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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于煤矿采掘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人们更加重视在开采过程中对
于环境的保护,近年来更是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念。因为在过去新中国改革开放
经济大开发过程中,很多城市的建设都是建立在生态环境破坏的前提下,对于当时的工作人员而言,不仅
没有相对先进的环保技术,也没有树立良好的环保意识,并没有意识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带来的危害。
通过近年来环保意识的广泛传播,国家对于多个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如煤矿开采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展开工作,确保开采工作中每一个环节都能够达到绿色环保,因此,本文将针对我国绿色矿山建设中煤矿
环保技术如何展开合理的利用进行分析探究,希望能够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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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compared to the economic benefits brought by
coal mining, people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he mining process. In
recent year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 of "green waters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gold and silver
mountains" has been put forward. Because in the past in the new China reform and opening up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construction of many cities is built on the premis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for the staff at that time, not only did not have relatively advanc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also
did not establish a good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did not realize the damag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extensive sprea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in recent years, the
country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many industries, such as coal mining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ensure that every link of mining work can achieve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how to explore the rational use of coal m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hoping to provide ideas for relevant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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