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用人单位概况

建设单位 内蒙古通福煤炭有限公司煤矿 地理位置 鄂尔多斯市

项目名称
内蒙古通福煤炭有限公司煤矿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联系人 吴军

用人单位生产运行情况：

用人单位名称：内蒙古通福煤炭有限公司煤矿

主要负责人：王海荣

行业类别：煤炭采选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生产规模：60 万吨/年

生产运行情况：内蒙古通福煤炭有限公司煤矿为露天开采，煤矿于 2019 年停产，2021

年 1 月验收投入正常生产，年产原煤 60 万吨。本次为首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采样调查人员 张超、卞进、刘鹏宇

采样时间 2021 年 1 月 26 日-1 月 28 日 陪同人 吴军

二、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本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分布情况

评价

单元
子单元

职业病危害因素

产生环节

接触

方式

产生或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粉尘 有毒物质 物理因素

露天

矿生

产及

辅助

生产

系统

穿爆 潜孔钻钻孔 操作 粉尘 CO、NOx、SO2 噪声

采装 液压挖掘机采装 操作 粉尘 CO、NOx、SO2 噪声、全身振动

运输 自卸卡车运输 操作 粉尘 CO、NOx、SO2 噪声、全身振动

排土
自卸卡车排卸 操作 粉尘 CO、NOx、SO2 噪声、全身振动

装载机排土 操作 粉尘 CO、NOx、SO2 噪声、全身振动

采坑辅助

装载机修路 操作 粉尘 CO、NOx、SO2 噪声、全身振动

洒水车作业 操作 粉尘 CO、NOx、SO2 噪声、全身振动

疏干排水 巡视 / / 噪声

地面生产

振动筛筛分 操作 粉尘 / 噪声

自卸卡车卸载 操作 粉尘 CO、NOx、SO2 噪声、全身振动

装载机装载 操作 粉尘 CO、NOx、SO2 噪声、全身振动

运煤过磅 操作 粉尘 / /

公用

工程

锅炉房 上煤、除渣 操作 粉尘 CO、NOx、SO2 /

变压器 设备运行 巡视 / /
电磁性噪声、

工频电场



三、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测定结果汇总

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岗位 合格岗位 合格率（%）

粉尘
CTWA 18 14 77.8

CSTEL 18 16 88.9

毒物

CSTEL

CO 4 4 100

NO2 4 4 100

NO 4 4 100

噪声 LEX.8h 12 11 91.7

四、评价结论

煤矿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分项结论

项目 判断 存在问题简要说明

1.总体布局 符合 /

2.设备布局 符合 /

3.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不符合

1232m 采煤平盘现场管理、振动筛看护工、1240m 剥

离平盘现场管理、1250m 剥离平盘现场管理粉尘时间

加权平均接触浓度超标；1232m 采煤平盘、振动筛旁

峰接触浓度超标；振动筛看护工接触噪声超标。

4.职业病防护设施 符合 /

5.个人防护用品管理 符合 /

6.应急救援 基本符合 未进行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7.职业病危害告知 符合 /

8.辅助用室 基本符合 未设置更衣室。

9.职业健康监护 符合 /

10.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 符合 /

11.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基本符合 未对职业危害防治经费单独列支。

12.职业卫生培训 符合 /

13.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符合 /

内蒙古通福煤炭有限公司煤矿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

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确定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项目。

内蒙古通福煤炭有限公司煤矿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包括：生产性粉

尘（煤尘、矽尘）；有毒有害物质（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物理因素（噪声）。

其中主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是煤尘、矽尘；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噪声。



粉尘危害的关键控制岗位为采煤、剥离现场管理、振动筛看护工。上述岗位的作业人员

为粉尘危害职业健康重点监护人群；生产性粉尘超标的作业地点主要集中在采煤、剥离平盘、

储煤场振动筛旁等作业地点，为该项目粉尘危害关键控制作业点。

该公司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较为齐全。超标的作业地点主要集中在采煤、剥离平盘在设备

和各类防护设施运转正常情况下，工作场所中存在的粉尘与毒物浓度、噪声强度等多数能控

制在国家职业接触限值标准以内。

该煤矿卫生保健设施、厕所等卫生设施完善，基本能满足工人生活保健需求。

职业健康管理机构健全，职业卫生规章制度与操作规程基本完善，各制度执行情况较好，

其中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个体防护品发放工作尚需完善，须严

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五、建议

根据职业卫生调查与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针对该煤矿职业病危害防护不足之处，

提出如下整改措施：

1.工程技术措施

(1)装车前，对煤（岩）洒水，卸煤（岩）时采取喷雾措施。

(2)尽量减少装载、卸载的高度，装载、卸载的高度不能超过 2m。

(3)加强运输路面积尘的清理和洒水，防止因自卸卡车运输产生的二次扬尘。

(4)合理控制自卸卡车运行速度，减少二次扬尘。

(5)定期维护采、运、排等设备，确保操作室完好。

(6)及时清理储煤棚内积尘，增加洒水频次。

2.组织管理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煤矿作业

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指南》等法律、规章、标准的要求，建立、

完善下列职业卫生管理措施：

(1)配备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仪器设备，继续做好对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

