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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开采在采矿工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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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煤矿的开采工作是一项比较系统性的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后期引起安全事故的概
率较高；煤矿开采工作是长时间进行的一种工作同时开采中涉及到了各类大型设备，施工成本较高，如果发生安全事故所造
成损失不可估量，所以针对各类施工问题，应该选择一些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确保整体工作
正常运行。并且为了符合我国国情，还需应用绿色开采内容进行采矿工作，使其不断与时俱进，降低地表水环境和大气环境
的影响，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基于此文中对绿色开采在采矿工程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主要从如何做到绿色开采入
手，以此降低采矿工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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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ing work of coal mine is a systematic work. In the process of work, it will be affected by various force majeure
factors, and the probability of safety accidents in the later stage is high. Coal mining is a kind of work carried out for a long time. At
the same time, all kinds of large equipment are involved in min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cost is high. If safety accidents occur, the
losses caused are immeasurable. Therefore, for all kinds of construction problems, some targeted solutions should be selected to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safety accidents and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whole work. In order to meet Chinese national condition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apply green mining content to mining work, so as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reduce the impact of surface water
environment and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and provide people with a good living environ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mining in mining engineering, mainly from how to achieve green mining, so as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mining engineering on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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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煤矿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占据我国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当前
我国相关行业对于矿产资源的应用量逐渐增加，使其采矿工程力度不断加强，也让采矿工程对于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
重，同时也降低了地表自我修复功能，因此国家推行了绿色开采工作，从而规避环境污染问题。对于采矿工程而言，
各类巷道掘进技术是推进采矿工程的基础，同时此类技术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为了进一步完善工作，相关管理人
员需要结合当前采矿工程中的实际情况，制定绿色采矿流程和相关管理制度条例，完善此类工作，提高环境保护意识。

1 绿色采矿的意义和价值
由于我国社会各大企业对于矿场资源的应用力度逐渐加强，并且为了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矿产企业加快了自身
开采步伐，以此满足企业生产需求，但在此过程中很多矿产企业的开采工作都会地环境造成影响，此类影响因素是不
可避免的。基于此为了缓解污染问题，有关部门提出了绿色采矿的内容，需要被采矿企业所重视。在此过程中采矿企
业必须意识到自身技术的落后不仅会影响采矿效率还会对周围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其中水土流失问题和水文资源的
恶化，均是由采矿企业不重视此项内容所造成现象之一。一系列问题让环境处于超负荷的状态中，并且后续还会造成
矿产资源的枯萎，从而制约了矿区的可持续发展，严重会对生活在周围的居民造成影响。为了降低污染所造成的影响
力度，相关企业管理人员需要不断落实保护环境的思想，推进绿色开采工作的进展，不断分析出采矿工作中会对环境
造成影响的内容，针对技术问题进行提升，以此降低环境污染，应用绿色技术解决技术问题所引起的环境问题，让其
矿产资源能够满足实际生产工作需求，以此为我国采矿领域提供支持，并且为其不断创造价值。

2 传统采矿的影响
2.1 土壤资源的破坏
矿产资源在开采的过程中会有一定特点可循，比如说在开采过程中会出现各类废料，此类现象不可避免，并且如

64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工程建设·2021 第4卷 第9期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2021,4(9)

