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矿测绘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5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矿山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
常丽芳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四地质矿产调查院
DOI:10.12238/gmsm.v5i2.1325
[摘 要] 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对于矿产资源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大,这就直接促进了我国矿业近年
来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开发矿产资源,适应时代的发展,必须加强施工安全性,提高工人工作效率,这样
才能充分发挥出矿山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提升矿产企业的竞争生存力。由于我
国矿山大多处于地势比较复杂的区域,严重阻碍了我国矿产资源的发展,对此相关单位应该为保障工
作的安全,对矿山地质灾害进行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基于此,文章就矿山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
护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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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demand for mineral resources has
become larger and larger, which has direc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ining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better develop mineral resources and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construction
safety must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working efficiency of workers must be improved. In this way, the important
role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geological disaster and protection of geological environment in mine can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viability of mining enterprises can be improved. As most
mines in China are located in areas with complex terrain, which seriously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ineral resources, relevant units should prevent and control mine geological disasters and protect min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work.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geological disaster and protection of geological environment in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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