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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与非金属矿开采技术专业学生技能考核题库 

一、基本技能考核题库 

模块一岩石的识别及力学分析 

11 矿物的识别 

（1）任务描述 

利用小刀 放大镜 条痕板等竞赛工具，在规定时间内 、 、 随机对 

岩矿实训室未知 4 块矿物手本标进行鉴定，给出正确的矿物手标本 

特征和命名，编写出完整 准确和规范的鉴定报告 具体要求如 、 。 

下： 
1）通过观察和认识矿物的形态 光学性质 物理性质，学习肉 、 、 

眼鉴定透明和金属矿物的初步方法； 
2）能够用肉眼鉴定常见的金属和非金属矿物； 
3）使学生能与人沟通协调和具有团队意识；使学生养成踏实认 

真 积极探索的习惯； 、 使学生具有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品质。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岩矿实训室完成的，要求在实训室进行。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 、 

部分。

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掌握 

矿物的颜色（3  分） 形态（ 、 单体、集合体）（5  分） 硬度（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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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光泽（ 、  2分） 条痕（ 、  2分） 解理（ 、  4分） 断口（ 、  2分）、 

比重（2 分） 透明度（ 、  2 分）等基本概念，分值比为25%。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 、 、 

面，写出正确鉴定颜色（6 分）、正确描述形态（单体 集合体） 、 

（10 分），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 正确写出矿物硬度区间（ 、  8 分）、 

正确完整（单体 集合体 断口）写出光泽（ 、 、  4分） 正确写出条痕 、 

色（4分） 正确写出解理（组数 发育等级）裂开 断口（断面形 、 、 、 

态）（8 分） 正确判断比重（ 、  4 分） 正确描述透明度（ 、  4 分）、 

正确定名（12 分），定名不准确酌情扣分。分值占比为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 设备爱护 、 

（8 分）等方面，分值占比为15%。 

12 岩石的识别 

（1）任务描述 

利用小刀 放大镜 条痕板等竞赛工具，在规定时间内 、 、 随机对 

岩矿实训室未知 4 块岩石手标进行鉴定，给出正确的岩石手标本特 

征和命名，编写出完整 准确和规范的鉴定报告 具体要求如下： 、 。 

1）熟悉岩石的一般特征；学会肉眼鉴定岩石的基本方法；掌握 

一些常见岩石的肉眼鉴定特征； 
2）能够用肉眼鉴定常见的岩浆岩 沉积岩和变质岩； 、 

3）使学生能与人沟通协调和具有团队意识；使学生养成踏实认 

真 积极探索的习惯； 、 使学生具有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品质。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岩矿实训室完成的，要求在实训室进行。 

（3）考核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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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 、 

部分。

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掌握 

岩石的颜色（5 分） 结构（ 、  5 分） 构造（ 、  5 分） 造岩矿物（ 、  10 

分）等知识点，分值比为25%。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 、 、 

面，能正确写出岩石颜色（8 分） 正确描述岩石结构（ 、  8 分） 正 、 

确写出岩石组分 特征（ 、  24 分），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但如果岩 

石大类名称定错不给分，定不准确酌情给分、正确定名（20 分）分 

值占比为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 设备爱护 、 

（8 分），分值占比为15%。 

1‐3 某岩层 RQD 值测量和计算 

（1）任务描述 

在某矿山巷道打一钻孔，取出一段岩芯，试测量出各段岩芯 

（自上而下）的长度，计算该段岩层的RQD 值，并核定该岩层属于 

哪一等级岩石。 

（2）实施条件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GB\T502182014)一本 刻度尺 、  1把，记录板 
1 块。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9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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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 25 分 其中标题占 。  5 分，记录规范 

（20 分），其中有改数据现象，违反一处扣 1 分，记录数据填写不 

规范，扣4 分，记录表格没有填写完整，扣4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60分 其中测量各段岩芯的长度 。  20分； 

计算该岩层的RQD 值20 分；核定该岩层属于哪一等级岩石2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 其中考场纪律 。  10分 职业素 、 

养仪器和仪器爱护情况5 分。 

1‐4 计算 RMR 值确定岩体的级别 

（1）任务描述 

某隧道岩体的相关参数如下：该岩体中完整岩石的点荷载强度 

指标为6，单轴抗压强度为150Mpa，岩芯质量指标RQD值为60%， 

岩体中节理的平均间距为 2.4m，节理面较为粗糙，宽 0.5mm，节理 

面泥质胶结，每 10cm 长的隧道涌水量 8L/min,节理水压力最大主用 

力为 0.05Mpa，计算该隧道岩体的RMR 初值，根据RMR 初值确定 

该岩体的级别及对该岩体质量进行评价。 

（2）实施条件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GB\T502182014)一本 笔 、  1 支，记录板 1 
块，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25分 其中标题占 。  5分，记录规范20 

分），其中有改数据现象，违反一处扣 1 分，记录数据填写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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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4 分，记录表格没有填写完整，扣4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60分 岩石强度评分 。  10分；岩芯质量 

指标RQD 值评分10 分；岩石节理间距评分10 分；岩石节理条件评 

分10 分；地下水条件评分10 分；RMR 值评分5 分；岩体质量评价 
5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 其中考场纪律 。  10分 职业素 、 

养仪器和仪器爱护情况5 分。 

模块二矿图识别及制图 

2‐1 绘制零件图 

（1）任务描述 

运用所学工程制图知识，绘制下列零件图，参考如下图。具体 

要求如下： 

能熟悉工程制图基本操作，掌握工程制图的标注、线条的运用、 

比例尺的换算、图样的格式等绘图技能； 

能看懂零件图，并按照参考图纸进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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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清晰 表达规范合理 、 、图名以专业+姓名+学校命名。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制图室完成的，要求制图室进行。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25%。其中标题占 5 分 图形 、 

图貌占10 分 数字 、 和文字注释10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60%，其中图形布局合理规范 
10分、标注10分、尺寸大小合理占10 分、制图30 分，少画一个扣 
2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15%，其中考场纪律10 分 设 、 

备爱护情况5 分。 

2‐2 绘制工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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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务描述 

运用所学工程制图知识，绘制下列工程图，参考如下图。具体 

要求如下： 

能熟悉工程制图基本操作，掌握工程制图的标注、线条的运用、 

比例尺的换算、图样的格式等绘图技能； 

能看懂工程图，并按照参考图纸进行绘制；图纸清晰 表达规 、 

范合理、图名以专业+姓名+学校命名。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制图室完成的，要求制图室进行。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25%。其中标题占 5 分 图形 、 

