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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强制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非煤矿山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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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政和、郭本广、王明寿、傅小康、李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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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地面开采防火防爆安全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层气地面钻井、井下作业和排水采气防火防爆安全生产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未受煤炭采动影响的煤层气地面钻井、井下作业和排水采气。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0 号 2002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7 号 2004 年 1 月 13 日起施行）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 号 200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煤层气 coalbed methane  

    本标准所称煤层气是指与煤炭共伴生、赋存于煤层及围岩中、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混合气体。 

3.2 煤层气地面开采 coalbed methane surface exploitation 

    指在未受煤炭采动影响的煤田区域地面抽采煤层气的作业活动。 

3.3 工业动火  hotwork 

在易燃易爆危险区域内和煤层气容器、管线、设备或盛装过易燃易爆物品的容器上，使用焊、割

等工具，能直接或间接产生明火的施工作业。 

3.4 承包商  contractor 

    由业主或者经营者雇佣完成某些工作或提供服务、物资或设备的个人、合作者、厂商或公司。 

4 一般规定 

4.1 一般管理要求 

4.1.1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4.1.2 企业应依法达到安全生产条件，遵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立、

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

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4.1.3 按相应的规定和要求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采取纠正措施，并限期整改。 

4.1.4 进行全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普及安全生产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进行专业技术、技能培

训和应急培训；特种作业人员、高危险岗位、重要设备和设施的作业人员，应经过安全生产教育和技

能培训，应符合《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4.1.5 编制安全生产发展规划和年度安全生产计划，按规定提取、使用满足安全生产需求的安全专

项费用，改善安全生产条件。 

4.1.6 开采作业项目工程设计、施工和工程监理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业主应对其安全生

产进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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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在开采作业项目投标时，业主应对承包商的资质进行审查；签约同时签订安全合同，明确安

全生产要求，在项目实施中对承包商的安全生产进行监督管理，保证安全生产。 

4.1.8 发生事故后，应按规定及时报告，并按程序进行调查和处理。 

4.1.9 企业应根据本标准制定煤层气开采防火防爆安全管理制度。 

4.1.10 开采作业项目应配备消防设施、器材。防火防爆措施的采用及消防设施配备应根据作业性质

和危险分析结果确定。 

4.1.11 作业区域内禁止烟火，禁止使用一切可能产生电火花的设备（包括移动电话等），禁止使用

闪光灯，作业人员所穿衣服应具有防静电功能。 

4.1.12 应对煤层气作业活动和排采实施风险管理，根据风险程度建立风险管理的工作程序和制度，

并对承包商的活动和服务所带来的风险和影响进行管理。风险管理过程应包括危险因素辨识、风险评

价、制定风险控制措施等。 

4.1.13 对钻井、井下作业、排水采气、动火作业等关键作业活动，应建立风险控制程序或制度。 

4.2 应急管理 

4.2.1 应系统地识别和确定潜在突发事件，并充分考虑作业内容、环境条件、设施类型、应急救援

资源等因素，编制应急预案。 

4.2.2 防火防爆应急预案的编制应符合国家现行法规与标准的要求。 

4.2.3 开采作业项目配备专职或兼职应急人员，并与专业应急组织签订应急救援协议，配备相应的

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 

4.2.4 当发生事故或出现可能引发事故的险情时，应按应急预案的规定实施应急处置和响应，防止

事态扩大，控制衍生的事故，避免人员伤亡和减少财产损失。 

4.2.5 当发生应急预案中未涉及的事故时，现场人员应及时向现场最高指挥员报告，最高指挥员应

确定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及时上报。 

4.2.6 进行应急培训，员工应熟悉相应岗位的应急要求和措施；定期组织应急演习，并根据实际情

况对防火防爆应急预案进行修订。 

5 井场布置与防火间距 

5.1 井场布置原则 

5.1.1 根据自然环境、作业设备类型及施工工艺要求确定井场位置和大小、设备安放位置、大门方向

及防火防爆安全警示标识； 

5.1.2 满足防火、防爆、防毒、防冻等安全要求； 

5.1.3 在环境有特殊要求的井场布置时，应有防护措施； 

5.1.4 有废弃物回收设施或措施； 

5.1.5 防火防爆及消防设施、器材应摆放布置合理； 

5.1.6 井场应设置紧急集合点和逃生出口，并有明显标识，在明显位置应悬挂或张贴危险区域图、逃

生路线图。 

5.2 防火间距 

5.2.1 气井与周围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 

——气井井口距架空电力线的距离应不小于1.5倍杆高，距35kV及以上独立变电所应不小于20m； 

——距 100 人以上居住区、村镇、公共福利设施应不小于 25m；  

——距国家铁路应不小于20m，距工业企业铁路应不小于15m，距高速公路应不小于20m，距其它

公路应不小于10m； 

——距储罐，甲、乙类容器，相邻厂矿企业等场所应不小于20m。 

5.2.2 井场设备、设施布置防火间距： 

——作业现场的生活区与井口的距离应不小于 2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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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房等井场工作房、油罐区距井口应不小于 20m； 