果管理人员不能对此类废料及时进行处理，那么后续此类废料会与土壤环境相连接，随着时间的积累它对于土地污染
力度逐渐加强，严重影响了土壤了结构，最终对环境造成了威胁。废料与环境的长期接触最终会让环境形成沙漠化现
象，尤其针对土壤问题，此时如果到了雨季，多数土壤会随着水流被冲刷，造成水土流失现象，最终形成了土地沙漠
化问题。随着堆积废料水量的逐渐增多，使其超出了土壤自身的分解能力，不断影响环境。时间问题会随着自然因素，
促进水土流失的速度，后期对于河流质量也会造成一定影响。如果在开采过程中出现了体积较大的废料，还会造成小
[1]
范围的坍塌现象，如果开采周围有建筑物，对于地基也会造成破坏 。
2.2 破坏水流
在采矿过程中有一部分技术会对地下水源造成影响，如果应用的技术不达标或者不恰当不符合实际工作需求，一
旦出现技术失误就会对水资源造成破坏。对于我国采矿工程而言，传统的采矿工程需要对地基进行打孔，才能对矿产
进行开采，传统的开采技术会对水层进行破坏，使其水源不断向矿产资源灌输，此过程不仅对矿产资源造成了影响，
也对水源造成了影响。水源的泄漏会不断降低整个矿区的水位，同时如果水源水位降低到标准线以外，就会增加地基
的重量，降低承载能力的同时使水文环境形成失衡的状态。因此传统技术应用不当不仅对环境造成了影响，还影响了
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当前为了满足采矿工程的需求，在开采过程中会应用各类大型设备，此类设备自重较大，因此在
开采的过程中很难不改变水文条件，水文条件的改变还会对上文所说的土壤废料造成影响，从而逐渐增大环境的破坏力。
2.3 污染大气
对于我国矿产开采工作而言，技术问题不仅会对地质和水源造成影响，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大气环境造成影响，严
重影响大气质量。当前我国应用较多的采矿方式是粗放式，此类开采方式严重破坏了空气质量，最终还会影响温室效
应。传统的采矿方式不仅在时间上未有优势，还在降低了运转速度，开采质量也不能得到保证。此过程一旦在地表出
现了毒气问题，随着时间会逐步蔓延，如果此时职工在周围进行开采工作，那么还会威胁到职工的生命安全，大气污
染也会严重。同时在采矿工程中，还会出现各类粉尘污染，粉尘污染随着风环境的变化，会不断在空气中进行循环。

3 绿色开采技术在采矿工程中的应用
3.1 保水开采
保水开采是近几年应用较为广泛的绿色开采技术，在应用后主要对环境进行了优化，降低了造成环境污染的概率。
其中保水开采技术应用后主要可以降低沉降和水污染问题，以此为采矿工作提供支持。在应用此类技术之后可以对地下
的矿产进行有效开采，在一定基础之上还能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环境污染。同时此类技术可以结合相关工艺对周围水资
源形成保护措施。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前期需要相关技术人员制定保水技术的施工方案，此方案需要达到一定标准，
提高合理性和科学性，才能减少水资源的消耗，以此不仅规定了水资源的合理利用，还规范了水量。为了让保水技术效
果最大化，相关工作人员还需选择良好的设备，不断考虑稳定性和安全性，以此完善生产系统；为了使水资源能够重复
[2]
利用，还需设置相应的开采路线，确保保水开采工作顺利实施，不断提高开采工作质量，降低水资源浪费现象发生的概率 。
3.2 综合利用固体废弃物
在进行开采的过程中，由于各个矿山自身参数的不同，所产生的废料也存在一定差异性，其中煤矸石、矿渣等物质
占据大多数。此类废料是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主要因素，基于此为了加强环境保护力度，不仅要提升相关职员的自身思想
问题，还要对其进行废物利用，加强处理效果，尽量选择变废为宝，因此对其循环利用，降低废料对土壤和大气所造成
的影响。为了改变此类现象，相关采矿企业可以对废料进行提炼，让其变成施工材料，提高资源的合理利用，并且减缓
其对于环境的破坏。如果废料是石灰乳则可以将其混入黄土，后期进行注浆，然后开始焚烧才能保持无害处理。除此之外，
[3]
采矿区结束开采后还可以结合退耕还林对周围环境绿植进行建设 。其次，利用井下废弃风桥、联巷、措施巷等充填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矸石，以减少向地面的排矸量，既减轻甚至消除矿井生产废料对环境的影响，又大幅度减少废料运输成本，例如：
大佛寺煤矿利用 40119 工作面、41211 工作面回采结束后未封闭的外围系统（联巷、风桥等）充填井下产出的废旧矸石。
3.3 地下气化技术
地下气化技术应用的主要目的是依照化学反应对废弃物进行气化处理，最终实现循环利用，通过转化对废物高效
应用。与传统的处理技术相比较，此类处理技术能够实现废料的转化，还能使其环境保护力度最大化，从而减少了环
境污染问题，降低了污染力度。但是此类技术对于技术人员自身要求较高，所以更需要技术人员高效配合。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了改变我国因采矿而造成的环境污染，需要采矿企业不断应用绿色采矿技术，满足实际工作需求，
降低环境污染力度，以此逐步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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