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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德县河西镇上刘屯南门砖瓦用粘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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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西镇上刘屯南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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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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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采矿形成的不稳定边坡失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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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含水层破坏、损毁的土地资

源进行监测。

第二节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的原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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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编制依据

一、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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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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德县河西镇上刘屯南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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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青海如展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委托，我单位（青海聚辉地质

勘查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承担了贵德县河西镇上刘屯南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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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山地理位置

矿区位于青海省贵德县上刘屯村西南 3.0km 温泉沟东岸，行政区

划隶属海南州贵德县河西镇管辖，评估区中心地理坐标北纬 35°59′

32″，东经 101°21′31″。海拔 2342m-2323m，相对高差 19m。矿区

地形平缓，且植被较发育，矿区西侧紧邻西久公路（S101 省道），北

东方向距贵德县城 9.6km，为柏油路面，交通较为方便（详见交通位置

图）。

图 1 交通位置

第二节 矿区范围及坐标

贵德县自然资源局核发的矿山范围及坐标如下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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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开采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第三节 矿山开发利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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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万 m
3
/a，属小型矿山。

2、产品方案

产品方案为粘土原矿。

3、矿址及开拓运输方案

矿址在贵德县河西镇南门上刘屯。

矿山采用简易公路开拓、推土机推采。

4、工程总体平面布局

根据现场调查，矿山建设内容主要有采矿场、工业场地、办公生

活区、矿区道路、矿堆场等几部分组成。各工程位置及结构如下：

本矿山为新建矿山，但该公司前期在本矿山的南部有一粘土矿采

拐点号
1980 西安坐标系（3带） 2000 坐标系

X Y X Y

1 3985496.88 34442318.24 3985512.29 34442427.19

2 3985487.07 34442518.60 3985502.48 34442627.55

3 3985133.89 34442515.49 3985149.31 34442624.44

4 3985156.23 34442317.55 3985171.65 34442426.50

5 3985387.75 34442292.74 3985403.17 34442401.69

开采深度：2280m—2424m 标高，面积：0.073k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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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权，目前矿权内已无可采资源量，矿山已闭坑，矿山前期的基础建

设任然保留，截止 2020 年 5 月，保留的有生活区、办公区、工业厂区

（生产区）、矿堆场、矿区道路等，在后续釆矿中将全部延用，以上设

施具体对土地破坏程度状况在后续岩矿开采现状章节中予以详叙。

（1）矿山道路（新建）

矿山运输道路布置在采场外，采用树枝直进式，各开采水平分支

线路全部与主干线连接，主干线不进入采场。运矿道路等级按矿山三

级单车道标准设计，泥浇碎石路面，路面宽 4.5m，路基宽 6m，间隔

200m 左右设有错车道，道路最大纵坡 8%，平均纵坡不大于 6.5%，最小

转变半径 15m。挖损面积为 0.3314hm
2
。

（2）临时矿堆场（新建）

根据项目需要将采出的原矿进行了堆放、加湿，并混入不同比例

的煤渣，已备使用。占地面积为 0.1807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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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山地质

矿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Q4

pl
）：呈土黄-浅红色粘

土，泥质结构，松散状，具弱胶结，具冲积韵律，粘土层厚度大于

150m。

第二节 矿山构造与区域稳定性

一、地质构造

矿区及附近地区历年来未出现过强烈的地震，亦无活动性断裂

发现，具 1992 年 7 月青海省抗震防灾会议资料，矿区地震烈度为 7

度，基本地震加速度 0.10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40s，区

域稳定性较好。

二、区域稳定性

据 2015 年 5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

（GB18306-2015)中附录 A《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附录

B《中国地震动加速度反应普特征值周期区划图》，本区地震动峰值

加速度 0.10g，相应的地震烈度Ⅶ度，地震动加速度反应普特征周期 0.

