步。但是，在开采难度不断增大的背景下，传

应、传感、数字化传输等相关技术来开展具体的煤

统的通风设备已经难以满足现如今煤矿的开采需

矿矿井通风以及安全监控工作，对于这种手段来说

求，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前的设备老化程度较

还可以对煤矿矿井之内所产生的各种数据信息进行

高，技术方面也逐渐显现出一些缺陷，再加上井下

实时监控和分析，为相关管理人员提供更加及时化、

设备维护不到位，设备性能降低，需继续优化升级。

动态化的信息，为之后煤矿开采企业制定科学、合

但目前很多煤矿企业考虑更多的是自身利益，不愿

理的煤矿矿井安全管理措施提供借鉴。

意更换设备，仍然使用旧设备，再加上维护不当，

3 煤矿安全生产中通风存在的问题

导致设备性能大幅度降低，存在较多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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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优化矿井通风系统与安全监控系统的具体措

入点，制定标准化规则。煤矿企业还要对自身发展
状况进行分析，确保通风和安全监控体系与企业的

施
4.1 完善监控机制和相关制度

发展更契合。在具体采购设备时，要对设备质量和

在矿井通风和安全监控系统的工作开展过程

性能给予更多的关注，重视设备售后服务，这样设

中，根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相关要求，结合矿

备一旦出现故障能够及时维修，保证生产有序进行。

井实际建立并完善相关制度。实现对井下监控设备

煤矿企业还要加大安全费用投入，结合自身的发展

的有效管控，保证其规范、稳定运行。具体要根据

状况选购优质的设备，确保设备的灵活性和抗干扰

井下实际生产情况，综合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并重

性，使设备能够更加高效和稳定地运行。在实际设

视将企业长期发展目标与短期生产目标相结合，选

备使用和安全监控系统运行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

择适宜的安全监控系统和矿井通风自动监控系统。

技术人员能够及时维修处理。另外，还要重视培养

积极完善安全监控制度和管理制度，加快煤矿生产

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进一步保证矿井

技术化水平的提升。具体煤矿相关部门、生产技术

内生产作业安全、有序进行。

人员还要对监控设备技术参数、性能进行了解和掌

4.4 重视矿井通风管理

握，履行好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另外，企业还要进

矿井内工作环境十分复杂，在实际生产作业过

一步强化并综合运用监控系统的监测、预警、报警

程中安全隐患较多，一旦通风管理不到位，必然会

和逻辑控制功能，保证矿井通风自动监控系统安全、

增加矿井内事故发生的概率。因此在矿井生产过程

稳定、高效的运行，促进矿井生产效率的提高，更

中，需要安排专业人员对通风系统进行管理，进一

好地满足矿井安全生产的要求。

步提升矿井通风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当前大部分矿

4.2 优化矿井通风和安全监控系统的性能

井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处理能力不足，这也是安

在煤矿井下作业过程中，对于通风系统的设备

全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矿井通风管理工作人

质量和安全监控系统的标准呈现出不断提高的态

员需要定期进行考核，并强化岗前培训，加强通风

势。但在社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资源的

管理人员的通风管理知识，提高其业务能力。在实

消耗和利用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需要不断增加

际通风管理工作中，需要做好隐患排查工作，及时

煤矿开采的深度和强度，这也导致矿井内的开采环

排除矿井生产中的安全隐患。工作人员要充分利用

境更加复杂，存在许多不确定和不可控因素，因此

安全监控系统所提供的传输数据，办公室计算机要

要重视通风系统和安全监控系统性能的提升。具体

安装监控系统客户访问终端，及时发现矿井通风系

可以对传感器的灵敏度进行优化，增强系统的抗干

统所存在的隐患，针对有关问题对通风系统进行有

扰能力，使设备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保证稳定的运

效调节和处理，实现对矿井通风系统的有效控制，

行，不断扩大传感器监测范围，强化检测技术的性

使矿井内的总风量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在具体调节

能。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对传感器进行升级改造，使

工作开始之前，应有效设计每个区域的风量。最后

其在对有毒有害气体检测的同时，通过设置风向、

还要控制分支风量，合理运用减阻原理控制矿井内

风速、风压测量传感器，进一步丰富井下监测内容，

的风量，确保矿井内的通风安全，保证矿井内作业

提供精确数据，有效应用到通风系统中，进而降低

环境的各项参数符合标准规定。

矿井的安全风险。将网络模块融入到传感器内部结

4.5 优化设备的日常检修与维护工作

构中，借助互联网资源，准确、迅速地进行信息捕

煤矿企业在矿井通风和安全监控工作开展的过
程中，需要定期开展设备巡检与维护工作，及时发

捉，做好信息传输工作。
4.3 安装设置标准化的矿井通风与安全监控系

现通风和安全监控设备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有效
措施加以处理。重视日常巡检与维护工作，有利于

统
为了提高矿井管理的水平，需要推进矿井通风

降低设备故障带来的不利影响，保证设备运行的稳

系统和安全监控系统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工作，

定性，进一步发挥设备的使用效能，为矿井通风和

煤矿企业应以工作人员、资金和管理者等层面为切

安全监控系统的稳定和持续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确
- 35 -

张军

煤矿矿井通风与安全监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保矿井的安全生产。3.6 加强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和

分之一，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其中煤矿生

教育工作作为煤矿安全管理人员，不仅要具备扎实

产的安全水平也是评价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之

的安全管理专业知识，同时对其职业道德素养也具

一。面对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提升煤矿矿井通风

有较高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具备丰富的经

以及安全监控水平的提高已经成为提高煤矿安全生

验和事故的预防及处理能力。煤矿企业在结合自身

产管理水平的有效措施。再加上信息技术以及传感

的实际情况下，针对安全管理人员开展具有针对性

器技术的不断发展，也给煤矿生产的智能化方向提

的培训和教育，强化安全管理人员安全意识，提升

供了借鉴。同时，这也是促进未来研究智能化监管

其综合技能和素质。也可以通过定期邀请专家和学

和管理策略的重要方向。

者在企业内部开展讲座，促进企业员工整体素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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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这可以实现煤矿安全数据的实时监测，及时发
现风险并进行预警，降低煤矿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煤炭作为能源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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