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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坚持以“担

当、使命、履职”为己任，坚定“除隐患、保安全、促发

展”的政治方向，切实强化枪爆、危险品管理。全市各

地公安机关治安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市局和支队决策

部署，紧紧围绕建党100周年安保主题主线，紧密结

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我为企业解难题”、“数字

化”改革及“三能”实践活动，扎实开展危险物品治安

管理工作，实现“不打响、不炸响、不流失、不发生重大

事故”，取得明显成效。

（一）推动危险物品精准闭环管控。

1、强化建章立制。市局治安支队牵头组织全市

民爆专家，以遂昌“矿山民爆配送管理规范经验”为基

础，制定出台《全市矿山爆破作业及民爆物品闭环管

理五条措施》，“叶磊危爆防控工作室”挂牌成立，运用

“互联网+远程监管”的五字工作法，专人巡查全市爆

破许可项目和民爆储存库30个、12轮次，发现整改隐

患85处，指导缙云、青田、景宁、云和共查处违规爆破

案件4起、罚款76万元、行政拘留5人。

2、扎实提升业务能力水平。市局治安支队会同

生态、应急部门，指导各地治安部门对枪支、民爆、烟

花、剧毒、易制爆、放射源从业单位联合开展交叉式的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支队在莲都、丽水开发区等

地危险物品从业单位内试点设置公安机关教学实操

实训点2个，提升民警现场安全检查、辨识消除隐患

能力；支队组织2021年度丽水市新爆破作业人员考

核248人次，管制刀具模块民警业务培训52人次、危

险物品数字化业务培训和比武活动，松阳、缙云、云

和、龙泉、莲都、庆元获得佳绩。

（二）依托枪爆专项行动严打严治。

督促落实省枪爆联席会议重点任务。市联席办

统筹开展“清雷”系列、民用枪支专项排查整治、公务用

枪百日专项排查整治、非法枪爆物品清查收缴、爆炸

坚定坚定““除隐患除隐患、、保安全保安全、、促发展促发展““的政治方向的政治方向
切实强化枪爆切实强化枪爆、、危险物品管理危险物品管理

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坚持以“担当、使命、履职”为己任

12月 16日，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在云和华宏钢铁厂组织开展全市集中统一销毁枪支和管制刀具活动，活动共销毁了

143支非法枪支、688支报废公务枪支、管制刀具 5200余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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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物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专项行动。全市各地

共检查枪爆物品从业单位2512家次，整改安全隐患

215处，清查收缴各类枪支18支、索类火工品360米、

管制器具3642把，烟花爆竹954箱，破获涉枪涉爆刑

事案件18起、起诉25人，缴获涉案火药枪24支，行政

处罚涉枪人员19人、违规燃放烟花爆竹63人、移交非

法经营烟花案件3起。龙泉、景宁、莲都、遂昌涉枪案

件起诉人数、缴获火药枪战果较多，莲都、龙泉起诉涉

危刑事案件2起、起诉2人，支队、云和、开发区分别安

全完成全市枪支弹药、管制器具熔炉销毁活动1场、爆

炸法销毁活动3场，销毁非法枪支143支、报废公务枪

支688支、管制刀具5200余把，废旧过期弹药24000

余发，过期催泪弹、痛快弹14000余发，切实消除枪爆

风险隐患；龙泉剑池派出所刀剑三链管控工作法、景

宁治安大队护航山区民爆工程做法被公安部联席办

简报录用1篇、中国警察网发布1篇；

12月 22日至 23日，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组织了 3场

废旧过期弹药销毁活动。由市局警保部门委托专业技

术人员采用露天爆破法销毁。共销毁来自市局、开发

区分局和缙云县局的废旧子弹 2万 4千余发，过期催泪

弹、痛快弹等 1万 4千余发。督察支队全程监督销毁。

2021年双节以后，公司开展了年底安全生产大

检查活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

作方针，根据公司实际情况，采取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的新方法、新途径，狠抓、细抓安全生产检查防范工

作，加大安全体系建设、日常安

全生产管理、安全教育培训等方

面的管理力度，使得生产工作健

康发展。

10 月 22日公司召开了项

目经理以上管理人员会议，部署

落实公司《2021年公司安全生

产活动实施方案》，认真学习传

达上级有关部门关于安全生产

工作的要求精神，并号召公司各

级管理人员要行动起来，强化安

全意识，明确责任，做好安全生

浙江凯瑞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开展年底浙江凯瑞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开展年底
安全生产大检查安全生产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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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各项活动，使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再上一个

新水平。

公司还成立了“安全生产”活动领导小组，

各项目部也成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贯彻落实

公司各的实施方案，布置落实公司《2021年公

司安全生产活动实施方案》及公司“安全生产”

会议精神，并结合项目实际，对安全生产活动

进行了精心的部署。

在公司所属爆破项目部设立“安全生产

报刊栏”，向职工群众赠送安全生产宣传资料；

开展安全生产政策法规咨询活动，重点宣传、

咨询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事故灾害预防、

应急管理常识及职业安全健康等方面的知识，

普及安全文化。

认真抓好职工的安全学习和业务技术学

习，不断提高职工的业务技术知识水平，增强

职工的安全意识。在安全生产开展过程中，公

司共组织安全教育活动3次，有效提高作业人

员的安全意识。 加大了现场管理力度。12

月份公司要求各级管理人员深入现场、分片包

管、明确责任，逐步形成公司、项目部、班组

“三级包保”机制。

本月底公司对各项目部进行全过程、

全因素管理法，以项目工程主要任务为主线，

以目标为导向，把工程施工整个过程、各个环

节及其所有影响因素系统地、有机地、协调地

统筹起来，细排工作实施计划，科学划分工作

时段，注重全过程全因素整体优化组合，强化

精细化管理，实现精确化控制。并运用安全科

学管理方法，推行全员、全面、全过程的“三全”安全管

理。加大安全知识、各专业岗位安全知识的宣传、学

习与培训。让各岗位员工全面了解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本职责的操作规程、技术标准，提高安全意识，完

成“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最终到“我会安全”的质

的转变，以提高我处人员安全生产素质。

同时公司加大对项目工程监督检查管理工作，每

月由公司各职能部门组织对在建工程项目进行1次

安全隐患巡视排查。加大对重大危险源的监控，建立

健全危险点源安全档案，制定监控和预控方案，加大

对涉及安全工作重大事项的督促、督查、督办力度，确

保各项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加强项目管理标准

化建设，全面推行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

作，提高作业环境安全水平，保障从业人员安全与健

康，保护环境倡导绿色施工。加强班组建设工作，要

求项目部对班组建设推行表单化、标准化管理，把握

好立足点，把主要的职责落实好、执行到位。重点把

协作队伍纳入到班组的安全管理范围，真正做到以班

组建设活动促进项目全过程的安全工作提升，确保施

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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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利民化工有限公司利民分公司召开
2021年度管理评审会议

11月1日上午，在总公司会议室召开2021年度

管理评审会议。会议由公司总经理吴均主持，公司相

关领导、部门负责人及内审组长参加会议。

会上，各部门负责人认真汇报了本部门的评审材

料，具体阐述了公司在管理体系文件实施情况；生产

目标、指标、方案及各部门对分目标进行分解落实情

况；公司生产的炸药产品实物质量情况；顾客反馈信

息分析及顾客投诉处理情况；基本资源配置情况等方

面内容。

通过会议，公司领导重视两个管理体系的保持和

有效运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运行能够保证企业

生产经营实现安全生产，质量管理体系运行顺畅，确

保产品实物质量稳定，基本实现顾客满意。

公司总经理吴均针对公司接下来的生产经营管

理目标、技改项目推进情况和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具

体要求。同时他要求各部门加强沟通，持续做好新冠

疫情防控工作，共筑严密疫情防控网。

（李匆匆 供稿）

随着元旦、春节的临近，为确保“双节”期

间爆破作业、爆炸物品的安全。从2021年12月

底开始至2022年1月中旬为止，龙泉市安信爆破

公司抽调保卫科、安全科人员组成检查组开展了

“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大检查。由分管领导带队对

公司所有爆破作业点、总库进行一次彻底的、地毯

式的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立即整改

到位。

龙泉市安信爆破公司开展岁末年初安全大检查龙泉市安信爆破公司开展岁末年初安全大检查龙泉市安信爆破公司开展岁末年初安全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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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加强消防安全知识

学习，提升紧急避险、自救和互救能力，12月15日下

午，丽水市民爆器材有限公司邀请丽水居安安防技术

有限公司消防安全讲师刘石法老师为全体员工开展

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讲座中，刘老师结合典型案例，利用PPT课件，通

过图片、视频进行解说，阐述火灾带来的严重危害。

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图片、一段段发人深省的视频，让

大家感叹火灾残酷无情的同时，深刻意识到消防安全

的重要性。

刘老师详细讲解了防火、灭火、逃生等消防安全

知识，尤其是日常生活中应注意的消防安全细节、如

何扑救初期火灾、火灾中如何自救和逃生等知识，并

现场演示了灭火器、防烟面具等常规消防器材的正确

使用方法，让大家对消防安全知识有了更直观的认

识。

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增强了公司全体员工的消

防安全意识，使大家掌握了一定的救灾、自救和逃生

技巧，提高了火灾预防和应急处置的能力，为有效避

免消防安全事故的发生打好基础。

（丽水市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郑巧婧供稿）

丽水市民爆器材有限公司开展丽水市民爆器材有限公司开展““增强防火增强防火
意识意识，，掌握逃生常识掌握逃生常识””消防安全知识讲座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为实现“零工亡安全生产目标”，防止矿山企业在

采掘作业施工过程中发生冒顶片帮生产安全事故。

自2021年10月份，龙泉砩矿通过外出考察学习，借

鉴其他矿山防护措施，制作了移动掩护棚，在采掘作

业面凿岩爆破作业时使用，通过使用移动掩护棚来避

免人员直接暴露在空顶下作业。经过一段时间的试

验，从效果上来看，移动掩护棚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

以对凿岩爆破作业人员起到防护作用，但存在实用性

不强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掘进作业打周边眼和顶底

眼时钻机操作困难，浅孔留矿法采场防护棚进入和整

体移动、运输都还不太方便等。

为了认真总结经验，龙泉砩矿管理人员结合井下

现场操作实际，拓宽思路，积极探索，自主创新，不断

改进，制作了一台既能保证人员不直接暴露在空顶下

作业，又能方便拆装、搬运和操作的螺旋支柱保护伞。

经多次进行现场试验，螺旋支柱保护伞运输和操作方

便、承重力符合顶板抗压要求。采掘工作面凿岩装药

期间，能起到防范浮石冒落的作用，使用效果良好，承

压能力较强，完全可以在地下矿山企业推广使用。

龙泉砩矿创新螺旋支柱保护伞在采掘作业面中的推广应用

掘进作业面安装螺旋支柱保护伞现场（可360度自由旋转）

螺旋支柱保护伞现场承压试验照片 2个人175KG测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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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省机电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谢平，党

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葛伟民，办公室主任叶伟江、科教

与信息化部副部长陈烨，党群工作部部长助理雷云林

一行5人到新联公司所属永新公司检查指导安全生

产和经营工作。新联公司党委副书记陈伟、副总经理

申屠建新，永新公司领导班子陪同。

谢平董事长一行冒着高温酷暑来到党群服务中

心，实地查看党群服务中心功能定位、党建成果、党组

织活动室建设等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中，谢平董事长对永新公司

生产经营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于企业面临的发展问

题，她表示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为促

进问题解决，她提出了以下解决思路：作为生产型企

业，永新公司需要自上而下树立企业责任心，通过加

强日常管理减少管理成本，从而消化外部不确定性因

素带来的效益压力。

新联公司要做好与

地方人才新政对接

的整体统筹工作，为

企业建设的更新换

代提供人才保障。

在推进退休人员社

会化管理工作时，永

新公司应及时与新

联公司领导班子沟

通工作进程，从而明

确分工，实现网格化

管理，确保改革有序

开展。同时，永新公

司应该做好空间利

用工作，将地块优势

利用起来，捕捉信息

资源，多渠道探求后续发展路线。

就如何做好永新公司下一步生产经营工作，谢平

董事长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继续党建引领。当前我

省正在加紧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对此永新公司

领导应加强党史学习，提高站位；新联公司应做好清

廉新联建设，杜绝产生灰色地带。二是继续落实生产

经营，确保年度目标、重点工作完成。永新公司要继

续落实生产计划，有序推进项目研发，确保公司按时

按量完成年度经营目标年度重点工作。三是做好安

全生产工作，树立安全发展意识。永新公司作为民爆

企业要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完善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

叶伟江主任希望永新公司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通过日常管理确保做到零报告。

（永新公司 余航供稿）

浙江省机电集团董事长谢平一行
到永新公司检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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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0日7:00点整，随着指

挥长一声令下，衢州市双港大桥爆破拆除

圆满成功。

衢州市双港大桥始建于1962年，起

初桥宽仅8.5m，在1997年衢常公路改建

项目中将其加宽至23.5m，拼宽后为双向

四车道一级公路断面块石砼拱桥，全长

209m。改造升级后的双港大桥成为衢州

城区南片区向西连接320国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有效缓解了城市东西向交通压力。随着城市化

建设不断发展，原先的桥体已无法满足当下的日益繁

重的交通，政府决定对双港大桥进行拆除重建。

桥梁周边环境复杂：北侧35m两岸为自来水管顶

管施工管井与出露地表的架空自来水管、河床中下埋

有运营中自来水管，40m处为架空过江国防光缆与各

类通讯线路；西侧63m处河床有一混凝土出水口，90m

处为居民生活区；东侧为衢州市闹市区，175m处为柯

城区人民医院，300m范围内存在大量密集型建筑。

工程要求在确保周边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将桥梁

结构爆破拆除，便于后续航道建设及新桥施工。为

此，浙江省高能爆破工程有限公司设计采用“逐跨分

段逐孔延时精准控制爆破技术”：利用“深孔浅孔相结

合”的方式，在桥墩处钻凿垂直深孔、在主拱圈拱脚、

拱顶处钻凿垂直浅孔，以此破坏大桥各跨的关键承重

部位；将爆破与塌落振动等有害效应控制在安全范围

内。大桥拆除共计钻孔1050个，使用炸药2046kg、工

业电子雷管1300发、导爆索2000m，设置了73个段

别，总延时1507ms。

该项目中，浙江省高能爆破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总

包单位不仅出色地进行了爆破相关的设计、施工工

作，也顺利完成了包括修筑施工便道、搭建施工围挡

等市政建设工作，是爆破专业技术和市政施工技术的

结合，体现了我公司综合施工管理能力的日益成熟。

双港大桥的成功爆破拆除，得到了衢州市政府、

衢州市住建局、衢州市公安局、衢州市交通运输局、衢

州市水利局、衢州市市政公用管理服务中心等相关单

位与市民的一致好评，进一步提高了公司在城市建设

行业中的影响力！

浙江省高能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圆满成功爆破拆除衢州市双港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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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8日，丽水市军融办林华处长带领的专

家组对公司开展第四季度安全生产大检查暨平安浙江民

爆企业督查。检查组专家通过查看民用爆炸物品仓库现

场视频、库区现场设施、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台帐等形式，对

我公司总体条件和现场安全管理等进行了认真检查，实地

查看了“人防、物防、技防、犬防”等监控、消防设施，提出了

限期整改要求。公司安全生产领导小组高度重视，立即召

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整改落实会，按要求全部整改到位，

确保有效排除安全隐患，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青田县物华民爆有限公司 王琪所供稿)

2021年12月23日上午，由丽水机场指挥部率领

爆破专家组到我司监理的丽水机场配套工程进行安

全检查。

检查组实地察看了爆破作业单位装药、连线、警

戒、起爆全过程及视频影像，并查阅了爆破作业单位

《火工品登记台账》、《爆破施工方案》、《监理旁站记

录》等资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检查组提出必须要

根据《爆破安全规程》及公安机关各类规范要求，抓好

安全工作，杜绝一切生产事故的发生，加快主体工程

的推进速度，实现丽水机场早日通航。

(京安爆破 方翔供稿)

丽水市军融办林华率领专家组
到青田县物华民爆有限公司检查指导

丽水机场指挥部率领爆破专家组
来京安爆破公司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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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日，永新公司在全国第五个安全

生产法宣传周之际，组织全体员工开展安全普法讨论

学习及新《安全生产法》线上知识竞赛，切实增强广大

员工遵守法律的底线意识，使法治思维真正入脑入

心。

永新公司结合工作安排，多措并举开展“安全生

产法宣传周”活动。由公司安全生产

部牵头，提早谋划视频、展板、课件制

作等工作，于12月1日一早将宣传内

容以视频形式投放到生产区电子大屏

进行循环播放，并将视频同步发送到

公司微信群，线上线下结合，以喜闻乐

见的方式宣传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知

识，广泛宣传动员，切实增强全体员工

的安全意识。

同时，安全生产部组织公司各部

门加强推动，各负其责、相互配合，通

过海报、展板、多媒体LED宣传视频等

多种方式，在办公楼大厅、走廊等开展

“安全生产法宣传周”宣传，组织员工

观看宣传微视频，营造出浓厚的安全

生产氛围。

按照新联公司统一部署，永新公

司不断创新普法形式，充分发挥“互联

网+新媒体”模式，丰富优化普法内容，

先后组织员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逐层级进行了《民法典》

资料汇编、新《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

规的学习宣贯。在普法工作中，将“主

题党日活动”和“安全专题日学习”相

结合，从不同角度、不同途径加大法律

法规的宣贯。同时，公司坚持以员工

自学为主，小组讨论、互帮互学为辅，

定期组织法律讲座，定期抽查员工学习笔记，全面提

升普法教育工作质量。

下一步，永新公司将持续开展多形式普法宣传，

进一步提升员工的法治意识，营造全员参与，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永新公司 余航供稿）

永新公司开展“安全生产法宣传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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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凯瑞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Zhe jiang kai rui Gardening City engineering Ltd.

