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矿安监局 能源局关于印发 

《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办法》的通知 

 

煤安监技装〔2018〕9 号 

 

各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矿

安全监管部门、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各省级煤矿安全

监察局，司法部直属煤矿管理局，有关中央企业： 

现将《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办法》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和

国家能源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印发的《煤矿瓦斯等级

鉴定暂行办法》（安监总煤装〔2011〕第 162 号）同时

废止。 

 

 

 

煤矿安监局 

能  源  局 

2018 年 4 月 27 日 

 

 

 



 

 

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工作，加强矿

井瓦斯管理，预防瓦斯事故，保障职工生命安全，根据《安

全生产法》、《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关于预防煤

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煤矿安全规程》等，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井工煤矿（包括新建矿井、改扩建矿井、资源整

合矿井、生产矿井等）、鉴定机构（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

进行煤矿瓦斯等级鉴定。 

第三条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指导、协调和监督全国煤

矿瓦斯等级鉴定工作。 

各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煤矿瓦斯等级鉴

定的管理工作。 

各级地方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各驻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负责辖区内煤矿瓦斯等级鉴定的监管监察工作。 

第四条 煤矿企业将煤矿瓦斯等级鉴定结果报省级煤炭

行业管理部门和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由省级煤炭行业管

理部门按年度汇总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国家能源局，并

抄送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 



 

第二章 矿井瓦斯等级划分 

 