图貌占10 分 数字 、 和文字注释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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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60%，其中图形布局合理规范 
10分、标注10分、尺寸大小合理占10 分、制图30 分，少画一个扣 
2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15%，其中考场纪律10 分 设 、 

备爱护情况5 分。 

2‐3CAD 软件绘制削壁充填采矿方法图 

（1）任务描述 

运用CAD 绘图软件，结合地下矿开采技术所学的知识，绘制削 

壁充填采矿方法图，参考如下图。具体要求如下： 

能熟悉CAD 软件的基本操作，掌握CAD 软件的绘图命令 修 、 

改命令 标注命令 、 、编辑命令等绘图命令； 

能看懂削壁充填采矿方法图，并按照参考图纸进行绘制； 

图纸清晰 表达规范合理 、 、图名以专业+姓名+学校命名，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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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版的(.dwg)格式。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要求计算机机房进行， 

计算机上安装有CAD 软件，并能流畅运行，且版本不低于2007。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为25 分。其中标题占5 分 尺寸 、 标注 
6 分 数字 、 和文字注释9 分、文件命名及保存5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为60分，其中图形布局合理规范10分、 

图层和颜色10 分、图案填充占10 分、削壁充填采矿法工程30 分， 

少画一个扣2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其中考场纪律10分 设备 、 爱 

护情况5 分。 

2‐4 CAD 软件绘制勘探线剖面图 

（1）任务描述 

运用 CAD 绘图软件，结合地下矿开采技术所学的知识，绘制 
AA’勘探线剖面图方法图。具体要求如下： 

能熟悉CAD 软件的基本操作，掌握CAD 软件的绘图命令 修 、 

改命令 标注命令 、 、编辑命令等绘图命令； 

能看懂结合地质地形图，绘制勘探线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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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清晰 表达规范合理 、 、图名以专业+姓名+学校命名，保存 
2004 版的(.dwg)格式。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要求计算机机房进行， 

计算机上安装有CAD 软件，并能流畅运行，且版本不低于2007。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为25 分。其中标题占5 分 文字 、 标注 
8 分 比例尺 、  1:1000 分值7 分，文件命名及保存5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为60分，其中图形布局合理规范10分、 

图层和颜色10 分、矿体绘制及填充10 分、剖面线30 分（绘制是否 

正确 线条平滑 加粗 、 、 等）。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其中考场纪律10分 设备 、 爱 

护情况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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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矿山电气及机械设备操作 

3‐1 使用与操作气腿式凿岩机 

（1）任务描述 

运用所学矿山电气设备所学知识，动手操作yt28 型气腿式凿岩 

机。具体要求如下： 

能熟悉yt28 型气腿式凿岩机基本操作，掌握凿岩机的接风 接 、 

水 接电 、 ； 

能气腿式凿岩机进行凿岩； 

凿岩完毕后清理现场，做到无污水 无粉尘 、 。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机械实训室完成的，要求机械实训室进 

行。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20%。其中接电占5分 接水 、  5 

分 接气占 、  5 分 接钻头占 、  5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70%，其中姿势合理规范10 分、 

无大量粉尘10 分、尺寸大小合理占10 分、打眼30 分 打眼完毕后 、 

清理现场1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10%，其中考场纪律 5 分 设 、 

备爱护情况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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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使用与操作矿用绞车 

（1）任务描述 

运用所学矿山电气设备知识，动手操作JTPB型矿用绞车。具体 

要求如下： 

能熟悉矿用绞车基本操作，掌握矿用绞车前进、后退、缓停、 

急停等技能； 

能使用矿用绞车，并按照规定行驶绞车。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机械实训室完成的，要求机械实训室进 

行。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20%  检查绞车占 。  10 分 熟练 、 

运用指示灯占10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65%，其中上车前准备10 分、 

将检查完毕后填写模块单10 分、操作40 分 下车后停稳占 、  5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15%，其中考场纪律10 分 设 、 

备爱护情况5 分。 

3‐3 皮带的操作维护保养 

（1）任务描述 

运用所学矿山机械设备所学知识，动手维护皮带运输机。具体 

要求如下： 

能够找到一段皮带运输机内的损坏零件并进行更换，对一个轮



13 

轴部分进行补油工作，对张紧设备做张紧处理。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机械实训室完成的，要求机械实训室进 

行。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20%。其中穿戴好劳保用品占 
10 分 判断损坏零件占 、  10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65%，其中合理更换零件30 分、 

给一个轮轴补油占20分、合理的张紧处理占10分、清理现场5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15%，其中考场纪律 5 分 设 、 

备爱护情况10 分。 

3‐4 压入式通风机操作维护保养 

（1）任务描述 

运用所学矿山机械设备所学知识，动手维护压入式通风机。具 

体要求如下： 

能够检查出压入式通风机的不正常设置 通电前对通风机做导 、 

电处理 通风机与风管之间的联系是否正确 检查是否有螺栓松 、 、 

动。 

能过做到清清除风机内部的积尘 污垢等杂物 能够给通风机 、 。 

上油，检查轴承之间的间隙。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机械实训室完成的，要求机械实训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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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20%。其中穿戴好劳保用品占 
10 分 判断风机的不正常设置占 、  10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65%，其中排除不正常设置 10 

分、给风机上油10 分 做导电处理占 、  10 分、检查松动螺栓占10 分、 

给风机叶片除尘占20 分 清理现场 、  5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15%，其中考场纪律 5 分 设 、 

备爱护情况10 分。 

模块四矿山工程测量 

4‐1 闭合水准测量 

（1）任务描述 

从学校后山山脚已知高程的水准点 A 出发，沿待定高程的水准 

点B，C  进行闭合水准测量，测量学校后山山顶跟山脚之间的高 …… 

差，并算出测量的闭合差，以检核测量误差，如果闭合差在允许范 

围之内，计算山顶的高程。 

（2）实施条件 
DS3型水准仪1台，普通水准尺1根，自备计算器 铅笔 小刀 、 、 、 

记录板 记录表格等；建议 、  3 人一组完成。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90 分钟。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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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25分 其中标题占 。  5分，记录规范20 

分，其中有改数据现象，违反一处扣 1 分，记录数据填写不规范， 

扣4 分，记录表格没有填写完整，扣4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 60 分 包括操作规范性和成果计算两 。 

部分 操作规范性 。  30 分 其中仪器假设，前后视距大致等距，违反 。 

扣2分；圆水准气泡没有居中，扣5分；换站时，搬动仪器方式不正 

确，扣 2 分；观测顺序按后视 “  前视进行，在没有换站时，后视尺 ” 

