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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技能鉴定提供

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

要，立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有关专

家，制定了《矿山救护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一、 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为依据，

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 年版）》有关要求，以“职业

活动为导向、职业技能为核心”为指导思想，对矿山救护工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

内容进行规范细致描述，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明确

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

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

工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本次修订内容主要有以下变化： 

——对标准的内容结构、编写表述规则和格式要求进行了整体修订。 

——整体删除“培训要求”全部内容；同时，申报条件参照《申请参加职

业技能鉴定的条件》进行描述。 

——对工作要求的内容做出整体规范调整，对职业功能和工作内容进行重

新划分，每个等级的职业功能不少于 3 项，每项职业功能包含 2 项或 2 项以上的

工作内容。 

——对权重表进行修订，调整各等级职业功能对应的相关知识要求权重。 

三、本《标准》起草单位为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起草人

有：田培刚、弓毅、赵青云、樊慧文。 

四、本《标准》审定单位有：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陕煤黄陵矿业有限公司、煤炭工业职

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红透山矿业有限公

司、中国黄金协会、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国家能源

集团宁煤集团、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集团、煤炭工业出版社。审定人员有：王

虹桥、孟琦、宋晶梅、张学良、严卫国、李博、官植、连仁杰、张春雨、张永涛、

周小凤、陈强盛、陈超、张兆宏、史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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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屯煤电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陕煤黄陵矿业有限公司、煤炭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

导中心、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红透山矿业有限公司、中国黄金

协会、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国家能源集团宁煤集团、

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集团、煤炭工业出版社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

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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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救护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矿山救护工 

1.2 职业编码 

6-16-01-12 

1.3 职业定义 

从事矿井灾害处理、事故救援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

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高温、潮湿、噪声、有毒有害、缺氧、坍塌、矿尘、爆炸等。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正常的计算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色觉、嗅觉、视觉（1.0 以上）、听

觉、触觉正常，心理素质稳定；具有较好的空间感，肢体灵活，动作协调；适合

佩用面罩。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8.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 1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① 相关职业：露天采矿工、露天矿物开采辅助工、矿井开掘工、井下采矿工、井下支护工、井下机车运输

工、矿井通风工、矿山安全防护工、矿山安全设备监测检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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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 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②或相关专业③毕业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含尚未

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

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

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

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

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

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工作 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

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含）以

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1.8.2 鉴定方式 

                                                        
② 本专业：救援技术。 
③ 相关专业：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消防指挥、消防工程技术、临床医学、安全工程、安全防范工程、灾

害防治工程。 



6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

方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技

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

应具备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技师和高级技师，通常采取审阅申报材料、

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

以上者为合格。职业标准中标注“★”的为涉及安全生产或操作的关键技能，如

考生在技能考核中违反操作规程或未达到该技能要求的，则技能考核成绩为不合

格。 

1.8.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5，且考评人员为 3人

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 3人以上单数。 

1.8.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60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30min；综合评审时

间不少于 20min。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符合相应技能鉴定要求的场地进

行。 



7 

2.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遵章守法，安全第一。 

（2）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3）预防为先，牢记红线。 

（4）关爱生命，安全救援。 

（5）听从指挥，依法救援。 

（6）勇于奉献，科学救援。 

（7）技术操作，严格规范。 

（8）自身防卫，人人有责。 

（9）工匠精神，精益求精。 

2.2 基础知识 

2.2.1 矿山安全生产方针 

（1）矿山安全生产方针的含义。 

（2）落实矿山安全生产方针的标准和措施。 

2.2.2 矿山生产基础知识 

（1）巷道布置。 

（2）采矿工艺。 

（3）巷道掘进工艺。 

（4）运输提升基础知识。 

（5）通风基础知识。 

2.2.3 矿山大型灾害事故防治 

（1）顶板事故防治。 

（2）有毒有害气体事故防治。 

（3）矿尘事故防治。 

（4）水灾事故防治。 

（5）火灾事故防治。 

（6）爆炸事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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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矿山救护工作 

