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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德县河西镇上刘屯二号砖瓦用粘土矿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报告（2021 年度）审查意见

贵德县自然资源局委托青海聚辉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对贵德县

河西镇上刘屯二号砖瓦用粘土矿矿区地质环境进行了监测，并编

制了《贵德县河西镇上刘屯二号砖瓦用粘土矿矿山地质环境监测

报告》（2021 年度）。编制单位聘请相关专家对报告进行了评

审，形成意见如下：

1、报告对矿区地质环境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和分析，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监测目的任务和具体监测方案，监测方案较合

理，针对性较强。

2、按监测方案对矿区地质环境进行了监测，并对监测结果进

行了现状分析和预测分析，其监测结果可信。

综上，监测单位对矿区地质环境进行了全面监测工作，监测

方法和监测工作量满足相关要求，监测结果可行，审查予以通

过。

评审专家：

2021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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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节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目的任务

不稳定边坡地质灾害监测；预测采矿形成的 1 段不稳定边坡

QY1 失稳后形成坍塌、滑坡等地质灾害以及损毁的土地资源；办公

生活区、工业场地等压占的土地资源。其目的是掌握矿山地质环境

的变化趋势，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提供基础资料。监测的任

务是对矿区可能发生的各种地质灾害问题、损毁的土地资源进行监

测。

第二节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的原则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及预测评估结果，结合

矿山服务年限和开采计划，确定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的原则如下：

1、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确保人居环境的安全，提高人居环

境质量：

2、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

护”“依据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绿色矿业”的原则：

3、贯彻“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并重，治理恢复与环境保护并

举”原则：

4、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谁投资谁收益”的原

则：

5、按照边开采、边治理、轻重缓急、分阶段实施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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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编制依据

一、标准、规范

1、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

2、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

3、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GB/T18314

4、地下水动态监测规程 DZ/T0133

5、地面沉降水准测量规范 DZ/T0154

6、区域环境地质勘查遥感技术规定(1：50000)DZ/T0190

7、崩塌、滑坡、泥石流监测规范 DZ/T0221

8、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 DZ/T0223

9、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91

10、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166

11、矿山地质环境颢技术规程（DZ/T 0287—2015）

二、要技术资料

青海省贵德县河西镇上刘屯二号砖瓦用粘土矿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和土地复垦方案。

第四节 本次工作概况

受贵德县盛惠建材有限公司的委托，我单位（青海聚辉地质勘

查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承担了青海省贵德县河西镇上刘屯二

号砖瓦用粘土矿项目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任务。接受任务后，我单

位成立了专门的水土保持监测项目组。在收集相关资料基础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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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作，通过查阅相关资料，遥感影像前后对

比及无人机三维地形地貌测绘，对地质灾害、泥石流沟、开采边坡

进行了现场调查，完成了矿区的地质环境调查，编写了年度监测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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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矿山基本情况

第一节 矿区位置及交通

矿区位于贵德县河西镇上刘屯村南西侧，行政区划隶属贵德县河

西镇管辖。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01°21′31.16″；北纬 35°59′

29.21″。矿区西侧 100m 处有西宁—久治的 S101 公路相通，北东距贵

德县城约 7km，交通便利（见图 1）。

图 1 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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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矿区自然地理概况

一、气象

矿区地处属青藏高原，区域属半干旱性大陆气候区，日照时间

长、辐射强烈，春季干旱多风、秋季阴湿多雨、气温日差较大、雨量

集中且蒸发量较大。年平均气温 15℃，极端最高气温 38.7℃，极端最

低气温-37℃；年降水量 258.8～533.4mm，最大日降水量 52.3～

62.2mm，年均蒸发量 1344～2094mm；年均风速 1.8-2.0m/s，最大风速

达 20m/s；区内最大冻深为 111～130cm。

二、水文

矿区及附近未见地表水及地下水。

三、地形地貌

矿区位于山前洪积扇，属丘陵地带，地势东侧稍高、西侧略低，

海拔为 2390～2325m，相对高差较大。矿区内第四系洪积粘土广泛分

布，植被稀疏。（照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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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矿区地貌

四、植被

矿区植被不发育，主要以山地荒漠型草场植被为主，植被类型为

高山蒿草、骆驼蓬、垂穗披碱草、赖草，覆盖率在 30-40%。

五、土壤

矿区土壤类型主要为灰钙土，是干旱条件下形成的土壤类型，有

机质含量 20~50g/kg，厚约＞2m。

第三节 矿山开发利用方案概述

一、矿山建设规模及工程布局

1、矿山建设规模

矿山生产规模为 1.5 万 t/a，属小型矿山。

2、产品方案

产品方案为粘土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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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矿址及开拓运输方案