第五条 矿井瓦斯等级鉴定应当以独立生产系统的矿井

为单位。 

第六条 矿井瓦斯等级应当依据实际测定的瓦斯涌出量、

瓦斯涌出形式以及实际发生的瓦斯动力现象、实测的突出危

险性参数等确定。 

第七条 矿井瓦斯等级划分为： 

（一）低瓦斯矿井； 

（二）高瓦斯矿井； 

（三）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以下简

称“突出矿井”）。 

第八条 在矿井的开拓、生产范围内有突出煤（岩）层的

矿井为突出矿井。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煤（岩）层为突出煤（岩）层： 

（一）发生过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的； 

（二）经鉴定或者认定具有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

突出危险的。 

第九条 非突出矿井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高瓦斯矿井，

否则为低瓦斯矿井： 

（一）矿井相对瓦斯涌出量大于 10m
3
/t； 

（二）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 40m
3
/min； 

（三）矿井任一掘进工作面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 3m
3
/min； 



（四）矿井任一采煤工作面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 5m
3
/min。 

第十条 低瓦斯矿井每 2 年应当进行一次高瓦斯矿井等

级鉴定，高瓦斯、突出矿井应当每年测定和计算矿井、采区、

工作面瓦斯（二氧化碳）涌出量，并报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

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经鉴定或者认定为突出矿井的，不得改定为非突出矿井。 

第十一条 新建矿井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应当依据地质

勘探资料、所处矿区的地质资料和相邻矿井相关资料等，对

井田范围内采掘工程可能揭露的所有平均厚度在 0.3m 及以

上的煤层进行突出危险性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在可研报告中

表述清楚。 

经评估为有突出危险煤层的新建矿井，建井期间应当对

开采煤层及其他可能对采掘活动造成威胁的煤层进行突出

危险性鉴定，鉴定工作应当在主要巷道进入煤层前开始。所

有需要进行鉴定的新建矿井在建井期间，鉴定为突出煤层的

应当及时提交鉴定报告，鉴定为非突出煤层的突出鉴定工作

应当在矿井建设三期工程竣工前完成。 

新建矿井在设计阶段应当按地勘资料、瓦斯涌出量预测

结果、邻近矿井瓦斯等级、煤层突出危险性评估结果等综合

预测瓦斯等级，作为矿井设计和建井期间井巷揭煤作业的依

据。 

第十二条 低瓦斯矿井应当在以下时间前进行并完成高

瓦斯矿井等级鉴定工作：（一）新建矿井投产验收；（二）

矿井生产能力核定完成；（三）改扩建矿井改扩建工程竣工；



（四）新水平、新采区或开采新煤层的首采面回采满半年；

（五）资源整合矿井整合完成。 

第十三条 低瓦斯矿井生产过程中出现本办法第九条中

所列高瓦斯矿井条件的，煤矿企业应当立即认定该矿井为高

瓦斯矿井，并报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和省级煤矿安全监察

机构。 

第十四条 非突出矿井或者突出矿井的非突出煤层出现

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立即进行煤层突出危险性鉴定，或直

接认定为突出煤层；鉴定完成前，应当按照突出煤层管理： 

（一）有瓦斯动力现象的； 

（二）煤层瓦斯压力达到或者超过 0.74MPa 的； 

（三）相邻矿井开采的同一煤层发生突出事故或者被鉴

定、认定为突出煤层的。 

直接认定为突出煤层或者按突出煤层管理的，煤矿企业

应当报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第十五条 除停产停建矿井和新建矿井外，矿井内根据

第十四条规定按突出管理的煤层，应当在确定按突出管理之

日起 6 个月内完成该煤层的突出危险性鉴定，否则，直接认

定为突出煤层。 

原低瓦斯矿井经突出鉴定为非突出矿井的，还应当立即

进行高瓦斯矿井等级鉴定。 

开采同一煤层达到相邻矿井始突深度的不得定为非突

出煤层。 



第十六条 矿井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经事故调查组分析

确定为突出事故的，应当直接认定该煤层为突出煤层、矿井

为突出矿井。 

 

第三章 鉴定管理 

 

第十七条 突出矿井（或突出煤层）鉴定工作由具备煤与

瓦斯突出鉴定资质的机构承担。 

高瓦斯矿井等级鉴定工作，由具备鉴定能力的煤矿企业

或者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承担。具体办法由省级煤

炭行业管理部门会同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省级煤矿安

全监察机构制定。 

第十八条 用于煤矿瓦斯等级鉴定或者测定的所有仪器

仪表应当保证状态完好、精度满足要求、测值准确，计量仪

器仪表应当在其计量检定或校准证书的有效期内使用。 

第十九条 煤矿委托鉴定机构（单位）鉴定时，应当与鉴

定机构（单位）签订合同，合同内容应当包括鉴定对象、内

容及双方职责等。委托时不得要求特定的鉴定结果。 

鉴定机构（单位）在鉴定合同生效后，高瓦斯矿井鉴定

应当在 2 个月内完成；除新建矿井外，突出矿井（煤层）鉴

定应当在 4 个月内完成。 

第二十条 煤矿提供的基础资料、数据等必须真实、完整，

并建立瓦斯鉴定档案，妥善保存鉴定过程中的原始资料。 



鉴定机构按照本办法鉴定为突出煤层的，煤矿不得再委

托其他鉴定机构鉴定为非突出煤层。 

第二十一条 鉴定机构（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标

准和执业规则等公正、诚信、科学地开展煤矿瓦斯等级鉴定

工作，并对其鉴定结果负责。 

鉴定机构（单位）不得转让、出借、出租瓦斯等级鉴定

资质，不得转包或分包瓦斯等级鉴定工作。 

第二十二条 鉴定机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瓦斯等级鉴

定工作质量管理体系，对鉴定程序、鉴定人员、报告审批、

鉴定资料的档案管理等进行严格管控，尤其对鉴定方法、指

标测定、鉴定结论等应当建立内部评审机制。 

第二十三条 鉴定人员应当为鉴定机构（单位）正式员工，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定，具备鉴定工作所需要的

专业知识和能力后方可从事鉴定工作。突出鉴定项目负责人

必须从事煤矿瓦斯防治工作至少 10 年以上，并取得高级职

称。 

鉴定机构（单位）及其鉴定人员从事瓦斯鉴定活动，不

得泄露被鉴定单位的技术和商业秘密等信息。 

第二十四条 鉴定报告应当有被鉴定矿井（煤层）名称、

鉴定机构（单位）名称、鉴定日期以及鉴定人员、鉴定负责

人、审核人和授权签字人（批准人）的签字，加盖鉴定机构

（单位）公章。突出鉴定报告还应当在鉴定证书中加盖突出

鉴定资质章，并附鉴定资质证书复印件。 



第二十五条 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本省（区、

市）煤矿瓦斯等级鉴定电子档案和数据库。矿井名称、鉴定

结果、鉴定机构（单位）等与鉴定有关的信息应当公开。 

第二十六条 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

构在开展安全监管监察工作时，发现矿井瓦斯的实际情况明

显异于矿井瓦斯等级的，应当责令矿井限期进行瓦斯等级鉴

定。 

 

第四章 高瓦斯矿井等级鉴定 

 