不得移动，违反扣 5 分；换站时，不允许出现拿仪器跑步现象，违 

反扣2 份；成果计算30 分 闭合差不合格或不闭合，扣 。  5 分；计算 

不正确，每空扣2分；高差计算错误，扣5分；山顶高程计算错误， 

扣5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 其中考场纪律 。  10分 职业素 、 

养仪器和仪器爱护情况5 分。 

4‐2 方向法观测水平角 

（1）任务描述 

利用测回法测定∠AOB、∠BOC、∠COD、∠DOE 的角度。 

（2）实施条件 
DJ6 经纬仪1 台，三角架1 副，花杆1 根，记录板1 块。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 25 分 其中标题占 。  5 分，记录规范 

（20 分），其中有改数据现象，违反一处扣 1 分，记录数据填写不 

规范，扣4 分，记录表格没有填写完整，扣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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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 60 分 包括操作规范性和成果计算两 。 

部分 操作规范性 。  35 分，安装经纬仪：脚架头高度适中，大致整平， 

不平扣5分，架头放置位置正确，违反扣5分；对中整平：对中期对 

准地面标识，没对中扣 5 分，水准器气泡不超过水准器刻画一格， 

违反扣 5 分；瞄准：使用粗瞄准器瞄准目标，使用物镜调焦螺旋和 

目镜调焦螺旋瞄准目标，未完成扣 5 分；观测顺序：盘左顺时针， 

违反扣5 分；归零：回到起始点，违反扣5 分。计算和误差25 分， 

半测回差值在允许范围之内，不满足扣5分；计算不正确，每空扣2 

分；最终角度计算错误，扣1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 其中考场纪律 。  10分 职业素 、 

养仪器和爱护情况5 分。 

模块五矿山安全及隐患分析 

5‐1 安全检查表的编制及使用 

（1）任务描述 

拟用安全检查表法对学生宿舍进行安全检查，分析存在的隐患 

及提出整改措施 检查 。 项目包括用电及环境、消防管理 宿舍管理 、 

等方面的内容 

（2）实施条件 

安全系统工程教材；安装有 word/excel 的电脑或者绘表工具， 

笔，纸。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10%。主要是表头涉及内容评



17 

价。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80%。用电及环境分析评分 30 

分、消防及管理分析评分30 分、宿舍管理评分2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10%，具有认真 严谨的职业 、 

素养10 分。 

5‐2 地下矿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 

（1）任务描述 

拟用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方法对矿山容易出现事故的作业地点 

进行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 

（2）实施条件 

矿山安全生产教材，矿山类相关知识的学习，安装有word/excel 

的电脑或者绘表工具，笔，纸。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10%。主要是评价对象评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80%。潜在危险评分20 分、风 

险值评分30 分、风险等级判定评分10 分 结论评分 、  2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10%，认真 严 、 谨的职业素 

养。 

5‐3 矿山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危害及其防治措施 

（1）任务描述 

对矿山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主要危害进行分析并提出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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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矿山安全生产教材，安装有 word/excel 的电脑或者绘表工具， 

笔，纸。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10%。主要是危害种类评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80%。产生原因评分20 分、具 

体危害评分30 分、防治措施评分3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10%，认真 严谨的职业素 、 

养。 

5‐4 灭火器的具体操作流程 

（1）任务描述 

矿山生产过程中较容易出现火灾事故，拟通过此题目考核灭火 

器操作。 

（2）实施条件 

灭火器一支，火源。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10%。主要是灭火器的种类。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80%  灭火器操作 。  40 分 灭火 、 

效果4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10%，认真 严谨的职业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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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二、核心技能考核题库 

模块一矿山爆破设计 

1‐1 地下矿平巷爆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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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 安装 、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 25 分 其中标题占 。  5 分，设计规范 5 

分，文字标注5分，CAD图纸的比例尺正确5分，文件命名及保存5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 60 分 其中设计出合理的掏槽眼形状 。 

10 分；设计出合理的炮孔数量 10；CAD 中画出巷道断面图10 分； 
CAD中画出掏槽眼形状10分；画出辅助眼5分；画出周边眼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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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出巷道炮孔布置三视图1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 分 其中考场纪律 。  5 分，工作态 

度严5 分，设计考虑到经济可行性 技术可行性 、  5 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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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 安装 、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 25 分 其中标题占 。  5 分，设计规范 5 

分，文字标注5分，CAD图纸的比例尺正确5分，文件命名及保存5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60分 其中正确设计出炮孔深度 。  10分； 

读出各类炮孔眼距 数量 、  10 分；正确计算单孔装药量5 分；正确计 

算总装药量5分；正确计算雷管数量10分；设计起爆顺序合理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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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CAD 绘制出炮孔布置图1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 分 其中考场纪律 。  5 分，工作态 

度严5 分，设计考虑到经济可行性 技术可行性 、  5 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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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 安装 、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 25 分 其中标题占 。  5 分，设计规范 5 

分，文字标注5分，CAD图纸的比例尺正确5分，文件命名及保存5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 60 分 其中设计出合理的掏槽眼形状 。 

10 分；设计出合理的炮孔数量10 分；CAD 中画出巷道断面图10 分； 
CAD中画出掏槽眼形状10分；画出辅助眼5分；画出周边眼5分； 

画出巷道炮孔布置三视图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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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 分 其中考场纪律 。  5 分，工作态 

度严5 分，设计考虑到经济可行性 技术可行性 、  5 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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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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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 25 分 其中标题占 。  5 分，设计规范 5 

分，文字标注5分，CAD图纸的比例尺正确5分，文件命名及保存5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60 分 其中选择合适的钻孔形式 。  2 分 

和布孔形式3 分；计算确定爆破参数10 分，包括孔径 孔深 超深 、 、 、 

孔深 孔间距 排间距等；根据计算出的爆破参数，绘出炮孔布置 、 、 

示意图5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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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选择合适的起 

爆方式 网络敷设形式，绘出 、 爆破网络敷设图10 分，要求布设5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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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每排8 个孔；计算确定安全距离和警戒范围1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 分 其中考场纪律 。  5 分，工作态 

度严5 分，设计考虑到经济可行性 技术可行性 、  5 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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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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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 25 分 其中标题占 。  5 分，设计规范 5 

分，文字标注5分，CAD图纸的比例尺正确5分，文件命名及保存5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60 分 其中选择合适的钻孔形式 。  2 分 

