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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矿山工程的安全管理
刘廷海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 云南大理
【摘要】在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各行各业的矿产资源消耗量逐步增加，也导致矿产资源的
市场需求量不断升高。矿产的开采本身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为了有效保障生产开采过程中矿工工作环
境的安全性，必须要进一步强化矿山工程的安全管理。而且，在矿产开采难度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何保
障矿山开采安全已经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本文主要对矿产工程的安全管理进行所有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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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ustain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y country, the consump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all walks of life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which has also led to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in the
market demand for mineral resources. The mining of minerals has certain hidden safety hazard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miners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mining,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mining projects. Moreover, with the increasing difficulty
of mining, how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mining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is paper, all explorations are carried out
o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mineral engineering.
【Keywords】Mine Engineering; Mining; Safety Management
引言

地下广场开采本身的难度系数相对较高，由于受到

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过程中对于矿产资源的需

密闭空间的影响，井下作业过程中经常会面临高浓

求量也在不断增加，也进一步推动矿山工程开采规

度烟尘环境，如果出现井下瓦斯密度超标的情况下，

模的扩大，与此同时也导致矿山开采安全事故发生

井下作业人员的生命健康未受到严重威胁。另外，

频率越来越高。从矿山开采的实际状况来看，其一

作业不仅需要面临恶劣的井下作业环境，而且暴雨、

主要分为地上开采和地下开采的两种类型。地下开

暴风等恶劣天气形成的外部环境因素，也会对工程

采施工难度大、复杂程度高。而且不同地域的地质

的施工进度产生极大影响。

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在开采过程中一旦出现采矿技

1.2 人为影响因素

术不合理、操作不规范、突发自然灾害等都会导致

矿山在生产开采过程中会利用到大量的机械开

矿山施工面临巨大威胁。因此针对矿山工程安全管

采设备，在开采过程中一旦出现作业人员不按规范

理进行探讨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标准操作或者操作失误的情况下，很可能会直接导

1 工程工程安全管理问题分析

致安全事故发生。从我国矿产开采的实际状况可以

1.1 环境影响因素

了解到，不少施工开采人员本身存在安全意识淡薄，

我国大部分矿山工程面临的地质环境都非常复

且综合素养相对偏低等一些现象，部分人员由于缺

杂，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工程工程的施工难度不断

乏充足的施工经验，导致工程工程的施工进度和施

增加，在开采过程中也会经常面临各种安全隐患。

工质量无法得到保障，由此也会导致整个矿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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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下图 1 为几种常见矿山采

在矿山安全管理工作中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意识
属于首要工作任务。所有矿山施工作业人员必须要

矿设备。

做到时刻牢记安全责任，强化自身安全技能，这样
才能将矿山施工中因人为因素导致的安全事故控制
在最低程度。为了进一步提升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
和安全技能，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积极开展安全
管理工作。首先要不得强化安全施工宣传教育。这
安全管理人员应该在施工作业的各个环节中加强施
工安全宣传教育的渗透，让所有作业人员都能够充
分意识到安全事故的重要意义。其次，要建立完善
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在矿产开采中进行严格执
行。根据矿山开采的具体状况制定出安全施工规范
操作制度、安全施工管理制度以及安全事故问责制
度等。因作业人员违规操作而导致安全事故发生的
情况下，要对个人进行严厉惩处。
2.2 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安全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水平直接决定了矿山
安全管理作用的发挥，这也是矿山工程有效避免安
全事故发生的关键所在。首先，作为安全管理人员，
应该对基本的工程知识、采矿技术、组织管理等各
类知识进行充分了解，不断强化自身的综合素养。
其次，安全管理人员要做好与施工一线人员的沟通
交流。通过交流对于矿山开采的最新动态以及整体
开采状况进行充分掌握，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找出
施工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进行及时排除。最后，

图 1 矿山采矿设备

作为安全管理人员，应该尽快构建完善的安全生产

1.3 材料及设备影响因素

应急处置机制。矿产工程本身属于安全事故频发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矿山工程

一个领域，因此应急处置属于安全管理中非常重要

的各类机器设备机械化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在矿

的一个环节。针对矿产工程的生产实际状况可以更

山开采中大型化机械设备的应用非常广泛，但是有

年期完善的应急处置信息系统，通过信息化技术来

也不少矿山开采企业对矿山机械设备缺乏完善的安

实现相关数据的深入分析和总结，并制定出有针对

全管理，从而导致机械设备在生产开采过程中出现

性的应急处置方案，这样才能将矿山安全事故的发

了严重的老化和磨损现象，在开采作业过程中部分

展时代进行有效管控。

机电设备很可能会出现漏电或者引发火灾等一些安

2.3 合理选择采矿技术

全事故。而且，目前部分矿山生产开采单位未来体

作为矿山安全管理人员在施工前必须要针对矿

育建设成本，在安全防护设施方面的投入方面不够

山的开采作业环境地质状况进行深入调研，在此基

重视，安全防护设施材料采购存在以次充好的问题，

础上联合技术人员选择最合理的采矿技术，这样才

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安全防护材料的防护作用不能得

能为考生作业的安全进行提供保障。目前在采矿工

到充分发挥。

程中主要有井上采矿技术、井下采矿技术、填充技

2 矿产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对策

术、倾斜采矿技术、露天采矿技术等集中。任何一

2.1 强化施工作业人员安全意识

种采矿技术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地质条件以及作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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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在施工中应该结合工程的具体特征来选择科学

合理选择矿山采矿技术、有效维护采矿机械设备、

的采矿技术。例如针对容易出现坍塌风险但采矿环

做好矿山监督管控。在实际的矿山施工开展中，施

境下应该选择填充技术，通过该技术的应用，能够

工单位应切实意识到加强矿山工程安全管理的必要

进一步提升采矿安全性，利用各类混合介质来填充

性与重要性，并认真研究影响施工安全推进的各种

采矿区域，从而避免矿山开采过程中出现坍塌等事

因素，通过多种举措才能够将矿山工程安全事故的

故。

发展基金有效控制。

2.4 强化矿山机械设备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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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工程在安全管理工作中有效监管属于非常
重要的一项内容，紧紧依靠作业人员自觉性不能有
效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工程企业要建立起内

检索信息：中国知网（CNKI Scholar）、万方数据
（WANFANG DATA）、Google Scholar 等数据库收录
期刊

部的工程监督部门，并配置专门的施工监督人员。
针对矿山施工现场可以采取抽查监督、网络智能监
督等方式强化管控，这样才能实现安全隐患的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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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判，优化矿山作业环境和作业质量。
3 结束语
矿产工程施工本身属于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
程，在作业过程中要不断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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