第二十七条 鉴定开始前应当编制鉴定工作方案，做好

仪器准备、人员组织和分工、计划测定路线等。 

第二十八条 鉴定应当根据当地气候条件选择在矿井绝

对瓦斯涌出量最大的月份，且在矿井正常生产、建设时进行。 

第二十九条 参数测定工作应当在鉴定月的上、中、下旬

各取 1 天（间隔不少于 7 天），每天分 3 个班（或 4 个班）、

每班 3 次进行。 

第三十条 鉴定时应当准确测定风量、甲烷浓度、二氧化

碳浓度及温度、气压等参数，统计井下瓦斯抽采量、月产煤

量，全面收集煤层瓦斯压力、瓦斯含量、动力现象及预兆、

瓦斯喷出、邻近矿井瓦斯等级等资料。 

鉴定实测数据与最近 6个月以来矿井安全监控系统的监

测数据、通风报表和产量报表数据相差超过 10%的，应当分

析原因，必要时应当重新测定。 



第三十一条 测点应当布置在进、回风巷测风站（包括主

要通风机风硐）内，如无测风站，则选取断面规整且无杂物

堆积的一段平直巷道作测点。每一测定班应当在同一时间段

的正常生产时间进行。 

第三十二条 绝对瓦斯涌出量按矿井、采区和采掘工作

面等分别计算，相对瓦斯涌出量按矿井、采区或采煤工作面

计算，计算方法见附录 B，测定的基础数据和汇总表可参照

附录 E 的格式填写。 

第三十三条 高瓦斯矿井等级鉴定报告应当采用统一的

表格格式（可参考附录 E 格式），并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矿井基本情况； 

（二）矿井瓦斯和二氧化碳测定基础数据表； 

（三）矿井瓦斯和二氧化碳测定结果报告表； 

（四）标注有测定地点的矿井通风系统示意图； 

（五）矿井瓦斯来源分析； 

（六）最近 5 年内矿井的煤尘爆炸性鉴定、煤层自然发

火倾向性鉴定、最短发火期及瓦斯（煤尘）爆炸或燃烧等情

况； 

（七）瓦斯喷出及瓦斯动力现象情况； 

（八）鉴定月份生产状况及鉴定结果简要分析或说明； 

（九）鉴定单位和鉴定人员； 

（十）煤矿瓦斯等级鉴定结果表。 

 

第五章 突出矿井鉴定 



 

第三十四条 突出矿井鉴定应当首先根据实际发生的瓦

斯动力现象进行，当由瓦斯动力现象特征不能确定为煤与瓦

斯突出或者没有发生瓦斯动力现象时，应当采用实际测定的

突出危险性指标进行鉴定。 

第三十五条 煤层初次发生瓦斯动力现象的，煤矿应当

详细记录瓦斯动力现象的基本特征或保留现场，及时检测并

记录瓦斯动力现象影响区域的瓦斯浓度、风量及其变化、抛

出的煤（岩）量等情况，并委托鉴定机构开展鉴定工作；或

直接认定为突出煤层。鉴定机构接受委托后，应当指派至少

2 名本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其中至少 1 名具有高级职称）进

行现场勘测并核实有关资料。 

第三十六条 以瓦斯动力现象特征为主要依据进行鉴定

的，应当将现场勘测情况与煤与瓦斯突出的基本特征进行对

比，当瓦斯动力现象特征基本符合附录 C 中的特征时，该瓦

斯动力现象为煤与瓦斯突出。 

第三十七条 采用煤层突出危险性指标进行突出煤层鉴

定的，应当将实际测定的原始煤层瓦斯压力（相对压力）、

煤的坚固性系数、煤的破坏类型、煤的瓦斯放散初速度作为

鉴定依据。 

全部指标均符合下表所列条件的或打钻过程中发生喷

孔、顶钻等突出预兆的，鉴定为突出煤层。否则，煤层的突

出危险性可由鉴定机构结合直接法测定的原始瓦斯含量等

实际情况综合分析确定，但当 f≤0.3、P≥0.74MPa，或 0.3



＜f≤0.5、P≥1.0MPa，或 0.5＜f≤0.8、P≥1.50MPa，或 P

≥2.0MPa 的，一般鉴定为突出煤层。 

 

表  煤层突出危险性鉴定指标 

判定指标 煤的破坏类型 

瓦斯放散初速度 

△P 

煤的坚固性系数 

f 

煤层原始瓦斯压力

（相对）P/MPa 

有突出危险的临

界值及范围 

Ⅲ、Ⅳ、Ⅴ ≥10 ≤0.5 ≥0.74 

 

