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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网络取证培训课程表
序

号

培训专题

名称
培训目标 培训内容 师资简介

1

班组长素质

提升培训

根据《关于进一步推

进全国煤炭行业区队

班组建设工作的意

见》（中煤协会综合

〔2016〕27 号）精神，

为进一步提升区队班

组队伍综合素质，加

强区队班组建设，推

动煤炭企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转型升级

发展。

1.班组管理者价值沟通能力提升

2.煤矿安全管理理论

3.《山西省煤矿班组安全规定》解读

4.“人人都是班组长”班组建设模式

5.如何做一名称职的班组长及白国周

班组管理法精神内涵

6.大师成长创新与传承

7.班组标准化

8.班组长的沟通艺术和团队管理

乔明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党校副校长、班组建设资深专家

秦泽熙-心理咨询师、沟通管理专家

杨 杰-淮北矿业集团工匠大师、安徽省职工技术协会副会长、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会员

李兴东-山东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文升-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政策法规处处长

白国周-全国劳动模范、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工会班组建设负责人

奥 博-神华准能集团生产技术部班组建设负责人

苏传云-中煤大同能源塔山煤矿党委副书记、“人人都是班

组长”全员自主班组管理模式创始人

叶 平-国家能源集团生产部班组建设负责人

培训对象
全国各类煤矿以及煤矿相关产业（机电、煤化工、洗选、矿建等）井下、地面班组长、区队长，负责班组管理和班组长培

训的有关部门领导（包括班组建设管理人员）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等

培训课时 20 课时 证书类型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证书

培训费用 远教网会员单位 200 元/人，非远教网会员单位 500 元/人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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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培训专题

名称
培训目标 培训内容 师资简介

2

智能化开采

专题研修班

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智能化矿山、智能

化无人（少人）示范矿井建设，推动

煤炭转型升级的新型人才培养，加快

新时代煤炭智能开采高技能人才的

培养，发挥协会和中心的平台作用，

根据今年 3 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能

源局、应急部、煤监局、工信部、财

政部、教育部 8 部委联合印发了《关

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等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举办全国

煤炭行业智能开采理论与实践高级

研修班。

1.智慧矿山建设的发展与实践

2.我国智能煤矿建设存在的问题探讨

3.基于空间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的

智能矿山建设

4.黄陵矿业公司智能化开采技术探索

与实践

5.智能化综采工作面关键技术与应用

6.煤矿智能化无人开采技术

7.煤矿智能化开采工作面管理经验和

做法

8.深入推进两化融合，促进煤炭工业

高质量发展

王国法-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煤炭科工集

团首席专家、开采装备技术研究所所长

孙继平-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校长

李 爽-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毛善君-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唐恩贤-陕西煤业化工集团黄陵矿业总工程师

王忠宾-中国矿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

陈养才-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与信息部主

任、信息化分会副会长

韩 飞-淮北矿业电液控与智能化联合研发

中心主任

江明永-四川航天专家、副总设计师

培训对象 煤炭企事业单位中从事智能化开采相关工作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技能操作人员

培训课时 20 课时 证书类型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证书

培训费用 远教网会员单位 500 元/人，非远教网会员单位 8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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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培训专题

名称
培训目标 培训内容 师资简介

3

《防治煤矿

冲击地压细

则》及防治

冲击地压新

技术与装备

高级研修班

近年来，煤矿冲击地压灾

害频发，安全形势非常严

峻。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

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

全面推进煤矿企业严格落

实冲击地压防治有关规

定，有效防范冲击地压事

故，协会培训中心特策划

本期培训。

1.新《防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解读

2.我国典型冲击地压事故案例分析

3.冲击地压动态监测之微震法

4.冲击地压防治成套技术与工程实践

窦林名-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采

矿工程、冲击矿压、煤矿围岩控制、采矿地球物理学等

方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

齐庆新-中煤科工深部开采与冲击地压防治工程研究院

院长

潘俊峰-中国煤炭科技集团首席科学家、天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开采分院开采所副所长

巩思园-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学院硕士生导师、副研

究员，近年来主要从事冲击矿压危险性鉴定、评价、监

测与防治

姜福兴-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培训对象 煤炭企事业单位中从事冲击地压防治相关工作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技能操作人员

培训课时 20 课时 证书类型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证书

培训费用 远教网会员单位 500 元/人，非远教网会员单位 8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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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培训专题

名称
培训目标 培训内容 师资简介

4

煤炭行业安

全风险分级

管控与隐患

排查治理双

重预防机制

建设高级研

修班

通过本专题课程的学

习了解双重预防机制

的由来，掌握相关概

念和理论，熟知煤矿

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和

信息化应用的方法，

避免建设误区，了解

并掌握如何从政府层

面、集团层面推动、

监管煤矿双重预防机

制建设。

1.双重预防机制与理论框架

2.煤矿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

3.煤矿隐患排查治理体系

4.煤矿双重预防信息化建设

5.煤矿双重预防机制建设

6.兖矿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实践

7.安全生产标准化之《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解读

李 爽-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研

究中心主任

贺 超-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曹庆仁-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许士春-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志刚-兖矿集团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安监局处长

毛吉星-国家能源集团神华煤炭管理部技术处主管

中国矿业大学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

究中心”）是中国矿业大学科研机构，作为国内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始创团队、煤矿安全生产标