（1）矿山救护技术装备。 

（2）矿山救护演习训练。 

（3）矿山灾害事故救援。 

（4）自身伤亡事故预防。 

（5）矿山主要事故的预防与处理。 

（6）自救、互救、现场急救。 

（7）应急救援自身防卫。 

2.3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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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

高级技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事 

故 

预 

防 

1.1 安

全检查 

1.1.1 能查出风门、风筒、密

闭墙等通风设施损坏 

1.1.2 能查出矿山的采矿工作

面、掘进工作面、火区等风险点 

1.1.1风门、风窗、风桥等通风

设施的相关知识 

1.1.2采空区密闭墙、火区密闭

墙等相关知识 

1.1.3矿山采矿工作面、掘进工

作面、火区等相关知识 

1.2 安

全技术工

作实施 

1.2.1 能准备好震动性爆破需

要携带的装备 

1.2.2 能检查震动性爆破前、

后工作场所的安全状况 

1.2.1震动性爆破需要的装备 

1.2.2 震动性爆破的安全技术

措施、行动计划、会签意见等专项

文件 

1.2.3震动性爆破的实施条件、

爆破前、后的规定要求 

2. 

事 

故 

救 

援 

2.1 救

援准备 

2.1.1 能准备好战备值班需要

的个人防护装备 

2.1.2 能辨识矿山配备的主要

图纸 

2.1.3 能识读采掘工程平面

图、事故救援图中的主要巷道 

2.1.1 战备值班需要配备的个

人防护装备有关规定 

2.1.2 矿山所需配备的采掘工

程平面图、通风系统图、避灾路线

图、井上下对照图、抽放系统图、

运输系统图等主要图纸的基本知

识 

2.1.3采掘工程平面图、事故救

援图所涉及的相关知识 

2.2 救

援实施 

2.2.1 能按矿井灾害事故救援

行动计划开展救援 

2.2.2 能检查冒顶救援中，顶

板及围岩的稳定性和危险性 

2.2.3 能检测冒顶救援现场的

通风状态和有害气体 

2.2.4 能排除冒顶救援现场的

危险 

2.2.5 能采取措施，给冒顶被

困人员供风 

2.2.6 能救援冒顶被困人员脱

离危险区 

2.2.1 矿山灾害事故救援行动

原则 

2.2.2顶板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2.3 顶板稳定性和安全性检

查方法 

2.2.4《矿山救护规程》对冒顶

事故救援的相关规定 

2.2.5 冒顶事故产生的有毒有

害气体相关知识 

2.2.6 矿井通风在冒顶救援中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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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装 

