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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白芨沟煤矿“6·21”顶板事故调查报告 

2020 年 6 月 21 日 12 时 45 分，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白芨沟煤矿（以下简称“白芨沟煤矿”）生产准备队在

0102
1
03 工作面运输横川施工木垛过程中发生一起顶板事故，造

成 1 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271872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监察条

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宁

夏煤矿安全监察局银北监察分局会同石嘴山市应急管理局、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公安局、总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有关

部门联合组成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的要求，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

调查取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

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

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防范措施，形成了事故调查报

告。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一）白芨沟煤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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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芨沟煤矿位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白芨沟境内，隶属于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宁煤公司”)，

国有重点煤矿。设计生产能力 120 万吨/年，核定生产能力为

160 万吨/年。矿井瓦斯等级为高瓦斯矿井、水文地质类型为中

等，煤层自燃倾向性为不易自燃，煤尘无爆炸性。2017 年矿井

被评为国家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 

（二）矿井证照情况 

证件名称 证 号 有效期限 

采矿许可证 C1000002008061120001575 
2008年 6月 19日-

2029 年 5月 30日 

安全生产许可

证 

(宁)MK安许证字[2004-

022] 

2020年 1月 24日-

2023 年 1月 24日 

工商营业执照 9164000092799256XR 
1981年 11月 26日

-2050 年 12月 28日 

（三）矿井生产各系统情况 

1.矿井采掘接续 

白芨沟煤矿为斜井、单水平上下山开拓；采煤方式为金属网

假顶倾斜分层综合机械化开采；事故发生时布置有 1 个 0102
5
02

综采工作面，1 个 0102
1
03 回撤工作面，2 个掘进工作面

（0102
5
02 回顺煤巷掘进工作面、0102

2
03 安装通路岩巷掘进工作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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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井通风系统 

矿井通风系统采用中央边界式通风系统。在中部风井安装 2

台 FBCDZ№29 型主要通风机，一台运行、一台备用。矿井核定风

量 7096m
3
/min，目前实际进风量为 7433m

3
/min，实际排风量

7635m
3
/min，负压 820Pa，等积孔 5.54m

2
，有效风量率为

91.32%。 

3.矿井供电系统 

地面设有一座 35KV 等级变电所，双回路电源来自大峰

110KV 变电所。由 35KV 变电所集中向主副井 6KV 变电所、人行

井 6KV 变电所、中部风井主通风机房供电，井下设有 1640 变电

所、1675 两座变电所，均为双回路供电，其中 1640 变电所供电

电源为 4 趟。  

4.矿井排水系统 

矿井在 1640 水平设有主排水泵房一座，安装有 2 台 MD450-

60*5 型水泵和 1 台 MD450-60*3 型水泵，总额定排水流量

1350m
3
/h，扬程 180-300m。主水仓容积 1372m

3
，矿井日常涌水量

130m
3
/h。 

5.矿井运输系统 

主运输系统主要由 5 条固定式胶带输送机构成，运输距离全

长约 3710m，设计运输能力 700～1000t/h。辅助运输系统采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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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无轨胶轮车运输，主要承担矿井生产物料、设备、人员运输以

及部分掘进煤的转运等工作。 

6.矿井安全监测监控和人员定位系统 

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现有 KJ31X 安全监测系统和 KJ90X 两套

监测系统。其中 KJ31X 监测系统负责监测井下、选煤系统的环境

和设备运行情况。KJ90X 监测系统负责监测瓦斯抽采计量的监测

工作。两套监测系统功能齐全，运行可靠、稳定，各类传感器按

照行业标准及宁煤公司下发的传感器设置要求进行安设。 

人员定位系统：矿井现装设一套 KJ139 人员定位系统，由地

面和井下两部分组成，地面部分由 2 台 IBM3650 服务器组成中心

控制站，采用双机热备方式，一台正常工作，一台备用。井下共

安装 KJ139-F隔爆兼本安型基站 14 台，人员定位读卡器 62台。 

二、事故现场情况 

（一）事故地点概况 

事故发生在白芨沟煤矿 0102
1
03 运输横川施工木垛处。巷顶

净宽 3800mm，巷底净宽 5034mm，巷道净高 3300mm，巷道采用梯

形金属支架对棚支护，棚距 0.8m。为保证下一分层顺利回采，

将停采线向外 25m 内的金属支架更换为木垛支护(见事故发生地

点平面示意图)。巷道采用两种临时支护依次支护顶板。先采用

Φ200mm×4000mm 圆木配合单体液压支柱替换原支护使用的金属

支架对棚，圆木替棚沿巷道垂直方向布置在原金属支架处，棚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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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m。替换三组金属支架后，使用 3 组Φ100mm×3000mm 的半圆

