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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煤矿产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进步发展,在煤矿行业发展态势良好的同时,对煤
矿工程的施工组织进行更好的设计,保障煤矿工程的质量和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本
文在此基础上,从煤矿工程施工的角度出发,研究施工组织设计的意义、特点、作用等,希望能够为行业
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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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China's coal industry is progressing and developing. While
the coal industry is developing well, it is necessary to better design the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of coal mine
projects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coal mine projects and the safety of workers. On this ba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al mine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ignific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design,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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