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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金属与非金属矿开采技术专业技能考核标准

一、专业名称及适用对象

1.专业名称

520601

2.适用对象

高职全日制在籍毕业三年级学生。

二、考核目标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金属与非金属矿山一线从事施工、管理、技术等工作，

主要的岗位群有矿山企业生产施工、矿山企业开采施工组织管理、矿山安全生产

管理。

本专业的核心课程为爆破工程、井巷施工与设计、矿井通风与防尘、露天开

采技术、地下矿开采技术五门，分别对应着露天矿和地下矿的凿岩、爆破、通风、

运输等施工管理工作。

根据专业发展、企业需求和核心课程要求，结合学生情况、矿山实际工作情

况和学校现有条件，提炼出以下几个方面作为本专业的技能抽考，分别为采矿专

业基础技能考核和采矿专业职业技能考核，其中采矿专业基础技能考核分为爆破

工程设计模块和矿井通风设计模块；采矿专业职业技能考核分为井巷设计与施工

设计模块、地下矿开采设计模块和露天矿开采设计模块。

三、考核内容

（一）采矿专业基础技能考核

模块一爆破工程设计模块

1.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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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理解爆破原理与爆破方法，能正确读取给定资料并做出合理的爆破设计，

图形绘制清楚，表达规范，比例协调。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采矿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资料是否

齐全，检查计算机运行是否正常，图形绘制是否有误，图形绘制规范美观，不损

坏考试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模块二矿井通风设计模块

1.技能要求

根据所学的矿井通风原理及方法，能正确计算有效射程和风量，选择风筒类

型和直径，计算风筒的风阻，正确绘制掘进巷道压入式通风系统的布置图，图形

绘制清楚，表达规范，比例协调。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采矿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资料是否

齐全，检查计算机运行是否正常，图形绘制是否有误，图形绘制规范美观，不损

坏考试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二）采矿专业职业技能考核

模块三井巷设计与施工设计模块

1.技能要求

能理解巷道掘进的原理与方法，能正确读取给定资料并做出合理的井巷掘进

施工与设计，图形绘制清楚，表达规范，比例协调。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采矿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资料是否

齐全，检查计算机运行是否正常，图形绘制是否有误，图形绘制规范美观，不损

坏考试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模块四地下矿开采设计模块

1.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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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理解矿岩的稳固性，能正确读取矿体的纵横剖面以及与矿体平面图之间的

绘制关系，合理选择岩石移动角，图形绘制清楚，表达规范，比例协调。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采矿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资料是否

齐全，检查计算机运行是否正常，图形绘制是否有误，图形绘制规范美观，不损

坏考试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模块五露天矿开采设计模块

1.技能要求

能理解露天台阶要素及其生产工艺，根据露天矿岩性质和开采方式，能正确

选择合理的钻孔形式、布孔方式、确定爆破参数、炸药类型及用量、起爆网络、

安全距离、警戒范围等指标，图形绘制清楚，表达规范，比例协调。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采矿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资料是否

齐全，检查计算机运行是否正常，图形绘制是否有误，图形绘制规范美观，不损

坏考试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四、评价标准

（一）采矿专业基础技能考核评价

模块一爆破工程设计模块

爆破工程设计模块评价标准包括设计方案选择、CAD 绘制和职业态度三个方

面，其中设计方案选择占 30%比重，CAD 绘制占 60%的比重、职业态度占 10%的比

重。

模块二矿井通风设计模块

矿井通风设计模块评价标准包括设计方案选择及计算、CAD 绘制和职业态度

三个方面，其中设计方案选择及计算占 35%比重，CAD 绘制占 60%的比重、职业

态度占 5%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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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矿专业职业技能考核评价

模块三井巷设计与施工设计模块

井巷设计与施工设计模块评价标准包括设计方案选择及计算、CAD 绘制或者

图表编制两个方面，其中设计方案选择及计算占 60%比重，CAD 绘制或者图表编

制占 40%的比重。

模块四地下矿开采设计模块

地下开采技术评价标准包括设计参数的选择、CAD 绘制和职业态度三个方

面，其中设计参数的选择占 15%比重，CAD 绘制占 80%的比重、职业态度占 5%的

比重。

模块五露天矿开采设计模块

露天矿开采设计模块评价标准包括设计方案选择及计算、CAD 绘制两个方

面，其中设计方案选择及计算占 60%比重，CAD 绘制占 40%的比重。

五、抽考方式

本次专业技能抽考包含 2 大类 5 个模块，共 50 道题，每个模块包含若干的

技能点和 10 道操作试题。模块一爆破工程设计模块和模块二矿井通风设计模块

为采矿专业基础技能；模块三井巷设计与施工设计模块、模块四地下矿开采设计

模块和模块五露天矿开采设计模块为采矿专业职业技能考核。

抽查方式:采取 1+1 的方式，由省教育厅在采矿专业基础技能（模块一和模

块二）和采矿专业职业技能（模块三、模块四和模块五）中，各随机抽取一个模

块，共计两个模块，每个考生只需从两个模块中随机抽取一道试题进行考核。抽

查场次根据考生人数结合考场条件具体安排，考核场次和工位号由考生在考试前

抽签确定,并各自按照考核试题的要求独立完成考核任务,并体现良好的职业精

神与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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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录

1.相关法律法规（摘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中国

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国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山安全法实施条

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参照有关行业技术标准、规范、规定制定。用于规

范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设计、研究、安全评价及建设和开采过程中的管理，保障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相关规范与标准（摘录）

2.1 矿山企业应设立通风安全管理部门，按要求配备适应工作需要的专职通

风技术人员和测风、测尘人员，并定期进行培训；还应购置一定数量的测风、测

尘仪表和气体测定分析仪器，负责全矿日常的通风安全管理以及通风检测工作。

有粉尘危害的企业，还应负责防尘和粉尘的测定工作。

2.2 各矿应由负责通风工作的技术人员根据生产变化和发展及时调整通风

系统，调节风量，并绘制和修改全矿通风系统图。通风系统图应包括全矿通风井

巷和需风点，以及其他运输矿岩、设备、材料、人员的井巷，应标出风流方向、

风量以及风机站和通风构筑物的位置等。

2.3 当井下进行硐室爆破时，应专门编制通风设计和安全措施，由主管长或

总工程师批准执行。

2.4 矿山企业应制定井下停风措施。当主要通风机因故障、检修、停电或其

他原因需要停风时，应立即向调度室和主管矿长报告，并实施相应停风措施。主

要通风机在停风期间，应打开有关风门，以便充分利用自然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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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金属与非金属矿开采技术专业技能考核题库

（一）采矿专业基础技能考核题库

模块一 爆破工程设计模块

题目 1：某矿山平巷爆破设计图

1、任务描述

某井巷平硐开挖，其断面形状设计为半圆拱，其断面宽度约为 5.4 米，直墙

高度为 2.2 米，围岩坚固，普氏系数为 10~12，围岩密度为 2.6t/m³，炸药单耗

为 0.15~0.28kg/t。每次穿爆长度为 2.0 米，采用一次成型，周边采用光面爆破。

请根据所学知识设计掏槽眼形状、计算出炮孔数量、周边眼间距、辅助眼间距，

并填写下表，并按照 1:50 比例绘制出炮孔布置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

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序号 设计内容 结果

1 掏槽眼形状

2 炮孔数量

3 辅助眼间距

4 周边间距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1）设计出合理的掏槽眼形状（15 分）；

（2）设计出合理的炮孔数量（15）；

（3）CAD 中画出巷道断面图（10 分）；

（4）CAD 中画出掏槽眼形状 10 分；

（5）画出辅助眼（10 分），标注出尺寸（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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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画出周边眼（10 分），标注出尺寸（5分）；

（7）画出巷道炮孔布置三视图（5分）

（8）CAD 图纸的比例尺正确（5分）。

（9）工作态度严谨、设计考虑到经济可行性、技术可行性（10 分）。

题目 2：编制某矿山平巷炮孔布置的爆破图表

1、任务描述

某井巷平硐开挖，其断面形状设计为三心拱，其断面宽度约为 3.2 米，拱高

度为 2.03 米，围岩坚固，普氏系数为 10~12，炸药单耗为 0.15~0.28kg/t。每次

穿爆长度为 2.0 米，采用一次成型，周边采用光面爆破。请在 CAD 中画出炮孔布

置图，给所有炮孔进行顺序编号，在表中填写掏槽眼、辅助眼、周边眼的起止编

号，设计出炮孔深度、读出各类炮孔眼距、数量、每个药卷 0.2KG，计算单孔装

药量，总装药量、雷管数量，设计起爆顺序。并填写下表，并按照 1:50 比例绘

制出炮孔布置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

编制爆破图表

炮眼

名称

炮眼起止

编号
眼深 眼距 眼数

单孔装

药量

总装药

量

雷管

数量

起爆

顺序

掏槽眼

辅助眼

顶眼

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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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眼

