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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石料矿山绿色开采策略探讨
常琰
中国葛洲坝集团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DOI:10.12238/gmsm.v4i6.1268
[摘 要]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采矿行业的快速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经济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也遗留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调查发现,在我国传统的采矿工程建设过程中,
各种环境问题频频发生,严重地制约着采矿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虽然采矿业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时也对自然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传统的采矿阻碍了矿业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在这
种情况下,需要将绿色采矿技术有效的应用到采矿工程中,从而促进矿业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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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ining industry ha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it also left a seriou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s. Through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raditional mining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China, va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ccur frequently, which
seriously restri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ning industry. Although mining industry has contributed
greatly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has also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traditional mining imped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ning companies, in which case green
mining technologies need to be effectively applied to mining engineering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ning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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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露天建筑石料矿山应规避的构建筑物
周边环境

法律法规依据

规避措施

水库集水
区

《水厍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1991 年 3 月 22 日国
务院令第 78 号公布)第十五条

水库集水区域内不要设置矿权，避免水库淤积。

居民生活

《爆破安全规程规定

与居民区保持 300m 距离

区

(GB6722-2014》

邻近矿区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与
监督检查规定》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七条

(2)强化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明确
将碳排放评价、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内容
纳入建筑石料开采规划环评、项目环评

与邻近矿区保持 300m 距离

及生态恢复治理方案,在已有建筑石料
工业碳排放核算方法和评价标准体系下,
加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技术研究,弄清
建筑石料行业、重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水平和减排潜力,试点开展碳排放量核

第十二条
交通干线

游环境敏感区的影响。

与铁路保持 1000m 距离；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
与高压线等电力设施保持 500m 距离；
第十条
国道、省道、县道的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 100m，乡
道的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 50m；
公路渡口和中型以上公路桥梁周围 200m；
3、公路隧道上方和洞口外 100m。

算和控制及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研
究。关注长期性、累积性、整体性生态
环境影响,实现安全高效和生态约束下
的最小生态损伤。
3.7加大采矿设备管理
绿色采矿技术应用,有助于减少对

体的统筹发展。建立地方大宗矿产新的

从而实现培肥。地表无土则可以使用容

环境污染,实现良好经济、社会效益,

能源供应生产基地,来实现矿产开采与

易风化的泥岩与砂岩作为土体,调整比

采矿设备作为采矿重要基础保障,做好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并且能够满足

例之后将其风化,在上面种植耐性植物

设备管理利于绿色开采技术应用。采矿

当地资源的需要。

来促进土壤熟化。微生物培肥是利用微

设备管理不仅强调管理方面,更需注重

3.4协调周边环境

生物和化学药剂等制成混合剂改良贫瘠

设备更新,引入更节能、环保绿色开采设

矿山开采过程中,开采爆破、物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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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促进其恢复土壤肥力的方式 。植

备。一方面针对开采设备管理,主要是

输、废水排放等都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

被重建技术在国内运用相对成熟,选择

通过实时跟踪设备使用状况,对其进行

的扰动。爆破的飞石不仅会危机周边居

合适的植被种植,随着植被、草木的生长

定期检修及养护,保证其各项性能处于

民生命财产安全,其产生的噪音和粉尘,

来逐渐改善环境,种植期间内做好管理

最佳状态,为绿色采矿技术良好应用做

也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矿山

和维护即可。

以支撑；另一方面,采矿设备更新。近

选址如果位于水库集水范围内,其废水

3.6推广新技术新方法应用

年来,伴随新技术、新材料在采矿设备

的排放、废渣的冲刷,都会造成水库的淤

(1)推进整体性系统性恢复治理。一

上应用,促使其噪声污染予以有效改善,

积。除此之外,还要规避国家及当地的一

是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系统治理

并布设相应传感装置,实施将工作面信

些特定的政策和重大工程,例如“长江岸

对控制区域环境影响的重要作用,按照

息传输至工作终端,不仅保证工作面工

线十公里”、
“西气东输管线”等,都必须

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末端恢复治理的

作安全性,而且有助于掌握设备使用状

采取有效避让(表1)。

流程开展生态保护与恢复,统筹考虑区

况,应积极引入先进绿色设备,将其与

3.5矿山土地复垦技术

域生态、水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综合

绿色开采技术联合应用,从本质层面实

(1)工程技术。一般可以使用的工程

考虑区域生态功能和环境保护目标,厘

现绿色开采目标。

技术包括填充和非填充两种形式,根据

清区域山水林田湖草之间的关系,从整

矿山开采对土地造成的破坏情况,可以

体性、系统性和针对性的角度充分考虑

提高采矿工程管理水平,创新及改

采取不同的复垦手段,如将破坏后的土

建筑石料采选产业发展,系统考虑不同

革管理模式是核心举措,应用现代新型

地沿着等高线修整成梯田的形式为梯田

“压力端”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统筹

管理技术。采矿工作管理不断趋于智能

式整平复垦,让其朝内倾以拦水保墒,土

推进水资源保护、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

化、自动化,应树立现代化管理理念,实

地利用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布置成农林种

二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对于北方干

施精细化管理,保证各开采环节均具有

植场所,有利于水土保持；也有挖深垫浅

旱半干旱地区,应按照“以水定产”的原

规范性。同时,管理人员自身专业素养,

[3]
式、充填法复垦等 。

则,充分考虑矿山开采对水源涵养区产

与管理成效密切相关,需定期做好人员

(2)生物技术。矿山开采造成土地肥

业和农业发展对下游绿洲、生态用水以

培训,不断保证其管理方式及理念,与现

力下降而影响植物生长,因此使用培肥

及土壤沙化等造成的影响；对于建筑石

代化发展相吻合,针对采矿过程中出现

手段可以恢复土地的肥力。地表的土壤

料开采,应充分考虑砂砾层保护与污染

问题,需及时进行解决,提高采矿工程管

培肥是通过施加有机肥、无机肥和种植

物长距离传输的影响；对涉岩溶区建筑

[5]
理水平 。此外,需完善相关管理制度,

植物,迅速建立起土壤的有机库、氮库,

石料开采应充分考虑对岩溶含水层及下

为绿色开采技术应用奠定良好基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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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色开采技术研究与应用[J].世界有色金

区关于采矿相关政策,结合自身实际状

新时代的发展需要遵循人与自然和

属,2018,(23):281+283.

况,制定完善工作制度,全面为绿色开采

谐相处的原则,因为绿水青山是人类持

[2]田会,王忠鑫.露天开采对环境

技术应用保驾护航。图2就是传统模式下

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传统的生产模式对

的 扰动行为及其控制技术[J]. 煤炭学

的建筑石料的露天生产情况,对于生态

于环境污染比较严重,而在可持续发展

报,2018,43(09):2416-2421.

环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基于绿色生产

理念下想要实现碳中和的经济目标就必

的理念,需要优化生产环节,保证绿色的

须优化生产环节,降低对环境的污染,所

生产。

以当前对于建筑石料的开采必须采用绿

[4]白 静 炜 .建 筑 石 料 矿 山 绿 色 开

色的生产技术,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采 的 有 效 措 施 研 究 [J]. 中 国 建 材 科

以及尽可能多的减小对环境的伤害。保

技,2014,23(04):195+197.

通过企业内部网站,实时关注国家及地

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企业的日
常生产中,并且作为产生污染的工业行
业,更要严格把控生产的环节,才能贯彻
国家的绿色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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