公 司 简介
浙江凯瑞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10月，注册资本金5160万元；公司管理机

构健全，内设多个部室；目前拥有注册建造师21人、注册造价师5人、高级工程师8名、中级工程

师42人、初级助理工程师46人、各施工安全三类人员、施工现场管理七大员、爆破技术员、爆破

类三大员、及相关的有职称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139人。

公司现有机械112台，其中包括地质灾害专用机械设备70余台、进口液压自动孔钻8台、全

自动喷播车12台、测量设备56台，其它工程机械133台；

公司现有国土资源部颁发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单位（甲级）资质证书；浙江省建设厅颁

发的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证书；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

承包贰级；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叁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资质证书；浙

江省公安厅颁发的（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四级等级资质证书；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颁发的建筑施工类安全生产许可证；浙江省应急管理厅颁发的金属非金属矿山采掘施工作业安

全生产许可证；被丽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2011年、2014年、2017年、2020年认定为浙江省工

商企业A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并连续荣获丽水市建筑业诚信企业称号；

本公司还具备完善的安全和质量管理体系；秉承“诚信务实，优质建设，立足丽水，服务社

会”的经营理念，不断探索，在行业中积累了独特的专业技术及丰富的施工管理经验，使企业的

规模和施工能力有了高品质的飞跃。

2004年至今，公司完成了大小近千项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边坡治理工程、市政绿化工程、爆

破工程等；公司自创建以来一直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方针，虽然公司从事地质灾害

治理 、边坡治理、矿山、爆破、市政等高危作业，但十几年来平安无事故，并连续荣获丽水市建筑

业诚信企业及先进单位。

公司现积极开展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边坡治理工程、市政绿化工程及爆破工程领域新技术

的推广，形成独立的技术优势，奉行“诚实守信、创新开拓”的企业精神，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以优

良的质量、先进的技术工艺方法、友好真诚的协作精神，提供最优质和最完善的服务。

公司地址：丽水市城北街368号瓯微大厦2206室

公司电话：0578-2305688

企

业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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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青田县凯旋城商住项目工程

工程范围：土石方开挖、锚杆、锚索、格构梁、抗滑桩、挡墙、截排水沟及绿化等；

工程总造价：3199万元

工程承包方式：总承包

建设单位：青田东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浙江凯瑞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青田县凯旋城商住项目安置区块边坡治理工程

位于青田县火车站南西侧，北侧为青阜线，东侧为金

温铁路，西侧和南侧为山地，交通较为便利（图1）。

勘察区中心地理位置为东经：120º16′21.8″，北纬：

28º08′20.9″。场地面积99446㎡，合计149.162亩。

该场地地貌属低山丘陵地貌，由于早期采石场爆破开

挖和该建设场地需由山体开挖整理土地而得。

依据《青田县城火车站西向地块边坡治理工程勘

查报告》，该建设场地涉及的开挖量大，拟形成人工边

坡高度为15-95m，长度约为300m，坡度主要以大于

50°为主，少量30-40°，岩性主要为中风化花岗岩，北

侧上部分布10-15m的土层。该边坡节理裂隙发育，

节理间距以0.3-1.0m为主，局部节理间距小于0.2m，

存在节理密集带及劈理现象。

目前存在该边坡崩塌和危石现象，属潜在不稳定

边坡，崩塌规模为小型，方量为3-5m3；该边坡对规划

建设的坡脚建筑及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潜在不利影

响。因此为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确保拟建建设场地的

安全，本边坡防治工程主要包括削坡减载、柔性防护

网、排水工程、锚杆护坡、绿化工程等。

工程名称：235国道泰顺金北斗至牛栏岗段改建工程1期第1标段

工程范围：锚杆、锚索、格构梁、挡墙、截排水沟及绿化等

工程承包方式：专业承包

建设单位：临海市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浙江凯瑞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本工程湿法喷播计划采用液压喷播植草：喷播草

籽是目 前广泛采用的较为先进的大面积绿化方法，

用于公路边坡绿化尤为方便，本工程采用液压喷播

植草的有路堤土质边坡，和路堑边坡。

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和水文情况，选用具有较强

抗旱性和抗逆性的冷暖型草籽配方：如百喜草、百

慕达(狗牙根) ，白 三叶、高羊茅(冷型草) 等，做到

生长期、根系、抗旱、抗逆性及覆盖率等方面优势

代

表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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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能够确保草坪旺盛常绿。

一、施工方法：

1） 通过向坡面喷撒有机基材

(由土壤、有机质、肥料、水泥、保水

剂等混合干料加水搅拌后用特制喷

射机械喷射到岩面)，使原来不能生

长植物的岩石，有了植物生长的基

盘，经向基盘喷播植物种子，在人

工养护之下将恢复岩石边坡的自 然

植被，使单调边坡形成绿色植被，

必将改善边坡的环境景观，达到环

保的目的。

2) 解决了边坡防护与环保要求

的矛盾，解决了 边坡防护与绿化环

境的双重目 的，从整体效果讲，经济上也是可行

的，有针对性地选择在较陡的路堑边坡与工程防护

措施相结合使用，其优势十分明显。

二、施工工序：

1. 清理边坡坡面：爆破后的边坡一般都是凹凸

不平，且悬挂有许多松石，必须采用人工进行清理,

由于边坡较陡,施工人员 应佩带安全带、悬挂安全

绳,清理工作自 上而下，将松动的浮石、浮土逐一清

理干净，尽量使坡面平整,对大的孤石不会松动可以

保留,对较深的空洞有条件的必须补平，最后将清理

下来的土石清运出现场。

喷射有机基材：有机基材是由适合植物生长的

沙壤土、水泥、锯屑或稻草、有机肥和复合肥搭配

组成。有机基材混合配好后,通过喷射机将混合均匀

的有机基材喷到挂网的坡面,喷射应从正面进行,要注

意喷射必须覆盖整个坡面,不留死角,1：0.75边坡厚度

不少于8cm, 1：1边坡厚度不少于7cm, 表面基材的

厚度达到3～5cm, 才能保证有机基材能够提供草坪

等植物生长所需的养分及水分。

2. 喷播草籽：喷播草籽为最后一道工序，施工

方法详见第一部分“液压喷播植草”施工方法。但要

注意掌握喷播草种的时机，对喷射了 基材层的坡面

应在基材层自 然风干4～ 12小时左右实施播种较

为理想。为了提高草坪附着力,在配草种时可以适当

增加一些灌木类种子,

如银合欢、黄花双荚

槐、胡枝子等,还可加

入少量特别能在岩缝中

生长。

3. 养护管理：a.

定期浇水养护，加快草

坪成形；b. 草势基本

长齐，及时揭去无纺

布；c. 适时施肥、促

进草坪生长；d. 及时

喷撒农药，防止病虫

害；e. 定期清除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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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杭绍台高速公路工程台州段2标段

工程范围：锚杆、锚索、格构梁、挡墙、截排水沟及绿化等

工程承包方式：专业承包

建设单位：浙江省隧道工程公司

承建单位：浙江凯瑞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我单位对本合同段的工程质量目标是创优良工

程，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质量管理工作：

1) 建立质量管理保证体系：

实行项目 管理负责制，项目 经理为质量的责

任者，并由项目技术负责人分管，专职质检人员负责

具体检查监督，各小组另配备1名兼职质检员 。 项

目部每周进行一次质量重点检查并开专题会解决质

量问题，公司每月组织一次质量抽查活动，督促工地

确保施工质量。 组织机构详质量保证

体系框图：

2) 加强质量管理的技术措施：

a加强技术管理，明确岗位责任

制，认真熟悉图纸和施工规范的要求，

做好技术交底工作，建立技术考核制

度，严格按操作规程组织施工，严格按

国家质量评定标准组织验收。

b推行全面质量管理，组建TQC小

组，建立质量目标考核制度，确定各种

工序质量目标，认真贯彻“谁施工，谁

负责”的精神，并设立专项质量奖罚制

度，做到奖优罚劣。

3) 坚持质量“三检”制度，每道工

序完成后施工队要进行自检合格后报

项目部专职质检员检查，最后必须经

监理或业主代表检查合格后方能进行

下一道工序施工。 不合格的分项工程

坚决返工，隐蔽工程应做好记录经监

理或业主代表签认后方可继续施工；

4) 认真把好材料质量关，认真按工

程质量保证资料检查项目的统一

要求做好各种材料的检验，对进

场的钢筋、水泥、铁丝网、三维网都必须

检验合格，其他添加剂和化肥必须采购

专业厂家产品，并具备产品检验合格证，符合设计要

求指标才能使用。

5) 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规范和监理工程师的要

求认真组织施工，保

证各项目施工工艺的规范性与合理性。每道工

序施工完毕均必须进行严格质检，检查其是否符合

相关规范和设计的要求，施工质量同时必须达到本

工程施工技术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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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农林南山经营有限公司西大门围垦石矿生态环境治理项目

工程范围：清坡、锚杆、锚索、主动防护网、格构梁、混泥土挡墙、三维网喷播复绿+坡脚堆积体及边坡直喷复

绿+坡脚种植爬藤复绿截排水沟等；

工程总造价:1.1亿元

工程承包方式：总承包

建设单位：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浙江凯瑞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农林南山经营有限公司西大门围垦石矿

位于杭州皋亭山景区东北侧、临平大道南侧、

星都路西侧以及天鹤路北侧的山体中，距离星

桥石矿约400m处，行政区划隶属星桥街道管

辖。矿区位置地理坐标：东经120°13′56.80″、

北纬30°23′43.28″，矿区北侧有公路与临平大

道相连，交通便利。该矿山共有三处宕面（即

Ⅰ区主宕面、Ⅱ区次宕面及Ⅲ区小宕面）。目

前，矿山已经闭坑，矿山宕面边坡高陡，坡面岩

石风化强烈，岩体节理裂隙发育，边坡稳定性

较差，坡脚处可见大量坡面碎块石崩塌堆积

体，且时有崩塌落石现象发生，坡脚部堆积崩

塌体的方量共约137560m3。该废弃矿山仅在

宕口低边坡及宕底局部有自然复绿，坡面基本

呈基岩裸露状态，自然复绿效果较差，在遥感

影像图上呈现出一片灰白色区域，宕面面积较

大。该矿山宕面多数位于秋石高架北可视范

围之内，有碍观瞻。

（1）Ⅰ区主宕面

①AB段边坡：该段边坡主要为土质边坡，

坡高5～16m，坡度50～80º，坡面自然复绿较

好，边坡前缘局部存在裸露岩质边坡。该段边坡不在

秋石高架北可视范围之内。

②BF段边坡：该段边坡为岩质边坡，坡高20～

180m，坡度45～80º，局部近于直立。坡面岩石风化

强烈，节理裂隙发育，岩体被切割成块状，局部区域有

松动块石发育，坡面发育多处危岩体，边坡稳定性较

差。坡脚处可见大量坡面碎块石崩塌堆积体，且时有

崩塌落石现象发生，坡脚部堆积崩塌体的方量约

133020m3。坡面及坡顶局部存在开挖平台，宽6～

38m。该段边坡基本呈基岩裸露状态，自然复绿效果

较差。该段边坡位于秋石高架北可视范围之内。

（2）Ⅱ区次宕面

①GH段边坡：该段边坡为岩质边坡，坡高40～

50m，坡度60～85º，局部近于直立。边坡中部发育一

处危岩体，宽约6m，高约25m，厚约4m，体积约600m3。

坡面自然复绿较好。该段边坡位于秋石高架北可视

范围之内。

②HJ段边坡：该段边坡为岩质边坡，坡高40～

153m，坡度65～80º，局部近于直立。坡面岩石风化强

烈，节理裂隙发育，岩体被切割成块状，局部区域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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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回浦废弃采石场生态环境治理工程

工程总造价：2.16亿元 本公司承包工程总造价：5136万元

工程范围：边坡防护、挂网、截排水沟及绿化等

工程承包方式：专业承包

建设单位：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政府章安街道办事处

承建单位：浙江凯瑞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回浦废弃采石场位于椒

江区章安街道回浦村北西侧，椒江区人民政府所在

地 323°方向直线距离约 6.3km，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21°23'56"，北纬 28°43′14"。行政区划属章安街道

回浦村管辖，村道直达宕底，与外界公路连接，交通方

便。该采石场已停采多年，目前，该矿山尚未进行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台州市椒江区章

安街道回浦废弃采石场采坑形状不规则，东西向长

约 290m，南 北 向 宽 约 150m，采 坑 投 影 面 积 为

41000m2，其中宕底投影面积28375m2，宕面投影面积

12625m2。根据现场调查，废弃采石场中部宕底存有

东西长约50m，南北向宽约35m的采石残山。现状边

坡坡顶线总长约 438m，坡顶高程一般在+10～

104.3m之间，宕底高程一般在+5.0m左右，沿坡脚线

动块石发育，坡面发育多处危岩体，边坡稳定性较差。

坡脚处可见大量坡面碎块石崩塌堆积体，且时有崩塌

落石现象发生，坡脚部堆积崩塌体的方量约4500m3。

该段边坡基本呈基岩裸露状态，自然复绿效果较差。

该段边坡位于秋石高架北可视范围之内。

③JK 段边坡：该段边坡为岩质边坡，坡高 5～

40m，坡度45～60º。坡面自然复绿较好。该段边坡不

在秋石高架北可视范围之内。

（3）Ⅲ区小宕面

LM段边坡：该段边坡为岩质边坡，坡高3～40m，

坡度45～70º。坡面局部自然复绿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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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义乌市城西街道西山生态园建设项目边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建设地点：义乌市城西街道西山生态园建设项目周边边坡；

建设单位：义乌市人民政府城西街道办事处

承建单位：浙江凯瑞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承包方式：总承包

工程内容：土方开挖外运、

石方开挖就近堆放、排水沟沟

槽开挖及混凝土浇筑、挡土墙

砌筑、边坡防护混凝土浇筑、防

护网制作安装及防护栏杆安

装、种植土回填、植生袋购置安

装、植物喷播及养护、苗木种植

及养护等

工程规模：边坡部分土石

方开挖总方量 48160m3，其中

土方1660立方米，较软岩及较

硬石共 46500立方米（不包括

沟槽及基础等零星开挖部分），

AB、BC段边坡锚杆140根，机动

锚杆55米，砼墙背及平台现浇

混凝土 426.3 立米，螺纹钢筋

（不含锚杆）制安24.7T，CD、DE、

EF段边坡锚杆 1381 根，主动

防护网面积7557平米，挡土墙

348立方米，墙背砼回填188立

方，拦碴坝砼20立方，各类排水

沟451米，喷播面积7557平米，

种植乔木 100 株，种植灌木

1275平米，种植土回填680立

方，植生袋58立方，防护栏406

米，绿化养护供水系统安装等。

局部达+10.0m 左右，坡高一般10～90m，最大现状坡

高约为95m。边坡形态不规则，整体呈东西走向，坡

向北，边坡坡角变化较大，一般50～80°，局部接近直

立或反倾，除中部、东部坡段存在有少量不规则平台

外，其余坡段多为一坡到顶。组成边坡岩土体主要为

残坡积含碎石粘性土及流纹质含角砾岩屑玻屑凝灰

岩，含碎石粘性土厚一般0.5～1.0m，流纹质含角砾岩

屑玻屑凝灰岩强风化层厚度一般1～2m，其下为中风

化，受开采期间爆破震动影响，坡面形成有零星松动

危岩体，时有小规

模崩塌地质灾害发生，多堆积于坡脚缓坡地带。

该废弃矿山闭坑后，未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

治理工作。根据现场调查，目前，局部缓坡、平台处已

自然生态复绿，多以草本科植物为主，少量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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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鄞州区东吴镇小白岭隧道采石场废弃矿山治理工程