小计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1）正确设计出炮孔深度（10 分）；

（2）读出各类炮孔眼距、数量（10 分）

（3）正确计算单孔装药量（10 分）

（4）正确计算总装药量（10 分）

（5）正确计算雷管数量（10 分）

（6）设计起爆顺序合理（10 分）。

（7）用 CAD 绘制出炮孔布置图（10 分）、标准正确（10 分）

（8）CAD 图纸的比例尺正确（10 分）。

（9）工作态度严谨、设计考虑到经济可行性、技术可行性（10 分）。

题目 3：某矿山通风斜井爆破设计

1、任务描述

某矿山预掘进一条通风斜井，其断面形状设计为三心拱，其断面宽度约为

4.4 米，直墙高度为 2.4 米，围岩坚固，普氏系数为 8~10，围岩密度为 2.3t/m³。

每次穿爆长度为 1.8 米，采用一次成型，周边采用光面爆破。请根据所学知识设

计掏槽眼形状、计算出炮孔数量、周边眼间距、辅助眼间距，并填写下表，并按

照 1:50 比例绘制出炮孔布置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

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序号 设计内容 结果

1 掏槽眼形状

2 炮孔数量

3 辅助眼间距

4 周边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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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1）设计出合理的掏槽眼形状（15 分）；

（2）设计出合理的炮孔数量（15）；

（3）CAD 中画出巷道断面图（10 分）；

（4）CAD 中画出掏槽眼形状 10 分；

（5）画出辅助眼（10 分），标注出尺寸（5分）；

（6）画出周边眼（10 分），标注出尺寸（5分）；

（7）画出巷道炮孔布置三视图（5分）

（8）CAD 图纸的比例尺正确（5分）。

（9）工作态度严谨、设计考虑到经济可行性、技术可行性（10 分）。

题目 4：编制某矿山通风斜井炮孔布置的爆破图表

1、任务描述

某矿山预掘进一条通风斜井，其断面形状设计为三心拱，其断面宽度约为

3.6 米，拱高度为 2.20 米，围岩坚固，普氏系数为 8~10。每次穿爆长度为 1.8

米，采用一次成型，周边采用光面爆破。请在 CAD 中画出炮孔布置图，给所有炮

孔进行顺序编号，在表中填写掏槽眼、辅助眼、周边眼的起止编号，设计出炮孔

深度、读出各类炮孔眼距、数量、每个药卷 0.2KG，计算单孔装药量，总装药量、

雷管数量，设计起爆顺序。并填写下表，并按照 1:50 比例绘制出炮孔布置图，

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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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爆破图表

炮眼

名称

炮眼起止

编号
眼深 眼距 眼数

单孔装

药量

总装药

量

雷管

数量

起爆

顺序

掏槽眼

辅助眼

顶眼

底眼

帮眼

小计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1）正确设计出炮孔深度（10 分）；

（2）读出各类炮孔眼距、数量（10 分）

（3）正确计算单孔装药量（10 分）

（4）正确计算总装药量（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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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正确计算雷管数量（10 分）

（6）设计起爆顺序合理（10 分）。

（7）用 CAD 绘制出炮孔布置图（10 分）、标准正确（10 分）

（8）CAD 图纸的比例尺正确（10 分）。

（9）工作态度严谨、设计考虑到经济可行性、技术可行性（10 分）。

题目 5：某矿山斜坡道爆破设计

1、任务描述

某金属矿山预掘进一条斜坡道，其断面形状设计为三心拱，其断面宽度约为

4.8 米，直墙高度为 3.2 米，围岩坚固，普氏系数为 10~12，围岩密度为 2.6t/m

³。每次穿爆长度为 1.6 米，采用一次成型，周边采用光面爆破。请根据所学知

识设计掏槽眼形状、计算出炮孔数量、周边眼间距、辅助眼间距，并填写下表，

并按照 1:50 比例绘制出炮孔布置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序号 设计内容 结果

1 掏槽眼形状

2 炮孔数量

3 辅助眼间距

4 周边间距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1）设计出合理的掏槽眼形状（15 分）；

（2）设计出合理的炮孔数量（15）；

（3）CAD 中画出巷道断面图（10 分）；

（4）CAD 中画出掏槽眼形状 10 分；

（5）画出辅助眼（10 分），标注出尺寸（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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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画出周边眼（10 分），标注出尺寸（5分）；

（7）画出巷道炮孔布置三视图（5分）

（8）CAD 图纸的比例尺正确（5分）。

（9）工作态度严谨、设计考虑到经济可行性、技术可行性（10 分）。

题目 6：编制某矿山斜坡道炮孔布置的爆破图表

1、任务描述

某铅锌矿山预掘进一条斜坡道，其断面形状设计为三心拱，其断面宽度约为

3.5 米，拱高度为 3.20 米，围岩坚固，普氏系数为 12~14。每次穿爆长度为 2.2

米，采用一次成型，周边采用光面爆破。请在 CAD 中画出炮孔布置图，给所有炮

孔进行顺序编号，在表中填写掏槽眼、辅助眼、周边眼的起止编号，设计出炮孔

深度、读出各类炮孔眼距、数量、每个药卷 0.2KG，计算单孔装药量，总装药量、

雷管数量，设计起爆顺序。并填写下表，并按照 1:50 比例绘制出炮孔布置图，

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

编制爆破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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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眼

名称

炮眼起止

编号
眼深 眼距 眼数

单孔装

药量

总装药

量

雷管

数量

起爆

顺序

掏槽眼

辅助眼

顶眼

底眼

帮眼

小计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1）正确设计出炮孔深度（10 分）；

（2）读出各类炮孔眼距、数量（10 分）

（3）正确计算单孔装药量（10 分）

（4）正确计算总装药量（10 分）

（5）正确计算雷管数量（10 分）

（6）设计起爆顺序合理（10 分）。

（7）用 CAD 绘制出炮孔布置图（10 分）、标准正确（10 分）

（8）CAD 图纸的比例尺正确（10 分）。

（9）工作态度严谨、设计考虑到经济可行性、技术可行性（10 分）。

题目 7：某矿山运输斜井爆破设计

1、任务描述

某金属矿山预掘进一条运输斜井，其断面形状设计为三心拱，其断面宽度约

为 3.8 米，直墙高度为 2.6 米，围岩坚固，普氏系数为 10~12，每次穿爆长度为

1.8 米，采用一次成型，周边采用光面爆破。请根据所学知识设计掏槽眼形状、

计算出炮孔数量、周边眼间距、辅助眼间距，并填写下表，并按照 1:50 比例绘

制出炮孔布置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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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夹中。

序号 设计内容 结果

1 掏槽眼形状

2 炮孔数量

3 辅助眼间距

4 周边间距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1）设计出合理的掏槽眼形状（15 分）；

（2）设计出合理的炮孔数量（15）；

（3）CAD 中画出巷道断面图（10 分）；

（4）CAD 中画出掏槽眼形状 10 分；

（5）画出辅助眼（10 分），标注出尺寸（5分）；

（6）画出周边眼（10 分），标注出尺寸（5分）；

（7）画出巷道炮孔布置三视图（5分）

（8）CAD 图纸的比例尺正确（5分）。

（9）工作态度严谨、设计考虑到经济可行性、技术可行性（10 分）。

题目 8：编制某矿山运输斜井炮孔布置的爆破图表

1、任务描述

某铅锌矿山预掘进一条运输斜井，其断面形状设计为三心拱，其断面宽度约

为 3.6 米，拱高度为 3.10 米，围岩坚固，普氏系数为 10~12。每次穿爆长度为

2.0 米，采用一次成型，周边采用光面爆破。请在 CAD 中画出炮孔布置图，给所

有炮孔进行顺序编号，在表中填写掏槽眼、辅助眼、周边眼的起止编号，设计出

炮孔深度、读出各类炮孔眼距、数量、每个药卷 0.2KG，计算单孔装药量，总装

药量、雷管数量，设计起爆顺序。并填写下表，并按照 1:50 比例绘制出炮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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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