和布孔形式3 分；计算确定爆破参数10 分，包括孔径 孔深 超深 、 、 、 

孔深 孔间距 排间距等；根据计算出的爆破参数，绘出炮孔布置 、 、 

示意图5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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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选择合适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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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方式 网络敷设形式，绘出爆破网络敷设图 、  10 分，要求布设5 排 

孔，每排8 个孔；计算确定安全距离和警戒范围1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 分 其中考场纪律 。  5 分，工作态 

度严5 分，设计考虑到经济可行性 技术可行性 、  5 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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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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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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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 25 分 其中标题占 。  5 分，设计规范 5 

分，文字标注5分，CAD图纸的比例尺正确5分，文件命名及保存5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60 分 其中选择合适的钻孔形式 。  2 分 

和布孔形式3 分；计算确定爆破参数10 分，包括孔径 孔深 超深 、 、 、 

孔深 孔间距 排间距等；根据计算出的爆破参数，绘出炮孔布置 、 、 

示意图5分；选择合适的炸药类型3分 装药结构类型 、  2分；计算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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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长度5分及单孔药量5分等，绘出装药结构图5分；选择合适的起 

爆方式 网络敷设形式，绘出爆破网络敷设图 、  10 分，要求布设5 排 

孔，每排8 个孔；计算确定安全距离和警戒范围1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 分 其中考场纪律 。  5 分，工作态 

度严5 分，设计考虑到经济可行性 技术可行性 、  5 分。 

模块二矿山井巷施工设计 

2‐1 某矿运输平巷断面尺寸计算 

（1）任务描述 

某金属矿单轨运输平巷，穿过稳固岩层 巷道选用直墙圆弧拱， 。 

拱高为1/3B0，采用3吨架线式电机车（长2980mm，宽980mm，高 
1550mm，轨距 600mm），牵引YFC0.7 型翻转式矿车（长 1650mm， 

宽980mm，高1050mm，轨距600mm）运输 通过该巷道涌水量 。  80 

米 3 /小时，风量 18 米 3 /秒；巷道内设两条动力电缆 三条通讯及照 、 

明电缆，一条100mm压风管（法兰盘直径215mm）和一条50mm水 

管，请计算该巷道直线段的断面尺寸 平巷坡度 。  3‰。 

要求：计算该平巷直线段断面的宽度 拱 、 高 墙高并进行风速 、 

验算。

（2）实施条件 

教材、设计手册等参考资料、网络资源、计算器 纸 笔 、 、 。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25%。主要是计算公式应用。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60%。相关参数选取35 分、各



26 

参数计算25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15%。卷面工整 字迹清晰 、  5 

分、考场纪律10 分。 

2‐2 某矿箕斗斜井断面尺寸计算 

（1）任务描述 

某金属矿单轨箕斗斜井，设计坡度300，选用直墙圆弧拱，拱高 

为1/4B0  井筒内不布置管路和电缆，人行道与水沟同侧 巷道穿过 。 。 

稳固的岩层 采用容积为 。  2.5m 3 箕斗提升（箕斗长 3968mm，宽 
1406mm，高1280mm，轨距1100mm） 巷道风量 。  24 米 3 /秒； 

要求：计算该斜井断面的宽度 拱高 墙高并进行风速验算； 、 、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绘制斜井外形断面图并标注尺寸。 

（2）实施条件 

教材、设计手册等参考资料、网络资源、安装有CAD 软件的计 

算机、计算器 纸 笔 、 、 。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25%。主要是计算公式应用。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60%。相关参数选取20 分、各 

参数计算20 分、断面图的绘制2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15%。卷面工整、制图规范 5 
分、考场纪律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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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图解法求竖井近似直径 

（1）任务描述 

某金属矿竖井为双罐笼井，采用钢性罐道 相关参数如下：罐 。 

笼尺寸：长 1800mm，宽 1490mm。1、2 号罐道梁之间的中心距离 
L1 及1、3 罐道梁之间的中心距离L2 均为2122mm，梯子间短边梁 

中心线与井壁的交点至梯子主梁中心线间距 M=1338mm；梯子间两 

外边次梁中心线间距 H=1644mm；梯子间短边次梁中心至井筒中心 

线的距离N=1300mm，罐笼与容器间的安全最小间隙 b 为150mm， 

罐笼拐角收缩尺寸∆x=0。 

要求：用图解法求竖井近似直径，并标注相关尺寸。 

（2）实施条件 

教材、设计手册等参考资料、网络资源、安装有CAD 软件的计 

算机、计算器 纸 笔 、 、 。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25%。主要是计算公式应用。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60%。相关参数选取20 分、各 

参数计算20 分、断面图的绘制2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15%  图形 。 布局合理、制图规 

范5 分、考场纪律10 分。 

2‐4 计算、确定某运输平巷各工序所需的作业时间 

（1）任务描述 

某施工队准备施工一运输平巷，已知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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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断面为直墙 1/3 三心拱，巷道宽和高均为 4.2m  工作面采 。 

用２台YT28凿岩机同时作业，凿岩机台时效率20m/h（考虑了换钎、 

开眼等影响时间），每循环凿岩炮孔 40 个，总长度为 95.3m，钻眼 

和装岩顺序作业； 

装药联线所需时间2.5min/个炮孔，工作面２组人装药； 

用P30耙斗装岩机装岩，配1.1m3矿车运输，耙斗装岩机实际生 

产率（实体岩石）13m3/h； 

计算过程中不考虑支护因素； 

该矿山采用三八工作制 “ ” ； 

要求：根据以上条件，计算该运输平巷掘进一个循环各工序所 

需的时间。 

（2）实施条件 

教材、设计手册等参考资料、网络资源、安装有CAD 软件的计 

算机、计算器 纸 笔 、 、 。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25%。主要是计算公式应用。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60%。相关参数选取20 分、各 

参数计算20 分、断面图的绘制2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15%。卷面工整、字迹清晰 5 
分、考场纪律10 分。 

2‐5 编制某天井掘进施工循环作业图表 

（1）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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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垂直天井高 60m，掘进断面为 2m×1.5m，采用普通法掘进。 