备 

操 

作 

3.1 防

护装备操

作 

3.1.1 能穿戴矿山抢险救援服

及安全帽、矿工鞋等个人防护装

备 

3.1.2★能佩用正压氧气呼吸

器 

3.1.3 能检查维护正压氧气呼

吸器 

3.1.4能佩用压缩氧自救器 

3.1.1 矿山救援需要穿戴的个

人防护装备相关知识 

3.1.2供氧系统、呼吸循环系统

和外壳背带系统三大部分结构及

功能、佩戴要求等相关知识 

3.1.3 正压氧气呼吸器检查维

护等相关知识 

3.1.4 压缩氧自救器结构、原

理、佩戴使用等相关知识 

3.2 检

测与通信

装备操作 

3.2.1 能操作多种气体检定

器，检测一氧化碳、氧气、硫化

氢、二氧化硫等气体浓度 

3.2.2 能操作光学瓦斯检定

器，检测甲烷、二氧化碳浓度 

3.2.3 能操作玻璃管温度计，

检测现场温度 

3.2.4 能操作气样采集工具

（手动、电动） 

3.2.5 能铺设灾区和井下救援

基地之间的通信线路 

3.2.1多种气体检定器的组成、

结构、原理、操作方法 

3.2.2一氧化碳、氧气、硫化氢、

二氧化硫等气体检定管的适用条

件、操作方法 

3.2.3光学瓦斯检定器的组成、

结构、原理，检测甲烷和二氧化碳

浓度的操作方法 

3.2.4 玻璃管温度计检查环境

温度的操作方法 

3.2.5 气样采集工具组成、结

构、原理、操作方法 

3.2.6 灾区通信线路的铺设方

法和注意事项 

3.3 救

灾装备操

作 

3.3.1★能操作心肺复苏模拟

人，抢救成功 

3.3.2能安装排水管路 

3.3.3 能操作便携式灭火器扑

灭初期火灾 

3.3.4能安装柔性风筒 

3.3.1 心肺复苏模拟人操作方

法 

3.3.2排水管路的种类、连接方

法 

3.3.3 便携式灭火器类型、原

理、操作方法 

3.3.4柔性风筒的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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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四级/中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事 

故 

预 

防 

1.1 安

全检查 

1.1.1能查出不通风区域 

1.1.2 能查出有毒有害气体超

限区域 

1.1.3 能辨识矿山存在的瓦

斯、有害气体、易冒落顶板等危

险源 

1.1.1 矿井通风系统的规定要

求和相关知识 

1.1.2 有毒有害气体容易积聚

的区域 

1.1.3 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方

法 

1.1.4矿山存在的瓦斯、有害气

体、易冒落顶板、片帮等危险源的

相关知识 

1.2 安

全技术工

作实施 

1.2.1 能准备好反风演习需要

携带的装备 

1.2.2 能检测确定反风演习中

的安全区域 

1.2.1反风演习需要的装备 

1.2.2 反风演习的相关知识 

1.2.3反风演习安全技术措施、

行动计划、会签意见等专项文件 

2. 

事 

故 

救 

援 

2.1 救

援准备 

2.1.1 能准备好战备值班需要

的小队装备 

2.1.2 能识读采掘工程平面

图、事故救援图的灾区行走路线 

2.1.3 能估算采掘工程平面

图、避灾路线图等比例图上两点

之间的距离 

2.1.1 战备值班需要配备的小

队装备规定要求 

2.1.2采掘工程平面图、事故救

援图的构成要素、巷道布置及灾区

路线等知识 

2.1.3比例图基础知识 

2.2 救

援实施 

2.2.1 能检测水灾、淤泥溃决

救援现场的通风状态和有害气体 

2.2.2 能检查救援现场水淹、

淤泥溃决等危险性 

2.2.3 能及时撤出水灾、淤泥

溃决救援中危险区域的人员 

2.2.4 能恢复水灾、淤泥溃决

救援现场的通风 

2.2.5能涉水救援被困人员 

2.2.1水灾、淤泥溃决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 

2.2.2《矿山救护规程》对水灾、

淤泥溃决事故救援的相关规定 

2.2.3水灾、淤泥溃决事故产生

的有毒有害气体相关知识 

3. 

装 

备 

操 

作 

3.1 防

护装备操

作 

3.1.1 能用战前检查方法，查

出正压氧气呼吸器的故障 

3.1.2 能查出正压氧气呼吸器

校验仪的故障 

3.1.3 能检查维护压缩氧自救

器 

3.1.1 正压氧气呼吸器战前检

查方法 

3.1.2 正压氧气呼吸器校验仪

故障检查方法 

3.1.3 压缩氧自救器检查维护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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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检