编制爆破图表

炮眼

名称

炮眼起止

编号
眼深 眼距 眼数

单孔装

药量

总装药

量

雷管

数量

起爆

顺序

掏槽眼

辅助眼

顶眼

底眼

帮眼

小计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1）正确设计出炮孔深度（10 分）；

（2）读出各类炮孔眼距、数量（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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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确计算单孔装药量（10 分）

（4）正确计算总装药量（10 分）

（5）正确计算雷管数量（10 分）

（6）设计起爆顺序合理（10 分）。

（7）用 CAD 绘制出炮孔布置图（10 分）、标准正确（10 分）

（8）CAD 图纸的比例尺正确（10 分）。

（9）工作态度严谨、设计考虑到经济可行性、技术可行性（10 分）。

题目 9：某矿山盲斜井爆破设计

1、任务描述

某铅锌矿山预掘进一条盲斜井，其断面形状设计为三心拱，其断面宽度约为

3.9 米，直墙高度为 2.7 米，围岩坚固，普氏系数为 14~16，每次穿爆长度为 2.0

米，采用一次成型，周边采用光面爆破。请根据所学知识设计掏槽眼形状、计算

出炮孔数量、周边眼间距、辅助眼间距，并填写下表，并按照 1:50 比例绘制出

炮孔布置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

中。

序号 设计内容 结果

1 掏槽眼形状

2 炮孔数量

3 辅助眼间距

4 周边间距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1）设计出合理的掏槽眼形状（15 分）；

（2）设计出合理的炮孔数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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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AD 中画出巷道断面图（10 分）；

（4）CAD 中画出掏槽眼形状 10 分；

（5）画出辅助眼（10 分），标注出尺寸（5分）；

（6）画出周边眼（10 分），标注出尺寸（5分）；

（7）画出巷道炮孔布置三视图（5分）

（8）CAD 图纸的比例尺正确（5分）。

（9）工作态度严谨、设计考虑到经济可行性、技术可行性（10 分）。

题目 10：编制某矿山盲斜井炮孔布置的爆破图表

1、任务描述

某铅锌矿山预掘进一条盲斜井，其断面形状设计为三心拱，其断面宽度约为

3.9 米，拱高度为 3.30 米，围岩坚固，普氏系数为 14~16。每次穿爆长度为 2.1

米，采用一次成型，周边采用光面爆破。请在 CAD 中画出炮孔布置图，给所有炮

孔进行顺序编号，在表中填写掏槽眼、辅助眼、周边眼的起止编号，设计出炮孔

深度、读出各类炮孔眼距、数量、每个药卷 0.2KG，计算单孔装药量，总装药量、

雷管数量，设计起爆顺序。并填写下表，并按照 1:50 比例绘制出炮孔布置图，

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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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爆破图表

炮眼

名称

炮眼起止

编号
眼深 眼距 眼数

单孔装

药量

总装药

量

雷管

数量

起爆

顺序

掏槽眼

辅助眼

顶眼

底眼

帮眼

小计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1）正确设计出炮孔深度（10 分）；

（2）读出各类炮孔眼距、数量（10 分）

（3）正确计算单孔装药量（10 分）

（4）正确计算总装药量（10 分）

（5）正确计算雷管数量（10 分）

（6）设计起爆顺序合理（10 分）。

（7）用 CAD 绘制出炮孔布置图（10 分）、标准正确（10 分）

（8）CAD 图纸的比例尺正确（10 分）。

（9）工作态度严谨、设计考虑到经济可行性、技术可行性（10 分）。

模块二 矿井通风设计模块

题目 1：回风巷道掘进压入式通风系统的布置

1.任务描述

某矿山回风巷道在掘进施工，掘进断面为 4m
2
，长 100 米，宽 2米，采用爆

破掘进，一次爆破炸药量炸为 4kg，计算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射程 LS，计

算掘进巷道压入式通风所需的风量 Q，查表合理选择选择风筒类型和直径，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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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风筒的风阻 R。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 CAD 软件绘制一张掘

进巷道压入式通风系统的布置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做出回风巷道掘进施工平面图、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

（2）做出压入式通风的通风机（35 分），包括画出通风机启动装置到回风

巷道的距离 L、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5分），画出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射

程 LS、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画出风筒的长度、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画出风筒直径、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5分），画出风筒类型并文字标注（5

分）。

（3）做出风流的方向，按排出炮烟计算掘进回风巷道压入式通风所需的风

量 Q并在平面图中文字标注（25 分）。

（4）计算风筒的风阻 R并在平面图中文字标注（25 分）。

（5）以姓名+班级命名，图纸布置合理，并以 CAD04 版保存（5分）。

题目 2：进风巷道掘进压入式通风系统的布置

1.任务描述

某矿山进风巷道在掘进施工，掘进断面为 5m
2
，长 150 米，宽 2.5 米，采用

爆破掘进，一次爆破炸药量炸为 5kg，计算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射程 LS，

计算掘进巷道压入式通风所需的风量 Q，查表合理选择选择风筒类型和直径，并

计算风筒的风阻 R。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 CAD 软件绘制一张掘

进巷道压入式通风系统的布置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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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做出回风巷道掘进施工平面图、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

（2）做出压入式通风的通风机（35 分），包括画出通风机启动装置到回风

巷道的距离 L、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5分），画出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射

程 LS、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画出风筒的长度、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画出风筒直径、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5分），画出风筒类型并文字标注（5

分）。

（3）做出风流的方向，按排出炮烟计算掘进回风巷道压入式通风所需的风

量 Q并在平面图中文字标注（25 分）。

（4）计算风筒的风阻 R并在平面图中文字标注（25 分）。

（5）以姓名+班级命名，图纸布置合理，并以 CAD04 版保存（5分）。

题目 3：主平硐掘进压入式通风系统的布置

1.任务描述

某矿山平硐在掘进施工，掘进断面为 6m
2
，长 100 米，宽 3米，采用爆破掘

进，一次爆破炸药量炸为 5kg，计算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射程 LS，计算掘

进巷道压入式通风所需的风量 Q，查表合理选择选择风筒类型和直径，并计算风

筒的风阻 R。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 CAD 软件绘制一张掘

进巷道压入式通风系统的布置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21

（1）做出平硐掘进施工平面图、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

（2）做出压入式通风的通风机（35 分），包括画出通风机启动装置到平硐

的距离 L、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5 分），画出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射程

LS、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画出风筒的长度、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画出风筒直径、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5分），画出风筒类型并文字标注（5

分）。

（3）做出风流的方向，按排出炮烟计算平硐掘进压入式通风所需的风量 Q

并在平面图中文字标注（25 分）。

（4）计算风筒的风阻 R并在平面图中文字标注（25 分）。

（5）以姓名+班级命名，图纸布置合理，并以 CAD04 版保存（5分）。

题目 4：阶段平巷掘进压入式通风系统的布置

1.任务描述

某矿山平硐在掘进施工，掘进断面为 5m
2
，长 100 米，宽 2.5 米，采用爆破

掘进，一次爆破炸药量炸为 5kg，计算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射程 LS，计算

掘进巷道压入式通风所需的风量 Q，查表合理选择选择风筒类型和直径，并计算

风筒的风阻 R。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 CAD 软件绘制一张掘

进巷道压入式通风系统的布置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做出平硐掘进施工平面图、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

（2）做出压入式通风的通风机（35 分），包括画出通风机启动装置到平硐

的距离 L、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5 分），画出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射程

LS、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画出风筒的长度、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22

分），画出风筒直径、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5分），画出风筒类型并文字标注（5

分）。

（3）做出风流的方向，按排出炮烟计算平硐掘进压入式通风所需的风量 Q

并在平面图中文字标注（25 分）。

（4）计算风筒的风阻 R并在平面图中文字标注（25 分）。

（5）以姓名+班级命名，图纸布置合理，并以 CAD04 版保存（5分）。

题目 5：石门掘进压入式通风系统的布置

1.任务描述

某矿山石门在掘进施工，掘进断面为 5m
2
，长 150 米，宽 3米，采用爆破掘

进，一次爆破炸药量炸为 5kg，计算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射程 LS，计算掘

进巷道压入式通风所需的风量 Q，查表合理选择选择风筒类型和直径，并计算风

筒的风阻 R。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 CAD 软件绘制一张掘

进巷道压入式通风系统的布置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做出石门掘进施工平面图、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

（2）做出压入式通风的通风机（35 分），包括画出通风机启动装置到石门

的距离 L、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5 分），画出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射程