矿址在贵德县河西镇加莫台。

矿山采用简易公路开拓、推土机推采。

3、工程总体平面布局

根据现场调查，矿山建设内容主要有露天台阶式采矿场、工业场

地、办公生活区、矿区道路、矿堆场等几部分组成。

二、矿山开采

1、开采方式

采用露天台阶式开采的采矿方法。

2、开采顺序

矿山阶段性开采顺序为自东向西，自上而下的顺序设置开采台阶

进行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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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矿山地质环境背景

第一节 地层和构造特征

一、地层岩性

矿区出露地层单一，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Q4

pl
)。

矿体赋存于第四系全新统 Q4

pl
)中。岩性为土黄—浅红色冲积粘

土，矿体呈近南北向延伸，走向上地表延伸大于 500m，矿体呈近水平

状产出，具有弱冲积韵律。采矿权范围内控制矿体南北长约 160m，东

西宽约 310m。

二、地质构造

所处大地构造位置地处秦祁昆造山系～秦岭弧盆系～同德--泽库

弧后前陆盆地中东部。

矿区内未见断裂构造发育。

第二节 水文地质特征

矿区内根据本次地质调查及原有资料，按地下水含水介质、赋存

条件、水动力特征，区内地下水划分为松散岩类孔隙水一种类型。

一、松散岩类孔隙水

主要赋存在矿区内第四系全新统冲积物中，该类地质体主要为山

前冲积物堆积的砂砾粘土组成，厚度一般大于 20m，孔隙水较少。

二、矿区水文地质勘探类型

矿区内直接充水含水层和间接充水含水层的含水空间均以孔隙为

主，区内西侧存在地表水体，但大气降水又十分有限，对地下水补给

甚微，富水性弱，补给条件差。根据《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

范》（GB/T12719-1991），结合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综合确定矿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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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地质勘探类型为第 1 类第Ⅰ型，即以孔隙水水为主的水文地质条件

简单类型。

第三节 工程地质特征

根据岩土体成因、结构构造以及物理力学性质，划分矿内岩、土

体工程地质类型，各类岩组主要特征如下：

一、土体

冲击粘土单层土体（Q4)：岩性为土黄—浅红色冲积粘土，分布于

整个矿区，厚度一般>20m，力学强度很低，极易受雨水的冲刷，稳定

性较差。

二、工程地质勘探类型

矿体松散、软弱岩类所组成，力学强度底，稳定性轿较差。据

此，按照《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GB/T 12719-1991），

将矿区工程地质勘查类型划为第一类第一型，即以松散、软弱岩层为

主的工程地质条件简单的矿床。

第四节 矿体地质特征

一、矿体规模、形态及产状

矿体地表出露南北宽约 160m，东西长约 310m，出露厚度＞10m。

矿体呈近水平状层状产出。开采深度 2390～2325m。

二、矿石质量及类型

根据“地质简测报告”样品分析。粘土矿质量鉴定结果叙述如

下：

区内矿石为粘土矿，外观呈土黄色—浅红色，泥质结构，松散

状，局部弱胶结，主要由粘土矿物组成。 其化学组份：Si0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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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A120312.88%、Fe203 4.99%、Ca0 6.45%、Mg0 2.66%、S03

0.038%、K20 2.81%、Na20 1.16%；粒径：0.25—0.074mm 19.8%、

0.074—0.05mm 24.5%、0.05—O.Olmm22.6%、0.Ol—0.005mm 7.4%、

0.005-0.002 11.4%、<0.002mm 14.3%：塑性指数：9.20。

依据分析测试结果，采矿证范围内粘土矿属中等可塑性粘土级粘

土，除 Si02含量略偏低，Mg0 含量略偏高以外，其余各项指标均—达

到制砖用要求，该粘土在制砖过程中需配比一定量的黄土来调整

Si02、Mg0 含量，可提高砖的质量。

1、自然类型

根据矿石的颜色、结构、构造特征，区内矿石自然类型可划为土

黄色-浅红色粘土一种类型。

2、工业类型

区内矿石的矿物成分、化学组分含量，依照《矿产资源工业要求

手册》(2010)中“非金属矿产工业岩石砖瓦用粘土岩类”原料质量要

求，区内矿石为砖瓦用粘土一种工业类型。

第五节 矿区社会经济概况

矿区北东约 4km 处为上刘屯村，居民以汉族为主，混居有回族、

藏族，主要从事农业，牧业次之，农作物种植小麦、油菜及土豆等，

富余劳动力较多，人力资源充足，矿区周围仅有小规模的粘土矿开

采，经济较为落后，矿区生活、生产物资需从贵德县城、西宁市区外

运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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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土地利用现状概况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GB/T21010-2007)及贵德县国土