测与通信

装备操作 

3.2.1 能检查多种气体检定器

使用前的完好性 

3.2.2 能检查光学瓦斯检定器

使用前的完好性 

3.2.3 能操作红外线测温仪测

定现场温度 

3.2.4 能操作多参数气体检测

仪，检测甲烷、一氧化碳、氧气、

二氧化碳、硫化氢、二氧化硫等

气体浓度 

3.2.5 能安设灾区电话等在用

的灾区通信设备 

3.2.6 能使用红外线测距仪进

行距离测定 

3.2.1 多种气体检定器使用前

准备方法 

3.2.2 光学瓦斯检定器使用前

准备方法 

3.2.3 红外线测温仪操作方法

和注意事项 

3.2.4 多参数气体检测仪操作

方法和注意事项 

3.2.5 灾区电话等在用的灾区

通信设备安设方法 

3.2.6 红外线测距仪的操作方

法 

3.3 救

援装备操

作 

3.3.1 能操作自动苏生器、自

动复苏机 

3.3.2能安装骨架风筒 

3.3.3 能操作中倍数泡沫发生

装置 

3.3.4 能安装扬程 100m、排量

100m
3
/h以下的水泵 

3.3.1自动苏生器、自动复苏机

的结构、原理、操作方法 

3.3.2骨架风筒的安装方法 

3.3.3 中倍数泡沫发生装置结

构、原理、操作方法 

3.3.4水泵的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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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三级/高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事 

故 

预 

防 

1.1 安

全检查 

1.1.1 能查出水灾、冒顶等安

全隐患 

1.1.2能填报安全隐患排查表 

1.1.3能辨识矿山存在的爆炸、

燃烧、窒息等风险 

1.1.1矿山存在的水灾、冒顶等

安全隐患的特征 

1.1.2 安全隐患排查表填写要

求 

1.1.3矿山存在的爆炸、燃烧、

窒息等风险的辨识方法 

1.2 安

全技术工

作实施 

1.2.1 能准备好巷道贯通需要

携带的装备 

1.2.2 能准备好排放瓦斯、有

毒有害气体需要携带的装备 

1.2.3 能实施排放瓦斯、排放

有毒有害气体工作 

1.2.1巷道贯通需要的装备 

1.2.2排放瓦斯、排放有毒有害

气体需要的装备 

1.2.3全风压排放、局部通风机

排放、抽放排放、排放时间计算等

相关知识 

2. 

事 

故 

救 

援 

2.1 救

援准备 

2.1.1 能准备好救援基地和灾

区侦察需要的救援装备 

2.1.2 能识读等高线图中的单

斜构造、向斜构造、背斜构造、

断层、陷落柱等主要地质构造 

2.1.3 能估算等高线图中两点

之间巷道的标高差 

2.1.1 救援基地和灾区侦察需

要的救援装备规定要求 

2.1.2等高线图、主要地质构造

图的相关知识 

2.1.3 等高线图中两点之间标

高差的估算方法 

2.2 救

援实施 

2.2.1能了解和侦察发火时间、

火源位置、火势大小、波及范围、

遇险人员分布、火灾蔓延方向等

灾区情况 

2.2.2 能检测火灾救援的通风

状态和有害气体 

2.2.3 能检查火灾救援现场风

流逆转、爆炸、高温、冒顶等危

险性 

2.2.4、能救援火灾区域被困的

遇险人员 

2.2.5 能用直接灭火、隔绝灭

火、综合灭火等方法扑灭火灾 

2.2.1火灾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2.2《矿山救护规程》对火灾

事故的相关规定 

2.2.3 火灾产生的有害气体相

关知识 

2.2.4 矿井通风技术在火灾救

援中的应用 

2.2.5直接灭火、隔绝灭火、综

合灭火等灭火方法 

3. 

装 

备 

操 

作 

3.1 防

护装备操

作 

3.1.1 能排除正压氧气呼吸器

的故障 

3.1.2 能排除正压氧气呼吸器

校验仪的故障 

3.1.3 能查出压缩氧自救器的

故障 

3.1.1 正压氧气呼吸器故障排

除方法 

3.1.2 正压氧气呼吸器校验仪

故障排除方法 

3.1.3 压缩氧自救器故障检查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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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检