准化修订专家团队，负责起草山东、山西省煤矿双重预防机制实

施地方标准、国家能源局煤炭行业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标准，参与

2020 版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修订和执行说明起草工作，先后完成

全国 500 余家煤矿的安全管理咨询与信息化建设等服务，具有丰

富的企业服务经验。

培训对象 煤炭企事业单位从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技能操作人员

培训课时 20 课时 证书类型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证书

培训费用 远教网会员单位 500 元/人，非远教网会员单位 8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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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培训专题

名称
培训目标 培训内容 师资简介

5

煤矿防治水

前沿技术专

题培训班

为全面学习《煤矿防治

水细则》各项条款，认

真贯彻落实《煤矿防治

水细则》，加强各煤炭

企业矿井防治水现场管

理，规范防治水技术措

施，进一步提高防治水

技术水平

1.新《煤矿防治水细则》解读；

2.煤矿水灾害的监测和检查；

3.煤矿地测技术、水灾害防治和新

技术、新装备、新理念、新成果；

4.近年来煤矿重大、典型地质灾害

事故案例分析。

武 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博导

虎维岳-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导

程建远-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兼物探研发中

心主任、研究员、博导

李泉新-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钻探技术与装备研发中心

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

尹尚先-华北科技学院安全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培训对象
各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矿安监部门、煤炭地质企事业单位的主管领导和有关地测与防治水工作管理人员；煤矿企业所属

矿井总工、地质副总工、地测、防治水部门负责人及其专业技术人员

培训课时 20 课时 证书类型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证书

培训费用 远教网会员单位 500 元/人，非远教网会员单位 8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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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培训专题

名称
培训目标 培训内容 师资简介

6

煤炭行业绿

色开采理论

与实践高级

研修班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发布

《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

关于煤炭行业绿色开采文件精神，促

进煤矿开采与环境保护有效融合，提

升煤矿绿色开采水平

1.生态文明煤矿建设思路；

2.强化节能减排实现绿色发展；

3.创新引领煤炭行业绿色发展；

4.绿色开采技术发展研究与现状；

5.中国绿色采矿的框架和发展方向。

彭建勋-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顾问、原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原

党委副书记、副会长

赵跃民-教育部高等学校矿业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原副校长

麦方代-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

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环境工程所所长

王乃继-中煤科工集团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节能分院副院长

培训对象 煤矿企事业单位中从事绿色开采管理、生产相关工作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培训课时 20 课时 证书类型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证书

培训费用 远教网会员单位 500 元/人，非远教网会员单位 8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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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培训专题名称 培训目标 培训内容 师资简介

7

2020 版煤矿安

全生产标准化

宣贯培训

为配合国家煤监局做

好相关宣贯工作，使

煤炭企业能够准确把

握新版安全生产标准

化管理体系的修订背

景、目的和原则，各

要素内涵与特点，掌

握新版《煤矿安全生

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基

本要求及评分方法

（试行）》的要求，

在安全生产标准化达

标矿井创建和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中，能够

有效落实相关要求，

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课程 课程名称 课时

协会培训中心将邀

请参与新版安全生

产标准化管理体系

各章节编写专家及

执笔人进行授课。保

证宣贯的准确性、权

威性、指导性

课程一 第 1部分 新版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起草思路 3

课程二

第 2部分“理念目标和矿长承诺”解读

3-4

第 3部分“组织机构”解读

第 4部分“安全责任制及管理制度”解读

第 5部分“从业人员素质”解读

第 9部分“持续改进”解读

课程三
第 6部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解读

3-4
第 7部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解读

课程四 第 8部分“质量控制—通风”解读 3

课程五 第 8部分“质量控制—地质与测量”解读 3

课程六 第 8部分“质量控制—采煤”解读 3

课程七 第 8部分“质量控制—掘进”解读 3

课程八 第 8部分“质量控制—机电”解读 3

课程九 第 8部分“质量控制—运输”解读 3

课程十 第 8部分“质量控制—露天” 解读 3

课程十一 第 8部分“质量控制—调度和应急”解读 3

课程十二 第 8部分“职业病防治和地面”解读 3

培训对象
各级煤矿管理部门及煤炭企业有关领导、与安全生产相关的业务处室负

责人及业务骨干、标准化各部分相关专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等
证书类型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证书

培训费用 远教网会员单位 500 元/人，非远教网会员单位 800 元/人；以课程为单位，每个课程 30 人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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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培训专题

名称
培训目标 培训内容 师资简介

8

新版《防治

煤与瓦斯突

出细则》解

读及煤矿瓦

斯治理专项

技术培训班

为了让煤矿企业认

真贯彻落实新版

《防治煤与瓦斯突

出细则》，有效防

范遏制煤与瓦斯突

出事故发生，进一

步提高防治煤与瓦

斯突出综合能力。

1.新版《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

解读

2.煤与瓦斯共采理论与技术

3.煤与瓦斯突出机理的防治技术

4.煤矿瓦斯防治事故案例分析

孙东玲-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瓦斯研究分院院长

程远平-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博导、煤矿瓦斯治理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舒龙勇-煤炭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全分院瓦斯所副所长

周心权-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应急管理与安全工程学院教

授、博导

培训对象 有关煤矿企业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分管技术负责人及专业技术人员、有关部门工作人员

培训课时 20 课时 证书类型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证书

培训费用 远教网会员单位 500 元/人，非远教网会员单位 800 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