工程范围：矿山治理及边坡绿化工程等；

工程总投资：8673万元 年开采量：21万吨

工程承包方式：总承包

建设单位：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人民政府

承建单位：浙江凯瑞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鄞州区东吴镇小白岭隧道出口外采石场废弃矿

山治理工程位于宁波市东吴镇，先期为开采矿山而形

成岩质边坡，现状最大坡高 42m，坡面有较多危岩体

及浮石碎块。现状坡底凹凸不平，有较多堆石。现状

边坡分为Ⅰ区：AB 边坡、BC 边坡、CD 边坡、Ⅱ区：DE

边坡、EF 边坡、FG 边坡。AB 边坡现状坡顶最大坡高

约 15m，坡底标高约32.8-36m，坡向93°，坡角65-

75°；BC 边坡现状最大坡高 38m，坡底标高 34.7-

35.2m，坡向 242°，坡角约 65°；CD 边坡现状最大坡

高 42m，坡底标高 32.0-35.0m，坡向281°，坡角55-

65°；DE 边坡现状最大坡高 20m，坡底标高 31.8-

37.8m，坡角24-70°；EF 边坡现状最大坡高 23m，坡

底标高 37.6-37.8m，坡向 119°，坡角 24-65°；FG

边坡现状最大坡高 36m，坡底标高 36.5-37.8m，坡

向 167°，坡角约 57°；GH 边坡现状最大坡高15m，坡

底标高 35.8m，坡向 167°，坡角约 60°。

该项目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地理位置

坐标东经 121°45′19″，北纬29°47′36″，位于宝瞻

线小白岭隧道南出口西南侧约 200 米，交通便利，治

理区位于鄞州区山区地质灾害低易发区，治理废弃矿

山边坡以岩质边坡为主。岩质边坡岩体组成成分为

侏罗系上统西山头组凝灰岩。由于形成边坡坡度较

大，受节理裂隙、构造及风化侵蚀作用，边坡局部危岩

体在强降雨等工况下存在崩塌等地质灾害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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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235国道泰顺司前至罗阳段改建工程2期第1标段（在建）

工程范围：路基、边坡防护及绿化工程等

工程承包方式：专业承包

建设单位：临海市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浙江凯瑞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本工程湿法喷播计划采用液压喷播植草：喷播草

籽是目 前广泛采用的较为先进的大面积绿化方法，

用于公路边坡绿化尤为方便，本工程采用液压喷播

植草的有路堤土质边坡，和路堑边坡。根据当地气

候条件和水文情况，选用具有较强抗旱性和抗逆性

的冷暖型草籽配方：如百喜草、百慕达(狗牙根) ，

白 三叶、高羊茅(冷型草) 等，做到生长期、根系、

抗旱、抗逆性及覆盖率等方面优势互补，能够确保草

坪旺盛常绿。

一、施工方法：

1）通过向坡面喷撒有机基材(由土壤、有机质、

肥料、水泥、保水剂等混合干料加水搅拌后用特制

喷射机械喷射到岩面)，使原来不能生长植物的岩石，

有了植物生长的基盘，经向基盘喷播植物种子，在

人工养护之下将恢复岩石边坡的自 然植被，使单调

边坡形成绿色植被，必将改善边坡的环境景观，达

到环保的目的。

2) 解决了边坡防护与环保要求的矛盾，解决了

边坡防护与绿化环境的双重目 的，从整体效果讲，

经济上也是可行的，有针对性地选择在较陡的路堑

边坡与工程防护措施相结合使用，其优势十分明显。

二、施工工序：

1. 清理边坡坡面：爆破后的边坡一般都是凹凸

不平，且悬挂有许多松石，必须采用人工进行清理,

由于边坡较陡,施工人员 应佩带安全带、悬挂安全

绳,清理工作自 上而下，将松动的浮石、浮土逐一清

理干净，尽量使坡面平整,对大的孤石不会松动可以

保留,对较深的空洞有条件的必须补平，最后将清理

下来的土石清运出现场。

喷射有机基材：有机基材是由适合植物生长的

沙壤土、水泥、锯屑或稻草、有机肥和复合肥搭配

组成。有机基材混合配好后,通过喷射机将混合均匀

的有机基材喷到挂网的坡面,喷射应从正面进行,要注

意喷射必须覆盖整个坡面,不留死角,1∶0.75边坡厚度

不少于8cm , 1∶1边坡厚度不少于7cm , 表面基材的

厚度达到3～5cm, 才能保证有机基材能够提供草坪

等植物生长所需的养分及水分。

2. 喷播草籽：喷播草籽为最后一道工序，施工

方法详见第一部分“液压喷播植草”施工方法。但要

注意掌握喷播草种的时机，对喷射了 基材层的坡面

应在基材层自 然风干4～ 12小时左右实施播种较

为理想。为了提高草坪附着力,在配草种时可以适当

增加一些灌木类种子,如银合欢、黄花双荚槐、胡枝

子等,还可加入少量特别能在岩缝中生长。

3. 养护管理：a. 定期浇水养护，加快草坪成

形；b. 草势基本长齐，及时揭去无纺布；c. 适时施

肥、促进草坪生长；d. 及时喷撒农药，防止病虫

害；e. 定期清除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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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青田县石雕市场综合体边坡治理工程

工程范围：土石方开挖、锚杆、锚索、格构梁、混泥土挡墙、截排水沟及喷播绿化等；

工程承包方式：总承包

建设单位：青田家和置业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浙江凯瑞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青田石雕市场综合体位于青田县山口镇，该项目

场地±0.00设计高程为28.0-33.0m，坡脚设计标高

28.00-38.40m，需对南侧山体进行开挖，边坡全长约

400m，边坡高6-54m，自然坡度20-35°；该边坡地层

结构总体以土坡为主，起点与终点出露岩体。开挖后

的边坡在持续的强降雨等外部环境作用下，存在滑

坡、崩塌的可能，严重威胁坡脚拟建青田石雕市场综

合体的安全。该项目场地±0.00设计高程为28.0-

33.00m，坡脚设计标高28.00-38.40m，。开挖后，形成

长443m的边坡，高7-65m，该边坡总体以土坡为主，

起点与终点出露岩体。开挖后形成不同的边坡类型，

将边坡划分为 K0+000～K0+039、K0+039～K0+098、

K0+098～K0+149、K0+149～K0+233、K0+233～K0+

268、K0+268～K0+326、K0+326～K0+376、K0+376～

K0+443共8段边坡。特征如下：

K0+000～K0+039段：坡高垂直高差4.0-24.0m，

上部土层厚度4.0-7.0m，下部为强-中风化凝灰岩，

强风化岩体破碎，中风化岩体较破碎-较完整，总体属

岩土混合边坡。

K0+039～K0+098

段：坡高垂直高差16.0-

27.6m，上 部 土 层 厚 度

6.0-7.0m，下部为强-中

风化凝灰岩，强风化岩

体破碎，中风化岩体较

破碎-较完整，总体属岩

土混合边坡。

K0+098～K0+149

段：坡高垂直高差16.0-

19.5m，上部土层厚度

9.5-14.5m，下部为强风

化凝灰岩，强风化岩体

破碎，坡脚少量出露中

风化凝灰岩，岩体较破碎，总体属岩土混合边坡。

K0+149～K0+233段：坡高垂直高差7.5-10.0m，

土层厚度4.8-14.5m，下部局部出露强风化凝灰岩，

强风化岩体极破碎，总体属土质边坡。

K0+233～K0+268段：坡高垂直高差7.1-13.5m，

坡脚出露少量的强风化凝灰岩，总体属土质边坡。

K0+268～K0+326段：该段边坡风化差异较大，坡

高垂直高差16.2-20.0m的人工边坡，上部土层厚度

9.0-10.0m，下部为强风化凝灰岩，岩体破碎，总体属

岩土混合边坡。

K0+326～K0+376段：该段边坡风化差异较大，坡

高垂直高差9.0-27.4m的人工边坡，上部土层呈粉土

状，厚度5.0-8.0m，下部呈土夹碎石、碎块状，厚度

5.0-22.0m，总体属土质边坡。该段边坡土层较松散，

风化差异大，岩土层渗透性较好，水量较大。

K0+376～K0+443段：该边坡开挖后将形成垂直

高差27.4.0-34.0m高的边坡，浅层分布3.0-5.0m的

土层，总体属岩质边坡。该段岩体较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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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说过：“一个

人的人生价值，应该看他为

社会贡献了什么，而不应当

看他取得什么。”而这种贡

献，就是在一个个平凡岗位

上的坚守中得以实现的，

“坚守”即意味坚定的守卫，

“坚守”之“坚”，是一种意

志，“坚守”之“守”，是一种

信念。对于一个三十多年

来一直坚守在各个建设工

地的同志向二林来说，坚持

不懈、辛勤工作已然成为一种习惯。

向二林是浙江凯瑞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一名

爆破工程技术人员，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全面掌握施工

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与安全生产技术，及时辨识和排查

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和危险源以及纠正习惯性违章。

他经常常讲“安全无小事”，任何一点小小的违章都是

坚决不允许的，因为我们工作在一个高危险的环境

中，生产可以慢一点，但是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

每一次安全会议、每一次演练都能看他到认真负

责的样子，每一次施工前，他都会仔细检查施工人员

的安全帽、安全防护用品等工具是否佩戴齐全，他严

格要求别人的同时更会严以律己，让你切实感受到安

全的重要性，让你为这种敬业全的重要性，让你为这

种敬业精神竖起大拇指。

岁月是一首敬业奋进的歌，更有许多朴实无华的

故事在诉说。向师傅把岁月刻入机器轰鸣的工地中，

将奉献注入坚定不移的信念中，正因为有这样的信

念，才让向师傅在平凡的岗位上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安全生产人员的神圣使命，在

平凡岗位的坚守中见证了不平凡。

向二林向二林：：平凡岗位上的坚守者平凡岗位上的坚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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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筑梦 创启未来
新联公司万美忠团队3项创新成果在省机电集团第二届“五小”创新大赛中获奖

11月24日，省机电集团第二届“五小”创

新大赛优秀成果展示评比会成功举办。新联

公司下属永新公司万美忠团队，用突出的创新

成果，以出色的现场表现，在精兵强将中取得

二等奖，展示了新联人的实力和风采。

本届“五小”大赛启动以来，共收到61个

创新项目，经过初步评审、作品答辩、现场评审

等环节的评比，永新公司万美忠团队的《乳化

炸药包装工艺技术的改进》项目成功入围，夺

得二等奖的好成绩。

展示会现场，万美忠基于自身工作经验，

在发布展示中思路清晰、表达严谨，细化论点，

详细介绍其参选的《乳化炸药包装工艺技术的

改进》项目实施背景、改进措施、解决问题、实

施效果及项目成果等情况，赢得嘉宾评委的肯

定，现场为其送来阵阵掌声。此外，永进公司

叶勤团队的《铵油炸药生产线油率自控过程稳态控

制》、汽车安全科技公司李磊团队的《改进压片工序除

尘工艺提升产品得率的方法》分别获得三等奖与优胜

奖。

赛前，新联公司各成员公司以技术创新、改造攻

关、提高生产效率、优化服务质量为方向，苦练内功、

积极备战，力争获得优异成绩。

此次比赛，充分展示了“臻善、创新、砥砺、笃行”

的新联精神，展现一线职

工智慧、专注、拼搏的良好

形象。下一步，新联公司

将找准结合点和着力点，

组建一支有理想守信念、

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

奉献的专业人才队伍，以

“小切口”撬动创新“大格

局”，以“小窗口”构建人才

培养“大平台”，以“小智

慧”转化取得“大效益”，赋

能公司高质量发展。

（永新公司 余航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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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爆破工程技术发展

梅海燕 朱龙 朱磊

（浙江凯瑞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丽水 323000）

1、爆破工程中常用的爆破技术类型

我国的爆破工程应用技术尚处于研制发展成熟

的上升过程之中，目前常用的爆破技术主要有以下几

种类型：

1.1定向爆破技术

所谓定向爆破，就是在对爆破对象实施爆破处理

后，使得土方、碎石块及其他破碎物按照预先设定的

方向飞散和堆积，使爆破对象的主体建筑按照设计的

方向整体倒塌。定向爆破技术的关键是对所要破坏

建筑体或区域范围以及抛掷和堆积的方向与位置进

行宏观整体控制，对于建筑物拆除的定向倒塌爆破，

除了要在建筑体上合理布置炮孔外，还要从力学原理

上考虑爆破时各部位的起爆时差、受力状态以及对旁

侧建筑物的危害程度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目前更

为精准的定向爆破技术还可以按照设计要求将爆破

对象直接堆积成待建构筑物的雏形，这样就大大减少

了工程的初期施工时间，减少了工程的投入费用，这

种较为精准的定向爆破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与定向爆

破筑坝的工程之中。

1.2欲裂爆破技术和光面爆破技术

IV类围岩二次切割预裂爆破图

开挖

部位

拱部

边墙

光面爆碱参教

炮眼直径

（mm）

35~45
35~45

炮眼间距（mm）
光面眼

700~800
600~700

预裂眼

450~550
500~600

最小抵抗线

（m）

0.7~0.9
0.6~0.8

岩石环厚度

（mm）

0.5~0.6
0.6~0.7

炮眼密集系教

光面眼

0.8~1.0
0.8~1.0

预裂眼

0.9~0.95
0.9~0.95

装药集中度（kg/m）
光面眼

0.2~028
0.2~028

祯裂眼

0.2~0.3
0.2~0.3

欲裂爆破技术和光面爆破技术的作用机理基本

相同，因此在爆破施工中，这两种技术经常交叉配合

使用，目的是为了在爆破完成后在现场留下平面较为

光洁的岩石面，保护围岩不受破坏。具体比较分析，

欲裂爆破技术需要在完整的岩层内进行，在全面爆破

前进行预爆破，使开挖部分和不需要开挖的保留部分

的分界线裂开一道缝隙，这样就能在爆破过程中避免

对保留岩体的破坏。光面爆破则需要预先在开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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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线处设置一圈光面层，对光面层进行密集钻孔和弱

装药的爆破，这样就能保证在爆破结束后留下光滑的

岩面。

1.3微差爆破技术

微差爆破技术是目前最新发展起来的爆破技术，

主要是通过对各炮孔爆破顺序的安排对爆破时差的

合理设计，减少在爆破后出现大块碎部的现象，使所

有的小碎块的飞散距离处于设计范围之内，得到便于

后期清理工作的堆积体，同时使用微差爆破技术还能

有效控制地震波和空气冲击波的强度。

微差爆破技术的关键问题是对各炮孔爆破时差

的设计，只有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好合理的时差，微差

爆破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达到预期设计的目的，否

则不仅爆破质量得不到保证，甚至还会造成拒爆、增

大地震波的危害等事故。目前微差爆破技术已经普

遍应用于露天及地下开挖、城市控制爆破和大型药室

法爆破的定向爆破筑坝中。随着微差爆破技术的逐

渐完善，该技术还会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1.4聚能爆破技术

由于聚能爆破在单位时间内产生的能量巨大且

不易控制，因此在过去该技术只能用于穿甲弹的军事

研究项目，直到近年来才伴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逐渐

转为民用。与其他的爆破技术不同的是，聚能爆破技

术只能利用聚焦原理将炸药爆炸时产生的能量聚集

在某一个点上，然后在局部产生巨大的爆破能力，瞬

问击穿或切断爆破对象。因此，聚能爆破技术对于炸

药能量的利用率不高，同时只有在高能炸药的作用下

才能显示出聚能效应。目前，聚能爆破技术尚在进一

步的研究完善和推广之中。

1.5控制爆破技术

近年来，由于很多新老企业单位需要进行改建、

拆迁、重建和新建，对于拆除爆破的需求量变得更多，

因此控制爆破技术应运而生，而城市拆除爆破只是控

制爆破技术的一个运用方面。控制爆破技术需要对

爆破工程进行多方面的控制，包括爆破的方向、倒塌

范围 破坏范围、碎块飞散距离和地震波、空气冲击波

等。

控制爆破技术的关键技术在于对爆破规模的控

制、对使用药包量的计算和炮孔位置的设计，同时还

有在爆破过程中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随着技

术水平的提高，目前新研制出来的燃烧剂、静态膨胀

破碎剂以及水压爆破等都可以代替炸药，作为爆破的

主要手段，因此对于爆破手段的选择也是控制爆破技

术的涉及范围，在使用时要根据爆破的规模、安全要

求和被爆破对象的具体条件选择合理有效的爆破方

法。

2、爆破工程的主要发展趋势

目前，爆破工程在经过行业的整合和重组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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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几个主要的新发展趋势，其中精细爆破作为被

