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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矿山开采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导致生态平衡被打破,

环境遭受了重度污染。本文针对 3S 技术、矿山环境治理的现状、我国矿山环境治理的必要性、生态环境治理中的 3S 技术应
用以及矿区环境治理中的 3S 技术应用做了简要论述,以供参考。
[关键词] 3S 技术；矿山；生态建设
引言

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环境治理工作仍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矿山开采给我们提供了更多

没有落到实处,矿区环境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的矿产资源,但是随之也带来了诸多环境问题,导致生态环

2.2 先开发后治理

境遭到破坏,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因此,相关部门应引起重

很多矿山开采单位在开采前都没有进行相应的环境调

视。在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常用的技术是 3S 技术,即遥

查,缺乏环境影响检测报告,导致在开采过程中才发现对开

感技术(R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定位系统(GPS)。这

采地区的环境破坏程度过大,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当环

些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改善矿山地区的生态环境,促进生态

境问题出现时,再想办法去治理。这样做既增加了治理成本,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又使得治理效果不明显。因此,在矿山开采前,做好环境调查

1 3S 技术概述
1.1 遥感技术

和科学规划非常重要。
2.3 目前我国矿山环境治理的技术流程不成熟

遥感技术主要借助遥感探测仪来进行观测,该技术的优

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难度系数大的工程,由于矿山地

点在于,即使被测目标很远,遥感探测仪也能将探测目标的

区的环境条件相比普通地区的环境条件更复杂,因此常规的

信息记录下来。另外,使用遥感技术进行探测时获取信息的

治理技术并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而专门的技术又尚且不成

速度非常快,获取的信息量也大,通过对获取的数据进行综

熟,导致我国矿山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难上加难。

合分析来得到科学的、完整的探测结果。现如今,遥感技术

3 我国矿山环境治理的必要性

已经成为获取地球资源和环境信息的重要手段。

3.1 矿山是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1.2 地理信息系统

矿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其对我国经

地理信息系统一般也叫做地学信息系统,它具有获取、存

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矿山开采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矿

储、编辑、处理和分析的功能,在环境评估方面,利用地理信

产资源,但是如果在开采过程中不注意环境的保护与治理,

息系统还可以将获取的空间信息进行成图和分析,具有 3D 建

从长远角度看,不利于我国矿业的发展,并且会制约我国经

模功能,便于人们了解被测地区的环境空间分布,从而为治理

济的发展,也不利于子孙后代的生存与生活,因此,有必要对

该地区环境做出更科学合理的决策。另外,地理信息系统还可

矿山环境进行治理。

以应用于其他很多领域,例如军事领域、地域规划等,本文不

3.2 开采矿山资源地下水和地表水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做具体介绍。

在矿山开采过程中难免会触及地下的水系统,使地下水

1.3 全球定位系统

系统遭到破坏。另外,开采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有毒矿物元素

全球定位系统通常又被称作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该系统

很容易进入地表水和地下水中,污染水环境,进而影响人类

具有定位准确、全球覆盖、可移动定位等多个优点。24 颗

和牲畜的饮水安全,因此需要注意水资源的保护。

GPS 卫星周期性地围绕地球运行,能够在任意时刻、任意地点

3.3 矿山开采时产生的三废给环境带来污染

观测到 4 颗以上的卫星。

矿山开采务必会产生一定的废气、废渣和废水,如果不及

2 矿山环境治理的现状

时对其进行处理,当废气在空中凝结过度时就会形成酸雨,腐

2.1 政府对矿山开采的监管不严

蚀矿区及周围地区的农作物、植被,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

我国政府在对矿山开采的监管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缺陷,

如果不对废渣进行处理,堆积的废渣又会给矿区的环境带来

缺乏完善的规范体系和具体的监督管理机制,导致矿山肆意

污染,影响人们的健康。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矿山环境的治理。

开采现象严重,一方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还给矿

4 生态环境治理中的 3S 技术应用

区的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即使对于个别矿区,政府给予

一般矿山开采会引发多种生态问题,例如矿区植被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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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生物多样性遭到威胁等等。3S 技术在治理矿区生态环