LS、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画出风筒的长度、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画出风筒直径、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5分），画出风筒类型并文字标注（5

分）。

（3）做出风流的方向，按排出炮烟计算石门掘进压入式通风所需的风量 Q

并在平面图中文字标注（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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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算风筒的风阻 R并在平面图中文字标注（25 分）。

（5）以姓名+班级命名，图纸布置合理，并以 CAD04 版保存（5分）。

题目 6：回风巷道掘进抽出式通风系统的布置

1.任务描述

某矿山回风巷道在掘进施工，掘进断面为 4m
2
，长 100 米，宽 2米，采用爆

破掘进，一次爆破炸药量炸为 4kg，计算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吸程 LX，计

算掘进巷道压入式通风所需的风量 Q，查表合理选择选择风筒类型和直径，并计

算风筒的风阻 R。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 CAD 软件绘制一张掘

进巷道压入式通风系统的布置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做出回风巷道掘进施工平面图、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

（2）做出抽出式通风的通风机（35 分），包括画出通风机启动装置到回风

巷道的距离 L、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5分），画出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吸

程 LX、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画出风筒的长度、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画出风筒直径、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5分），画出风筒类型并文字标注（5

分）。

（3）做出风流的方向，按排出炮烟计算掘进回风巷道抽出式通风所需的风

量 Q并在平面图中文字标注（25 分）。

（4）计算风筒的风阻 R并在平面图中文字标注（25 分）。

（5）以姓名+班级命名，图纸布置合理，并以 CAD04 版保存（5分）。

题目 7：进风巷道掘进抽出式通风系统的布置

1.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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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矿山进风巷道在掘进施工，掘进断面为 5m
2
，长 150 米，宽 2.5 米，采用

爆破掘进，一次爆破炸药量炸为 5kg，计算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吸程 LX，

计算掘进巷道抽出式通风所需的风量 Q，查表合理选择选择风筒类型和直径，并

计算风筒的风阻 R。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 CAD 软件绘制一张掘

进巷道压入式通风系统的布置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做出进风巷道掘进施工平面图、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

（2）做出抽出式通风的通风机（35 分），包括画出通风机启动装置到进风

巷道的距离 L、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5分），画出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吸

程 LX、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画出风筒的长度、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画出风筒直径、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5分），画出风筒类型并文字标注（5

分）。

（3）做出风流的方向，按排出炮烟计算掘进风巷道抽出式通风所需的风量

Q并在平面图中文字标注（25 分）。

（4）计算风筒的风阻 R并在平面图中文字标注（25 分）。

（5）以姓名+班级命名，图纸布置合理，并以 CAD04 版保存（5分）。

题目 8：主平硐掘进抽出式通风系统的布置

1.任务描述

某矿山平硐在掘进施工，掘进断面为 6m
2
，长 100 米，宽 3米，采用爆破掘

进，一次爆破炸药量炸为 5kg，计算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吸程 LX，计算掘

进巷道抽出式通风所需的风量 Q，查表合理选择选择风筒类型和直径，并计算风

筒的风阻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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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 CAD 软件绘制一张掘

进巷道压入式通风系统的布置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做出平硐掘进施工平面图、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

（2）做出抽出式通风的通风机（35 分），包括画出通风机启动装置到平硐

的距离 L、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5 分），画出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吸程

LX、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画出风筒的长度、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画出风筒直径、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5分），画出风筒类型并文字标注（5

分）。

（3）做出风流的方向，按排出炮烟计算平硐掘进抽出式通风所需的风量 Q

并在平面图中文字标注（25 分）。

（4）计算风筒的风阻 R并在平面图中文字标注（25 分）。

（5）以姓名+班级命名，图纸布置合理，并以 CAD04 版保存（5分）

题目 9：阶段平巷掘进抽出式通风系统的布置

1.任务描述

某矿山平巷在掘进施工，掘进断面为 4m
2
，长 100 米，宽 2米，采用爆破掘

进，一次爆破炸药量炸为 4kg，计算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吸程 LX，计算掘

进巷道抽出式通风所需的风量 Q，查表合理选择选择风筒类型和直径，并计算风

筒的风阻 R。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 CAD 软件绘制一张掘

进巷道压入式通风系统的布置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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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做出平巷掘进施工平面图、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

（2）做出抽出式通风的通风机（35 分），包括画出通风机启动装置到平巷

的距离 L、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5 分），画出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吸程

LX、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画出风筒的长度、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画出风筒直径、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5分），画出风筒类型并文字标注（5

分）。

（3）做出风流的方向，按排出炮烟计算平巷掘进抽出式通风所需的风量 Q

并在平面图中文字标注（25 分）。

（4）计算风筒的风阻 R并在平面图中文字标注（25 分）。

（5）以姓名+班级命名，图纸布置合理，并以 CAD04 版保存（5分）。

题目 10：石门掘进抽出式通风系统的布置

1.任务描述

某矿山石门在掘进施工，掘进断面为 5m
2
，长 150 米，宽 2.5 米，采用爆破

掘进，一次爆破炸药量炸为 5kg，计算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吸程 LX，计算

掘进巷道抽出式通风所需的风量 Q，查表合理选择选择风筒类型和直径，并计算

风筒的风阻 R。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 CAD 软件绘制一张掘

进巷道压入式通风系统的布置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做出石门掘进施工平面图、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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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做出抽出式通风的通风机（35 分），包括画出通风机启动装置到石门

的距离 L、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5 分），画出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吸程

LX、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画出风筒的长度、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10

分），画出风筒直径、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5分），画出风筒类型并文字标注（5

分）。

（3）做出风流的方向，按排出炮烟计算石门掘进抽出式通风所需的风量 Q

并在平面图中文字标注（25 分）。

（4）计算风筒的风阻 R并在平面图中文字标注（25 分）。

（5）以姓名+班级命名，图纸布置合理，并以 CAD04 版保存（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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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矿专业职业技能考核题库

模块三 井巷设计与施工设计模块

题目 1：某矿山平巷断面设计

1.任务描述

某矿年设计生产能力 60 万 t，井下最大涌水量 320m3/h，通过该矿阶段运输

第一水平大巷的流水量为 160m3/h，采用 ZK10-6/250 架线式电机车（电机车宽

1060mm，高 1600mm，两轨中心距 1400mm）牵引 YCC（1.2）型曲轨侧卸式矿车(矿

车 1050mm，高 1200mm,两轨中心距 1350mm)运输。该大巷穿过中等稳固岩层，岩

石紧固性系数 f=8~10，通过该巷的风量为 28 m3/min；巷内敷设一条 200mm 的压

风管和一条 100mm 的供水管。试设计该运输大巷直线断面。

断面/m
2

设计掘进尺寸

/mm
净断面尺寸/mm

支护厚度

/mm
净周长/m

宽 高 拱高 宽 净全高 墙厚 拱厚 拱和墙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通过查阅井巷设计与

施工教材中相关表格，计算完成以下表格给出计算公式和过程，并根据表格参数

按照 1:50 比例绘制出巷道断面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50 分钟。独立完成，测试过程中可以查阅相应参考书。

4.评分细则

（1）正确给出表格中项参数的计算公式（给出一个给 2分，共 16 分）；

（2）选出合适的参数(选对一个给 5分，共 20 分)；

（3）准确得出表格中各项参数（参数合理给 4分，共 40 分）；

（4）断面形状选择合理（5分），轨道数量选择合理（5分）；

（5）表格中除断面和净周长除外其余各参数标注正确一个给 2 分（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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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题目 2：编制掘进爆破图表

1.任务描述

某地下矿山矿体围岩主要为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和混合花岗岩。岩体稳定性

中等，岩石坚固性系数 f=8~10，节理裂隙发育，岩石一般比较破碎，强度较低。

现在正在进行巷道掘进作业，为了改善爆破质量，充分利用爆破能量，选择浅孔

五星掏槽式爆破，采用非电毫秒导爆管分段簇联起爆方式，具体爆破参数见下表，

要求根据所给条件编制爆破图表。

指标 参数 指标 参数

炮孔直径 38～50mm 掘进断面面积 6.24m²

最小抵抗线 0.95 m 炮眼的利用率 0.85

炮孔堵塞长度 0.8 m 药卷长度 0.2m

炮孔深度 2.2 m 装药长度系数 0.55

炮眼排距 0.9 m 药卷质量 0.15kg/个

炮眼间距 1.14m

炸药单耗 2.5kg/m³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通过查阅井巷设计与

施工教材中相关内容编制爆破图表。并根据表格参数按照 1:50 比例绘制出巷道

断面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50 分钟。独立完成，测试过程中可以查阅相应参考书。