普遍看好的发展方向，主要体现在设计、施工和管理

三方面。

2.1精细设计

2.1.1通过计算机系统优化设计方法，并通过现

场试验验证来修改设计方案

精细设计主要运用爆破计算机软件，将台阶高

度、岩石和炸药的性质参数、钻孔直径以及规定的爆

破效果输入计算机中，计算机的自带软件将自动生成

最佳孔排距，最佳超深和填塞长度，最优装药结构及

起爆方式，并绘制出相应的爆堆形态图和钻孔布置

图。但由于计算机中的部分参数是经验判断所得，因

此最终的结果也能与先期的设计有所偏差，这时就需

要通过现场试验验证来修改设计方案。

2.1.2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合理修正设计方案

计算机软件优化设计的结果仅代表整个爆破区

域，并不适用于局部地形地质条件，因此设计人员需

要对现场的局部地形地质条件进行勘测，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计算机优化设计并修正最终得出最优结果。

2.1.3对设计资料的整理归档，并对爆破设计进

行总结评价

爆破结束之后，设计人员要对堆积体的挖运过程

进行全程观察和详细记录，并将记录的资料整理归

档。完成挖运工作之后，要对爆破设计进行总结评

价，总结并积累经验。

2.2精细施工

新编《爆破安全规程》对爆破工程验收标准进行

了修改，这些标准的修改标志着爆破施工开始从粗放

型走向精细化。

2.3精细管理

精细化管理技术，通过对各类施工规范和原则精

细化处理，使得爆破工作更高效、更精准地进行，是实

现精细设计和精细施工的关键所在。精细管理的工

作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战略管理：明确爆破工程发展的目标，制定正

确的战略纲要，加大战略工作的落实力度，是爆破企

业得到良性发展。

(2)人才管理：培养一批专业水平高、科学技术掌

握能力强的高素质人才，建立较为完善的奖惩制度，

促进专业人才的成长。

(3)质量安全管理：爆破工程质量安全的管理使得

爆破作业的施工质量和安全均得到有效保障。

(4)成本管理：对爆破工程的成本进行有效管理，

使得工程的利润达到最大化。

3、目前国内的先进爆破技术

随着今年来我国爆破行业的迅猛发展，各种先进

的爆破技术被成功研制出来并得到了合理应用。目

前国内爆破行业具备的先进爆破技术主要有：

3.1露天矿深孔爆破综合技术

露天矿深孔爆破综合技术包括了露天矿强化开

采技术、露天爆破计算机管理调度系统、大区延时爆

破技术、露天采矿减小贫化损失综合技术、矿山开采

中的边界缓冲爆破技术、水电系统的精细预算爆破技

术、无超深爆破技术。这类露天矿深孔爆破综合技术

是我国的优势技术，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有利的

影响。

3.2硐室爆破技术

目前，我国硐室爆破技术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据统计，我国共进行了三次万吨级别的硐室爆破、百

次以上的千吨级别的硐室爆破以及千次以上百吨级

硐室爆破。

3.3地下爆破技术

地下爆破技术主要体现在采矿爆破方面，我国自

主开发了不少独具特色的工艺，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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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拆除爆破技术

我国在拆除爆破技术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对于不同的建筑物，相关技术设计人员创造了折叠爆

破、环保爆破等新工艺，大大提高了拆除爆破技术的

施工水平。

4、爆破工程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

根据目前爆破工程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未来

数年之内，爆破工程将主要沿着以下几个方向深入发

展：

4.1纤维撕裂爆破

纤维撕裂爆破技术主要工作内容是对粗纤维实

行加压、加热、然后突然卸载，把粗纤维撕成细纤维，

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将粗纤维撕成短分子链的淀粉、

糖类。目前这一成果已经在纸浆加工作业中进行试

验，在试验初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4.2聚合爆破

根据反向思维的原理，利用爆破过程中炸药爆炸

产生的高温高压将砂、土重新聚成石头就是聚合爆破

的基本原理。如果聚合爆破技术能够研制成功，就可

以投入到减少城市垃圾的工程项目中使用，这对人类

社会将是一项重大贡献。

4.3化合爆破

炸药在爆炸过程中，在爆破点周围形成高温高压

空间，其中物质的外层电子将会受到影响，重新排列，

形成一些在正常情况下得不到的独特化合物，这些化

合物有独特的物理性质。如果将这些特殊物质应用

于工业生产，将会给世界带来难以想象的改变。

结语：

爆破工程作为一门应用科学，是时代建设发展的

产物。爆破工程是为了满足特定的工程建设项目而

进行的，其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在破坏中寻求建设的机

遇。因此，爆破工程的应用技术必须要以保证施工现

场和周围的人力财力安全为基础，按照工程设计师的

具体设计方案而合理选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

发展，爆破技术逐渐得到了完善，在各行业领域内的

应用范围也将越来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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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安全技术措施

梅海燕 朱龙 朱磊

（浙江凯瑞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丽水 323000）

摘要：根据我标段现有控爆破作业，安全技术措施主要有两上方面。首先施爆过程的安全，即对起爆器材

的性能及外界条件的 联系所引起不安全因素；其次爆破灾害，即爆破冲击波、爆破地震波及爆破飞石所发生的

问题 。后者直接涉及到爆破设计问题，特别是配筋混凝土及特殊设施(构筑物的几何形状和组合材料)的拆除

爆破，应该要作出充分的有科学依据的极限估算；同时，在防护覆盖措施上，更要慎之又慎。

关键词：爆破 安全 技术措施

一、施爆过程不安全因素的分析

在施爆过程中，炸药与雷管等的爆破器材是一个

最大的不安全因素。不仅要掌握它的性能，同时还要

具体分析它与特定外界各干扰条件可能发生的联系。

1.炸药热敏感度

当测定炸药对引火物的敏感度时，将导火线置放

在一定份量的炸药旁边，使导火线之一端距炸药

1cm，观察导火线发出火星对炸药的作用，试验证明

一切现代的工业炸药，在这样试样试验下，都不会发

生燃烧。

又例如，将硝铵炸药放在未混入其他杂质的铁锅

里，在室外用明火加热铁锅，使硝铵熔化，若不加任何

覆盖，硝铵炸药也不会燃烧，还有用明火直接引燃硝铵

炸药，若硝铵炸药堆放在通风良好的导硐内，硝铵虽会

在几分钟内全部燃尽，但也有可能不会产生爆炸。

但若环境条件改变，例如溶化在铁锅中的硝铵放

上一本书加压，就会很快改变散热条件，引起锅中硝

铵立即爆炸，又例如将硝铵放在散热差的独头导硐引

燃硝铵，会很快从燃烧转化爆燃，尽管某些微弱火星

不会直接引燃炸药，但是它可先引燃一些易燃物，特

别是刚出厂的确号岩石硝铵含有挥发性的柴油气体，

容易助长右燃物着火。

因此要充分了解炸药的热敏度的条件，就安全而

言，必须排除一切热冲击的条件。起爆器村(如雷管)

对于撞击较为敏感，以5kg重的负荷撞击炸药，若下落

高度2～4cm时，就会使炸药可能发生爆炸。例如，用

自行车载运电雷管，若道路不平，产生自行车的跳动

冲击，也有何能发生爆炸，又例如，在爆破作业中采用

铁钎冲击到堵塞物内的雷管，也会有可能爆炸。因

此，对撞击较为敏感的炸药(叠氮化铅、黑索金等)要特

别提防。

2.电感应引起早爆雷击的放电现象

电感应引起早爆雷击的放电现象极其复杂，不论

雷管脚线处于闭合或非闭合状态都有可能产生电感效

应，使雷管起爆。在低云层时，也会发生静电感应。此

外，摩擦静电感应与杂散电流均可能引起电协管起爆。

3.爆炸产生的有害气体

在地下爆破工程施工中，有害气休比较容易引起

人们的注意，但在地表爆破中，往往被 人忽略，特别

在准爆成功之后，人们最易失去警觉，就有可能发生

事故。例如陕西省石贬峪定向爆破筑坝工程安全准

爆成功后，第二天在导流硐发生了中毒伤亡事故，因

为爆破整体设计有误导流硐进口处太靠近爆破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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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线的坍方部位(主要当时没有考虑下破裂的坍塌)，

爆后导硐进口处被大量坍塌方量堵塞，通风洞成了独

头洞，同时在导流洞掘进中，为了增加掘 进爆破工作

面，从轴线的附近，又开两条施工洞，因此爆后，淹没

的大量爆炸有害气体渗入导流洞中，故造成进洞收线

人员中毒而亡。

对爆炸产生有害气体的 研究 证明，正氧平衡的

炸药在爆炸时生成大量有毒的氧化氮气体，而负平衡

的炸药，则生成大量有毒的一氧化碳气体，因此要求

一切 现代 的 工业 炸药必须为零氧平衡，或接近于

零氧平衡，即使是符合或接近于零氧平衡的炸药，因

包装原料也参与爆炸反应，仍然会发生少量的一氧化

碳气体。此外爆炸分解反应不可能完全按照想象的

中人生成极限的氧化物的情况下进行，也必然要产生

少量的有毒气体，其中有害气体为：氧化氮、一氧化

碳、硫化氢和二氧化硫，前两种气体一般都可能发生，

而硫化氢和二氧化硫气体只有在爆炸介质中含有硫

化物时才发生。施爆过程不仅要了解爆炸气体中含

有有害气体，更重要的还必须注意到有害气体在地下

建筑物可能产生渗漏，而使地下工作人员中毒的一切

可能性。

二、安全操作的有关事项

从上述施爆过程中不安全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

在城市爆破作业中一定要严格注意安全操作的有关

事项。

1)一定要选好制做起爆体的临时工作间，工作间

内只允许爆破工作人员进出，并且严格清点炸药进出

工作间的数量，绝对防止掉失。

2)在临时工作间内制作起爆体时要远离导电设

备(水、暖管道等)，并且检查工作间周围是否有电源触

地的线头等，要使用木质工作台。

3)在制做起爆体时，电雷管的脚线要防止与地面

摩擦、要轻拿轻放，在预计放炮时间里，一定要注意气

象预报，或与气象部门取得联系，绝不能在雷雨与低

云层天气里放炮。

4)在化工厂房放炮时，必须注意炸药与残积或涂

染物的化学反应，必要时要进行硝酸铵与化工产品或

副产品的化学反应试验。

5)在地下设施放炮时，一定要全面了解与观察周

围地下设施的结构，爆炸气体可能产生渗流的地下硐

室都必须预先通知有关人员撤离，必要时施爆人员要

带上防毒口罩。

6)要杜绝一切火源(烟头、电器系统)与火工器材

接触，以防施工过程中可能发后的爆炸事故。

对于从事爆破作业的技术人员，不仅要懂得一切火

工器材操作规程，同时要懂得现有操作规程确定的理

由，各其然还要各其所以然。特别是对具体施爆地点、

条件进行分析，才能定出安全可靠的施爆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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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复杂环境场平爆破降尘降噪试验研究

汪泽①，喻圆圆 1，吴霄 1，刘桐 1，欧阳光 1

（1 浙江省高能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杭州 310030）

摘要：复杂环境城镇爆破工程逐渐增多，城市环境建设特别是在创建卫生文明城市中对降噪和防尘的要求

也随之提高，本文基于常用降噪降尘措施，通过现场试验：爆前洒水、覆盖彩条布、单发雷管覆盖介质，探讨切实

可行的降尘、降噪方法，得出爆区覆盖彩条布降尘效果最佳，平均降尘率达41.2％以上；地表雷管覆盖介质为

水、沙、碎石时降噪效果最佳，平均降噪率达21.2％、减震率达35.2％，宜在场平工程中推广。

关键词：城市控制爆破；场平工程；降尘；降噪；现场试验

Experimental Study on Dust Removal and Noise Reduction by Horizontal Blasting in
Urban Complex Environmental Field

WANG Ze1,YU Yuan-yuan1,WU Xiao1,LIU Tong1,OU-YANG Guang1

(1 Zhejiang Gaoneng Corporation of Blasting Engineering,Hangzhou 310012,China)

Abstract: Increasingly complex environment towns blasting engineering, especially in urban en‐

vironment construction to create civilized city health in increases to the requirement of noise

reduction and dustproof, based on the common noise reduction measures of dust through the field

test: before blasting sprinkler, striped cloth, single detonator coverage medium, explore the feasi‐

ble methods of dust and noise, it is concluded that blasting area covers the striped cloth dust ef‐

fect is best, an average rate of dustfall more than 41.2%; When the surface detonator is covered

with water, sand and gravel, the noise reduction effect is the best, with an average noise reduction

rate of 21.2% and a shock absorption rate of35.2%, which should be popularized in the field.

Key Words: urban controlled blasting; site smoothing project; fallen dust; noise reduction;

fieldtest

1. 引言

在周边环境复杂、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如城镇）

进行爆破施工作业，除了爆破振动、飞石等危害效应

对周边带来的直接安全隐患以外，随着环保要求和百

姓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能否将爆破所引起的扬尘、

噪音等间接的弱危害效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也显得

愈发重要。爆破工程中噪音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

钻孔作用的凿岩机、装载机、运输等重型机械的噪音；

第二类的炸药爆炸的爆破声，其中地表雷管、导爆索

产生噪音显著。土石方爆破工程中扬尘主要来自钻

机钻凿炮孔和爆破时土岩破碎抛出，前者可通过在钻

机加装集尘器得到有效控制，后者则一直没有便于实

施且有效的控制措施。

邹常富等在水泡泥降尘以及产尘机制上进行了

相关研究[1, 2]，赵杰采用水袋加炮泥的联合填塞在在

青岛蓝色硅谷城际轨道交通工程爆破施工中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3]；李延春、罗德丕在工程中均通过水袋的

降尘作用对爆破产尘进行了有效地降低[4, 5]；通过一

些综合措施在降噪以及降尘方面有显著效果[6-8]。考

虑到复杂环境城镇爆破工程逐渐增多，从最实际的角

作者简介：汪泽(1983—)，男，学士、工程师，从事工程爆破相关研究，（E-mail）1813895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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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发（即确保工程能够顺利进行），拟通过对各种措

施进行试验，探讨切实可行的降尘、降噪方法，从实践

中逐步积累数据与经验。

2. 降尘措施试验研究

2.1 试验方法选择

爆破时由土岩破碎抛出带来的扬尘，影响因素很

复杂，同时可控范围较小，比如天气、地质情况等不可

抗力因素变量难以统一，因此结合现场实际条件及可

操作性，本方案主要从简单便捷的措施入手，通过试

验观测探讨这些措施对于降尘能否达到明细效果。

初期拟选用的降尘措施有：爆前洒水、彩条布覆

盖、密目网覆盖和导爆索水幕法四种，密目网覆盖与

彩条布覆盖原理一致，且网格大效果较低；导爆索产

生噪音过大，在城镇中禁止使用，故排除后两种方法。

2.2试验方法

遵循控制变量试验原则，本文两次降尘试验分别

于两天在同一区域进行，并保证几组试验有相同的天

气、风速、干湿度与地质条件。

2.2.1 爆前洒水降尘试验

选取两块地形地质一致的台阶形爆区，一块不洒

水做对照组，一块洒水做实验组，距离爆区20m每隔

10m摆放一只共计20只粉尘收集盒。试验前对每只

粉尘采集盒称重并记录，起爆后烟尘散尽对粉尘收集

盒进行回收并再次称重，与试验前的粉尘收集盒重量

进行统计处理比对分析，数据统计如下表1。

对粉尘的收集采用规格一致的塑料盒，如图1所

示；使用毫克级的电子秤对收集前后的塑料盒称重，

差值即为收集粉尘的质量。

图1 粉尘收集盒与电子秤

2.2.2 试验过程与数据分析

在爆破前对台阶进行洒水处理借以研究洒水工

作对爆破粉尘的产生与扩散是否存在影响，设立对照

组数据统计与洒水处理后数据统计进行比较。试验

过程图如下。

洒水车进场 洒水处理

洒水前 洒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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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爆区