——发电房与油罐区相距应不小于 20m。 

6 钻井 

6.1 钻井设备与设施 

6.1.1 所有设备应按施工设计的要求摆放，并按程序安装。立、放井架及吊装作业应与高、低压架

空线路保持安全距离，并采取措施防止损害架空线路。 

6.1.2 设备部件、附件、安全装置设施应齐全、完好，且固定牢靠。 

6.1.3 应在井场及周围有光照和照明的地方设置风向标，其中一个风向标应挂在施工现场以及在其

它临时安全区的人员都能看到的地方。安装风向标的位置可以是绷绳、工作现场周围的立柱、临时安

全区、道路入口处、井架上等。 

6.1.4 在油罐区、井场明显处，应设置防火防爆安全警示标识。 

6.1.5 柴油机排气管应无破损、无积炭，并有冷却和火花消除装置，其出口不应指向循环罐，不得

指向油罐区。 

6.1.6 井场电气安装要求： 

——电气设备、线路的安装应规范、合理； 

——井场自发电时，应按井场配置的电气设备的负载、功率来配备发电机组； 

——井场主电路电缆应采用防油橡套电缆； 

——井场距井口 30m 以内的电气系统的所有电气设备（如电机、开关、照明灯具、仪器仪表、电

器线路以及接插件、各种电动工具等）应符合防爆要求； 
——每路主电缆敷设到电气设备后，应留有一定的余量； 
——电缆敷设位置应考虑避免电缆受到腐蚀和机械损伤； 

——主电路及分支电路电缆严禁破开接外来动力线； 
——电缆与电气设备连接时，各电气设备的输入与输出应按额定工作电压、电流、功率选用防爆

接插件连接； 
——接照明电源时，应三相负载平衡； 
——井场场地照明灯，应用专线控制； 
——市电供电时变压器安装位置距井口不得小于 50m， 变压器围栏上设置“有电危险”的警示牌； 
——井场电路安装后应进行严格检查，不得有错接及配备不合理等现象； 
——井场电路在启用前，应先试通电，确定整个井场电网运转正常后，才能正式启用。 

6.1.7 施工现场应有可靠的通信联络，并保持全天候畅通。 

6.1.8 井场的井架、计量油罐应安装防雷防静电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10Ω。 

6.2 钻井施工 

6.2.1 在钻井施工设计中应有根据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结果编制的防火防爆措施和应急预案的独

立章节。 

6.2.2 钻井施工队伍应严格执行钻井施工设计中有关防火防爆的安全技术要求。 

6.2.3 安全存储和放置可燃物和易燃物。钻台上下及井口周围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及其它杂物。 

6.2.4 远程控制台及其周围应无易燃易爆、易腐蚀物品。 

6.2.5 井口附近的设备、钻台和地面等处应风流通畅，无易燃易爆气体聚集。 

6.2.6 井场严禁存放火源。 

6.2.7 井场储存和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应符合国家有关危险化学品管理的规定；在施工过程中，

对易燃易爆物质的泄漏或外溢物应迅速处理。 

6.2.8 所有靠近井口的工作车辆，应采取安装阻火器等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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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禁止在井场内擅自动用电焊、气焊（割）等明火。必须动用明火时，需按如下规定执行： 

    ——实行工业动火申请报告书制度。凡工业动火申请报告书未经批准，未落实动火安全措施以及

未设现场动火监护人的，一律不准动火作业； 

——申请报告书应详细说明动火作业范围、确定危害和评价风险、制定交叉作业防范措施及应急

预案； 

——制定动火方案； 

——动火作业申请报告书只在签发的一个场所、一个作业班次有效； 

    ——应指定动火作业监督人和监护人，负责动火现场的协调和管理，并检查和确认动火措施的落

实；参加动火作业的焊工、电工、起重工等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动火监护人员应经过