资源局提供的土地利用现状图，结合项目区测绘资料。整个矿区、工

业场地、加工场地、矿山道路其土地利用现状为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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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方案

第一节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内容

根据贵德县河西镇上刘屯二号砖瓦用粘土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矿区地质环境监测方案简述如下。

一、矿区地质灾害情况监测

监测内容：矿业活动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隐患及其危害。如泥石

流、边坡稳定性及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

监测方法：定期巡视巡察。

二、矿区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监测

监测内容：对矿山采矿活动、修建加工场、生活区、矿山道路对

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

监测方法：无人机航测和影像对比。

三、矿区土地资源占用和破坏情况监测

监测内容：土地占用变化情况，是否存在越界占用情况。

监测方法：无人机航测和影像对比。

四、矿区含水层破坏监测

监测内容：采矿活动对矿区水环境 （包括地表水与地下水）与土

壤环境的破坏程度。

监测方法：无人机航测和影像对比。

五、矿区水土环境污染监测

监测内容：矿区扬尘、 生产排水、油污、废旧电池收集等。

监测方法：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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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措施

1、加强矿山监测管理工作，完善矿山环境监测的各项规章制

度。

2、明确矿区地质环境监测人员，把责任落实到人、到岗，针对

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地段，派人巡检，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通报处

理。监测人员必须经过技术培训，能够熟练掌握监测方法。

3、及时探访矿区周边群众，注意收集矿区周边环境变化的有关

信息，并加以综合分析，提出应对和解决措施。

4、主要采用人工观巡视测法。观测边坡上的裂缝、位移、坍塌等

现象以及采场地形地貌景观变化，监测结果要做好记录。发现异常情

况，应及时通报处理。

第三节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程量

依据《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DZ/T 0287-2015）二级监

测级别的监测点密度与监测频率，本矿山主要监测量为：不稳定边坡

监测点 2 个，每年监测 2 次，监测 15 年，共计监测 60 次；地下水环

境监测点 2 个，每年监测 2 次，监测 15 年，共计监测 60 次；土壤环

境监测点 1 个，每年监测 2 次，监测 15 年，共计监测 30 次；地形地

貌景观监测点 3 个，每年监测 2 次，监测 15 年，共计监测 90 次。矿

山地质环境监测工程量清单见表 4-1。

表 4-1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程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

量
单位 单价 总价

1 不稳定边坡 60 次 300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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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下水环境监测 60 次 600 36000

3 土壤环境监测 30 次 550 16500

4
地形地貌景观监

测
90 次 400 36000

土地损毁监测与土地复垦效果监测的监测频率：每 1 年监测一次，

每次 2 人；监测时间为 15年，详见表 4-2。

表 4-2 土地复垦监测工程一览表

监测场地 监测内容
监测方

法

监测

期

监测频

次

监测工程

量

采场、工业场

地、矿山道

路、办公生活

区等

1、土地损毁监

测；

2、土地复垦效果

监测

人工巡

视观测
15年

1 年 2

次，每

次 2人

60 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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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结果与预测分析

第一节 矿山地质灾害监测

本次现场调查，评估区内发现泥石流沟谷 1 条为莫曲沟泥石流沟

谷，不稳定斜坡 1 段等地质灾害问题。依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

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中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的有关标准，现

状条件下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属较轻。

一、矿区泥石流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分析与预测评估

1、泥石流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分析

莫曲沟沟谷自矿区北侧通过，沟谷内没有水流，为常年干沟，沟

谷长 2.5km，沟谷上游源头高程为 2690m、下游沟口处高程为 2316m，

落差为 374m，沟谷宽 30-100m，河床横断面呈“V”字形，汇水面积

2.4km
2
，沟谷上游坡度 40-50°、中下游两侧坡度 20-30°、南侧坡度

30°，为沟谷型泥石流，水动力类型为暴雨，沟谷两侧为第四系的冲

积粘土层，植被不发育。由于矿区地形高差较大，沟谷纵坡降 110‰，

故暴雨时产生的水流速度较快，具有冲蚀性。矿区内无积水洼地，沟

谷不存在明显跌砍。沟谷内没有有松散堆积物，目前也没有堵塞沟

道，现状条件下泥石流沟道较畅通，不存在沟道堵塞等现象。（照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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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 泥石流沟谷卫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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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泥石流沟谷