粉尘收集盒

爆区示意图

图2 试验过程图

表1 粉尘收集盒重量统计表

不洒水（对照组）

收集盒编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收集前/mg

6.099

6.138

5.791

5.963

6.109

5.833

5.981

6.009

6.107

5.86

6.097

5.905

6.033

6.045

5.824

6.005

6.092

5.906

6.141

5.977

收集后/mg

6.112

6.217

5.841

6.032

6.163

5.854

6.012

6.086

6.2

5.982

6.209

6.166

6.291

6.315

6.101

8.621

7.18

7.162

6.554

6.29

差值/mg

0.013

0.079

0.05

0.069

0.054

0.021

0.031

0.077

0.093

0.122

0.112

0.261

0.258

0.27

0.277

2.616

1.088

1.256

0.413

0.313

洒水（试验组）

收集盒编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收集前/mg

6.099

6.138

5.791

5.963

6.109

5.833

5.981

6.009

6.107

5.864

6.097

5.905

6.033

6.045

5.824

6.005

6.092

5.906

6.141

5.977

收集后/mg

6.206

6.312

5.886

6.121

6.116

5.838

6.012

6.149

6.193

6.008

6.174

5.912

6.049

6.05

5.826

6.023

6.107

5.938

6.148

6.055

差值/mg

0.107

0.174

0.095

0.158

0.007

0.005

0.031

0.14

0.086

0.144

0.077

0.007

0.016

0.005

0.002

0.018

0.015

0.032

0.007

0.078

将对照组与洒水处理组粉尘收集盒重量进行对比处理分析，结果如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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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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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7

1-
18

1-
19

1-
20

0.0

0.5

1.0

1.5

2.0

2.5

3.0

收集值（对照）
收集值（洒水）

收
集
值
（
对
照
）
 (
mg
)

收集盒编号

半岛型 洒水对比图

图4 粉尘收集盒收集值对比图

由两次试验数据（洒水与不洒水）可以看出，爆前

洒水能有效减少爆破粉尘的产生与扩散。对照组（不

洒水）中16、17、18三点收集值激增，可以明显看出风

向，而洒水组中各数值较平稳，没有激增点，对比得到

爆前洒水的降尘率为28.4％。爆破前洒水能使粉尘

湿润并凝结沉降，起到降低粉尘浓度、难以被气流吹

起的作用，能有效减少由自然风、爆破气流形成的扬

尘。

2.3彩布条覆盖降尘试验研究

在炮孔布置好以后，采用彩布条对爆破面进行覆

盖用以确定彩布条覆盖对爆破粉尘产生与扩散是否

会产生影响，粉尘收集盒的布置在洒水试验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排。

主爆区

彩条布

遮盖范围

粉尘收集盒
第一排 第二排

图5 彩布条覆盖爆破现场示意图

爆区台阶全貌 粉尘收集盒位置

彩条布覆盖 1 彩条布覆盖 2
图7 彩布条覆盖试验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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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2-5-2

2-5-3 2-5-4

图6 爆破过程摄影图

表2 粉尘收集盒重量统计表

收集盒编号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1-10

3-1-11

3-1-12

3-1-13

3-1-14

3-1-15

3-1-16

3-1-17

3-1-18

收集前/mg

6.099

6.138

5.791

5.963

6.109

5.833

5.981

6.009

6.107

5.864

6.097

5.905

6.033

6.045

5.824

6.005

6.092

5.906

收集后/mg

6.792

7.005

6.545

6.927

7.53

6.868

7.010

6.810

6.554

6.076

6.117

5.914

6.057

6.068

5.916

6.128

6.393

6.020

差值/mg

0.693

0.865

0.754

0.964

1.421

1.035

0.829

0.558

0.447

0.212

0.02

0.009

0.024

0.023

0.092

0.123

0.301

0.114

收集盒编号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2-10

3-2-11

3-2-12

3-2-13

3-2-14

3-2-15

3-2-16

3-2-17

3-2-18

收集前/mg

6.141

5.977

5.868

5.902

6.137

6.055

5.942

6.092

5.836

5.502

5.936

5.811

6.021

5.971

6.019

5.982

5.933

5.891

收集后/mg

6.995

7.339

7.072

7.721

8.358

7.701

6.971

7.250

6.383

5.814

5.961

5.990

6.135

6.154

6.251

6.147

6.180

6.028

差值/mg

0.854

1.362

1.204

1.819

2.221

1.646

1.029

1.158

0.547

0.312

0.025

0.179

0.114

0.183

0.232

0.165

0.247

0.137

注：3-1-2中“3”表示第三次试验，“1”表示第1排，“2”表示第2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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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收集数据，计算降尘率：降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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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可计算得6排炮孔彩条布覆盖降尘率 η2=

45％，得出平均降尘率η=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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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收集盒重量散点图

图7 彩条布覆盖收集值散点图

式中η是降尘率，％；m2是没有覆盖彩条布的平

均粉尘收集质量，mg；m1是覆盖彩条布的平均粉尘收

集质量，mg。

本次试验爆区形状为“菜刀”状，左侧6排炮孔，右

侧2排炮孔，彩条布覆盖区域为爆区中间一部分。从

摄影图中看到覆盖彩条布区域的爆破扬尘从台阶下

方逸出，这样大大减少了上空的沙尘含量，起到了降

尘作用；从散点图中可以看出：第二排粉尘收集值最

大，第一排与第三排较少，说明爆破扬尘由近到远是

个逐渐衰减的过程。在每一排中，5号左右的收集点

数值最大，对应爆区为6排炮孔中开始被彩条布覆盖

的部分，随后收集点数值明显下降，结合爆破过程图

可以看到被彩条布覆盖的区域几乎不见扬尘。彩条

布覆盖的降尘效果显著，平均降尘率达41.2％以上。

3. 单发雷管降噪试验研究

3.1研究内容

孔内炸药爆破由于岩层阻隔产生低音对环境影

响较小，噪音的主要来源为孔外雷管爆破。每次爆破

的变量较多：总药量、一次齐发药量、雷管数、孔网参

数等，对整个爆区采取措施进行试验，收集到的噪音

分贝数值不可靠。其他变量难以更改，所以本次试验

针对单发雷管进行，变量单一，收集到的数据具有较

强的可分析意义。找到最佳降噪措施，再普及到所有

地表雷管上，将取得明显的降噪效果。

3.2降噪试验方案及设备

选取空旷场地，周围无楼房、山丘等能反射声波

的障碍物。将雷管平放在地面上，加上覆盖物，在

50m处放置分贝仪与测振仪，在安全距离外起爆雷

管，采用噪音计MAX模式与测振仪读数后进行下一组

试验。采用AR-824噪音计、TC-4850测振仪、激光测

距仪作为试验手段进行噪音及振动的收集，每组雷管

放置在同一位置。

噪音主要以波的形式传播：声波、振动波，我们可

以利用波在传播到相邻介质的临界面时会发生反射、

折射而衰减的这一性质来达到降噪的目的。

由于本次试验不需精确的定量分析，所以不加入

“水平”，只以几个覆盖材料来分试验组：石块、碎石、

沙、水。其中所选覆盖物皆用相同塑料袋盛装。每组

试验进行三次重复试验，排除偶然性。

试验方案设计如图13所示。

水介质覆盖

碎石介质覆盖
图8 试验设置示意图

沙介质覆盖

试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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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试验过程

（1）制作覆盖袋：挑选合适规格的密封袋，用同一

小碗盛出相同体积的水、沙、碎石，并装入密封袋中，

如下图；

（2）选取试验地点：用激光测距仪测距（10m）：

a b

按照实验组内容（不同覆盖物）与顺序，在标定雷管

起爆点逐一起爆雷管，并在10m外的数据采集点采集数

据：

3-3-1 3-3-2

3.4 试验结果与分析

3-4-1 3-4-2

图12 部分数据采集图

表3 试验数据表

序号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覆盖介质

无

水

沙

碎石

水、沙

水、碎石

沙、碎石

水、沙、碎石

噪音（分贝）

83.5

85.0

84.6

76.4

75.3

75.9

76.5

77.1

77.9

72.4

72.8

73.5

77.4

74.7

77.8

66.2

66.9

66.4

振速（mm/s）

0.22

0.25

0.23

0.22

0.25

0.28

0.15

0.17

0.12

0.25

0.25

0.26

0.18

0.18

0.24

0.21

0.18

0.21

将上表中各因素与所对应的试验结果用效应曲线图表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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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13 数据散点图

由上图（a）中可以看出覆盖碎石袋的降噪效果最

好，平均降噪率达到13.6％，这是因为噪音是声波，以

波的形式传播，服从波的传播规律：在两种介质的交

界面上会发生反射与折射，从而使波的能量产生衰

减，且两种介质的密度差距越大，衰减越大。在本次

试验中，碎石的密度比沙、水与空气的密度差距大，而

且碎石袋中碎石数量多，交界面也多，进一步加强了

对噪音的削弱作用。最后一次试验为施加三种覆盖

物（水、沙、碎石），降噪效果最佳，达21.2％，对现场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上图（b）中可以看出，覆盖沙袋的降振效果最

好，本次选用的细沙粒径小，在降振过程中起到缓冲

的作用，有效吸收的雷管爆破产生的振动，平均减震

率达35.2％。

4. 结论

基于对复杂环境城镇爆破降尘降噪的研究，在景

德镇某场平工程中进行了现场试验并对比了爆前洒

水与覆盖彩条布的降尘效果、地表雷管覆盖不同介质

的降噪、减震效果，得出以下结论：

（1）爆前洒水能使粉尘湿润并凝结沉降，起到降

低粉尘浓度、难以被气流吹起的作用，能有效减少由

自然风、爆破气流形成的扬尘，降尘率为28.4％。

（2）覆盖彩条布能改变爆破扬尘扩散方向，使之

从台阶下方横向逸出，大大减少了上空的沙尘含量，

起到了降尘作用，彩条布覆盖的降尘效果显著，平均

降尘率达41.2％以上。但该方法所需人力物力较大，

准备时间较长。

（3）地表雷管覆盖单介质为碎石时降噪效果最

好，降噪率达到13.6％，覆盖单介质为沙时，降振效果

最好，减震率达35.2％。覆盖介质为水、沙、碎石时，

平均减震率达35.2％。

综上所述，在对粉尘、噪音要求较高的特殊时期，

如创建卫生文明城市中，建议使用彩条布覆盖法降

尘，在地表雷管上覆盖碎石降噪，有条件的可覆盖水、

沙、碎石的混合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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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孔爆破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白鸿彪 李德林 徐旭东 李伟春

（浙江缙云鑫达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丽水缙云 321400）

摘要:本文结合工程爆破的实际，分析了影响中深孔爆破效果的因素，提出了改进的方法，对工程应用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爆破；效果；因素

Analysis of the affecting factors on medium-length hole blasting effect
BAI Hong-biao，LI De-lin，XU Xu-dong，LI Wei-chun

（Zhe jiang Jin yun Xin da Construct Engineering Ltd. ,Jinyun 321400 Lishui Zhejing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sis the affecting factor of the medium-length hole blasting effect

from the fact of the engineering blasting , and suggests improving measure , it will be useful for

other blasting engineering.

Key words：blasting; effect; factor

爆破技术是一无限发展的领域，爆破理论也是一

门综合多学科的理论，爆破所产生块度和岩石的移动

规律直接影响着穿孔、铲运、运输、破碎的效率和成

本，在工程爆破中，为了达到预期的爆破目的和不断

改善爆破效果，必须在通晓爆破作用原理的基础上，

全面和正确地分析影响中深孔爆破作用的各方面因

素，然而影响中深孔爆破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目

前对这方面所做的研究还很不够，下面就这一问题，

探讨影响中深孔爆破效果的因素及对策。

1 炸药性能对爆破效果的影响

影响爆破作用的炸药性能有：炸药的爆速、爆热

和密度以及爆炸能量利用率等。因为它们决定了在

岩体内激起爆炸应力波的峰值压力和作用时间，以及

传给岩体的比冲量和比能。

爆速是炸药本身影响其能量有效利用的一个重

要性能，不同爆速的炸药，比如：销铵炸药和TNT炸

药，在岩体内激起的应力波参数不同，对于密度和爆

热相同的炸药，提高爆速可以增大应力波的峰值，提

高破碎效果，但相应地减少了应力波的作用时间。由

岩石承载能力可知，岩体内部裂隙的发展不仅决定于

应力峰值，而且与应力波形、应力作用时间有关，为使

裂隙扩展至一定长度，应力波必须具有一定的作用时

间。应力作用时间越长，裂隙长度就越长。

除应力波作用时间对裂隙的发育有影响外，对于

相同的作用时间，应力波冲量对裂隙发育也有影响，

如对高阻抗岩石，为使裂隙发育，应力波应具有较高

的应力峰值。在低阻抗岩石中，主要靠气体静压力形

成破坏，应力峰值不宜过高。

炸药爆炸放出的能量是破碎岩石和抛掷岩石的

能源，增加单位炸药的爆热无疑是最理想的，但是炸

药爆热增加一倍，炸药成本增加几倍。对于相同的炸

药可以通过提高装药密度来达到提高单位体积的爆

热，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爆速，但对于一般工

业炸药，密度也有极限，超过一定的值后，将影响爆

轰。

炸药在岩体中爆炸时所释放出的能量，是通过爆

炸应力波和爆轰气体膨胀压力的方式传递给岩石，使

岩石产生破碎，但是真正用于破碎岩石的能量只占炸

药释放出能量的极小部分。大部分能量都消耗在作

无用功上，例如采用抛掷爆破时用于爆破破碎上的有

用功只占总能量的5％～7％，就是采用松动爆破，能

量利用率也不会超过20％。因此提高炸药爆炸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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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用率是有效地破碎岩石、改善爆破效果和提高经

济效益的重要因素。在工程爆破中，造成岩石的过度

粉碎，产生强烈的抛掷，形成强大爆破地震波、空气冲

击波、噪声和飞石均属无益消耗的爆炸功，因此，必须

根据爆破工程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来提高炸药爆炸

能量利用率。

2爆炸能向岩石传播效率对爆破效果的影响

炸药在岩石中爆轰所激发的冲击波压力，对于一

定的炸药来说，其值随着岩石波阻抗的不同而变化，

对于一定的岩石来说，它又因炸药波阻抗的不同而

异。这说明，炸药爆轰传给岩石的能量及传递效率与

岩石的波阻抗和炸药的波阻抗有着直接的关系。实

验表明，炸药的波阻抗值愈接近岩石的波阻抗值，则

爆炸能量的传递效率愈高，因而在岩石中引起的应变

值也愈大，对于中硬或坚硬岩石，选用的炸药波阻抗

值愈高，其能量传递效率也愈高。

在工程爆破中，通常将药包密闭在炮孔中进行爆

破，爆轰波到达孔壁岩石表面时，给予岩石以猛烈的

冲击，并在岩石中激起新的冲击波，这一冲击波阵面

因岩石的波阻抗不同而不同，波阻抗值大的岩石，在

工程爆破中，通常将药包密闭在炮孔中进行爆破，爆

轰波到达孔壁岩石表面时，给予岩石以猛烈的冲击，

并在岩石中激起新的冲击波，这一冲击波阵面因岩石

的波阻抗不同而不同，波阻抗值大的岩石，在工程爆

破中，通常将药包密闭在炮孔中进行爆破，爆轰波到

达孔壁岩石表面时，给予岩石以猛烈的冲击，并在岩

石中激起新的冲击波，这一冲击波阵面因岩石的波阻

抗不同而不同，波阻抗值大的岩石，在孔壁上所产生

的压力也高，故其值决定于爆轰波参数和岩石性质。

此压力可用以下公式计算：

。炸药爆轰压力，

炸药爆速，

炸药密度，

岩石中纵波传播速度，

岩石密度，

面压力，孔壁上冲击波初始波振

aJC

3
e

pr

3
r

am

JC
eprr

prr
m

MPP

;s/kmD

;cm/g

;s/kmC

;cm/g

;MPp

P
DC

C2
p

--

---

---r

---

---r

---

r+r

r
=

-

-

3装药结构对爆破效果的影响

选择性能合适的炸药与岩石阻抗相匹配可提高

爆破效果，但目前工程爆破可供选择的炸药品种不多

而装药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控制应力波参数

的作用。

炸药在炮孔内的装填方式称为装药结构，常用的

装药结构有连续装药和间隔装药两种。在间隔装药

中，有炮泥间隔、木垫间隔和空气柱间隔三种方式。

在一定岩石和炸药条件下，采用空气柱间隔装

药，可以增加用于破碎和抛掷岩石的爆炸能量，提高

炸药的能量利用率，降低炸药消耗量。其作用原理

是：

（1）降低了作用于炮孔壁上的冲击压力峰值。

若冲击压力过高，在岩体内(特别是在与炸药接触部

分)激起冲击波，使炮孔附近的岩石过度粉碎，并消耗

大量的能量，影响压碎圈以外岩石的破碎效果。

（2）增加了应力作用时间。采用空气柱间隔，一

方面可降低冲击压力，减少冲击波作用，相应地增大

应力波能量，从而能够增加应力波的作用时间；另一

方面当两段装药间存在空气柱时，炸药爆炸后，首先

在空气柱内激起相向传播的空气冲击波，并发生碰

撞，使压力增高，同时产生反射空气冲击波向相反方

向传播，发生反射和碰撞。空气冲击波在炮孔内来回

反射，发生多次碰撞，延长了岩石中应力波的作用时

间。

（3）增大了应力波传给岩石的冲量，而且比冲量

沿炮孔分布较均匀。在连续装药的情况下，比冲量沿

炮孔长度分布不均匀，孔底的比孔口高，这样会使爆

破块度不匀，增加大块率。

还有一种间隔方式是在炮孔径向间隔，使炸药不

直接与炮孔壁接触，这又称为不偶合装药，具有与以

上几种装药结构同样的性质。

4起爆点位置及多点起爆对爆破效果的影响

中深孔工程爆破中，通常一个炮孔装一个起爆药

包，但当装药长度很长或为了改善爆破效果，也可以

在一个炮孔内的不同位置装多个起爆药包，称为多点

起爆，有时甚至在整个炮孔长度上敷设导爆索。

单药包起爆时，若将起爆药包装在孔口，使爆轰

波向孔底传播，这就是所谓的正向起爆。反之，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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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药包装在孔底，使爆轰波向孔口方向传播，称为反