4.评分细则

（1）正确给出炮眼数量（5分）；正确算出装药量（5分）。

（2）完成工作面炮眼布置图（34 分）；

（3）完成预期爆破效果表格（每项 2分，最多 16 分）。

（4）完成炮眼布置及装药参数表格（每项 4分，最多 40 分）

题目 3：编制平巷施工工作循环图表

1.任务描述

某地下矿山矿体围岩主要为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和混合花岗岩。岩体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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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采用掘喷平行作业，钻眼、装岩平行作业，手持式凿岩。具体参数见下表，

要求根据所给条件编制循环施工图表。

指标 参数 指标 参数

炮孔直径 38～50mm 掘进断面面积 6.24m²

最小抵抗线 0.95 m 炮眼的利用率 0.85

炮孔堵塞长度 0.8 m 钻上部眼时间 7min

凿岩机实际平均钻速 0.4m/min 钻下部眼时间 5min

炮孔深度 2.2 m 装药长度系数 0.55

炮眼排距 0.9 m 装岩机实际生产率 50m
3
/h

炮眼间距 1.14m 装药联线所需时间 2min/个

炸药单耗 2.5kg/m³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通过查阅井巷设计与

施工教材中相关内容编制爆破图表。并根据表格参数按照 1:50 比例绘制出巷道

断面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50 分钟。独立完成，测试过程中可以查阅相应参考书。

4.评分细则

（1）正确给出炮眼数量（5分）；明确各个工序时间（25 分）。

（2）各个工序所需时间计算准确，依据合理（30 分）；

（3）正确完成循环施工图表的编制（40 分）

题目 4：图解法确定某矿山竖井断面图

1.任务描述

某地下矿山需要重新开挖一个 1.8Mt/a 的副井，井筒装备要求有：单罐提升，

悬臂罐梁由树脂锚杆固定，球扁钢罐，端面布置，金属梯子间，设置管廊间；梯

子间尺寸为：2300×1060mm 要求① 梯子的倾角，不大于 80°;② 上下相邻两个

梯子平台的垂直距离，不大于 8m;③ 上下相邻平台的梯子孔错开布置，平台梯

子孔的长和宽， 分别不小于 0. 7m 和 0. 6m;④ 梯子上端高出平台 lm,下端距井

壁不小于 0.6m;⑤ 梯子宽度不小于 0.4m,梯蹬间距不大于 0.3m;⑥ 梯子间与提

升间应完全隔开。罐笼最大外型尺寸：4750×1256×6862mm，罐笼突出部分至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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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间隙为 200mm。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通过查阅井巷设计与

施工教材中相关内容编制爆破图表。并根据表格参数按照 1:50 比例绘制出巷道

断面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50 分钟。独立完成，测试过程中可以查阅相应参考书。

4.评分细则

（1）正确给出竖井的各项参数（30 分）。

（2）正确绘制出竖井断面图（20 分）；

（3）竖井中各项参数标注正确（每正确一处 5分，不超过 50 分）

题目 5：解析法确定某矿山竖井断面图

1.任务描述

某地下矿山需要重新开挖一个 1.8Mt/a 的副井，井筒装备要求有：单罐提升，

悬臂罐梁由树脂锚杆固定，球扁钢罐，端面布置，金属梯子间，设置管廊间；梯

子间尺寸为：2300×1060mm 要求① 梯子的倾角，不大于 80°;② 上下相邻两个

梯子平台的垂直距离，不大于 8m;③ 上下相邻平台的梯子孔错开布置，平台梯

子孔的长和宽， 分别不小于 0. 7m 和 0. 6m;④ 梯子上端高出平台 lm,下端距井

壁不小于 0.6m;⑤ 梯子宽度不小于 0.4m,梯蹬间距不大于 0.3m;⑥ 梯子间与提

升间应完全隔开。罐笼最大外型尺寸：4750×1256×6862mm，罐笼突出部分至井

壁间隙为 200mm。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通过查阅井巷设计与

施工教材中相关内容编制爆破图表。并根据表格参数按照 1:50 比例绘制出巷道

断面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50 分钟。独立完成，测试过程中可以查阅相应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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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1）正确给出竖井的各项参数计算方法（每正确一处 5分，不超过 30 分）。

（2）正确绘制出竖井断面布置图（20 分）；

（3）竖井中各项参数标注正确（每正确一处 5分，不超过 50 分）

题目 6：绘制某矿山双罐笼提升竖井断面

1.任务描述

某竖井系双罐提升，罐笼规格为 4500×1760mm，两罐笼长边中心线的间距

为 2260mm，梯子间尺寸为 2300×1060mm，罐笼突出部分至井壁间隙为 200mm，

用作图法绘制断面图。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通过查阅井巷设计与

施工教材中相关内容编制爆破图表。并根据表格参数按照 1:50 比例绘制出巷道

断面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50 分钟。独立完成，测试过程中可以查阅相应参考书。

4.评分细则

（1）正确给出竖井的各项参数计算方法（每正确一处 5分，不超过 30 分）。

（2）正确绘制出竖井断面布置图（20 分）；

（3）竖井中各项参数标注正确（每正确一处 5分，不超过 50 分）

题目 7：编制某矿山斜井快速施工方案

1.任务描述

某矿主斜井为胶带输送机斜井，设计断面为半圆拱形，锚喷支护，净断面为

12.34m2，掘进断面为 15.05m2，坡度 16 度，斜长 960m。围岩以粗砂岩、中细砂

岩为主，f=6~10，涌水量 5~10m3/h。所有设备有：YT-8 型凿岩机；P120B 型耙

斗机；XQJ-8 型箕斗；4-ZG-40 型废石仓；KB212-8 型自卸式汽车；ZJK-3/20 型

提升机。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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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设计手册，教材等参考书，线上资料案例库，通过查阅井巷设计与施工

教材或者其他工具书，给出合理的快速施工工艺。如需绘制图纸，绘制完成后以

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50 分钟。独立完成，测试过程中可以查阅相应参考书。

4.评分细则

（1）工艺流程正确合理，设备型号选用合理（每正确一处 5分，不超过 30

分）。

（2）机械化作业线使用合理（20 分），有机械化作业线，但设备选型不合

理或者设备之间搭配不合理（15 分）

（3）工艺中各项参数设计正确（每正确一处 5分，不超过 55 分）

题目 8：光爆喷锚技术掘进大型配电硐室

1.任务描述

某矿为了增大井下排水能力，在 130m 中段水仓安装了两台 200D43×6 型水

泵。但是井下主配电变压器容量不够，需要增容。而原有主配电硐室的规格远远

不能满足安全技术规程要求空间，需要新开凿一个大型配电硐室。所处地质条件

为：斜方辉岩和少量苏长岩，斜方辉岩为岩体总体积的 96%，苏长岩多分布在岩

体遍部与围岩呈构造破碎接触，岩石硬度 f=4-6，硐室尺寸为 12×6.4×6.2m。

2.实施条件

采矿设计手册，教材等参考书，线上资料案例库，通过查阅井巷设计与施工

教材或者其他工具书，给出合理的快速施工工艺。如需绘制图纸，绘制完成后以

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50 分钟。独立完成，测试过程中可以查阅相应参考书。

4.评分细则

（1）工艺流程正确合理，设备型号选用合理（每正确一处 5分，不超过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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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械化作业线使用合理（20 分），有机械化作业线，但设备选型不合

理或者设备之间搭配不合理（15 分）

（3）工艺中各项参数设计正确（每正确一处 5分，不超过 55 分）

题目 9：竖井井筒施工方案以及机械化配套施工

1.任务描述

某矿设计生产能力 90 万吨每年。采用竖井开拓，工业广场布置主副两个井

筒。主井井筒净直径为 6m，井深为 829.6m，副井井筒直径为 6.5m，井深为 850.3

米。副井井筒穿过的第四系表土层厚 56.7m，基岩风化带厚 80.65m。副井井筒穿

过的地层以基岩为主，岩性较坚硬，有多层含水层。

2.实施条件

采矿设计手册，教材等参考书，线上资料案例库，通过查阅井巷设计与施工

教材或者其他工具书，给出合理的快速施工工艺。如需绘制图纸，绘制完成后以

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50 分钟。独立完成，测试过程中可以查阅相应参考书。

4.评分细则

（1）工艺流程正确合理，设备型号选用合理（每正确一处 5分，不超过 30

分）。

（2）机械化作业线使用合理（20 分），有机械化作业线，但设备选型不合

理或者设备之间搭配不合理（15 分）

（3）工艺中各项参数设计正确（每正确一处 5分，不超过 55 分）

题目 10：竖井井筒施工方案以及机械化配套施工

1.任务描述

某地下矿山需要修建一个天井，地质条件为：斜方辉岩和少量苏长岩，斜方

辉岩为岩体总体积的 96%，苏长岩多分布在岩体遍部与围岩呈构造破碎接触，岩

石硬度 f=4-6。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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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设计手册，教材等参考书，线上资料案例库，通过查阅井巷设计与施工