天井分为两间，一间架设梯子上下人员，一间存放爆下岩石。1 台 
7655 型凿岩机打眼，浅孔爆破 炮孔个数 。  14 个 平均孔深 。  1.67m， 

每循环进尺1.5m  天井采用木支护，间距 。  1.5m。 

已知条件如下：准备时间1小时；凿岩时间：5小时；装药 联 、 

线 爆破时间： 、  1 小时；通风：3 小时；出渣：掘进岩石通过下部漏 

斗放出，需时2小时，出渣工作在通风1小时后开始进行，与通风平 

行作业；支护 架设凿岩工作台： 、  6小时；每天一循环，每循环一掘 

一支。

要求：根据以上条件，编制该天井掘进循环图表。 

（2）实施条件 

教材、设计手册等参考资料、网络资源、安装有CAD 软件的计 

算机、计算器 纸 笔 、 、 。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25%。主要是计算公式应用。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60%  工序前后 。 顺序选取20 分、 

各工序衔接20 分、断面图的绘制2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15%。卷面工整、制图规范 5 
分、考场纪律10 分。 

2‐6 编制某斜井掘进施工循环作业图表 

（1）任务描述 

某斜井倾角250，斜长945m  掘进断面积 。  14.06m2，5 台YT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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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凿岩机打眼，浅孔爆破 炮孔个数 。  63 个 平均孔深 。  2.52m，每循 

环进尺 2.2m  出渣使用双滚筒 。  3m 绞车，63 箕斗双钩提升，配备二 

台0.353 扒装机 选用 。  ZGPV 型喷浆机。 

已知条件如下：准备时间：0.5 小时凿岩时间：2.5 小时；装药、 

联线 爆破时间： 、  1小时；通风：0.5小时；排危 出渣： 、  3.5小时； 

喷射混凝土：8 小时；斜井施工实行三八作业制，每天一循环，每 “ ” 

循环二掘一喷（喷射混凝土）。 

要求：根据以上条件，编制该天井掘进循环图表。 

（2）实施条件 

教材、设计手册等参考资料、网络资源、安装有CAD 软件的计 

算机、计算器 纸 笔 、 、 。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25%。主要是计算公式应用。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60%  工序前后 。 顺序选取20 分、 

各工序衔接20 分、断面图的绘制2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15%。卷面工整、制图规范 5 
分、考场纪律10 分。 

模块三矿山井巷通风设计及参数测定 

3‐1 测定矿井大气压力参数 

（1）任务描述 

运用空盒气压计 水银气压计 数字气压计测定大气压力参数 、 、 。 

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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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熟悉空盒气压计 水银气压计 数字气压计测定大气压力的 、 、 

基本步骤； 

掌握对空盒气压计测定大气压力的读数进行刻度订正 温度订 、 

正和补充订正； 

能将测定大气压力的数值换算成kPa 计入报告中。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实训室上完成的，要求实训室上有空盒气 

压计 水银气压计 数字气压计，并配备计算器 、 、 。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为 25  分。其中认识空盒气压计（5 

分） 水银气压计（ 、  5 分） 数字 、 气压计（5 分） 对空盒气压计读 、 

数进行刻度订正 温度订正和补充订正（ 、  10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为 60 分，其中正确使用空盒气压计测 

定大气压力 3 次（15 分），正确使用水银气压计测定大气压力 3 次 

（15 分），正确使用数字气压计测定大气压力3 次（15 分），计算 

以上三次各自的平均值（5 分），将其数值换算成 kPa 计入报告中 

（1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其中考场纪律10分 设备 、 爱 

护情况5 分。 

3‐2 测定矿井空气湿度参数 

（1）任务描述 

要求使用手摇湿度计测定空气相对湿度参数 具体要求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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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熟悉手摇湿度计测定空气相对湿度的基本步骤； 

掌握手摇湿度计测量的干温度和湿温度换算绝对温度； 

能将测定空气湿度的数值计入报告中。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实训室上完成的，要求实训室上有手摇湿 

度计，并配备计算器。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为 25 分。其中认识手摇湿度计（10 

分） 正确对手摇湿度计读数（ 、  15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为 60 分，其中正确使用手摇湿度计测 

定空气干温度3次（15分），并计算平均值（5分），正确使用手摇 

湿度计测定大气湿温度3次（15分），并计算平均值（5分），将温 

度换算绝对温度（10 分），其数值计入报告中（1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其中考场纪律10分 设备 、 爱 

护情况5 分。 

3‐3 测定矿井卡他度和风速参数 

（1）任务描述 

要求使用干卡他计测定空气干卡他度参数，温度计测定环境温 

度，利用相关公式计算空气风速参数 具体要求如下： 。 

能熟悉干卡他计测定空气干卡他度的基本步骤，熟悉温度计测 

定环境温度的基本步骤； 

掌握利用相关公式计算空气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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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将测定空气湿度的数值计入报告中。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实训室上完成的，要求实训室上有干卡他 

计，温度计，并配备计算器和秒表。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为25分。其中认识干卡他计（10分）、 

正确对仪器设备读数（15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为60分，其中在温度由38 下降到 °  35° 

的一定时间内，正确使用干卡他计测定空气干卡他度 3 次（15 分）， 

并计算平均值（5分），正确使用温度计测定空气温度3次（15分）， 

并计算平均值（10 分），在干卡他计上正确读取卡他常数（5 分）， 

利用相关公式正确计算空气平均风速（5 分），其数值计入报告中 

（1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其中考场纪律10分 设备 、 爱 

护情况5 分。 

3‐4 选择矿井回风巷道掘进通风系统 

（1）任务描述 

某矿山回风巷道在掘进施工，掘进断面为4m2，长6米，宽2米， 

采用爆破掘进，一次爆破炸药量炸为 4kg，运用CAD 绘图软件，结 

合矿井通风与防尘所学的知识，绘制矿井回风巷道掘进通风系统图。 

具体要求如下： 

能熟悉CAD 软件的基本操作，掌握CAD 软件的绘图命令 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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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命令 标注命令 编辑命令等绘图命令； 、 、 

能正确选择矿井通风系统，绘制矿井通风系统图； 

能计算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射程 LS，计算回风巷道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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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纸清晰 表达规范合理 图名以专业 、 、  +姓名+学校命名，保存 
2004 版的(.dwg)格式。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要求计算机机房进行， 

计算机上安装有CAD 软件，并能流畅运行，且版本不低于2007。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为25 分。其中标题占5 分 尺寸 、 标注 
6 分 数字 、 和文字注释14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为 60 分，其中画出通风机启动装置到 

回风巷道的距离L（5分），画出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射程LS 

（10分），画出风筒的长度（5分），画出风筒直径（5分），画出 

风筒类型（5 分），画出风流的方向（5 分），按排出炮烟计算回风 

巷道掘进通风所需的风量 Q（10  分），计算风筒的风阻 R（15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其中考场纪律10分 设备 、 爱 