向起爆。

实验证明，炮孔利用率随起爆点移向装药底部而

增加，增加的程度与岩石性质、炸药性能、炮孔深度有

关。同时，炮孔填塞对炮孔利用率的影响也与起爆药

包位置有关，随着起爆药包移向孔底，填塞的影响逐

渐减小，除此之外，在单位炸药消耗量相同时，反向起

爆能减少大块率。起爆点位置对爆破效果有影响的

原因是：

（1）反向起爆时，填塞的炮泥开始运动的时间比

正向起爆晚，使爆炸气体在爆孔内存留时间增加，从

而增加了应力波作用时间。

（2）起爆点位置不同，影响岩体内的应力分布。

用导爆索在整个爆孔同时起爆时，岩体内激起的应力

波为柱面波。但在正、反向起爆的情况下，柱状装药

并非全长同时起爆，这时应力波的波面形状决定于炸

药爆速和岩石中纵波速度。当爆速大于纵波速度时，

应力波波面形状呈锥形；当爆速低于纵波速度时，则

应力波为球面波。

（3）当装药长度较大，正向起爆时，在全部装药爆

轰结束前，由起爆点产生的应力波到达上部自由面

后，产生向岩体内部传播的反射波可能越过起爆点。

在此情况下，反射波产生的裂隙将使炮孔内气体迅速

逸出，导致炮孔下部岩石破碎条件的恶化和炮孔利用

率的降低，反向起爆时，爆轰产物在炮孔底部存留的

时间长，当纵波速度大于爆速时，应力波超前爆轰波，

能加强上部应力的作用，因此，反向起爆不仅可以提

高炮孔利用率，而且也能加强岩石的破碎。

5 堵塞对爆破效果的影响

良好的堵塞可以阻止爆炸气体过早地从炮孔内

排出，使更多的热量转化为机械能，提高炸药的有效

破碎能。同时可保证炸药充分反应，使之放出最大热

量和减少有害气体生成量，降低爆炸气体的温度和空

气冲击波。

不同位置的炮泥阻止爆炸气体逸出的作用机理

是不同的。与炸药接触的一段炮泥，在未发生剪切

前，主要靠横向推力产生摩擦力，阻止炮泥运动和气

体扩散；剪切后，靠其惯性延迟气体逸出。孔口的一

段炮泥开始靠惯性阻止下一段炮泥运动，后来就不起

作用。填塞对于低爆速、低猛度的炸药作用尤为显

著。

为了充分发挥炮泥的作用，必须选用合适的

炮泥材料和填塞长度。炮泥长度应随装药长度、炸药

的平均爆压、最小抵抗线、炮孔直径的增大而增大；炮

泥密度、强度、摩擦系数和在一定范围内增大炮泥材

料的平均粒度，可以适当减小炮泥长度。小直径炮孔

爆破一般采用砂和粘土混合物做炮泥，填塞长度应为

装药长度的35～50 %。

6 自由面对爆破效果的影响

自由面的大小和数目对爆破作用效果有着明显

的影响。自由面小和自由面的个数少，爆破作用受到

的夹制作用大，爆破困难，单位炸药消耗量增高。

自由面的位置对爆破作用也产生影响。炮孔中

的装药在自由面上的投影面积愈大，愈有利于爆炸应

力波的反射，对岩石的破坏愈有利。如果在一个自由

面的条件下，垂直于自由面布置炮孔，那么在这种条

件下炮孔中装药在自由面的投影面积极小，所以爆破

破碎也很小，如果炮孔与自由面成斜交布置，那么装

药在自由面上的投影面积比较大，爆破破碎效果也比

较好。

自由面是产生反射拉伸的条件，反射拉伸波有利

于岩石的破碎。岩石与空气的交界面是自由面，也是

最典型的自由面，除此之外岩石与液体的交界面，岩

石与松散介质的交界面，以至二种不同性质岩石的交

界面等等都可以视为自由面。下表是以1个自由面

的单位炸药消耗量为1时，随自由面增加而单位炸药

消耗相对减少的关系，亦即是单位炸药消耗量与自由

面数目的关系。

表1 炸药消耗量与自由面数目的关系

Table1 The relation of the explosive consume quantity and the spatial number

自由面数目

相对单位炸药消耗量

1

1

2

4/5

3

3/5

4

1/2

5

2/5

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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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起爆顺序对爆破效果的影响

中深孔工程爆破中多采用毫秒延期爆破，各个药

包起爆的先后顺序是重要的。先起爆的药包将一部

分岩石炸碎并抛移一定距离，为后续起爆的药包创造

了新的自由面。如果由于起爆器材质量的问题或施

工中的错误搞乱了起爆顺序，就有可能导致爆破的失

败。如果有一个或几个药包未起爆，则势必影响后续

药包的爆破效果。

岩石是在爆轰波和爆生气体造成的应力场作用

下破碎的，因此，齐发和毫秒延期爆破的岩石破碎过

程是不同的。秒差延期爆破实际上是单发爆破的简

单相加。毫秒延期爆破则不然，它利用先行起爆的药

包造成的应力场来帮助后续起爆药包破碎岩石，因

此，各个药包之间起爆的时间间隔是非常重要的。

8起爆药包位置对爆破效果的影响

起爆药包放在什么位置，决定药包爆轰波传播方

向和应力波以及岩石破裂的发展方向。

在长条药包爆破时，传统的方法是将起爆药包布

置在孔口第二药卷处，这样装药比较方便，也比较安

全，而且节省起爆材料。反向起爆则是把起爆药包布

置在孔底，并使雷管底部朝向孔口。

国内外大量实验研究表明，在长条药包中，不论

雷管朝向何方，在起爆点前方和后方一定距离内爆破

效果最强，距离爆源愈远，爆破效果愈差，因此，在长

条药包爆破时，为提高爆炸能量利用率，应采用多点

起爆。

9 穿孔质量对爆破效果的影响

穿孔质量不仅影响爆破效果，也是影响爆破设计

向爆破优化方向发展的主要障碍。穿孔质量对爆破

效果的影响表现在：孔深、孔位合格率两个方面。孔

深不够，导致底部所需能量不够，底部岩石得不到充

分破碎，从而产生根底。孔位偏差可引起爆破效果的

明显变化。

影响穿孔质量因素有：布孔不规范，行、列不整

齐，导致孔距、列距不符合设计要求等。

10 结语

影响爆破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技术

上的、也有管理上的，本文结合多年工程实践，给出的

一些经验，可供从事爆破工作者参考。

参考文献：

[1] 钮 强 .岩石爆破机理[M] 东北工学院出

版社. 1990.

NIU Q, The theory of rock blasting[M] .

Dongbei engineering college Press,1990.

[2]何广沂. 工程爆破新技术[M]. 北京：中国铁

道出版社，2014.

HE G Q, The engineering blasting new

technology[M] . Beijing: china railroad engi‐

neering Press,2014.

[3]李德林. 特种爆破[M]. 南京：解放军理工大

学,2020.

LI D L. The special blasting[M]. Nanjing:

PLA university of sciense and technology[M],

2015.

2021年第二期

丽水工程爆破
专 题 论 文

40



为规范露天爆破工程技术设计、促进爆破技术进

步、提升爆破本质安全水平、推动爆破行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中国爆破行业协会已于2020 年 12 月 25

日发布，并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正式实施了《露天

爆破工程技术设计规范》（T/CSEB 0011-2020）。为

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教学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

用本标准时能够正确理解和规范执行有关条文规定，

进一步促进本标准在行业内全面推广应用，特按章、

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解读文件，以供参考。

一、编制目的与意义

本标准以露天爆破工程为对象，对技术设计的编

制加以规范，从技术上降低爆破作业风险，提高爆破

本质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促进爆破技术进步与科学

发展。本标准对技术设计的主要内容提出要求，并

对具体内容的编制及编排给予指导。

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1）实现与相关法律和法规的统一；

（2）实现与国家强制性标准《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2014）的紧密衔接；

（3）规范露天爆破工程技术设计，促进行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

二、编制依据与原则

1.编制依据

（1）现行国家和行业的相关法律和法规。

（2）《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2014）和《爆破术

语》（T/CSEB 0007-2019）等现行相关标准与文献。

2.编制原则

（1）先进性原则。瞄准爆破行业发展的前沿，依

据实际工程情况，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

艺和新设备，并遵循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节能高效和绿色环保原则。

（2）实用性原则。本标准坚持实用原则，设计规

范满足工程对安全、质量和进度的要求，促进露天爆

破工程技术设计工作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3）连贯性原则。本标准的编制坚持承上启下原

则。本标准与现有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自然衔接，

与其他相关标准保持了技术的一致性、连贯性。

三、标准内容与解释

为便于了解与熟悉编制目的、掌握编制方法，本

标准按内容分为设计依据、原则与内容，方案论证与

选择，爆破参数设计，装药结构设计，起爆网路设计，

爆破安全设计和附录等内容。

标准在前言部分介绍了标准的起草规则、提出单

位、归口部门、主要起草单位和起草人等。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在编制过程中多次公开征求意见，经过反复论证和修

改，最终发布了现行版本。

四、标准条文说明

3 术语与定义

GB 6722、T/CSEB 0007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

于本标准。根据标准使用需要，本标准列出了11 条

术语和定义。

5 设计依据、原则与内容

5.2.3 应依据实际工程情况，推广应用新技术、新

材料、新工艺和新设备。

进行露天爆破工程技术设计时，优先考虑现场混

《露天爆破工程技术设计规范》
（T/CSEB 0011-2020）

解读文件

中国爆破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21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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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爆破技术和控制爆破有害效应的新技术、新材料、

新工艺和新设备，并符合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

理和节能环保原则。

6 方案论证与选择

方案论证与选择是决定露天爆破工程成功与否

的前提与基础，爆破方案选择错误，不仅直接影响爆

破质量和进度，而且很有可能会导致爆破事故；方案

论证与选择应根据自身设计施工经验或借鉴类似工

程的成功经验，在充分考虑本工程地质地形特点和周

围环境因素及本工程具体要求的基础上，经过认真比

对后确定最佳方案。

6.1 根据工程特点和周围环境，应依据安全、质

量和进度要求，通过不同方案比选，确定最优设计方

案。

露天爆破按爆破对象分为：露天矿山剥离爆破，

水利水电开挖爆破，路堑、沟槽或基础开挖爆破，场地

平整爆破等工程；按爆破方法分为：深孔爆破和浅孔

爆破。

爆破工程特点是指爆破对象的类别、地形地质条

件、工程规模等；周围环境是指爆区范围内需要保护

的地下、地面和空中的管线、设施和建（构）筑物及与

爆破点的方位、距离等。

6.3 爆区地形地质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地形图包括比例尺、指北针、等高线和周边

特征物；

——地质图包括岩石类型及性质，岩层产状、断

层、节理裂隙、溶洞及其他地质现象等；

——其他备注或说明。

地形地质图是进行爆破技术设计的重要依据，爆

破方案的选择、爆破参数的选取都必须根据地形地质

情况进行确定。譬如，根据周边特征物安全和爆破效

果要求，可选择采取强或弱松动爆破等、确定最小抵

抗线的方向等；根据地质条件，可确定单位炸药消耗

量、炮孔布置方式与位置、装药结构和填塞长度等。

6.4 爆区环境平面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比例尺、指北针和周边特征物；

——爆破范围、等高线（或等深线）；

——保护对象名称、类别、特征及与爆破点最近

直线距离等；

——爆区周边交通运输道路；

——爆区周边地上、地下主要管线分布情况；

——其他备注或说明。

爆区环境平面图是进行爆破安全设计的重要依

据，警戒范围与安全防护的选择、单响最大药量和一

次起爆总药量的确定、爆破振动监

测方案与监测点的布置等需要根据爆区周围环

境图进行选择与确定。

7 爆破参数设计

爆破参数设计是继爆破方案选择与确定后的又

一项决定爆破安全、爆破效果和经济效益的重要指

标，其中：单位炸药消耗量按岩石性质和爆破要求并

结合经验选取，再通过现场试爆确定；台阶参数、孔网

参数由设备选型并按经验确定；装药结构、装药长度、

填塞长度按爆破效果要求确定；单段最大药量和一次

起爆药量根据被保护对象质点允许最大振动速度决

定。

7.1.3 进行爆破参数设计时，应对单位炸药消耗

量、单孔药量、装药长度、填塞长度、单段最大药量和

一次起爆药量等进行验算，确保爆破参数选取准

确。

进行爆破参数设计时，应根据类似工程实际并结

合自身经验初步确定单位炸药消耗量，然后结合经验

公式计算出孔网参数，再根据孔网参数、爆破效果与

安全要求计算出单孔药量、装药长度、单段最大药量、

一次起爆药量等，最后进行整体校核验算。若参数设

计不合理则应重新调整单位炸药消耗量，确保爆破安

全、爆破质量和经济效益。

7.1.4 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编制炮孔布置平面

和剖面图，主要包括：

——布孔形式；

——炮孔直径、倾角；

——孔距、排距；

——最小抵抗线、孔深、超深、填塞长度；

——其他备注或说明。

炮孔布置平面图和剖面图是进行爆后检查、确认

有无盲炮和盲炮处理的主要依据，也是验收爆破效果

并调整爆破参数的重要参考。为此，爆破参数设计应

绘制炮孔布置平面和剖面图，图例中应详细标注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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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的大小及单位。