木抬棚沿巷道走向方向施工新的临时支护，半圆木抬棚一端伸入

在已施工好的木垛内，另一端采用单体液压支柱支设，并将圆木

替棚的单体液压支柱进行回收。回收后永久支护由金属对棚变更

为木垛支护，木垛采用 2000mm×160mm×140mm 的板梁呈“#”字

形布置，3 架一组延巷道垂直方向满帮满顶联合布置。事故发生

时，已经施工完 2 组木垛，正在施工第 3 组木垛。 

（二）事故地点示意图 

 

 

 

 

 

 

 

 

 

事故发生地点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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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地点人员站位示意图 

三、事故发生经过、救援和报告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过程 

2020 年 6 月 21 日 7 时 40 分，生产准备队队长李建银召开

早班班前会，安排当班班长谷绪强带领马保龙、顾学方、朱学生

等 10 人到 0102
1
03 工作面运输横川进行回收工字钢棚、施工木

垛作业。6 月 20 日中班，该回收地点已施工了第一组木垛，本

班计划完成第二、三组木垛。9 时左右，谷绪强到达距工作面下

口约 5m 处运输横川内的施工地点，安排马保龙、顾学方、朱学

生在迎头回收工字钢棚，施工木垛，谷绪强观察顶板，其他人员

运送支护材料。12 时 45 分，马保龙、顾学方、朱学生 3 人均站

在木垛“#”字口中打设木垛（见事故发生地点人员站位示意

图），当施工到第三组木垛第五层时，顶板来压、从马保龙所在

位置发生冒顶，将走向抬棚压断、推倒，致马保龙被埋压，顾学

方、朱学生被砸伤。谷绪强看到后立即组织现场作业人员进行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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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同时于 12 时 49 分向矿调度指挥中心汇报，矿方启动应急救

援预案；大约 10 分钟后，顾学方、朱学生 2 人被救出，升井送

往医院进行救治。 13 时 40 分，马保龙被救出后，送往宁夏第

五人民医院；14时 28 分许，马保龙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现场勘查，冒顶面积约为 7.0m
2
，冒落高度 1.2m，冒落最

大岩石尺寸 800mm×700mm×600mm。 

（二）事故信息报告 

13 时 25 分，白芨沟煤矿调度室将事故信息报告宁夏煤矿安

全监察局银北分局、石嘴山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 

（三）事故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白芨沟煤矿立即成立了事故善后工作专班，妥善

处理了死者善后事宜，2名伤者得到积极救治。 

四、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本次事故共造成 1 人死亡、2 人受伤，人员信息如下： 

1.死者马保龙，男性，回族，37 岁，2005 年 4 月参加工

作，巷道掘砌工，身份证号：640204198306062012。 

2.伤者顾学方，男性，回族，50 岁，1991 年 8 月参加工

作，巷道掘砌工，身份证号：640204197002062019。 

3.伤者朱学生，男性，回族，46 岁，2004 年 10 月参加工

作，巷道掘砌工，身份证号：64020419740808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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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接经济损失 

本次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1271872元。 

五、事故发生的类别、性质 

（一）事故类别 

白芨沟煤矿“6·21”事故类别为顶板事故。 

（二）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分析认定，白芨沟煤矿“6·21”顶板事故是

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在施工木垛的过程中，顶板来压将走向抬棚压断、推倒，发

生冒顶，将马保龙埋压致死，朱学生、顾学方受伤。 

（二）间接原因 

1.忽视“孤岛效应”对工作面压力的影响。0102
1
03 工作面

上部为 1611 工作面的采空区，本层煤西部存在 1422 工作面采空

区，0102
1
03 工作面的布置未能充分考虑到 1611 工作面采空区和

1422 工作面采空区的影响。施工设计未能考虑到“孤岛效应”

所造成的工作面顶板压力变化，制定的安全技术措施缺乏针对

性，是造成本次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一。 

2.临时支护不能有效支护顶板。0102
1
03 工作面运输横川原

支护采用梯形金属支架对棚支护。为保证下一分层顺利回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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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巷道金属支架更换为木垛支护。事故发生地点的巷道支护方

