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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料行业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粉尘,造成扬尘的危害,污染环境。为此,我国需要加大对石
料行业的监管力度,同时要求行业加强技术和工艺创新,并且将节能降耗、减少粉尘污染作为企业现代化
发展的重要目标。目前我国在追求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我国采矿事业却因为缺乏科学
合理的开采规划,使得露天石料矿山及其附近地区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完全违背了我国现行的经济发
展理念。基于此,本文在全面分析露天石料矿山开采给环境污染带来破坏效应的前提下,探讨了露天石料
矿山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对策。
[关键词] 石料露天石料矿山；环境治理；破坏效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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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Green Treatment Scheme in Open-pit Stone Mining
Yan Chang
China Gezhouba Group Investigation & Design Co. , Ltd
[Abstract] The stone industry produces a lot of dust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resulting in dust hazards, the
environment pollution. Therefore, China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stone industry, strengthen
the technical and craft innovation, and take energy-saving and dust pollution reduction as important goals of
enterprise modernization. At pres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ursuing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environment of open-pit stone mines and their surrounding areas has been seriously damaged due to
the lack of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mining planning in China’s mining industry, which is totally against the cur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idea of our country.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destructive effect of
open-pit quarry mining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untermeasure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in open-pit quarry area.
[Key words] open-pit stone mine; environmental treatment; destruction effec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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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国民经济的发展仍旧需要以矿

面上的植物产生很大的影响,容易引发

矿山开采时通常会产生很多尾矿、废渣、

产资源的开采应用作为主要支撑,并且

水土流失问题。在采矿时,通常还会产生

水、废石,随着尾矿、废渣、废石数量的

在未来一段发展时期内并不会出现较为

很多的废渣、废石、尾矿,对周边的地貌、

不断增加,其很可能会流入到附近的河

显著的变化。露天石料矿山开采的环境

景观造成很大的影响,并影响生态环境,

流中,当这些物质在河流中不断的堆积,

管理将面临更新、更高、更严的要求,

降低土地资源的利用率。

很可能会造成河水流动不畅,引发泄洪。

亟需进一步强化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和

1.2引发地质灾害。在进行露天石料

末端治理的环境管理方式,进一步强化

矿山开采时,除了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

系统性、整体性和针对性的生态环境保

重影响,还会对采矿现场地质结构造成

1.4对大气的影响。露天石料矿山开

护与修复治理措施。

很大影响,容易造成山体边坡稳定性削

采需要经历很多环节,主要包括采剥、排

1 露天石料矿山开采对环境的
主要影响

弱,遇到多雨的季节,雨水不断渗透,山

土、钻孔和爆破等,在这些施工环节产生

体边坡岩土体的强度和摩擦力减弱,易

很多的煤灰和粉尘,同时由于燃油卡车

1.1对土地、植被的影响。在进行露

发生山体滑坡,可能会影响正常出行,同

的使用,将产生大量的汽车尾气,对大气

时还很可能危及生命安全。

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除此之外,大气流

天石料矿山开采过程中,因为挖掘的深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一旦引发灾害,对周边居民的生活造成
很大的影响。

23

地矿测绘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4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动性比较强,随着空气的流动,严重影响

要求国土、安监以及其他的环保部门能

合作,由高校定期为企业提供稳定的人

附近居民的空气环境。

够发挥自身的职责和权利,主动对露天

才数量,在人才引进之后企业需要对人

2 露天石料矿山开采环境问题
的原因分析

石料矿山区域进行检查和监督。但是,

才的能力进行分析与考核,做到对其技

在实际的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这些单

术和能力的分析,科学分配岗位促进人

2.1露天石料矿山环境的管理机构不

位和部门没有落实好自己的职责,没有

才能力的体现。其次,在人才选拔中,需

够健全和完善。有序管理是稳步开展一切

对露天石料矿山开采企业进行强有力的

要针对不同的岗位开展相对应的工作任

工作的基础,是提高工作开展质量和效率

规范和引导,在环境保护工作方面存在

务落实,并且由工作人员开展相应的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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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什么样的行动。而当前呈现出的大

企业需要建立专业的绿色开采技术应用

部分露天石料矿山环境问题,多是由于

图

能源开发理念出现误区而导致的。当前,

3 露天石料矿山生态环境恢复
的绿色治理方案

与完善,对绿色开采技术应用状况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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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不断实现对绿色开采技术的优化
分析,做到实时监控,推进绿色开采技术

利的影响 。另外,还有部分开采单位虽

降低设备故障而造成的开采影响。除此

3.5提高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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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分析,如生态大数据技术,对土地、水

先,应该加强对工作落实的规划,对当地

实现对地质灾害治理的目标,但其中需

源、空气等获取样本,构建地灾治理、水

的露天石料矿山开采以及环境保护进行

要的资金投入量也非常大,而生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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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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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保护和资源开发实现同步落实,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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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凸显出我国可持续的发展战略。

康也有着重要影响。而当前,随着我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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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漏洞和问题,使得露天石料矿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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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的露天石料矿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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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作用,防止地表塌陷,预防生态问

建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体系。实施施工

部门应该加强内部管理和针对性防治工

题、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填充开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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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我国社会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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