45s。据《西北地区地壳稳定性区划图》 研究成果表明，评估区地

壳活动属基本稳定区。（图 2）



7

图 2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比例尺 1:2000000）

第三节 矿山水文地质

区内地下水类型单一为松散岩类空隙水。矿区内地下水类型为

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据区域资料，钻孔单位涌水量 500—3000m³

/d，水化学类型为 HCO3·SO4

2-
—Ca+·Mg+型水。粘土结构细腻，多为

不透水层。雨水不易渗透而形成地下潜水，为区内相对隔水层。现状

条件下矿山未进行开采工作，未见地下水出露。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简

单。

第四节 矿山工程地质

根据岩土体成因、结构构造及物理力学性质划分区内岩土体工程

地质类型，评估区内工程地质类型单一，只有土体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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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四系全新统冲积洪积层构成，岩性为土黄色粘土，外观呈土

黄色，砂状泥质结构，松散状，大孔隙结构，稍湿，未胶结，可塑，

塑性指数 9.8，浇水后具湿陷性。力学强度很低，极易受雨水的冲刷，

稳定性较差。

第四节 矿区社会经济概况

矿区北东约 3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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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矿区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GB/T21010-2007)及青海省国土

资源规划院提供的土地利用现状图，结合项目区测绘资料，矿山总占

地面积 13.8249hm
2
，全为天然牧草地。现状下评估内已损毁草地面积

5.7513hm
2
（为前期建设留用的工业场地，办公楼等工程），拟损毁土

地面积 8.0736hm
2
（包括新建采场、矿山道路、堆场、截水沟等工

程）。土地利用类型为天然牧草地。行政区划隶属青海省贵德县河西

镇管辖。项目区土地类型现状（表 3-1 )。

表 3-1 矿区土地利用现状一览表

各单元

名称

已损毁 拟损毁
一级

地类

二级

地类

土地

权属
各单元面

积（hm
2
）

矿权

内、外

各单元面

积（hm
2
）

矿权

内、外

采矿场 7.3 矿权内 0 草 0 天 贵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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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4 地 4

1

然

牧

草

地

县河

西镇

上刘

屯村

办公区 0.2350 矿权外 0 矿权外

生活区 0.0995 矿权外 0 矿权外

生产区 0.2514 矿权外 0 矿权外

道路 0.3314 矿权外

晾晒区 4.4904 矿权外 0 矿权外

临时堆

场
0.1807 矿权外

工业场

地
0.6750 矿权外 0 矿权外

排洪渠 0.2615 矿权内

合计 5.7513 8.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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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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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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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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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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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总体服务年限为 31.74 年，本

次矿山开采批复的服务年限为 10 年，考虑后期监测及管护年限为 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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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环境监测点 2 个，每年监测 2 次，；土壤环境监测点 1 个，每

年监测 2 次；地形地貌景观监测点 3 个，每年监测 2 次。矿山地质环

境监测工程量清单见表 4-1、4-2。

表 4-1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程一览表（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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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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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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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程一览表（36.74 年）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量 单位 单价 总价

1 不稳定边坡 126.96 次 300 38088

2 地下水环境监测 126.96 次 600 76176

3 土壤环境监测 63.48 次 550 34914

4 地形地貌景观监测 190.44 次 400 7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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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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质灾害危险性的现状分析

根据野外调查和评估，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不稳定

边坡 2 段，1 段位于采矿权西部边界，为早期开采粘土矿所形成的人工

边坡，另外一段位于办公区以北的晾晒场西部，为平整场地所形成的

人工边坡；据野外调查，区内未发现地裂缝；据现场调查区内未发生

过地质灾害。

1、Q1 不稳定边坡

位于评估区西部，部分在矿权外，沿矿权西边界紧邻，北段出于

矿权，坡面原地类为草地，边坡为早期采矿形成的不稳定边坡，坡长

380m、坡高 10-24m、坡度 50°-60°，坡面由粘土和腐殖土层组成。

土体松散，目前在边坡顶部有小规模的滑塌现象，滑塌物均堆积于坡

脚下部。边坡遭遇暴雨天气或震动作用会容易发生滑坡、崩塌等自然

地质灾害，根据坡高、坡度估计其最大崩滑波及范围为 30m，危害采矿

过程中的作业人员和过往人员的人身安全及土地的正常利用。现状边

坡顶部腐殖层失稳的可能性大，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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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不稳定边坡

