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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基础设施不断的建设,再加上对矿山生态环境的治理,对矿山砂石料
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加。所以每一年都有大量的砂石料矿山及相关产业需要进行爆破开采,矿山爆破开
采会产生一些危险问题,其中露天矿山爆破过程之中是需要专业的人员对此进行爆破安全工作的分析
与评价,并且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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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China's economy, the continuous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coupled with the governanc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mine, the demand for mining sand and stone
is also increasing. Therefore,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sand and stone mines and related industries need to
carry out blasting mining every year. Mine blasting mining will produce some dangerous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open-pit mine blasting, professional personnel are needed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blasting safety
work, an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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