测与通信

装备操作 

3.2.1 能排除多种气体检定器

的故障 

3.2.2 能排除光学瓦斯检定器

的故障 

3.2.3 能操作热成像仪，检测

可视区域的红外成像、高温点等 

3.2.4 能检查多参数气体检测

仪使用前的完好性 

3.2.5 能检查灾区电话等在用

的灾区通信设备使用前的完好性 

3.2.1 多种气体检定器故障排

除方法 

3.2.2 光学瓦斯检定器故障排

除方法 

3.2.3热成像仪操作方法 

3.2.4 多参数气体检测仪使用

前准备方法 

3.2.5 灾区电话等在用的灾区

通信设备使用前准备 

3.3 救

援装备操

作 

3.3.1能对伤员四肢进行止血、

包扎、固定，并进行搬运 

3.3.2能安设局部通风机 

3.3.3 能操作高倍数泡沫发生

装置 

3.3.4能操作轻便支架 

3.3.5能进行快速密闭操作 

3.3.1伤员四肢止血、包扎、固

定、搬运基础知识，操作方法 

3.3.2局部通风机安设方法 

3.3.3 高倍数泡沫发生装置结

构、泡沫液配比、操作方法 

3.3.4轻便支架操作方法 

3.3.5快速密闭基本原理、操作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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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二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事 

故 

预 

防 

1.1 安

全检查 

1.1.1 能查出有害气体爆炸、

火灾、淤泥溃决事故等重大安全

隐患 

1.1.2 能编制水灾、火灾、有

毒有害气体、矿尘、冒顶等安全

隐患的排除方案及安全措施 

1.1.1有害气体爆炸、火灾、淤

泥溃决等事故的征兆、特征 

1.1.2水灾、火灾、爆炸、冒顶、

矿尘等安全隐患预防方法及排除

措施 

1.2 安

全技术工

作实施 

1.2.1 能制订排放瓦斯、有毒

有害气体的现场行动计划 

1.2.2 能制订巷道贯通的现场

行动计划 

1.2.3 能检测巷道贯通前探测

钻孔的安全状况 

1.2.4 能实施手镐贯通、风镐

贯通等贯通工作 

1.2.1排放瓦斯、有毒有害气体

的安全技术措施、行动计划、会签

意见等专项文件 

1.2.2瓦斯、有毒有害气体的来

源、性质、危害、预防措施 

1.2.3 巷道贯通的安全技术措

施、行动计划、会签意见等专项文

件 

1.2.4巷道贯通的有关规定 

2. 

事 

故 

救 

援 

2.1 救

援准备 

2.1.1 能准备好水灾、火灾、

爆炸等事故的专用装备 

2.1.2能根据矿井通风系统图，

识读主要工作场所的通风系统 

2.1.3 能在采掘工程平面图中

标注主要进回风路线 

2.1.1水灾、火灾、爆炸等事故

所需要的专用装备的规定要求 

2.1.2矿井通风方式、通风方法、

通风网络等知识 

2.1.3矿井通风系统图的构成要

素、绘制方法、识图步骤等知识 

2.2 救

援实施 

2.2.1 能制订爆炸事故和瓦斯

突出事故救援的现场行动计划 

2.2.2 能了解和侦察爆炸、瓦

斯突出事故发生时间、类型、波

及范围、通风系统破坏、灾区有

无阴燃火源、有害气体状况、遇

险人员分布等灾区情况 

2.2.3 能及时救援爆炸和瓦斯

突出事故被困的遇险人员 

2.2.4 能检查爆炸救援现场爆

炸、冒顶、有害气体积聚等危险

性 

2.2.5 能采取通风等措施，排

除救援危险 

2.2.1爆炸事故、瓦斯突出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 

2.2.2《矿山救护规程》对爆炸

事故、瓦斯突出事故的相关规定 

2.2.3瓦斯爆炸、矿尘爆炸、炸

药爆炸等爆炸产生的有害气体相

关知识 

2.2.4瓦斯突出事故救援知识 

2.2.5 矿井通风技术在爆炸事

故、瓦斯突出事故救援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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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装 