护情况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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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选择矿井石门掘进通风系统 

（1）任务描述 

某矿山石门在掘进施工，掘进断面为5m2，长8米，宽2.5米， 

采用爆破掘进，一次爆破炸药量炸为 5kg，运用CAD 绘图软件，结 

合矿井通风与防尘所学的知识，绘制矿井石门掘进通风系统图 具 。 

体要求如下： 

能熟悉CAD 软件的基本操作，掌握CAD 软件的绘图命令 修 、 

改命令 标注命令 编辑命令等绘图命令； 、 、 

能正确选择矿井通风系统，绘制矿井通风系统图； 

能计算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吸程LX，计算石门掘进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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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纸清晰 表达规范合理 图名以专业 、 、  +姓名+学校命名，保存 
2004 版的(.dwg)格式。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要求计算机机房进行， 

计算机上安装有CAD 软件，并能流畅运行，且版本不低于2007。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为25 分。其中标题占5 分 尺寸 、 标注 
6 分 数字 、 和文字注释14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为 60 分，其中画出通风机启动装置到 

石门的距离 L（5 分），画出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吸程 LX 
（10分），画出风筒的长度（5分），画出风筒直径（5分），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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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筒类型（5 分），画出风流的方向（5 分），按排出炮烟计算石门 

掘进通风所需的风量Q（10 分），计算风筒的风阻R（15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其中考场纪律10分 设备 、 爱 

护情况5 分。 

3‐6 选择矿井进风巷道掘进通风系统 

（1）任务描述 

某矿山进风巷道在掘进施工，掘进断面为6m2，长9米，宽3米， 

采用爆破掘进，一次爆破炸药量炸为 5kg，运用CAD 绘图软件，结 

合矿井通风与防尘所学的知识，绘制矿井进风巷道掘进通风系统图。 

具体要求如下： 

能熟悉CAD 软件的基本操作，掌握CAD 软件的绘图命令 修 、 

改命令 标注命令 编辑命令等绘图命令； 、 、 

能正确选择矿井通风系统，绘制矿井通风系统图； 

能计算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射程 LS，计算进风巷道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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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纸清晰 表达规范合理 图名以专业 、 、  +姓名+学校命名，保存 
2004 版的(.dwg)格式。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要求计算机机房进行， 

计算机上安装有CAD 软件，并能流畅运行，且版本不低于2007。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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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为25 分。其中标题占5 分 尺寸 、 标注 
6 分 数字 、 和文字注释14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为 60 分，其中画出通风机启动装置到 

进风巷道的距离L（5分），画出从风筒出口到转向点的有效射程LS 

（10分），画出风筒的长度（5分），画出风筒直径（5分），画出 

风筒类型（5 分），画出风流的方向（5 分），按排出炮烟计算进风 

巷道掘进通风所需的风量 Q（10  分），计算风筒的风阻 R（15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其中考场纪律10分 设备 、 爱 

护情况5 分。 

模块四露天矿山开采设计 

4‐1 露天矿台阶高度的计算 

（1）任务描述 

某露天铁矿拟采用 WP4（长）挖掘机采装矿岩，设计工作台阶 

坡面角为 70 ，使用铁路机车运输车辆高度为 °  3.4 米，采用上装车， 

线路中心至台阶坡顶线的间距为3.5米，挖掘机在最大卸载高度时的 

卸载半径为 16.8 米，挖掘机站立水平的挖掘半径为 8 米，试计算合 

理的台阶高度。 

具体要求：掌握具体计算公式 

（2）实施条件 

教材 计算器 纸 笔 、 、 、 。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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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25%。主要是计算公式应用。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60%  参数 。 选取30 分 高度确 、 

定3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15%  卷面工整 。  5 分、考场纪 

律10 分 

4‐2 经济合理剥采比的确定 

（1）任务描述 

已知某露天矿矿石开采直接成本为 15 元/t，岩石剥离成本约为 
10元/m3，如果采用地下开采，则采矿直接成本约为60元/t，矿石密 

度为2.8t/m3,试用成本比较法求露天开采经济合理剥采比。 

具体要求：掌握露天采出矿石成本等于地下采出矿石成本的原 

则，掌握公式的运用。 

（2）实施条件 

教材 计算器 纸 笔 、 、 、 。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25%。主要是计算公式应用。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60%  参数 。 选取30 分 剥采比 、 

确定3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15%  卷面工整 。  5 分、考场纪 

律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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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排土场位置选择 

（1）任务描述 

一个矿山可在采场附近设置一个或多个排土场，根据采场内剥 

离岩土的分布情况，可以实行分散或集中排土，通常采用线性规划 

方法对排弃物料的流向 流量进行平面规划和竖向规划 、 。那么如何 

规划排土场位置才能达到最佳的经济效益呢？ 

具体要求：掌握排土场位置选择的原则。 

（2）实施条件 

教材 纸 笔 、 、 。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25%。主要是排土场的基本知 

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60%  选取原则 。 一个1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15%  卷面工整 。  5 分、考场纪 

律10 分 

4‐4 采装作业环节中应该停止生产的情况 

（1）任务描述 

在露天矿开采中，采装作业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涉及到很多 

安全事项 在该生产环节中需要严格遵守国家关于采装作业的安全 。 

内容 那么，如果你是否能判断出当哪些情况出现会影响采装作业 。 

安全？

具体要求：能根据采装过程中出现的意外情况判断是否需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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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作业并退回到安全地点。 

（2）实施条件 

教材 纸 笔 、 、 。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25%。主要是采装作业知识及 

安全。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60%。采装情况分析30 分、制 

定合理的解决方案3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15%  卷面工整 。  5 分、考场纪 

律10 分 

4‐5 露天开采大气污染防治技术 

（1）任务描述 

露天矿山在开采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废水及汞 砷 、 、 

镉等有害物质，在部分省份，废渣，尾矿对大气的污染相当严重， 

一些有色金属矿山的粉尘含量超标十多倍甚至几十倍，因此需要讨 

论露天开采大气污染防治技术。 

具体要求：能根据不同的矿山采用相适应的露天开采大气污染 

防治技术。 

（2）实施条件 

教材 纸 笔 、 、 。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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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25%。主要是大气污染防治知 

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60%  选取原则 。  6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15%  卷面工整 。  5 分、考场纪 

律10 分 

4‐6 自卸汽车运输的优缺点 

（1）任务描述 
20世纪50年代以来，自卸汽车运输在露天开采中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 它既可作为单一运输方式，又可与其他运输设备组成联合运 。 

