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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国土面积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其矿产资源十分丰富。近年来随着开矿技术不断向现代化、
机械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矿山开采的效率以及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时也出现了更多安全隐患。
例如：机械设备事故、爆破事故、山体滑坡、电气事故等。其中爆破安全事故的发生,不仅几率大且波
及范围广,常常导致大规模的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因此确保爆破安全对采矿工作的稳定运行有着重要
意义。本文主要就矿山爆破中影响安全的因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相关的技术优化策略,为爆破工序以及
采矿整体施工的安全进行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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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has avast territory and abundant resources, and its mineral resources are very rich.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ining technology in the direction of modernization, mechan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mining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more security risks. For example: mechanical equipment accidents, blasting accidents, landslides, electrical
accidents, etc. Among them, the occurrence of blasting safety accidents not only has a high probability but also
spreads widely, and often leads to large-scale casualties and economic losses. Therefore, ensuring the safety of
blast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mining work.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safety in mine blasting, and proposes relevant technical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which provide an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the safety of the blasting process and the overall min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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