备 

操 

作 

3.1 防

护装备操

作 

3.1.1 能操作正压氧气呼吸器

校验仪，检测正压氧气呼吸器的

全部参数 

3.1.2 能在灾区进行正压氧气

呼吸器氧气瓶自换 

3.1.3 能在灾区给队友更换正

压氧气呼吸器氧气瓶 

3.1.4 能排除压缩氧自救器故

障 

3.1.1正压氧气呼吸器全部参数

校验方法 

3.1.2灾区自换正压氧气呼吸器

氧气瓶的方法 

3.1.3灾区给队友更换正压氧气

呼吸器氧气瓶的方法 

3.1.4压缩氧自救器故障排除方

法 

3.2 检

测与通信

装备操作 

3.2.1 能操作光学瓦斯检定器

校验仪，检测校验光学瓦斯检定

器的气密性、准确性等主要参数 

3.2.2 能查看热成像仪的历史

检测数据 

3.2.3 能排除多参数气体检测

仪的故障 

3.2.4 能操作矿用风表进行测

风 

3.2.5 能排除灾区电话等在用

的灾区通信设备的故障 

3.2.1光学瓦斯检定器校验仪操

作方法 

3.2.2热成像仪历史检测数据查

看方法 

3.2.3多参数气体检测仪可能存

在的故障及故障排除方法 

3.2.4矿用风表的操作方法 

3.2.5灾区电话等在用的灾区通

信设备故障排除方法 

3.3 救

援装备操

作 

3.3.1 能对伤员身体、头部及

脊椎等重要受伤部位进行止血、

包扎、固定，并进行搬运 

3.3.2能连接抽排瓦斯管路 

3.3.3 能操作液压起重器或起

重气垫 

3.3.1伤员身体、头部及脊椎等

重要部位的现场急救知识 

3.3.2 抽排瓦斯管路的连接方

法，注意事项 

3.3.3液压起重器或起重气垫的

操作方法 

 

4. 

培 

训 

指 

导 

4.1 培

训 

4.1.1 能收集和总结应急救援

的案例 

4.1.2 能制定培训方案，并组

织开展培训工作 

4.1.3 能利用桌面推演系统和

仿真模拟实训设施对三级/高级

工及以下级别人员进行教学培训 

4.1.4 能组织应急救援业务训

练，讲解示范抢险救援训练科目 

4.1.1 培训方案的编制和教学

组织的原则和方法 

4.1.2 桌面推演系统和仿真模

拟实训设施操作原理 

4.1.3实操培训注意事项、要求

等知识 

4.2 指

导 

4.2.1 能指导三级/高级工及

以下级别人员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4.2.2 能指导三级/高级工及

以下级别人员进行挂风障、建造

木板密闭墙、建造砖密闭墙、安

装局扇和接风筒、安装高倍数泡

沫灭火机等一般技术操作 

4.2.1 应急救援演练相关知识 

4.2.2挂风障、建造木板密闭墙、

建造砖密闭墙、安装局扇和接风

筒、安装高倍数泡沫灭火机等一般

技术操作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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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事 

故 

预 

防 

1.1 安

全检查 

1.1.1 能排除有害气体爆炸、

水灾、火灾、淤泥溃决等事故的

安全隐患 

1.1.2 能查出安全生产标准化

考核办法涉及的应急管理方面

的问题和隐患 

1.1.3 能填报安全生产标准化

考核办法涉及的应急管理问题

和隐患排查计分表 

1.1.1有害气体爆炸、水灾、火

灾、淤泥溃决等事故的安全隐患排

除方法 

1.1.2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办法

涉及的应急管理相关知识 

1.2 安

全技术工

作实施 

1.2.1 能准备好启封火区需要

携带的装备 

1.2.2 能制订启封火区的现场

行动计划 

1.2.3能实施启封火区工作 

1.2.1启封火区需要的装备 

1.2.2 启封火区的安全技术措

施、行动计划、会签意见等专项文

件 

1.2.3启封火区的相关规定，火

区管理规定 

2. 