矿山为已开采矿山，泥石流沟口宽畅、平直，现状没有堵塞现

象，沟口宽约 100m 左右，沟深约 120m，下游矿山、省道处于沟谷西

侧，如果发生泥石流会对矿山的加工场地、生活区造成威胁，对省道

过往车辆也会造成威胁，目前沟谷内已经开挖了排洪渠综上所述，泥

石流发生的可能性小。

2、泥石流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矿区内目前存在一条泥石流沟谷，现状条件下，其泥石流易发程

度为低易发，如果未来在开采过程中，对采矿场内的废石不进行合理

拉运堆放，随意堆放在沟谷内，会成为泥石流的固体物源，未来工业



18

场地和排土场地内堆积的成品和剥离土，如果不能分区分类合理进行

堆放，也会成为泥石流的固体物源，如果未来遇到强降雨天气很容易

形成泥石流地质灾害，所以未来矿山采矿活动加剧泥石流地质灾害的

可能性大、危害程度高、危险性大。

另由于工业场地、加工场地、矿山道路均位于沟谷内，如果该沟

谷内发生泥石流地质灾害，加工场地内的人员及运输车辆，遭受泥石

流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危害程度高、危险性大。

二、不稳定采矿边坡地质灾害的现状分析和预测评估

1、不稳定采矿边坡地质灾害的现状分析

本矿山“二案合一”报告中反映，矿区以往开采存在 2段不稳定

采矿边坡（见照片 4、5），是 2019 年以前进行开采活动时产生的，为

Q1、Q2 不稳定采矿边坡边坡。经调查，该两段边坡经 2年台阶式开

采，已消除不稳定边坡失稳因素，现状条件下，未发生采空坍塌、地

裂缝和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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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 Q1、Q2 不稳定边坡

照片 5 台阶式开采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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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稳定采矿边坡危险性预测评估

矿区内目前台阶式采矿开挖边坡，未来在开采过程中将会继续开

挖该边坡，预测评估未来采矿活动加剧不稳定边坡的可能性大，危害

程度高，危险性大。

第二节 矿区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一、地形地貌景观现状影响分析

矿区内及附近无各类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人文景观、风景旅

游区。现状条件下，评估区进行了采矿活动，工业场地、采矿场、加

工场地等已经建设。

矿山企业已经对采矿权范围内进行了小规模开采活动，目前形成

一个长 100m、宽 70m、深 18m、挖损土地面积为 6700m
2
的簸箕状采

场，形成了残破废墟景观。现状条件下，采矿场地挖损土地破坏了原

有的地形地貌，呈残破景观，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属严重。

加工场地、工业场地集中设置于矿区北侧，距离矿区 100m，为简

易生活房屋及机械停车场及加工场地组成，占地面积 20000 ㎡。现状

条件下，加工场地、工业产地修建压占土地破坏了原有的地形地貌，

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属较严重。

二、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预测评估

预测矿山未来开采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的单元主要为采矿场地、

矿山道路，各单元预测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评估如下：

1、采矿场地：采矿场地有 1 个，未来采矿场内进行大规模采矿活

动时会大面积挖损土地，矿区面积为 50000m
2
，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

挖损面积 43300m
2
，会形成长 306m、宽 163m、高 70m 、坡度为 45°

的簸箕状采场，形成 3 段高度为 10-70m 的不稳定边坡，大面积挖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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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土地并形成了高度较大的边坡，挖损破坏了原有的地形地貌。根

据上述，未来采矿场内的矿业活动会使得局部地形地貌景观遭到破

坏，呈残破景观，预测评估采矿场矿业活动对地形地貌破坏影响程度

属严重。

2、矿山道路的建设。未来主要采矿场地至加工产地场地的矿山道

路。矿山道路为线性工程，路面采用泥浇石路面，矿山道路修建挖损

土地面积为 1500m
2
，破坏原有的地形地貌景观，对周围的地形地貌景

观影响较大，预测评估矿山道路建设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为较严

重。

第三节 矿区土地资源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一、土地资源破坏现状影响分析

现状条件下，矿山企业对采矿权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开采活动，

挖损了原有土地面积 6700m
2
，高度为 25m，所以现状分析采矿场内采矿

活动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影响程度属重度；修建了工业场地压占土地面

积为 4800m
2
；修建了加工场地，压占土地面积 15200m

2
；现状分析加工

场地、工业场地压占土地面积为 20000m
2
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影响程度属