输方式 既有优点又有缺点 。 。 

具体要求：根据自卸汽车运输的优缺点，结合矿山实际判断可 

采用单一运输还是联合运输方式。 

（2）实施条件 

教材 纸 笔 、 、 。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25%。主要是矿山运输机械。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60%  优点 。  30分 缺点 、  30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占比为 15%  卷面工整 。  5 分、考场纪 

律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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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五地下矿山开采设计 

5‐1 某铅锌矿山开拓方式选择 

（1）任务描述 

开采条件：某铅锌矿体走向北西向，倾向南西，倾角70°，矿体 

厚度2 米，走向长度400 米，矿体开采标高9001100 米，矿体附近 

北东方向地形较低，最低为 850 米，矿岩质量主要为块状坚硬岩组， 

力学强度稳固； 

选择合理的岩石移动角 矿床开拓方式 、 、并绘制开拓方法 CAD 
示意图； 

图纸清晰 表达规范合理 、 、图名以专业+姓名+学校命名，保存 
2004 版的(.dwg)格式。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要求计算机机房进行， 

计算机上安装有CAD 软件，并能流畅运行，且版本不低于2007。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为25 分。其中标题占5 分 尺寸 、 标注 
6 分 数字 、 和文字注释9 分、文件命名及保存5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为60分，其中合理的开拓方式10分、 

岩石移动角10 分、开拓系统示意图的绘制4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其中考场纪律10分 设备 、 爱 

护情况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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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某金矿山开拓方式选择 

（1）任务描述 

开采条件：某金矿体走向南北向，倾向东，倾角50°，矿体厚度 
1.5 米，走向长度300 米，矿体开采标高600800 米，矿体附近南西 

方向地形较低，最低为 850 米，矿岩质量主要为块状坚硬岩组，力 

学强度稳固； 

选择合理的岩石移动角 矿床开拓方式 、 、并绘制开拓方法 CAD 
示意图； 

图纸清晰 表达规范合理 、 、图名以专业+姓名+学校命名，保存 
2004 版的(.dwg)格式。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要求计算机机房进行， 

计算机上安装有CAD 软件，并能流畅运行，且版本不低于2007。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为25 分。其中标题占5 分 尺寸 、 标注 
6 分 数字 、 和文字注释9 分、文件命名及保存5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为60分，其中合理的开拓方式10分、 

岩石移动角10 分、开拓系统示意图的绘制4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其中考场纪律10分 设备 、 爱 

护情况5 分。 

5‐3 某铜矿山开拓方式选择 

（1）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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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条件：某铜矿体走向东西向，倾向北，倾角60°，矿体厚度 
10米，走向长度800米，矿体开采标高500900米，矿体附近南方向 

地形较低，最低为 1000 米，矿岩质量主要为块状坚硬岩组，力学强 

度稳固； 

选择合理的岩石移动角 矿床开拓方式 、 、并绘制开拓方法 CAD 
示意图； 

图纸清晰 表达规范合理 、 、图名以专业+姓名+学校命名，保存 
2004 版的(.dwg)格式。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要求计算机机房进行， 

计算机上安装有CAD 软件，并能流畅运行，且版本不低于2007。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为25 分。其中标题占5 分 尺寸 、 标注 
6 分 数字 、 和文字注释9 分、文件命名及保存5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为60分，其中合理的开拓方式10分、 

岩石移动角10 分、开拓系统示意图的绘制4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其中考场纪律10分 设备 、 爱 

护情况5 分。 

5‐4 某铅锌矿采矿方法的选择 

（1）任务描述 

开采条件：某铅锌矿体热液型成矿，属急倾斜极薄至薄矿体， 

矿体倾角70°，矿体厚度1.5米，走向长度150米，倾向延伸8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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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藏较浅，矿体及顶 底板围岩均较稳固 、 ，矿山生产能力 10 万吨/ 

年。 

选择合理的采矿方法、并介绍该采矿方法的矿块结构参数 采 、 

准 切割及回采生产 、 工艺 绘制 、 标准矿块的采矿方法CAD 示意图； 

图纸清晰 表达规范合理 、 、图名以专业+姓名+学校命名，保存 
2004 版的(.dwg)格式。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要求计算机机房进行， 

计算机上安装有CAD 软件，并能流畅运行，且版本不低于2007。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为25 分。其中标题占5 分 尺寸 、 标注 
6 分 数字 、 和文字注释9 分、文件命名及保存5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为60分，其中合理的采矿方法10分、 

矿块结构参数 10、采准切割工程 10 分、回采工艺 10 分，标准矿块 
CAD 示意图2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其中考场纪律10分 设备 、 爱 

护情况5 分。 

5‐5 某金矿采矿方法的选择 

（1）任务描述 

开采条件：某金矿矿体倾角30°，矿体倾向北，走向东西，走向 

长度500米，矿体厚度1.5米，埋深200米，倾向延伸150 米，矿体 

及顶 底板围岩 、 中等稳固，地表允许陷落，矿山生产能力 1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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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选择合理的采矿方法、并介绍该采矿方法的矿块结构参数 采 、 

准 切割及回采生产 、 工艺 绘制 、 标准矿块的采矿方法CAD 示意图； 

图纸清晰 表达规范合理 、 、图名以专业+姓名+学校命名，保存 
2004 版的(.dwg)格式。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要求计算机机房进行， 

计算机上安装有CAD 软件，并能流畅运行，且版本不低于2007。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为25 分。其中标题占5 分 尺寸 、 标注 
6 分 数字 、 和文字注释9 分、文件命名及保存5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为60分，其中合理的采矿方法10分、 

矿块结构参数 10、采准切割工程 10 分、回采工艺 10 分，标准矿块 
CAD 示意图2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其中考场纪律10分 设备 、 爱 

护情况5 分。 

5‐6 某钨矿采矿方法的选择 

（1）任务描述 

开采条件：某钨矿矿体倾角60°，矿体倾向南，走向东西，走向 

长度600米，矿体厚度1米，埋深100米，倾向延伸120米，矿体及 

顶 底板围岩稳固 、 ，地表不允许陷落，矿山生产能力10 万吨/年。 

选择合理的采矿方法、并介绍该采矿方法的矿块结构参数 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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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切割及回采生产 、 工艺 绘制 、 标准矿块的采矿方法CAD 示意图； 

图纸清晰 表达规范合理 、 、图名以专业+姓名+学校命名，保存 
2004 版的(.dwg)格式。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要求计算机机房进行， 