严格培训，做到持证上岗； 

——动火作业期间，如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动火作业。 

6.2.10 在一个新区块钻实验孔时要制订防井喷措施和应急预案，必要时应配备井口防喷器。 

7 井下作业 

7.1 井下作业地面设备 

7.1.1 立、放井架及吊装作业应与高压电等架空线路保持安全距离，并采取措施防止损害架空线路。 

7.1.2 机动车辆禁止在埋地管道上方行驶；对易遭车辆碰撞和人畜破坏的局部管道采取防护措施，

设置标志。 

7.1.3 根据作业需要，施工中进出井场的车辆排气管应安装阻火器。施工车辆通过井场地面裸露的

气管线及电缆，应采取防止碾压的保护措施。 

7.1.4 井场配电线路应采用橡套软电缆，并应考虑防火措施。电缆拖地使用时，应采用重型橡套软

电缆。井场所有电缆不应有中间接头。 

7.1.5 配电箱等用电器的金属壳体都应作保护接地，并有明显安全警示标识。 

7.2 施工作业 

7.2.1 井下作业（包括射孔、压裂等作业）施工设计中应有根据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结果编制的

防火防爆措施和应急预案的独立章节。 

7.2.2 施工队伍应严格执行施工设计中有关防火防爆的安全技术要求。 

7.2.3 进入施工作业现场的所有人员应穿戴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 

7.2.4 所有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 

7.2.5 施工作业前，应详细了解井场内地下管线及电缆分布情况。按安全设计做好施工前准备，应

对设备、场地、照明装置等进行检查，合格后方可施工。 

7.2.6 所有设备及装置应不漏油、不漏气、不漏电。 

7.2.7 井口操作应避免金属撞击产生火花。作业机排气管道应安装阻火器。 

7.2.8 射孔施工过程中，不允许使用无线通信器材及动用明火。 

7.2.9 施工过程中，若遇到狂风、雷雨、冰雹等恶劣天气，应暂停施工，同时妥善保管火工品。 

8 排水采气 

8.1 井场布置 

8.1.1 排采井场应根据钻井施工后移交的井场条件，满足防火防爆要求，防火间距按本标准 5.2 执

行。本着保证修井作业要求的原则，合理布置抽油机、发电机组以及气管线、水管线、分离器、排水

沉淀池、放空管、大门等位置，确定排采井场范围。 

8.1.2 放空管宜位于站场生产区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且宜布置在站场外地势较高处。检修放空

管距井场的距离应不小于 10m。 

8.1.3 井场应设围栏，特殊情况应有明确的警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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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排水沉淀池和放空火炬宜布置在排采围栏范围内，特殊情况排水沉淀池或放空火炬布置在排

采围栏范围外时，宜另对排水沉淀池或放空火炬围设独立围栏。 

8.1.5 应在排采井场大门或其它醒目处安装“严禁烟火”、“穿戴劳动防护用品”等安全警示标志，

并应悬挂牢固。井场范围内危险区域要有明显警示标志牌。 

8.1.6 排采井场应平整、坚实、清洁，能满足修井作业要求。 

8.1.7 通向井场的道路应能够满足作业以及消防、抢险车辆通行要求。 

8.2 采气井生产 

8.2.1 排采方案中应包含根据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结果编制的防火防爆应急预案的内容。 

8.2.2 排采设备、仪器、仪表等应由有资质的生产厂商生产并出具合格证书，必须满足防火防爆要

求，定期检验、检定；电气设备、线路应参考本标准 6.1.6 执行。 

8.2.3 采气井口装置各零部件损坏时，不得采用焊接方式来修补，应更换新的零部件。新购设备或

零部件的材料、牌号及机械性能应与原装置或零部件的性能一致。 

8.2.4 井场出站管线上应设置截断阀。 

8.2.5 井口装置、地面管线、设备应定期涂漆防腐，排水管线识别色为绿色，采气管线识别色为黄

色。 

8.2.6 放空火炬应制定安全的点火措施，与树林等间距应在 30m 以上。 

8.2.7 发电机房要远离放空火炬，发电机排气筒方向不能正对井口。 

8.2.8 有人值守的井场消防器材应齐全、性能良好，要有专人负责，定期检查。 

8.2.9 井场内危险区域和装置、管线、容器等生产设施上的一切动火作业应按本标准 6.2.9 执行；

井场内动火与井场内、外放空，不能同时进行；动火施工期间，应保持系统压力平稳。 

8.2.10 冬季应对排水管线、计量仪器、气水分离器等实施保温。 

8.2.11 仪表间、阀组间等封闭场所和相对密度大于 1.0 煤层气井场，应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 

8.3 采气井废弃 

8.3.1 停止生产后必须对储层用水泥封固，水泥封固高度需高出目的层顶板 100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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