事 

故 

救 

援 

2.1 救

援准备 

2.1.1 能准备好高泡发生装

置、移动式制氮机、液氮储运设

备、液态二氧化碳储运设备等大

型救援装备 

2.1.2 能绘制灾区巷道布置示

意图 

2.1.3 能绘制灾区通风系统示

意图 

2.1.4能绘制剖面图 

2.1.1高泡发生装置、移动式制

氮机、液氮储运设备、液态二氧化

碳储运设备等大型灭火设备的结

构、原理、安装步骤、控制系统等

相关知识 

2.1.2矿山巷道布置、采矿工艺、

运输系统等知识 

2.1.3 通风技术在救灾中的应

用。 

2.1.4制图基础知识、剖面图绘

制方法 

2.2 救

援实施 

2.2.1 能用调风灭火、注氮灭

火、液氮灭火、开放式封闭法、

自动锁口防爆泄压密闭器封闭

法等灭火方法，排除救援危险 

2.2.2 能估算被困人员生存时

间 

2.2.3 能估算救援小队灾区工

作时间 

2.2.1调风灭火、注氮灭火、液

氮灭火、开放式封闭法、自动锁口

防爆泄压密闭器封闭法等灭火方

法 

2.2.2被困人员生存条件相关知

识 

2.2.3救援小队灾区工作的相关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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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装 

备 

操 

作 

3.1 防

护装备操

作 

3.1.1 能操作氧气充填泵，给

氧气瓶充填氧气 

3.1.2 能在灾区给队友更换备

用氧气呼吸器 

3.1.3 能给被困人员佩戴备用

氧气呼吸器、压缩氧自救器 

3.1.1氧气充填泵结构、原理、

操作规程 

3.1.2灾区更换备用氧气呼吸器

的方法 

3.2 检

测与通信

装备操作 

3.2.1 能上机分析热成像仪的

高温区域、高温点温度、平均温

度、低温点温度等数据 

3.2.2 能操作生命探测仪，探

测救援人员不能到达区域存在

的生命迹象 

3.2.3 能检测氢氧化钙的主要

参数 

3.2.1热成像仪的数据采集和上

机分析方法 

3.2.2生命探测仪操作方法 

3.2.3《矿山救护规程》对氢氧

化钙相关规定 

3.2.4氢氧化钙主要技术参数的

检测方法 

3.3 救

援装备操

作 

3.3.1能控制抽排瓦斯阀门 

3.3.2 能操作液态二氧化碳

储运灭火装置 

3.3.3能操作破拆工具 

3.3.4 能操作液氮储运灭火装

置 

3.3.1抽排瓦斯阀门控制方法，

注意事项 

3.3.2 液态二氧化碳储运灭火

装置的组成、操作方法、注意事项 

3.3.3破拆工具的工作原理、操

作方法 

3.3.4液氮性质、适用条件、注

意事项，液氮储运灭火装置组成、

安装方法 

4. 

培 

训 

指 

导 

4.1 培

训 

4.1.1 能编制训练大纲内容，

编制培训教材 

4.1.2 能制定系统培训方案，

并组织实施 

4.1.3 能培训各级矿山救护

工 

4.1.4 能讲解矿山救护新知

识、新技术、新装备 

4.1.1 案例搜集和分析的方法 

4.1.2培训大纲的编写方法 

4.1.3教学法和教案编制方法 

4.1.4矿山救护新知识、新技术、

新装备相关知识 

4.2 指

导 

4.2.1 能指导二级/技师及以

下级别人员开展应急救援相关

业务和实际操作 

4.2.2 能指导二级/技师及以

下级别人员进行技术操作和技

术档案管理 

4.2.3 能指导二级/技师进行

论文撰写和答辩 

4.2.1 论文撰写方法、要求等知

识 

4.2.2论文答辩的规范、演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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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20 15 15 10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事故预防 20 20 20 15 15 

事故救援 30 30 30 30 30 

装备操作 25 30 30 30 30 

培训指导 — — — 10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事故预防 15 15 15 15 15 

事故救援 15 15 15 15 15 

装备操作 70 70 70 60 60 

培训指导 — — — 10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