式由金属支架变更为Φ200mm 圆木替棚再变更为Φ100mm 半圆木

抬棚，支护强度逐次降低，是造成本次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一。 

3.现场施工材料缺乏有效管理。现场施工材料未严格按照

《0102
1
03 运输横川施工木垛安全技术措施》要求选取，部分施

工用的板梁、半圆木尺寸不达标，致使一架半圆木棚梁被压断，

走向抬棚整体被推倒，是造成本次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一。 

4.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工作流于形式。虽然制定了《白芨

沟煤矿 0102
1
03 运输横川施工木垛安全技术措施》，并进行了危

险源辨识，但仍然凭借老经验、老办法组织回收，未能有针对性

的辨识出在不同地质条件、不同作业环境、不同作业流程、不同

支护工艺等方面存在的危险源，是造成本次事故的间接原因之

一。 

5.隐患查治和作业行为监督缺乏有效落实。0102
1
03 工作面

运输横川事故地点向外 25m 范围内，工字钢棚梁受压部分变形，

棚梁上背板部分断裂（新断痕），矿压显现明显。白芨沟煤矿各

级管理人员均未排查出矿压显现容易发生冒顶的隐患，是造成本

次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一。 

七、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根据事故现场勘查和对事故产生原因进行分析，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对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提出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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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事故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赵忠杰，生产准备队技术副队长，负责生产准备队技术管

理工作，对施工设计编制审查不严不细，对工作面顶板压力的变

化认识不够，对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工作落实不到位。对事故

的发生负有技术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

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

民币 5000元整。 

2.李建银，生产准备队队长，是生产准备队安全生产管理第

一责任人，事故当班在现场负责，对现场临时支护强度缺乏监

督，对现场使用的施工材料监督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

责任，建议给予撤职。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

6000元整。 

3.刘学武，生产技术科科长，负责采掘顶板管理工作，组织

会审作业规程时未能发现施工工艺存在的漏洞，对工作面顶板压

力的变化认识不够，对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工作落实不到位。

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人民币 5000 元整。 

4.刘明星，总工程师，是技术管理第一责任人，未能发现施

工工艺存在的漏洞，对工作面顶板压力的变化认识不够，对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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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辨识和风险评估工作落实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技术领导

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 8000元整。 

5.薛军宁，生产副矿长，负责矿井采掘生产管理，是回收作

业领导小组副组长，对现场隐患查治和作业行为监督落实不到

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撤职。依据《安

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

建议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 9000元整。  

6.张志宏，矿长，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是回收作业领导小

组组长，督促本单位开展危险源辨识、隐患查治工作不力，未能

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领导责任，建

议给予撤职。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

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罚款人民币 44196.3 元（上一年

度全年收入的 30%）。 

对事故中其他相关责任人员，建议由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

有限责任公司和白芨沟煤矿分别依据企业内部的规定进行处理，

并将处理结果报送银北监察分局和石嘴山市应急管理局。 

（二）对事故相关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

项的规定，建议给予白芨沟煤矿罚款人民币 28 万元的行政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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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事故防范措施和建议 

本次事故的发生，暴露出白芨沟煤矿在现场作业规程编制、

隐患排查治理、安全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白芨沟煤矿要组

织全体干部职工深刻反思，查隐患、找差距、举一反三，深刻汲

取“6·21”顶板事故教训，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堵漏洞、补短

板。为防止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建议采取如下防范措施： 

（一）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反思讨论，查找思想认识、现场管理

等方面的漏洞与不足，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强化各环节管理。深

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现场安全管理、隐患排查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二）优化生产布局，强化技术管理 

必须充分考虑工作面周围回采情况、矿压显现特征等因素，

科学合理优化生产布局，提防“孤岛效应”对工作面造成的压力

变化。煤矿制定的安全技术措施必须有针对性，按照施工现场的

实际情况科学合理的选择支护参数、支护方式、操作工序。 

（三）强化临时支护管理 

严禁煤矿继续使用目前的回收工艺。强化施工现场临时支护

管理，临时支护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施工现场顶板压力情况，保

证临时支护强度能够有效支护顶板，不得随意降低临时支护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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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施工材料管理 

煤矿必须严格落实施工材料的选取、领用、发放制度，强化

现场施工材料的管理，强化各个领取环节的管理，做到每个环节

都要有人监督，必须落实施工材料的现场使用工作，严禁使用不

符合作业规程的施工材料。  

（五）强化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 

严格落实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工作，深入查找各个施工环

节中存在的风险，分析不同地质条件、不同作业环境、不同作业

流程、不同支护工艺等方面存在的技术和管理漏洞，制定防控措

施。做好高风险工作任务、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要岗位的风

险超前管控。 

（六）强化隐患查治和作业行为监督 

切实加强日常和专项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严格落实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责任，狠抓作业现场各环节安全管理。严格执行《煤矿

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切实发挥好井下带班领导

的监督检查作用，持续提高带班、跟班检查质量；严格执行安检

员《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大现场作业行为监督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