教材或者其他工具书，给出合理的快速施工工艺。如需绘制图纸，绘制完成后以

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50 分钟。独立完成，测试过程中可以查阅相应参考书。

4.评分细则

（1）工艺流程正确合理，设备型号选用合理（每正确一处 5分，不超过 30

分）。

（2）机械化作业线使用合理（20 分），有机械化作业线，但设备选型不合

理或者设备之间搭配不合理（15 分）

（3）工艺中各项参数设计正确（每正确一处 5分，不超过 55 分）

模块四 地下矿开采设计模块

题目 1：圈定某铅锌矿的岩石移动带

1.任务描述

某铅锌矿体，矿岩为薄层状大理岩化灰岩夹砂、粉砂质钙板岩及构造角砾岩

等。矿体厚度 1.3m，走向长度 116m，矿体倾角 84°，矿体开采标高 870-945m，

岩石质量主要为块状坚硬岩组，力学强度为中等稳固致密岩石。学生根据矿岩的

稳固性，查表选择合理的岩石移动角。图纸见附件 1《地下矿开采设计模块试题

1》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 CAD 软件绘制一张地

表岩石移动界线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

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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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岩石移动角（15 分），包括上盘岩石移动角（5分），下盘岩石移

动角（5分），侧翼岩石移动角（5分）。

（2）做出横剖面 1 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上盘岩石移动角、

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下盘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3）做出横剖面 2 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上盘岩石移动角、

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下盘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4）做出纵剖面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一翼岩石移动角、修

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另一翼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5）做出平面图面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圈出地面岩石移动带（15

分）并文字标注（5分）

（6）以姓名+班级命名，图纸布置合理，并以 CAD04 版保存（5分）

题目 2：圈定某铜矿的岩石移动带

1.任务描述

某铜矿体，矿岩为薄层状大理岩化灰岩夹砂、粉砂质钙板岩及构造角砾岩等。

矿体厚度 1.3m，走向长度 116m，矿体倾角 84°，矿体开采标高 870-945m，岩石

质量主要为块状坚硬岩组，力学强度为稳固致密岩石。学生根据矿岩的稳固性，

查表选择合理的岩石移动角。图纸见附件 1《地下矿开采设计模块试题 2》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 CAD 软件绘制一张地

表岩石移动界线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

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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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岩石移动角（15 分），包括上盘岩石移动角（5分），下盘岩石移

动角（5分），侧翼岩石移动角（5分）。

（2）做出横剖面 1 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上盘岩石移动角、

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下盘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3）做出横剖面 2 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上盘岩石移动角、

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下盘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4）做出纵剖面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一翼岩石移动角、修

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另一翼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5）做出平面图面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圈出地面岩石移动带（15

分）并文字标注（5分）

（6）以姓名+班级命名，图纸布置合理，并以 CAD04 版保存（5分）

题目 3：圈定某石膏矿的岩石移动带

1.任务描述

某石膏矿体，矿岩为薄层状大理岩化灰岩夹砂、粉砂质钙板岩及构造角砾岩

等。矿体厚度 1.3m，走向长度 116m，矿体倾角 80°，矿体开采标高 900-945m，

岩石质量主要为块状坚硬岩组，力学强度为稳固致密岩石。图纸见附件 1《地下

矿开采设计模块试题 3》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 CAD 软件绘制一张地

表岩石移动界线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

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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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岩石移动角（15 分），包括上盘岩石移动角（5分），下盘岩石移

动角（5分），侧翼岩石移动角（5分）。

（2）做出横剖面 1 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上盘岩石移动角、

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下盘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3）做出横剖面 2 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上盘岩石移动角、

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下盘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4）做出纵剖面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一翼岩石移动角、修

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另一翼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5）做出平面图面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圈出地面岩石移动带（15

分）并文字标注（5分）

（6）以姓名+班级命名，图纸布置合理，并以 CAD04 版保存（5分）

题目 4：圈定某金矿的岩石移动带

1.任务描述

某金矿体，矿岩为薄层状大理岩化灰岩夹砂、粉砂质钙板岩及构造角砾岩等。

矿体厚度 1.3m，走向长度 116m，矿体倾角 80°，矿体开采标高 900-945m，岩石

质量主要为块状坚硬岩组，力学强度为中等稳固致密岩石。图纸见附件 1《地下

矿开采设计模块试题 4》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 CAD 软件绘制一张地

表岩石移动界线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

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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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岩石移动角（15 分），包括上盘岩石移动角（5分），下盘岩石移

动角（5分），侧翼岩石移动角（5分）。

（2）做出横剖面 1 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上盘岩石移动角、

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下盘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3）做出横剖面 2 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上盘岩石移动角、

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下盘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4）做出纵剖面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一翼岩石移动角、修

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另一翼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5）做出平面图面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圈出地面岩石移动带（15

分）并文字标注（5分）

（6）以姓名+班级命名，图纸布置合理，并以 CAD04 版保存（5分）

题目 5：圈定某锰矿体的岩石移动带

1.任务描述

某锰矿体，矿岩为薄层状大理岩化灰岩夹砂、粉砂质钙板岩及构造角砾岩等。

矿体厚度 1.3m，走向长度 116m，矿体倾角 80°，矿体开采标高 900-945m，岩石

质量主要为片状坚硬岩组，力学强度为稳固片岩。图纸见附件 1《地下矿开采设

计模块试题 5》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 CAD 软件绘制一张地

表岩石移动界线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

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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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岩石移动角（15 分），包括上盘岩石移动角（5分），下盘岩石移

动角（5分），侧翼岩石移动角（5分）。

（2）做出横剖面 1 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上盘岩石移动角、

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下盘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3）做出横剖面 2 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上盘岩石移动角、

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下盘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4）做出纵剖面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一翼岩石移动角、修

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另一翼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5）做出平面图面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圈出地面岩石移动带（15

分）并文字标注（5分）

（6）以姓名+班级命名，图纸布置合理，并以 CAD04 版保存（5分）

题目 6：圈定某银矿体的岩石移动带

1.任务描述

某银矿体分布在矿区北西侧的 F5-2 逆断裂带裂隙内。该矿体总体走 30°—

35°，倾向 100°—120°，倾角 68°—70°，矿体地表无出露，矿体开采深度

900 米—760 米，矿体走向控制长约 85m，倾向控制深度约 45 米，呈似层状、脉

状和透镜状。矿体真厚 1.83—2.81m，平均厚度为 2.31m。矿区内铅锌主矿体主

要赋存于西盟群怕可组（Pt3p）大理岩夹层中,岩石主要为中等稳固致密岩石，

稳固性好。图纸见附件 1《地下矿开采设计模块试题 6》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 CAD 软件绘制一张地

表岩石移动界线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

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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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选择岩石移动角（15 分），包括上盘岩石移动角（5分），下盘岩石移

动角（5分），侧翼岩石移动角（5分）。

（2）做出横剖面 1 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上盘岩石移动角、

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下盘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3）做出横剖面 2 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上盘岩石移动角、

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下盘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4）做出纵剖面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一翼岩石移动角、修

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另一翼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5）做出平面图面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圈出地面岩石移动带（15

分）并文字标注（5分）

（6）以姓名+班级命名，图纸布置合理，并以 CAD04 版保存（5分）

题目 7：圈定某铁矿体的岩石移动带

1.任务描述

某铁矿体分布在矿区北西侧的 F5-2 逆断裂带裂隙内。该矿体总体走 30°—

35°，倾向 100°—120°，倾角 68°—70°，矿体地表无出露，矿体开采深度

900 米—760 米，矿体走向控制长约 85m，倾向控制深度约 45 米，呈似层状、脉

状和透镜状。矿体真厚 1.83—2.81m，平均厚度为 2.31m。矿区内铅锌主矿体主

要赋存于西盟群怕可组（Pt3p）大理岩夹层中，，岩石为稳固致密岩石，稳固性

好。图纸见附件 1《地下矿开采设计模块试题 7》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 CAD 软件绘制一张地