行检测，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并将检测结果在公告栏公告。

a.进行粉尘监测时，其监测点的选择和布置应当符合表 5-1。



表 5-1 露天煤矿作业场所测尘点的选择和布置要求

生产工艺 测尘点布置

挖掘机作业 下风侧 3～5m 处

司机操作挖掘机、汽车运输 操作室内

储煤场 作业人员活动范围内

b.粉尘监测采用定点或者个体方法进行，应当符合下列要求：总粉尘浓度每月测定 1

次或者采用实时在线监测；呼吸性粉尘浓度每月测定 1次；粉尘分散度每 6 个月监测 1 次；

粉尘中游离 SiO２含量每 6个月测定 1 次。

c.煤矿应当配备 2台以上噪声测定仪器，并对作业场所噪声每 6 个月监测 1 次。噪声的

监测地点主要包括挖掘机、矿用汽车、输送机、排土机和爆破作业等地点。

(2)个体防护在预防职业病中起到非常重要的辅助措施,因此,做好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

护用品的管理和使用，对职业病的预防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a.按照《煤矿职业安全卫生个体防护用品配备标准》、《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则》等

国家有关标准的要求，结合企业实际，制定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发放标准及管理规定。

b.定期对防护效果进行检验和评价，对于防护效果不达标的要及时更换。

c.开展人员防护知识的培训，增强防护意识。

d.加强监督。

职业安全卫生个体防护用品配备标准参照表 5-2。

表 5-2 职业安全卫生个体防护用品配备标准

工种

使

用期

限（月）

单

位

品名

防尘口罩
防冲击

眼镜

紫外

护目镜
防振手套

个 副 副 副

挖掘机司机 3 24 / /

工程机械司机 3 24 / /

挖掘机维修钳工 3 / 24 /

挖掘机维修电工 3 / / 3

水泵维修工、管工 3 / 24 3

司磅工 3 24 / /

煤场管理员、货运员 / 24 / /

注：本表节选自《煤矿职业安全卫生个体防护用品配备标准》



(3)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和《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

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在采场等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

场所完善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职业病危害告知卡的设置，警示标志设置情

况见表5-3。

表 5-3 警示标识设置一览表

序号 设置场所或设备 图形标识 警示语句 备注

1 采、运、排设备

注意防尘
图形标识和警示语

句必须同时使用

戴防尘口罩
图形标识和警示语

句必须同时使用

(4)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用人单位职业病防

治指南》（GBZ/T225-2010）的规定完善职业卫生档案。职业卫生档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职

业病防治责任制文件；职业卫生管理规章制度；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清单、岗位分

布以及作业人员接触情况等资料；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基本信息及其配置、使用、

维护、检修与更换等记录；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报告与记录；职业病个体防

护用品配备、发放、维护与更换等记录；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劳动者

的职业卫生培训资料；职业病危害事故报告与应急处置记录；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汇总

资料，存在职业禁忌证、职业健康损害或者职业病的劳动者处理和安置情况记录；建设项目

职业卫生“三同时”有关技术资料；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记录；其他有关职业卫生管理

的资料或者文件。

(5)为劳动者个人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照有关规定妥善保存。职业健康监护档

案包括下列内容：

a.劳动者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婚姻、文化程度、嗜好等。

b.劳动者职业史、既往病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c.历次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处理情况。

d.职业病诊疗资料。

e.需要存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其他有关资料。



(6)保证足够的职业病危害防治经费，职业病危害防治经费包括职业卫生防护设施配置、

防护设施维护保养、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卫生培训、个体防护用品配

置、工伤保险、生活福利等费用。

(7)煤矿应当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病危害防治知识培训，上岗前

培训时间不少于 4 学时，在岗期间的定期培训时间每年不少于 2 学时。

(8)继续做好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a.委托依法取得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资质认证的职业卫生健康监护机构，

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和应急的职业健康检查工作。按照《职业健康监护

技术规范》(GBZ188-2014)的规定。

b.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存在职业性复查者应积极组织到具有职业病诊断资质的

医疗机构进行复查。

c.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

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

的健康损害的劳动者，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

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9)应定期进行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演练。

(10)制定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和职业卫生防护设施的

检维修制定，并定期检查、维护与保养，确保长期正常运行与使用。

(11)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夏季对高温作业岗位应采取轮换作业方式，并提供清凉饮料等，

以免发生中暑。

(12)在高温天气来临之前，煤矿应当对劳动者进行健康检查，对患有心、肺、脑血管性

疾病、肺结核、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及其他身体状况不适合高温作业环境的劳动者，应当调整

作业岗位。

(13)合理安排作业制度，避免加班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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