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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如今,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对于重工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煤矿业的发展环境以及发展前景
也较为开阔,针对于当下煤矿矿井的发展情况,需要针对矿井设计以及采区进行一定的优化,这样可以充
分保证煤矿作业的安全,也可以实现工作效率的提高,避免一些突发情况无法得到及时的解决,耽误整体
的工作进度。煤矿矿井的设计需要相关的管理人员寻找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更加专业化的设计,以保证
安全为基本出发点,随后针对煤矿的工作情况制定出更加合理的矿井设计图纸,根据图纸内容进行完善
化的实施。采区优化需要充分考虑到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习惯,并且在进行优化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
日常工作人员的意见,保证安全性以及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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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untry's importance to heavy industry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prospects of the coal industry are also relatively broad.
In view of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oal mine, need to optimize for mine design and mining area, which can
fully ensure the safety of coal mine operation, can also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avoid some emergencies cannot
be solved in a timely manner, delay the overall work progress. The design of coal mine requires relevant
management personnel to find professional technical personnel to conduct more professional design, to ensure
safety as the basic starting point, and then develop a more reasonable mine design drawings, perfect
implement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s of the drawing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mining area needs to take
full account of the daily working habits of the staff, and in the process of optimization, the opinions of the daily
staff to ensure safety and conven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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