7.2 单位炸药消耗量

单位炸药消耗量是爆破技术设计的一个最基础、

也是决定爆破效果最重要的参数，其大小由地质条

件、爆破方式（抛掷或松动）确定，不仅直接影响爆破

效果、还决定着爆破本质安全。

7.2.1 单位炸药消耗量与岩石性质、裂隙发育程

度、自由面条件、炸药特性、爆破类型、起爆方式及块

度要求等有关，应根据工程经验或表 1 选取，并结合

现场爆破试验优化调整。

表1 单位炸药消耗量q值

f
q/（kg/m3）

注：该表数据以 2号岩石乳化炸药为标准。

0.8～2
0.40

3～4
0.45

5
0.50

6
0.55

8
0.61

10
0.67

12
0.74

14
0.81

16
0.88

20
0.98

单位炸药消耗量的准确选取是进行其他爆破参

数设计的基础，首先应根据地质条件和爆破效果要求

初选，然后再通过现场爆破试验，并结合爆破效果进

行不断优化调整。

7.2.2 选取单位炸药消耗量时，除确保爆破破碎

效果外，还应考虑周围环境条件和安全要求。

单位炸药消耗量选取过大容易导致岩石过度粉

碎，同时容易产生飞石、爆破振动等爆破有害效应。

7.3 台阶参数

进行台阶参数设计时，应根据地形地质条件、钻

孔设备、挖装设备、安全要求和爆破规模等进行综合

选择，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实

现爆破效果与挖装效率的高效匹配。

7.3.1 台阶高度应根据工程要求、地形地质条

件、钻孔设备、挖装设备进行选择，确保钻孔效率与

爆堆挖装安全高效。台阶高度应与主要设备的选型

相适应，台阶高度与挖掘机斗容关系参照表 2。

表 2 台阶高度与挖掘机斗容关系

挖掘机斗容/m3

台阶高度/m
0.5～0.6
8～10

1～2
10～12

3～4
12～14

6～8
14～16

8～10
16～18

≥15
18～20

台阶高度主要由设备选型和爆破安全确定，随着

“四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钻孔与挖装设备逐步向大

型化、自动化方向发展，钻孔深度、精度与效率显著提

高、挖装爆堆的高度与挖装能力及挖装的安全性明显

增强，从而大大提高了钻孔爆破的台阶高度。

7.3.2 台阶长度应根据挖装方式、爆破规模和环

境条件等确定。

当采用电铲挖装、允许爆破规模较大时，台阶长

度一般较大，当采用机械挖装时，台阶长度一般较小。

7.3.3 台阶宽度应根据岩石性质、安全要求、工程

性质、挖装方式和爆破规模等确定。台阶最小宽度应

满足钻爆挖装各工序互不影响，避免上下交叉作

业。

当岩石可爆性好、采用电铲挖装和爆破规模较大

时，可选取较大的台阶宽度。

7.5.6 露天钻孔台阶爆破第一排炮孔宜根据实际

情况调整孔距和炮孔角度。

由于露天台阶爆破后排炮孔容易造成后部岩体

的破碎，为确保爆破效果与安全，一般露天钻孔台阶

爆破第一排炮孔宜减小炮孔孔距，并根据台阶坡面情

况合理调整炮孔角度。

7.6.2 单孔药量依据单位炸药消耗量和单个炮孔

所负担的体积计算。

进行单孔药量计算时，应依据单位炸药消耗量和

单个炮孔所负担的体积进行计算。计算后应校核装

药长度和填塞长度，确保参数合理。若不合理，则相

应调整优化。

7.6.3 当一次起爆多排炮孔时，前排炮孔药量应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第一排孔单孔药量和多排孔

时的后排孔单孔药量宜分别按公式（7）、公式（8）计

算：

Qi=qaWH………………（ 7 ）

Qi=kqabH………………（ 8 ）

式中：

k——取 1.1～1.2。

当一次起爆多排炮孔时，前排炮孔药量应适当减

小，避免因前一次爆破使得前排炮孔的最小抵抗线发

生变化而造成爆破飞石。

8 装药结构设计

8.4 进行装药结构设计时，应绘制装药和填塞结

构图，内容包括：

——钻孔直径、角度；

——孔深及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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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包直径、长度和位置；

——炮孔内炸药密度；

——填塞材料、填塞长度、填塞位置和填塞结

构。

装药结构是露天爆破工程技术设计的另一重要

参数，对爆破效果具有较大影响，装药和填塞结构图

是进行装药和填塞施工的指导书和说明书，爆破作业

人员必须严格按其进行操作。

8.7 光面爆破和预裂爆破一般采用不耦合装药，

根据地形地质、爆破参数、岩石力学性质等选取合适

的不耦合系数，不耦合系数 Rd 宜取 2.0～5.0。

采用光面爆破或预裂爆破时，宜采用不耦合装

药，应标注不耦合系数，间隔材料、长度和位置，雷管

位置、数量等。不耦合系数应根据地形地质、爆破参

数、岩石力学性质等综合选取，一般取 2.0~5.0。

孔距较小时取大值，反之取小值；岩石抗压强度

较大时取小值，反之取大值。间隔材料一般为岩土、

纸壳、砂石等，间隔位置一般为孔底间隔、孔中间隔和

孔口间隔。应根据间隔要求确定雷管位置和数量。

9 起爆网路设计

起爆网路是爆破技术设计的又一重要参数，其决

定着全部药包能否安全准爆，故被称为爆破工程的生

命线。起爆网路的选择与爆破方式、爆破规模和起爆

器材有关，在重大爆破工程中，往往使用混合网

路，使用混合网路要注意与环境的兼容性，即环

境条件必须容许两种起爆方法混合使用。

9.1.5 进行起爆网路设计时，应编制起爆网路敷

设与起爆顺序图，内容包括：

——起爆网路类型；

——单次起爆的炮孔数量、排数、台阶自由面；

——炮孔内、外雷管段别及延时时间；

——起爆顺序、起爆站位置；

——其他备注或说明。

起爆网路敷设与起爆顺序图是指导爆破作业的

说明书和指导书，爆破作业人员只有在此指导书下进

行网路敷设，才符合设计要求并确保网路安全准爆。

9.1.6 A、B 级露天爆破工程，应根据周围环境和

安全要求进行起爆网路试验。

根据《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2014）规定，A、

B 级爆破工程应进行起爆网路连接方式的传爆可靠

性试验。大型起爆网路试验，应至少选一组典型的

起爆支路进行试爆；对重要爆破工程，应考虑在现场

条件下进行网路试爆。

9.3.1.2 在孔外接力网路中，孔内应采用高段别

雷管，孔外采用低段别传爆雷管。前、后排炮孔的起

爆间隔时间不宜太大。

一般孔内采用高段别雷管，孔外采用低段别雷

管，实现逐孔起爆，能够有效提高爆破效果，降低爆

破振动。当一次起爆的炮孔数量较多时，要保证距离

先爆炮孔 20m 内炮孔中的雷管已被击发。

9.3.1.4 对于重要或复杂的露天爆破工程，宜采

用复式起爆网路。

对于重要或复杂的露天爆破工程，可以采用交叉

复式接力起爆网路或双复式交叉接力起爆网路。

10 爆破安全设计

10.1.1 爆破安全设计内容主要包括爆破作业中

产生的可能危及人身、建（构）筑物、设施及环境安全

有害效应的分析、计算及采取的有效安全防护措

施。

爆破安全设计首先要进行危险源分析，即分析爆

破作业中产生的可能危及人身、建（构）筑物、设施及

环境安全的有害效应，并通过安全计算进行校核，若

不满足《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2014）要求，则要

调整爆破参数和方法。并且应设计有效的安全防护

措施，在

施工过程中对爆破有害效应进行实时监测。

10.2.1.3 当爆源处于低位，保护对象宜考虑高

差。H＇/R≥0.3 时，爆破振动速度宜按公式（12）计

算:

v = K …………（ 12 ）

式中：

β——一般取正值，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

进行爆破振动校核时，应先估算爆破振动，根据

受保护对象的爆破安全振速要求，及时调整爆破单段

最大药量并选择合适的起爆方法。本标准给出了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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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与保护对象在同一高程及不同高程的振动计算公

式，当爆源位于低位时，应考虑爆破高程效应，采用含

高程因子的振速计算公式。爆破作业过程中应对爆

破振动进行实时监测并反馈优化爆破参数。可采用

延时爆破、改变最小抵抗线方向和优化装药结构等方

法进行振动控制，通过孔、排间起爆延时设置、改变起

爆顺序和采用不耦合装药结构等方法降低爆破振动。

10.2.2.3 爆破个别飞散物对人员、设备和建筑物

的安全允许距离应根据 GB 6722 要求确定，爆破个

别飞散物安全距离参照表4。

表 4 爆破个别飞散物对人员的安全允许距离

爆破类型和方法

露天钻

孔爆破

浅孔爆破法破大块

浅孔台阶爆破

深孔台阶爆破

最小安全允许距离/m
300

200（复杂地质条件下或未形

成台阶工作面时不小于 300）
按设计，但不小于 200

进行爆破个别飞散物校核时，应采用《爆破安全

规程》（GB 6722-2014）中的计算公式进行计算，结合

表 4 中的安全允许距离进行校核。若不满足要求，

则及时调整爆破单段最大药量并选择合适的起爆方

法。

10.2.3.3 露天地表爆破当一次爆破炸药量不超

过 25kg 时，按公式（13）确定爆破空气冲击波对在掩

体内避炮作业人员的安全允许距离：

………………（ 13 ）

进行爆破空气冲击波校核时，应根据公式（13）计

算爆破空气冲击波安全允许距离。若不满足要求，则

及时调整单位炸药消耗量、最小抵抗线、起爆方法与

起爆顺序、填塞长度和填塞质量。可采用控制一次爆

破规模、采用延时起爆方法和合理的起爆顺序等方法

对爆破空气冲击波及噪声等有害效应进行控制。

10.2.4.1 爆破有害气体控制技术包括选取合适

的炸药品种、装药形式，采用起爆能较大的起爆药包，

爆后洒水等。

10.2.4.2 爆破粉尘与污染的控制技术主要包括

选取合适的单位炸药消耗量、单孔药量和一次起爆最

大药量，并采用延时起爆技术和降尘防尘措施等。

进行爆破有害气体控制时，可以通过选取合适的

炸药品种、装药形式及起爆能较大的起爆药包等方

法。采用微负氧平衡的炸药可以减少爆破有害气体，

同时起爆能较大的起爆药包能够使爆轰反应完全，

减少爆破有害气体产生。采用不耦合装药结构可以

增大爆轰反应时间，一定程度上减少爆破有害气体和

粉尘。

10.4.7 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编制爆破安全警戒

图，内容包括：

——爆破区域位置；

——爆破警戒范围；

——警戒点位置；

——警戒点与爆破点的直线距离；

——爆区周边交通运输道路；

——起爆站位置；

——其他备注或说明。

爆破安全警戒是保证爆破安全的最后一个重要

环节，也是防止爆破飞散物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的有效手段。爆破安全警戒图是指导爆破安全警戒

的说明书和指导书，爆破作业人员按照此图进行警戒

才能有效控制爆破危害影响。

10.5 爆破应急预案

复杂环境露天爆破工程技术设计应制定应对复

杂环境的方法、措施及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包括：

——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及组织；

——应急救援处置的工作流程；

——应急救援机构人员之间的通信联络方式；

——事故应急措施及处理方案。

进行露天爆破技术设计时，应编制爆破应急预

案，明确可能发生的爆破安全事故、应急措施及处理

方案，设立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及组织，确定应急救援

处置的工作流程及救援人员的通讯联络方式。

该标准如在宣贯及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需修改、

补充和完善之处，请与中国爆破行业协会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联系。

中国爆破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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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露天爆破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促进爆破技

术进步、提升爆破本质安全水平、推动爆破行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中国爆破行业协会 2020 年

12 月 25 日发布，并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正

式发布了《露天爆破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T/

CSEB 0012-2020）。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教

学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够正确理解和

规范执行有关条文规定，进一步促进本标准在行业内

全面推广应用，特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解

读文件，以供参考。

一、编制目的与意义

本标准以露天爆破工程为对象，对施工组织的编

制加以规范，从施工组织上降低爆破作业风险，提高

爆破本质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促进爆破技术进步与

科学发展。本标准对施工组织设计的主要内容提出

要求，并对具体内容的编制及编排给予指导。

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1）实现与相关法律和法规的统一；

（2）实现与国家、行业和团体相关标准的紧密衔

接；

（3）使露天爆破工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提高

施工技术水平和组织能力。

二、编制依据与原则

1. 编制依据

（1）现行国家和行业的相关法律和法规。

（2）《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2014）和《爆破

术语》（T/CSEB 0007-2019）等现行相关标准与文献。

2.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遵循“先进性、可靠性、安全性和适

用性”的原则，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

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编写。

（1）先进性原则。爆破施工是安全、顺利地实施

爆破工程并取得理想的效果的关键。爆破施工应根

据施工组织设计确定的施工方法、施工顺序和施工进

度进行。技术先进性是指技术应用方案一般要比企

业现有的技术先进，力争有较强的行业竞争力。

（2） 可靠性原则。选取的技术方案必须是成熟

的、稳定的、有可借鉴的企业或项目。

（3） 安全性原则。技术方案必须考虑是否会对

操作人员造成人身伤害，有无保护措施，是否会影响

周围环境，应使选择的方案有利于环境保护和提高安

全性。

（4） 适用性原则。选取的方案必须考虑对当地

资源的适用性（包括原材料、人力资源、环境资源），充

分发挥企业和方案所在地的资源优势，适应方案特

定的资源、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条件，有利于发挥企业

原有的技术装备和技术力量。

三、标准内容与解释

为便于了解与熟悉编制目的、掌握编制方法，本

标准按内容分为设计依据、原则与内容，施工方案，施

工准备，施工组织，施工管理，环境保护与文明施工，

事故预防和附录等内容。

《露天爆破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T/CSEB 0012-2020）

解读文件

中国爆破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21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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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言部分介绍了标准的起草规则、提出单位、

归口部门、主要起草单位和起草人等。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

在编制过程中多次公开征求意见，经过反复讨论、修

改和完善，最终发布了现行版本。

四、标准条文说明

3 术语和定义

3.2 爆破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construction or‐

ganization design for blasting 用于指导爆破施工

作业、组织与管理的设计工作。

[来源：T/CSEB 0007—2019，2.31]