确定为非突出煤层时，应当在鉴定报告中明确划定鉴定

的范围。当采掘工程进入鉴定范围以外的，应当经常性测定

瓦斯压力、瓦斯含量及其与突出危险性相关的参数，掌握瓦

斯动态。但若是根据第十四条规定进行的突出煤层鉴定确定

为非突出煤层的，在开拓新水平、新采区或采深增加超过 50m，

或者进入新的地质单元时，应当重新进行突出煤层鉴定。 

第三十八条 采用第三十七条进行突出煤层鉴定的，还

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鉴定前应当制定鉴定工作方案。 

（二）煤层瓦斯压力测定地点应当位于未受采动及抽采

影响区域。 

（三）突出危险性指标数据应当为实际测定数据。 

（四）具备施工穿层钻孔测定瓦斯压力条件的，应当优

先选择穿层钻孔；测点布置应当能有效代表待鉴定范围的突

出危险性，且应当按照不同的地质单元分别布置，测点分布



和数量根据煤层范围大小、地质构造复杂程度等确定，但同

一地质单元内沿煤层走向测点不应少于 2 个、沿倾向不应少

于 3 个，并应当在埋深最大及标高最低的开拓工程部位布置

有测点。 

（五）用于瓦斯放散初速度和煤的坚固性系数测定的煤

样，应当具有代表性，取样地点应当不少于 3 个。当有软分

层时，应当采取软分层煤样。 

（六）各指标值取鉴定煤层各测点的最高煤层破坏类型、

煤的最小坚固性系数、最大瓦斯放散初速度和最大瓦斯压力

值。 

（七）所有指标测试应当严格执行相关标准。 

第三十九条 当鉴定为非突出煤层时，应当充分考虑测

点分布、地质单元、瓦斯赋存规律、地质构造分布、采区边

界、开拓标高、采掘部署等因素，合理划定鉴定范围。 

第四十条 鉴定报告应当对被鉴定矿井、煤层给出明确

的结论，并包括鉴定证书、鉴定说明书和附件三部分。 

鉴定证书以表格形式列出被鉴定矿井及煤层名称、鉴定

依据、关键测定参数、鉴定结论（含范围）、鉴定机构、鉴

定日期、鉴定人员签字。 

鉴定说明书中应当包含矿井概况、瓦斯动力现象发生情

况或煤层突出危险性指标测定情况及测定结果可靠性分析、

确定是否为突出矿井（煤层）的主要依据及鉴定结论、应当

采取的措施及管理建议。采用突出危险性指标鉴定时还应当



包含瓦斯参数测点、煤样取样点布置图、关键瓦斯压力上升

曲线图、鉴定范围图等。 

采用突出危险性指标鉴定时，附件应当含有仪器仪表检

定证书、突出危险性指标实验测试报告等。 

第四十一条 煤与二氧化碳突出煤层的鉴定参照煤与瓦

斯突出煤层的鉴定方法进行。 

岩石与二氧化碳（瓦斯）突出岩层的鉴定依据为实际发

生的动力现象，当动力现象具有如下基本特征时，应当确定

为岩石与二氧化碳（瓦斯）突出岩层： 

（一）在炸药直接作用范围外，发生破碎岩石被抛出现

象； 

（二）抛出的岩石中，含有大量的砂粒和粉尘； 

（三）产生明显动力效应； 

（四）巷道二氧化碳（瓦斯）涌出量明显增大； 

（五）在岩体中形成孔洞； 

（六）岩层松软，呈片状、碎屑状，岩芯呈凹凸片状，

并具有较大的孔隙率和二氧化碳（瓦斯）含量。 

 

第六章 鉴定责任 

 

第四十二条 在鉴定过程中，煤矿提供的相关数据及图

纸资料等与实际不符、弄虚作假甚至干扰鉴定工作，导致矿

井瓦斯等级降低的，应当由安全生产许可证发放部门撤销其

安全生产许可证。 



第四十三条 鉴定机构应当对鉴定结果负责；出具虚假

鉴定报告的，应当由资质发放部门吊销其鉴定资质，并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所列附录 A 至附录 E 为本办法的一

部分。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4 月 27 日起施行。 

附录：A.名词解释 

B.矿井瓦斯等级鉴定中瓦斯涌出量计算方法 

C.煤与瓦斯突出基本特征和突出后抛出煤量与瓦

斯涌出量计算方法 

D.煤的破坏类型分类表 

E.矿井瓦斯等级鉴定报告参考格式 

（以上附录略，详情请登录煤矿安监局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