计算机上安装有CAD 软件，并能流畅运行，且版本不低于2007。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为25 分。其中标题占5 分 尺寸 、 标注 
6 分 数字 、 和文字注释9 分、文件命名及保存5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为60分，其中合理的采矿方法10分、 

矿块结构参数 10、采准切割工程 10 分、回采工艺 10 分，标准矿块 
CAD 示意图2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其中考场纪律10分 设备 、 爱 

护情况5 分。 

三、拓展技能考核题库 

模块一矿山项目管理 

1‐1 某铁矿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图设计 

（1）任务描述 

拟建一个某铁矿矿业项目，项目总投资 8 亿元 矿区内大面积 。 

出露的是辽河群大石桥组白云质大理石岩和长英质板岩，运用 CAD 
绘图软件，结合矿山项目管理所学的知识，绘制该矿山项目生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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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流程图 具体要求如下： 。 

能熟悉CAD 软件的基本操作，掌握CAD 软件的绘图命令 修 、 

改命令 标注命令 编辑命令等绘图命令； 、 、 

能正确绘制矿山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图； 

具有一定的矿山组织管理能力； 

图纸清晰 表达规范合理 图名以专业 、 、  +姓名+学校命名，保存 
2004 版的(.dwg)格式。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要求计算机机房进行， 

计算机上安装有CAD 软件，并能流畅运行，且版本不低于2007。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为25 分。其中标题占5 分 尺寸 、 标注 
6 分 数字 、 和文字注释14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为 60 分，其中图形布局合理规范（10 

分），画出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图中各项项目名称（50 分），少画一 

个扣4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其中考场纪律10分 设备 、 爱 

护情况5 分。 

1‐2 某铅锌矿光面爆破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图设计 

某铅锌矿 1#采场需要进行光面爆破项目作业施工管理，该采场 

岩石质量主要为中等稳固致密岩石，力学强度和稳固性好，f=810， 

矿体地表无出露，矿体走向控制长约85m，倾向控制深度约4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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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似层状 脉状和透镜状，运用 、  CAD 绘图软件，结合矿山项目管理 

所学的知识，绘制该矿山光面爆破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图 具体要求 。 

如下：

能熟悉CAD 软件的基本操作，掌握CAD 软件的绘图命令 修 、 

改命令 标注命令 编辑命令等绘图命令； 、 、 

能正确绘制矿山光面爆破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图； 

具有一定的矿山组织管理能力； 

图纸清晰 表达规范合理 图名以专业 、 、  +姓名+学校命名，保存 
2004 版的(.dwg)格式。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要求计算机机房进行， 

计算机上安装有CAD 软件，并能流畅运行，且版本不低于2007。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为25 分。其中标题占5 分 尺寸 、 标注 
6 分 数字 、 和文字注释14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为 60 分，其中图形布局合理规范（10 

分），画出矿山光面爆破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图中各项项目名称（50 

分），少画一个扣4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其中考场纪律10分 设备 、 爱 

护情况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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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矿山数字建模 

2‐1 利用 DMINE 软件建立某铅锌矿体三维模型 

某铅锌矿体分布在矿区北西侧的 F52 逆断裂带裂隙内，矿体地 

表无出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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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钻 。 

孔数据以及探槽数据 地质剖面数据等数据，结合矿山数字化技术 、 

所学的知识，利用DMINE软件建立某铅锌矿体三维模型 具体要求 。 

如下：

能熟悉DMINE 软件的基本操作，掌握DMINE 软件的绘图命令、 

修改命令 标注命令 编辑命令等绘图命令； 、 、 

能正确建立某铅锌矿体三维模型； 

具有一定的矿山组织管理能力； 

图纸清晰 表达 、 规范合理 图名以专业 、  +姓名+学校命名，保存 
DMine 块体模型文件的(.blk )格式。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要求计算机机房进行， 

计算机上安装有DMINE软件，配置CPU3.0G，内存2G，显存256G， 

硬盘80G 以上，能流畅运行。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为25 分。其中标题占5 分、标注6 分、 

数字和文字注释1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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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为60分，其中通过 Excel 将钻孔数据 

以及探槽数据 地质剖面数据等数据按照规则的表格录入（ 、  10 分）； 

创建和存储在数据库中（10 分）；通过不同属性的颜色设置显示多 

个工程的地质岩性、 品位 轨迹和深度等数据信息（ 、  10分）；按照 

标高生成平面或沿勘探线形成剖面（10  分）；圈定矿岩界线（10 

分）；通过平/剖面在空间圈定的矿岩界线 构造线和水位线，运用 、 

DMine 软件中的DTM 算法，对矿体构建三维模型（1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其中考场纪律10分 设备 、 爱 

护情况5 分。 

2‐2 利用 DMINE 软件建立某矿山巷道三维模型 

某矿山200m 中段运输巷道断面形状为拱形，其断面宽度约为 
3.9米，拱高度为4.2米，围岩坚固，普氏系数为1214  每次穿爆长 。 

度为 2 米，采用一次成型，周边采用光面爆破 根据井巷工程数据， 。 

结合矿山数字化技术所学的知识，利用 DMINE  软件建立该矿山 
200m中段4 米长巷道三维模型 具体要求如下： 。 

能熟悉DMINE 软件的基本操作，掌握DMINE 软件的绘图命令、 

修改命令 标注命令 编辑命令等绘图命令； 、 、 

能正确建立某矿山巷道三维模型； 

具有一定的矿山组织管理能力； 

图纸清晰 表达规范合理 图名以专业 、 、  +姓名+学校命名，保存 
DMine 块体模型文件的(.blk )格式。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要求计算机机房进行， 

计算机上安装有DMINE软件，配置CPU3.0G，内存2G，显存25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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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80G 以上，能流畅运行。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基础知识考核：该项考核为25 分。其中标题占5 分、标注6 分、 

数字和文字注释14 分。 

专业技能考核：该项考核为 60 分，其中根据井巷工程数据正确 

绘制巷道断面（10 分）；确定形状控制点的数量（10 分）；绘制前 

后断面的控制中心点 端点和顶点（ 、  10 分）；连接前后断面的控制 

中心点 端点和顶点（ 、  10 分）；连接前后断面的形状控制点与控制 

中心点（10 分）；通过生成的三维网格体，运用 运用 DMine 软件 

中的DTM 算法，对巷道构建三维模型（10 分）。 

职业素养考核：该项考核为15分，其中考场纪律10分 设备 、 爱 

护情况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