施工组织设计是技术设计思想的详细体现与具

体落实，也是对施工过程实施科学规划、精心组织、规

范管理的重要环节，更是指导爆破作业的说明书。具

体包括施工场地划分，施工道路布置，水电通讯等管

网设置，施工各工序的衔接与协调、施工资源（人、

材、机）配备与使用等，都必须做出详细的规划和具体

部署，作业人员方可按照施工组织设计进行施工作

业。施工组织设计就是按照总体施工方案、确定施工

方法与顺序、明确技术线路、制定安全措施，以确保爆

破工程安全、顺利完成。

3.6 爆破有害效应监测 blast monitoring 使用

专用监测仪器、设备对爆破有害效应进行的量化测

试。

《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2014）规定，D 级以

上爆破工程以及可能引起纠纷的爆破工程，均应进行

爆破有害效应监测。监测项目由设计和安全评估单

位提出，监理单位监督实施。因此，爆破有害效应监

测应纳入施工组织设计，成为爆破工程施工的一项安

全措施。

4 设计依据、原则与内容

4.3 设计内容

露天爆破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内容的编写参照附

录 A。

《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2014）对施工组织设

计的内容做出了规定，应包括的内容有：

——施工组织机构及职责；

——施工准备工作及施工平面布置图；

——施工人、材、机的安排及安全、进度、质量保

证措施；

——爆破器材管理、使用安全保障；

——文明施工、环境保护、预防事故的措施及应

急预案。

本标准在符合现有规范规程的前提下，对相关内

容作了补充。

本条仅对施工组织设计的基本内容加以规定，附

录 A 为资料性附录，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施工组

织设计的内容可以添加或删减。本标准并不对施工

组织设计的具体章节顺序加以规定。

5 施工方案

施工方案是依据技术设计、并根据工程特点和周

围环境而制定的切合实际的施工方法，施工方法与工

艺应满足安全、质量、工期和环保要求。

5.1.1 工程概况应包括：

——工程名称、地点；

——工程规模、范围、等级和期限；

——工程建设、设计和施工等相关单位的情况；

——爆区地形地貌、工程地质与水文状况、气象

与气候等；

——交通运输条件；

——爆区空中、地面和地下建（构）筑物和设施及

周围环境情况；

——其他应说明的情况。

编制工程概况时，为了清晰易读，宜采用图表说

明。

5.1.2 工程要求应包括爆破安全、质量、进度和

环保等内容。

爆破工程都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具体要求，应针对

具体工程仔细分析可能影响安全、质量、进度和环保

等问题的全部因素，制定出一整套相应的技术与防护

措施，并在保证安全和符合国家标准的前提下，满足

业主的合法性要求，达到工程既定目标。

5.2.3 新技术与新工艺、关键或复杂工序，应详细

说明施工方法和技术措施。

2021年第二期

丽水工程爆破
标 准 规 范

47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爆破工程领域的新技

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不断涌现，为便于爆破作

业人员全面掌握和熟练操作、使得“四新”技术顺利推

广应用并尽快形成技术经济效益，对于新技术、关键

或复杂工序，需要制定详细的施工方法和技术措施，

以达到保证工程安全和质量，降低工程成本，节约劳

动消耗，缩短工期和减少污染，提高综合经济效果的

目的。

对工程中推广应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

新设备，可以采用目前国家和地方推广的，也可以根

据工程具体情况由企业创新。对于企业创新的技术

和工艺，要制定理论和试验研究实施方案，并组织鉴

定评价。

6 施工准备

6.1.1 施工总平面图

施工总平面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施工范围内的地形情况、可利用的场地位置

及面积；

——施工场地外环境情况与建（构）筑物及设施

分布；

——设有爆破器材临时存放场所的工程应在总

平面图中标注位置；

——施工区域与外部交通衔接方式、主要交通干

线；

——施工期间现场必备的安全、消防、保卫、环境

保护等设施。

施工总平面图是根据施工方案对施工区域和生

活区域的具体规划与布置，施工区域是将投入的各种

资源、材料、机械、道路、生产和生活活动场地及各种

临时施工设施合理地布置在施工现场，使整个现场能

有组织地进行文明施工。因此，可以说施工总平面图

是为确保施工方案及施工进度计划顺利实施的前提

与基础。

对于一些特殊的内容，如现场临时用电、临时用

水布置等，当总平面图不能清晰表示时，也可单独绘

制平面布置图。平面布置图绘制应有比例关系，各种

临时设施应标注外围尺寸。

6.1.2 施工场地布置

施工场地布置应包括下列内容：

——生产区域和生活区域合理划分与布置；

——爆破施工区段或爆破作业面划分及程序编

排；

——进出场主通道及各作业面临时通道布置；

——爆破器材现场临时存放、起爆药包现场制作

场地布置；

——夜间施工照明与施工用风、水、电及通讯供

给系统敷设方案；

——施工现场与爆破安全警戒岗哨、避炮防护设

施与工地警卫值班设施布置；

——施工器材、机械维修场地布置。

施工场地规划内容应包括作业场地规划、道路布

置、交叉作业时的安全措施、废旧物的清理、机械配

置、照明与水电系统、爆破器材临时存放和安全保卫

及施工现场安全警戒等工作。

施工现场由于工程特点和施工场地的千差万别，

使得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因人、因地而异。合理布置施

工现场，对保证工程施工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施

工现场平面布置应遵循方便、经济、高效、安全、环保、

节能的原则。

6.2.1 资源配置计划应包括施工人员、设备、爆

破器材和其他材料等需求计划。

施工资源配置是根据工程特点、规模和级别，并

依据施工总体方案和施工安全、质量和进度要求，对

工程施工过程中必须投入的各类资源，包括“人、材、

机”即爆破作业人员、爆破器材和施工机具等进行的

统计与计算。施工资源配备应满足技术先进、经济合

理和可选择等特点。

6.3.1 凡经公安机关审批的爆破工程，应按 GA

991 规定在施工前 3 天发布施工公告。施工公告应

包括下列内容：

——爆破作业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设计施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

——安全评估单位和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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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理单位和项目负责人；

——爆破作业时限等。

6.3.2 凡经公安机关审批的爆破工程，应按 GA

991 规定在爆破前 1 天发布爆破公告。爆破公告应

包括下列内容：

——爆破地点；

——爆破时间；

——警戒范围；

——警戒标志；

——起爆信号。

根据《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2014），邻近交

通要道的爆破需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时，应预先申请并

至少提前 3 天由公安交管部门发布爆破施工交通管

制通告。在邻近通航水域进行爆破施工时，应在 3

天前通知港航监督部门。爆破可能危及供水、排水、

供电、供气、通讯等线路以及交通隧道、输油管线等重

要设施时，应事先准备好相应的应急措施、应向有关

主管部门报告，做好协调工作并在爆破时通知有关单

位到场。在同一地区同时进行露天、地下、水下爆破

作业或几个爆破作业单位平行作业时，应由建设单位

组织协商后共同发布施工公告和爆破公告。

7 施工组织

7.1.1 应根据爆破工程规模和等级，设立施工组

织机构并明确相应的岗位及职责，建立健全各项管理

制度。

组织机构必须保证决策指挥的统一和有利于全

过程及全局的控制。爆破作业单位应根据施工项目

的规模与级别、环境复杂程度、施工特点、地域范围确

定施工组织机构，对于爆破工程项目经理部宜采用职

能组织结构或线性组织结构。

7.2.1 施工进度计划应按施工程序进行编制，明

确各施工阶段工期及关键节点，并编制施工进度图。

施工进度计划要保证工程施工在规定的期限内

完成，保证工程施工的连续性和均衡性，节约施工费

用。编制施工进度计划需根据工程施工的客观规律

和施工条件，参考工程定额，综合考虑资金、材料、设

备、劳动力等资源的投入。施工进度计划执行过程

中，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变化，经常使实际进度脱离原

计划，这就需要施工管理者随时掌握工程施工进度，

检查和分析进度计划的实施情况，及时进行必要的调

整，保证施工进度总目标的完成。

施工进度计划的编制应内容全面、安排合理、科

学实用，在进度计划中反映出各施工区或各工序之间

的搭接关系、施工期限和开始、结束时间。同时，施工

进度计划应能体现和落实总体进度计划的目标控制

要求。

露天爆破施工组织设计应按施工部署中的施工

方案和工程项目的施工程序，依据土石方开挖和装运

工作量，编制施工总进度计划。

爆破开挖进度计划，开挖强度必须同时满足爆破

区域开挖要求、装运施工的要求。

7.2.2 施工进度图宜用横道图或网络图表示，规

模较大、技术复杂的工程宜采用网络图表示。

一般工程画横道图即可，对工程规模较大、工序

比较复杂的工程宜采用网络图表示，通过对各类参数

的计算，找出关键线路，选择最优方案。

7.3.2 第一排炮孔布置应根据台阶坡面变化情况

由爆破工程技术人员调整炮孔位置。

由于前一个台阶爆破炮孔的挤压和拉伸作用，一

般都会造成后一个台阶坡面的凹凸不平。为此，后一

个台阶进行施工时，应通过对台阶坡面进行观察或测

量，然后确定炮孔位置，确保最小抵抗线符合设计要

求，避免因最小抵抗线发生变化而产生爆破飞石，影

响爆破安全。因此，需要爆破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实地

考察，必要时调整爆破参数。

7.3.3 重大爆破工程的炮孔布置应采用全站仪或

卫星定位等方式，确定炮孔的孔口与孔底坐标。

爆破工程应满足相关质量标准，达到预期目标。

炮孔位置和深度是质量控制的关键，应设置质量控制

点，保证质量合格。采用全站仪等精密仪器能够较好

地进行质量控制，减小偏差，有利于提高爆破工程质

量和安全。

7.3.4 当施工现场地质地形变化较大时，应报告

现场技术负责人并对炮孔位置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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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条件主要是指爆区的位置特征，包括山体地

面坡度起伏、山体高低、自由面个数和形态、冲沟分布

等。地质条件主要是指岩层和层理、褶皱、节理裂隙、

断层等。这些条件直接影响爆破参数的选择、炮孔位

置的布置、爆破体抛掷方向和距离、爆堆形状及塌散

范围。地质地形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爆破安全、质

量、进度等，因此需要及时报告现场技术负责人进行

调整。

7.3.6 钻孔结束并于装药前应对炮孔进行测量验

收：

——验孔时，应将孔口周围 0.5m 范围内的碎

石、杂物清除干净，孔口岩壁不稳者，应进行维护；

——深孔验收标准：孔深允许误差±0.2m ，孔排

距允许误差±0.2m ，偏斜度允许误差 2%；

——标明水孔数量、位置和水深；

——发现不合格钻孔应及时处理，未达验收标准

不得装药。

炮孔验收包含孔数、孔网参数、孔深、倾角、方位

角、含水情况、漏孔、卡孔等。对验收不合格的炮孔，

应报告爆破技术人员，如重新穿孔，应进行二次验

孔。

7.4.3 装药前应对第一排各炮孔的最小抵抗线

进行校核，并调整每孔药量和装药结构。

第一排炮孔是爆破安全管理和质量控制的重点，

需要多次校核，保证每孔装药量和装药结构合理，必

要时要进行调整，以满足第一排炮孔预期爆破效果。

7.4.5 填塞应制定安全与质量管理措施，包括填

塞材料的选择、填塞质量的保证、填塞的位置和长度、

填塞的安全注意事项及填塞物卡孔的处理等方面。

填塞是保证爆破成功的重要环节之一，对改善爆

破效果和提高炸药能量利用率具有重要作用。合理

的填塞长度应能降低爆破气体能量损失和尽可能增

加炮孔装药量，填塞质量也直接影响爆破的安全和效

果，因此需要制定相关措施，以满足爆破工程安全与

质量的要求。

7.5.2 应制定起爆网路连接与检查的技术方案，

健全起爆网路质量与安全的保证措施，A、B 级爆破工

程应进行起爆网路试验。

起爆网路是爆破的重要环节，对爆破安全的影响

极大，因起爆网路问题而导致拒爆很常见，一个工程

产生了拒爆，轻则影响爆破效果，重则发生安全事故。

因此，在施工组织设计中，不仅要保证起爆网路的可

靠度，还要确保起爆网路施工过程中的安全可靠度。

尤其是 A、B 级爆破工程，进行起爆网路试验能够帮

助爆破工程技术人员选择安全可靠度高的起爆网路。

7.5.3 起爆网路连接应采用先从炮孔到区域网

路、再到大区网路、最后连接主网路的后退方式。

起爆网路连接人员应有组织、有规划地进行起爆

网路连接，先从炮孔到区域网路、再到大区网路、最后

连接主网路的后退方式，有利于减小网路在施工过程

中受损概率，保障起爆网路按照爆破设计执行，以及

增加起爆网路漏连和受损时能够检查发现和修复的

概率。

7.6.5 起爆站位置应按照爆破工程技术设计并依

据爆区地形、周围环境和气候条件等确定。

7.6.6 起爆站应设在警戒区外的安全地点，并处

于爆区风向上游，与爆区通视、通路的条件好的位置。

7.6.7 起爆站应健全防飞石、爆破空气冲击波和

有毒气体及抗振等措施。

7.6.8 起爆站应设双人负责实施起爆，一人操作

一人监督，必要时进行替换。

起爆站应设置在上风地点、可以直视爆破地点、

起爆站与爆破地点的道路畅通无阻。起爆站人员要

挑选经过训练的、技术熟练的、有责任心的爆破作业

人员担当。起爆人员应能够对爆区的情况有直观的

了解，当具备安全起爆条件，爆破指挥人员下达起爆

命令后，起爆人员方可进行起爆。

7.7.4 应根据 GB 6722 制定盲炮处理的安全技

术措施。处理盲炮前应由爆破技术负责人确定盲炮

处理方案和警戒范围，应派有经验的爆破员进行盲炮

处理。盲炮处理后应由处理者填写登记卡片或提交

报告，说明产生盲炮的原因、处理的方法、效果和预防

措施。

盲炮处理是一项技术要求高、对安全影响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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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故危害大的工作，因此，需要特定的人员进行处

理。在施工组织设计中，要一同制定好盲炮处理的安

全技术措施，制定的对策方案力求全面、具体、可靠，

产生盲炮问题后，能够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盲炮处

理工作，达到预防事故发生的目的。

8 施工管理

8.1.1 露天爆破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应包括施工

现场、施工过程和周围环境的安全管理。

爆破作业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施工组织设计

中，要对各种可能影响到施工安全的工作，制定安全

措施，对生产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用技术手段或管

理手段加以消除和控制，是落实“以人为本、预防为

主”方针的具体体现，是进行工程项目安全控制的指

导文件，目的是减少和消除生产过程中的事故和安全

隐患，保证人员健康安全和财产免受损失。

8.2.1 应根据工程特点和要求，制定施工质量管

理目标，明确职责与权限。

质量管理是在质量方面指挥和控制组织的协调

活动，包括建立和确定质量方针和目标，通过质量策

划、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和质量改进等手段来实施全

部质量管理职能，从而实现质量目标的所有活动。

质量控制是质量管理的一部分，是致力于满足质

量要求的一系列相关活动，主要包括：设定目标、测量

检查、评价分析、纠正偏差。通过围绕明确的质量目

标，通过行动方案和资源配置计划、实施、检查和监

督，进行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致力于实现

预期质量目标的系统过程。露天爆破质量控制可包

括：测量、布孔、钻孔、验孔、起爆网路、爆破质

量、有害效应的控制等的质量控制。

8.3.1 应根据工程特点与要求，制定施工进度管

理目标，明确职责与权限。

露天爆破工程是在动态条件下实施的，因此进度

控制是一个动态的管理过程，包括：进度目标的分析

和论证、编制进度计划、进度计划的跟踪

检查与纠偏、进度计划的调整等工作。

9 环境保护与文明施工

9.1 应根据工程特点与要求，制定环境保护及文

明施工管理目标，明确职责与权限。

项目经理为现场环境保护与文明施工的第一责

任人，应明确环境保护与文明施工的目标。应按照法

律法规、各级主管部门和企业的要求，保护和改善现

场的环境，控制现场的各种粉尘、废水、固体废弃物、

噪声、振动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9.2 应全面分析环境因素、确定重要保护目标、

制定目标保护措施，包括下列内容：

——爆破个别飞散物控制措施；

——爆破振动控制措施；

——爆破空气冲击波与噪声防治措施；

——粉尘与污染控制措施；

——生活、生产污水排放控制措施；

——废弃物管理措施等。

工程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施工垃圾、粉

尘、污水及噪声等，制定环境保护措施就是通过管理

和技术措施，使环境污染降到最低。

9.4 应建立环境保护及文明施工管理检查制度。

施工现场环境越来越受到建设单位和社会各界

的重视，政府部门不断出台新的环境监管措施，环境

保护已成为施工组织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10 事故预防

10.1.1 露天爆破工程应根据施工现场、作业过

程和周围环境进行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

10.1.2 应制定露天爆破工程危险源辨识表，对

爆破施工全过程进行危险源辨识，确定各种危险源及

重要危险源。

根据《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2014）中爆破作

业的基本规定，爆破作业环境的要求为：爆破前应对

爆区周围的自然条件和环境状况进行调查，了解危及

安全的不利环境因素，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

露天爆破工程的施工现场、作业过程和周围环境

都要分部、分项全面进行危险源辨识，同时对辨识出

的危险因素，要制定出安全防范措施，对存在风险和

应对措施进行风险评估。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不合

理项要制定出整改措施。

10.1.3 露天爆破工程危险源辨识应采用直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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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分析方法和系统安全分析方法。

直观经验分析方法又分为对照经验法和类比法

两种。对照经验法是对照有关标准、法规、检查表或

依靠分析人员的观察分析能力，借助于经验和判断能

力直观地评价对象危险性和危害性的方法。对照经

验法是辨识中常用的方法，其优点是简便、易行，其缺

点是受辨识人员知识、经验和占有资料的限制，可能

出现遗漏。为弥补个人判断的不足，常采取专家会议

的方式来相互启发、交换意见、集思广益，使危险、有

害因素的辨识更加细致、具体。类比法是利用相同或

相似工程系统或作业条件的经验和劳动安全卫生的

统计资料来类推、分析评价对象的危险、有害因素。

系统安全分析方法是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的

重要内容，是应用系统安全工程评价方法中的某些方

法进行危险、有害因素的辨识，常用于复杂、没有事故

经验的新开发系统。

10.2.10 复杂环境爆破应按技术设计编制爆破

安全专项防护方案。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

标准，结合本单位组织管理体系、生产规模和可能发

生的事故特点，与相关预案保持衔接，确立本单位的

应急预案体系，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并体现自救互

救和先期处置等特点”。

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应急预案必须与所实施

的爆破作业相适应，要切合实际，避免出现内容与现

实情况不符现象。

10.3.1 应根据露天爆破工程具体情况，编制应

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明确责任与权限。

10.3.2 对危险性较大的工程和特殊情况的作业

应制定详细的现场处置方案和预防措施。

爆破可能危及供水、排水、供电、供气、通讯等线

路及交通隧道、输油管线等重要设施时，应事先准备

好相应的应急措施、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做好协调

工作并在爆破时通知有关单位到场。必要时施工单

位应当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审查。

现场处置方案重点规范事故风险描述、应急工作

职责、应急处置措施和注意事项，应体现自救互助、信

息报告和先期处置特点。

该标准如在宣贯及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需修改、

补充和完善之处，请与中国爆破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联系。

中国爆破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21年第二期

丽水工程爆破
标 准 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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