表岩石移动界线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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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选择岩石移动角（15 分），包括上盘岩石移动角（5分），下盘岩石移

动角（5分），侧翼岩石移动角（5分）。

（2）做出横剖面 1 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上盘岩石移动角、

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下盘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3）做出横剖面 2 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上盘岩石移动角、

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下盘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4）做出纵剖面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一翼岩石移动角、修

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另一翼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5）做出平面图面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圈出地面岩石移动带（15

分）并文字标注（5分）

（6）以姓名+班级命名，图纸布置合理，并以 CAD04 版保存（5分）

题目 8：圈定某铅锌矿体的岩石移动带

1.任务描述

矿体分布在矿区南东侧的 F5-1 逆断裂带裂隙内，在地表有出露，走向 15°

—30°，倾向 100°—115°，倾角 73°—78°。矿体出露标高 890-910m，矿体

走向控制长约 90m，倾向控制约 55m，矿体呈似层状、脉状和透镜状。矿体真厚

2.58—5.39m，平均厚度为 3.76m。矿区内赋矿岩石为西盟群怕可组（Pt3p）大

理岩，岩石质量主要为中等稳固致密岩石，力学强度和稳固性好。图纸见附件 1

《地下矿开采设计模块试题 8》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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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 CAD 软件绘制一张地

表岩石移动界线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

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选择岩石移动角（15 分），包括上盘岩石移动角（5分），下盘岩石移

动角（5分），侧翼岩石移动角（5分）。

（2）做出横剖面 1 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上盘岩石移动角、

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下盘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3）做出横剖面 2 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上盘岩石移动角、

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下盘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4）做出纵剖面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一翼岩石移动角、修

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另一翼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5）做出平面图面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圈出地面岩石移动带（15

分）并文字标注（5分）

（6）以姓名+班级命名，图纸布置合理，并以 CAD04 版保存（5分）

题目 9：圈定某铜矿体的岩石移动带

1.任务描述

某铜矿体分布在矿区南东侧的 F5-1 逆断裂带裂隙内，在地表有出露，走向

15°—30°，倾向 100°—115°，倾角 73°—78°。矿体出露标高 890-910m，

矿体走向控制长约 90m，倾向控制约 55m，矿体呈似层状、脉状和透镜状。矿体

真厚 2.58—5.39m，平均厚度为 3.76m。矿区内赋矿岩石为西盟群怕可组（Pt3p）

大理岩，岩石质量主要为稳固致密岩石，力学强度和稳固性好。图纸见附件 1《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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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矿开采设计模块试题 9》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 CAD 软件绘制一张地

表岩石移动界线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

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选择岩石移动角（15 分），包括上盘岩石移动角（5分），下盘岩石移

动角（5分），侧翼岩石移动角（5分）。

（2）做出横剖面 1 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上盘岩石移动角、

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下盘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3）做出横剖面 2 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上盘岩石移动角、

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下盘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4）做出纵剖面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一翼岩石移动角、修

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另一翼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5）做出平面图面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圈出地面岩石移动带（15

分）并文字标注（5分）

（6）以姓名+班级命名，图纸布置合理，并以 CAD04 版保存（5分）

题目 10：圈定某铅锌矿体的岩石移动带

1.任务描述

某铅锌矿由 V1 矿体和 V2 矿体组成，矿体地质条件如下：

V1 地质概况：矿体分布在矿区南东侧的 F5-1 逆断裂带裂隙内，在地表有出

露，走向 15°—30°，倾向 100°—115°，倾角 73°—78°。矿体出露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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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910m，矿体走向控制长约 90m，倾向控制约 55m，矿体呈似层状、脉状和透

镜状。矿体真厚 2.58—5.39m，平均厚度为 3.76m。矿区内赋矿岩石为西盟群怕

可组（Pt3p）大理岩，岩石质量主要为中等稳固致密岩石，力学强度和稳固性好。

V2 地质概况：矿体分布在矿区北西侧的 F5-2 逆断裂带裂隙内。该矿体总体

走 30°—35°，倾向 100°—120°，倾角 68°—70°，矿体地表无出露，矿体

开采深度 900 米—760 米，矿体走向控制长约 85m，倾向控制深度约 45 米，呈

似层状、脉状和透镜状。矿体真厚 1.83—2.81m，平均厚度为 2.31m。矿区内铅

锌主矿体主要赋存于西盟群怕可组（Pt3p）大理岩夹层中，，岩石为稳固致密岩

石，稳固性好。图纸见附件 1《地下矿开采设计模块试题 10》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 CAD 软件绘制一张地

表岩石移动界线图，绘制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04 版）保存到考试

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选择岩石移动角（15 分），包括上盘岩石移动角（5分），下盘岩石移

动角（5分），侧翼岩石移动角（5分）。

（2）做出横剖面 1 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上盘岩石移动角、

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下盘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3）做出横剖面 2 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上盘岩石移动角、

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下盘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4）做出纵剖面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画出一翼岩石移动角、修

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另一翼岩石移动角、修改多余的线并标注（8

分）、画出地表岩石移动带并文字标注（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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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做出平面图面上的岩石移动带（20 分），包括圈出地面岩石移动带（15

分）并文字标注（5分）

（6）以姓名+班级命名，图纸布置合理，并以 CAD04 版保存（5分）

模块五 露天矿开采设计模块

题目 1：某露天萤石矿台阶爆破设计

1.任务描述

某萤石矿采区采用露天深孔开采方式，该矿矿岩普氏系数 f=3-5，钻孔直径

均为 150mm，深孔爆破，台阶高度为 12m，台阶坡面角α=50°，现矿山已转入深

部开采，地下水较为发育，边坡较为破碎，要求做出该露天矿台阶爆破设计，并

控制爆破震动。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8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CAD 图纸，作品要求做出露天矿台阶爆破

设计说明书（手写）及相关的 CAD 图纸，CAD 图纸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选择合适的钻孔形式（2分）和布孔形式（3分）；

（2）计算确定爆破参数。包括孔径、孔深、超深（3分）、孔深（2分）、孔

间距（5分）、排间距（5分）等，根据计算出的爆破参数，绘出炮孔布置示意图

（20 分）；

（3）选择合适的炸药类型（3分）、装药结构类型（2分）；计算充填长度（5

分）及单孔药量（5分）等，绘出装药结构图（15 分）；

（4）选择合适的起爆方式、网络敷设形式，绘出爆破网络敷设图，要求布

设 5排孔，每排 8个孔（20 分）；

（5）计算确定安全距离和警戒范围（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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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2：某露天铁矿台阶爆破设计

1.任务描述

某铁矿山采区采用露天深孔开采方式，该矿矿岩普氏系数 f=8-10，钻孔直

径均为 150mm，深孔爆破，台阶高度为 12m，台阶坡面角α=75°，离爆破点 200m

外有居民房屋（砖房），要求做出该露天矿台阶爆破设计，并控制爆破震动。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7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作品要求做出露天矿台阶爆破设计说明书

（手写）及相关的 CAD 图纸，CAD 图纸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保存到

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选择合适的钻孔形式（2分）和布孔形式（3分）；

（2）计算确定爆破参数。包括孔径、孔深、超深（3分）、孔深（2分）、孔

间距（5分）、排间距（5分）等，根据计算出的爆破参数，绘出炮孔布置示意图

（20 分）；

（3）选择合适的炸药类型（3分）、装药结构类型（2分）；计算充填长度（5

分）及单孔药量（5分）等，绘出装药结构图（15 分）；

（4）选择合适的起爆方式、网络敷设形式，绘出爆破网络敷设图，要求布

设 5排孔，每排 8个孔（20 分）；

（5）计算确定安全距离和警戒范围（10 分）。

题目 3：某露天白云石矿台阶爆破设计

1.任务描述

某白云石矿山采区采用露天深孔开采方式，该矿矿岩普氏系数 f=6-8，钻孔

直径均为 150mm，深孔爆破，台阶高度为 12m，台阶坡面角α=75°，离爆破点

300m 处有一交通隧道，要求做出该露天矿台阶爆破设计，为保护该交通隧道，

要求控制爆破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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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7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作品要求做出露天矿台阶爆破设计说明书