中度，见表（5-1）。

表 5-1 已损毁土地资源一览表

序

号

破坏土地的工程名

称

破坏方式 破坏面积

（hm
2
）

破坏土地

类型

影响程

度

1 采场 挖损 0.67 其他草地 重度
2 加工场地 挖损/压 0.48 其他草地 中度
3 工业场地 挖损/压 1.52 其他草地 中度

合计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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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资源破坏预测影响评估

矿山未来采矿场内进行大规模采矿活动时会大面积挖损草地，会

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挖损面积 43300m
2
，挖损深度为 70m，预测评估采

矿场采矿活动对土地资源影响程度属重度。见表（5-2）

未来修建矿山道路时会挖损原有的土地面积，挖损面积为

1500m
2
，挖损高度在 2-3m，不存在硬化，预测评估矿山道路修建对土

地资源影响程度属中度。见表（3-9）

表 5-2 预测损毁土地资源表

第四节 矿区含水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一、含水层现状影响现状分析

1、含水层结构破坏：含水层位于最低开采标高之下，采矿活动不

触及含水层，采矿过程中无废水排放。矿石加工基本无生产废水。现

状本矿山采矿活动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较轻。

2、对矿区附近水源的影响

矿区附近无水源供水工程，现状没有对含水层结构产生破坏，因

此，对矿区附近水源不产生影响。

3、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矿区附近没有地下水，生产过程中也没有产生疏干水，没有生活

废水排放，所以对地下水水质影响轻。

序

号

破坏土地工程

名称

破坏方

式

破坏面积

（hm
2
）

破坏土地类

型

影响程

度

1 采场 挖损 4.33 其他草地 重度

2 矿山道路 挖损 0.15 其他草地 轻度

合计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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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含水层影响预测评估

对于本项目所涉及粘土矿矿区，含水层位于矿层之下，采矿活动

不触及含水层，采矿过程中无废水排放。矿石加工基本无生产废水。

依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预测评估矿业

活动对含水层的影响程度属较轻。

第五节 矿区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分析与预测

研究采矿活动对矿区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分析与预测主要是需要识

别及预测采矿活动对矿区水环境（包括地面水与地下水）与土壤环境

的破坏程度。一般情况下，矿山开采活动中可能会造成地面水、地下

水环境污染。

对于本项目所涉及粘土矿矿区，由于矿山开采层位在含水层水位

以上，不会形成矿坑积水问题，因此采矿活动中产生的水量极少，只

有少量生活污水就地排放，再加上矿区没有地面径流或湖泊，因此采

矿活动不会对矿区水环境造成污染。采矿活动中不需要化学化工原

料，只是采矿机械产生的一些废油，只要进行收集处理即可，不会对

地下水造成污染，矿区有专门的洒水车进行洒水除尘。综上，矿区水

土环境污染十分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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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第一节 结论

现状评估：现状条件下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较轻，矿山

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危害程度小。

预测评估：矿山开发中露天采区对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可能诱发的

地质灾害主要为不稳定边坡塌陷、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工业广场可能

遭受的地质灾害有地面塌陷、地裂缝，危险性小，可能诱发的地质灾

害危险性小：矿山开发对土地资源和地貌景观影响较重，对水资源环

境影响较轻。矿山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恢复治理较难。

第二节 建议

1、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对策的指导思想是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有目的的进行整治与恢复矿山生态环境，并贯穿于矿山开采的整个过

程。因此，对矿山环境的治理与恢复也是一项较长期的艰巨任务。

2、矿方应成立专门的矿山地质环境管理机构，专人负责，确定职

权范围，开展地面监测、预报工作，建立动态观测网，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防患于未然。对采矿产生的边坡塌陷等地质灾害要及时进行治

理。特别是汛期到时，加强地质灾害的监测工作，要对沟谷中的淤堵

及时进行清理，防止泥石流或水灾的发生。

3、编写的“矿山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治理规划方案”的内容比较

具体，具有可操作性，应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治

理方案”，从而做到边开采边恢复生态环境，使之有机结合，有序协

调进行，按“绿色矿山”标准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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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矿山在建设和生产中应加强环境绿化工作，在工业场地、道路

两旁、空闲地进行植树，种花种草，增加地面植被覆盖率，控制或减

少水土流失，积极恢复整治矿山地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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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正摄影像图（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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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 2018 年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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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三维影像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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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三维影像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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