接收植被的反射光谱来对矿区景观成像,再借助 GPS 可随时

境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有效改善当地的环境质量。

移动的特点,来对遥感图像进行定位,通过 GIS 对图像进行科

不同的植物具有不同的反射光谱特征,并且植物在不同

学地处理与分析后,来得出准确的生态修复建议。利用 3S 技

的生长时期,其反射光谱也会有所不同。当周围环境发生变

术,可快速准确地掌握露天矿区土地利用的时空结构、不同

化时,植物的反射光谱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而 RS 技术恰

时期不同土地类型的转移情况及其发展趋势,为大型露天矿

好可以检测到植物的反射光谱,因此借助 RS 技术可以对矿区

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规划提供决策支持。多光谱的

的植被进行检测,获得遥感影像信息,从而得知矿区的环境

LandsatTM 影像和全色的SPOT 影像对于露天矿的景观监测非

信息,做出相应的生态环境恢复对策。GPS 可以实时、快速、

常有用,它能够将被测地区的景观变化和植被类型等多种信

准确地提供植被的空间位置,结合少量的实地调查,通过对

息反映出来,便于管理人员了解被测地区的情况,从而制定

遥感影像的处理,增加必要的地理要素信息,通过 GIS 的综合

合理的修复方案。举例来说,侯湖平等人通过 3S 技术对徐州

分析,可以对矿区的植被类型、植物季相节律、植被演化等进

某矿区的生态景观进行勘测监察,得到了矿山开采程度对景

行监测、分析,了解矿区植被演化的动态。不需要花费太长的

观生态的影响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策略。

时间,就可以明确矿区内植被的特征和环境特征,依此来使矿

5 矿区环境治理中的 3S 技术应用

山开采对植被的破坏尽可能得小。据资料显示,廖程浩等人通

矿山开采除了对生态环境具有很大的影响外,对大气环

过对山西省的某矿区植被进行检测发现,矿山开采对周围生

境和水环境的破坏性也很强。一般对矿区的大气环境进行检

态环境的影响范围是在 500m 内,但是随着矿山开采的程度逐

测时,常常借助地物的波普测试数据。另外,通过 GIS 可以将

渐加大,影响区域还在不断扩大,相关部门应引起重视。

监测到的画面再现到地图上,将矿山地区的污染范围和污染

维持生物多样性有利于人类得到长久发展,而生物的多

来源地清楚地表现出来。另外,通过遥感技术还可以监测矿

样性又和其生存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通常生物对环境

区的有害气体,对受污染的水域进行检测,识别矿山区水体

都会表现出一定的依赖性,当环境发生变化时,生物的基因会

污染的范围和浓度,从而为治理有害气体以及水资源提供可

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处于污染严重的环境中的生物,

靠的数据,因此,3S 技术在矿山环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其很可能出现基因变异,给物种进化造成不良影响。而矿山地

用。盛业华等利用夜航和日航的航空热红外扫描图像,彩色

区由于长期开采,其环境相对恶劣,因此对其生物多样性进行

红外遥感图像以及同步地面辐射温度测量、干湿温度计气温

研究很有必要。如果使用传统的调查方法,在复杂的矿山地区

测量的数据,进行矿区地面热场特点及其对大气污染影响的

很难得到准确的数据,并且调查范围受到限制,而如果使用遥

分析评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感技术,则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调查,并且获取的数据更加准

矿山开采过度很容易引发地质灾害,例如泥石流、滑坡

确。珍稀野生动物作为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重点,因其数

等。在开采过程中,当产生的排土场等废物堆积到一定程度

量少,生境复杂多变,进行实地调查难度大,效率低。利用 GPS

时,受到内外营力的作用而形成松散层滑坡,此时借助遥感

实时导航、准确定位功能,引导调查人员实地调查,保证调查

技术就可以获取影响滑坡发育的因子,进而对滑坡稳定性做

的准确性。对遥感技术获取的图像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生物多

出评价。如果滑坡严重,就会产生泥石流,遥感影像会将泥石

样性和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利用 GIS 将种群数量、分布规

流的直接信息与间接信息记录下来,有利于相关部门了解泥

律及矿区基本状况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实现高效、

石流现场的具体情况,从而制定合适的治理方案。

准确、低投入的矿区野生动物现状调查与动态监测。就现阶

6 结束语

段来看,3S 技术已经在研究生物多样性方面得到了普遍应用。

综上所述,在矿山开采业不断发展的同时,其对生态环

另外,矿山开采还会对矿区的生态景观产生一定的破坏,

境产生的破坏也不断加强,相关部门应引起重视,积极引用

导致矿区作物的生存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如果要对矿区的生

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对环境进行治理,而 3S 技术则是较好的选

态景观进行修复,首先应该明确导致矿区生态景观破坏的因

择,其能够对矿区生态环境进行科学的监测,为改善生态环

素有哪些,以及生态系统自身具有怎样的自我调节功能,然

境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从而促进我国矿业的发展。

后再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修复方法,使遭受破坏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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