（手写）及相关的 CAD 图纸，CAD 图纸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保存到

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选择合适的钻孔形式（2分）和布孔形式（3分）；

（2）计算确定爆破参数。包括孔径、孔深、超深（3分）、孔深（2分）、孔

间距（5分）、排间距（5分）等，根据计算出的爆破参数，绘出炮孔布置示意图

（20 分）；

（3）选择合适的炸药类型（3分）、装药结构类型（2分）；计算充填长度（5

分）及单孔药量（5分）等，绘出装药结构图（15 分）；

（4）选择合适的起爆方式、网络敷设形式，绘出爆破网络敷设图，要求布

设 5排孔，每排 8个孔（20 分）；

（5）计算确定安全距离和警戒范围（10 分）。

题目 4：某露天铁矿台阶爆破设计

1.任务描述

某铁矿山采区采用露天深孔开采方式，该矿矿岩普氏系数 f=12-13，钻孔直

径均为 250mm，深孔爆破，台阶高度为 12m，台阶坡面角α=75°，离爆破点 300

处有一矿山隧道，且该矿区地下水较为发育，要求做出该露天矿台阶爆破设计，

为保护该矿山隧道，要求控制爆破震动。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7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作品要求做出露天矿台阶爆破设计说明书

（手写）及相关的 CAD 图纸，CAD 图纸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保存到

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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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选择合适的钻孔形式（2分）和布孔形式（3分）；

（2）计算确定爆破参数。包括孔径、孔深、超深（3分）、孔深（2分）、孔

间距（5分）、排间距（5分）等，根据计算出的爆破参数，绘出炮孔布置示意图

（20 分）；

（3）选择合适的炸药类型（3分）、装药结构类型（2分）；计算充填长度（5

分）及单孔药量（5分）等，绘出装药结构图（15 分）；

（4）选择合适的起爆方式、网络敷设形式，绘出爆破网络敷设图，要求布

设 5排孔，每排 8个孔（20 分）；

（5）计算确定安全距离和警戒范围（10 分）。

题目 5：某露天铜矿台阶爆破设计

1.任务描述

某铜矿山采区采用露天深孔开采方式，该矿矿岩普氏系数 f=8-10，钻孔直

径均为 150mm，深孔爆破，台阶高度为 15m，台阶坡面角α=75°，现矿山已有潜

孔钻机数台，为取得好的爆破效果，要求做出该露天矿台阶爆破设计。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7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作品要求做出露天矿台阶爆破设计说明书

（手写）及相关的 CAD 图纸，CAD 图纸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保存到

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选择合适的钻孔形式（2分）和布孔形式（3分）；

（2）计算确定爆破参数。包括孔径、孔深、超深（3分）、孔深（2分）、孔

间距（5分）、排间距（5分）等，根据计算出的爆破参数，绘出炮孔布置示意图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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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合适的炸药类型（3分）、装药结构类型（2分）；计算充填长度（5

分）及单孔药量（5分）等，绘出装药结构图（15 分）；

（4）选择合适的起爆方式、网络敷设形式，绘出爆破网络敷设图，要求布

设 5排孔，每排 8个孔（20 分）；

（5）计算确定安全距离和警戒范围（10 分）。

题目 6：绘制采场平面图及剖面图

1.任务描述

已知某露天铜矿台阶高度 15m，台阶坡面角 75°，安全平台宽度 6m，清扫

平台宽 8m，出入沟宽 12m，出入沟坡度为 8%，工作台阶宽度为 60m。要求以上每

个台阶要素至少画一个，按照比例绘制采场平面图及剖面图。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7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作品要求绘制该露天铜矿采场平面图及剖

面图，CAD 图纸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题目 7：绘制采场平面图及剖面图

1.任务描述

已知某露天铜矿台阶高度 12m，台阶坡面角 75°，安全平台宽度 4m，清扫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及要求 分值

绘制采场平面图

安全平台绘制及标注 10 分

清扫平台绘制及标注 10 分

出入沟绘制及标注 10 分

工作台阶宽度绘制及标注 10 分

图纸整体布置合理、与剖面图相对应 10 分

绘制采场剖面图

安全平台绘制及标注 10 分

清扫平台绘制及标注 10 分

出入沟绘制及标注 10 分

工作台阶宽度绘制及标注 10 分

图纸整体布置合理、与平面图相对应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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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宽 6m，出入沟宽 14m，出入沟坡度为 7%，工作台阶宽度为 80m。要求以上每

个台阶要素至少画一个，按照比例绘制采场平面图及剖面图。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7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作品要求绘制该露天铜矿采场平面图及剖

面图，CAD 图纸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题目 8：绘制采场平面图及剖面图

1.任务描述

已知某露天铜矿台阶高度 10m，台阶坡面角 65°，安全平台宽度 3m，清扫

平台宽 6m，出入沟宽 10m，出入沟坡度为 6%，工作台阶宽度为 70m。要求以上每

个台阶要素至少画一个，按照比例绘制采场平面图及剖面图。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7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作品要求绘制该露天铜矿采场平面图及剖

面图，CAD 图纸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及要求 分值

绘制采场平面图

安全平台绘制及标注 10 分

清扫平台绘制及标注 10 分

出入沟绘制及标注 10 分

工作台阶宽度绘制及标注 10 分

图纸整体布置合理、与剖面图相对应 10 分

绘制采场剖面图

安全平台绘制及标注 10 分

清扫平台绘制及标注 10 分

出入沟绘制及标注 10 分

工作台阶宽度绘制及标注 10 分

图纸整体布置合理、与平面图相对应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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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9：绘制采场平面图及剖面图

1.任务描述

已知某露天铜矿台阶高度 15m，台阶坡面角 60°，安全平台宽度 5m，清扫

平台宽 7m，出入沟宽 12m，出入沟坡度为 8%，工作台阶宽度为 90m。要求以上每

个台阶要素至少画一个，按照比例绘制采场平面图及剖面图。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7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作品要求绘制该露天铜矿采场平面图及剖

面图，CAD 图纸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及要求 分值

绘制采场平面图

安全平台绘制及标注 10 分

清扫平台绘制及标注 10 分

出入沟绘制及标注 10 分

工作台阶宽度绘制及标注 10 分

图纸整体布置合理、与剖面图相对应 10 分

绘制采场剖面图

安全平台绘制及标注 10 分

清扫平台绘制及标注 10 分

出入沟绘制及标注 10 分

工作台阶宽度绘制及标注 10 分

图纸整体布置合理、与平面图相对应 10 分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及要求 分值

绘制采场平面图

安全平台绘制及标注 10 分

清扫平台绘制及标注 10 分

出入沟绘制及标注 10 分

工作台阶宽度绘制及标注 10 分

图纸整体布置合理、与剖面图相对应 10 分

绘制采场剖面图

安全平台绘制及标注 10 分

清扫平台绘制及标注 10 分

出入沟绘制及标注 10 分

工作台阶宽度绘制及标注 10 分

图纸整体布置合理、与平面图相对应 10 分



53

题目 10：绘制采场平面图及剖面图

1.任务描述

已知某露天铜矿台阶高度 12m，台阶坡面角 75°，安全平台宽度 2m，清扫

平台宽 5m，出入沟宽 14m，出入沟坡度为 7%，工作台阶宽度为 100m。要求以上

每个台阶要素至少画一个，按照比例绘制采场平面图及剖面图。

2.实施条件

装有 CAD2007 软件的计算机机房，作品要求绘制该露天铜矿采场平面图及剖

面图，CAD 图纸完成后以姓名+专业命名.dwg 格式保存到考试文件夹中。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00-1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及要求 分值

绘制采场平面图

安全平台绘制及标注 10 分

清扫平台绘制及标注 10 分

出入沟绘制及标注 10 分

工作台阶宽度绘制及标注 10 分

图纸整体布置合理、与剖面图相对应 10 分

绘制采场剖面图

安全平台绘制及标注 10 分

清扫平台绘制及标注 10 分

出入沟绘制及标注 10 分

工作台阶宽度绘制及标注 10 分

图纸整体布置合理、与平面图相对应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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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地下矿开采设计模块试题 1之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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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矿开采设计模块试题 2之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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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下矿开采设计模块试题 3之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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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下矿开采设计模块试题 4之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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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下矿开采设计模块试题 5之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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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下矿开采设计模块试题 6之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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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下矿开采设计模块试题 7之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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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地下矿开采设计模块试题 8之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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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地下矿开采设计模块试题 9之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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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地下矿开采设计模块试题 10 之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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