2、Q2 不稳定边坡

位于办公区北部西侧边缘，该段斜坡属砖厂建设时填压、挖损形

成的边坡，原地类为草地，坡长约 320m，坡高 3—5m，坡度约 15°，

坡面由粘土组成，坡面较平整，无危石发育，构成坡体的土体疏松，

坡度较大，遇暴雨或连续降雨时，易发生滑塌地质灾害，危害西侧公

路和过往人员的人身安全及工业场地。现状边坡失稳的可能性小等，

危害程度小等，危险性小等。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的预测评估

1、未来采矿活动引发地质灾害的危险性预测评估

根据砖厂建设生产情况，该企业在未来会在采矿权内进行粘土矿

的开采，露天采场工程活动区范围内的 Q1 不稳定边坡，将会继续开

挖，形成一段新的边坡 Qy1；Q2、将保留不变，其长度与边坡高度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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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变化，只是在后期的恢复治理过程中进行平整、削坡，对其改变不

大。

综合预测未来采矿活动将形成新的不稳定边坡 Qy1，致灾的可能性

中等，危险性中等。

2、采矿活动加剧 Q2不稳定边坡地质灾害的危险性预测评估

根据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在预测内继续进行露天开采活动，

但不再扩建工业广场、生活办公区、矿区道路等，不稳定斜坡 Q2长

度、高度和坡度不会因采矿活动而变动，预测矿业活动加剧不稳定斜

坡地质灾害可能性小，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

3、新建工程加剧不稳定边坡地质灾害的危险性预测评估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在未来开采只在区内修建临时堆场及矿

山道路的修建，该工作远离 Q1 和 Q2 两处不稳定边坡，因此不会加剧

不稳定边坡的稳定性，预测该项活动加剧不稳定边坡地质灾害可能性

小，危害程度小等，危险性小。

4、矿业活动遭受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矿山现状条件下存在 2 段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威

胁矿山生产人员和机械设备、房屋建筑等。矿山在预测期内，工业广

场、生活办公区、矿区道路等依然为矿山生产人员的主要活动场所，

处于不稳定斜坡影响范围内，而不稳定斜坡在降雨等条件影响下发生

失稳的可能性大，威胁下方的矿山生产人员和机械设备、房屋建筑

等。预测矿业活动遭受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危害程度中

等，危险性大。

第二节 矿区含水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评估

一、含水层影响现状分析



16

1、含水层结构破坏

含水层位于主要矿层之下，采矿活动不揭露含水层，采矿过程中

无废水排放。矿石加工只对矿石进行破碎、筛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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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山生产过程中，没有生产废水排放，生活废水及污染物进行了

集中排放和处理，矿区及周边地表水未漏失，夏天矿山运输道路有专

门的淋雨设备进行洒水工作，冬天有洒水车对其进行洒水抑尘，故不

会对附件水源地造成污染，未影响到矿区及下游居民的生产生活供

水。

3、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矿区进行采矿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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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编制规范》附录 E、表 E“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

表”，现状矿业活动对含水层的影响程度轻。

二、含水层影响预测评估

含水层位于矿层之下，采矿活动不揭露含水层，采矿过程中无废

水排放。矿石加工只对矿石进行破碎、筛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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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附录 E，预测评估矿

业活动对含水层的影响程度属较轻。

第三节 矿区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评估

一、地形地貌景观现状影响评估

矿山为新建矿山，但前期在本采矿权外围进行了采矿工作，矿山

闭坑时对部分生产设施进行了保留，现状条件下，评估区保留了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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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区、工业场地、生产区和晾晒区等。办公区的占地面积约

0.235hm
2
和 0.0995hm

2
生活区，占地面积约 0.675hm

2
的工业场地；占地

面积 0.2514hm
2
的生产区；占地面积 4.4904hm

2
的晾晒区等，总计破坏

土地面积为 5.7513hm
2
。现状条件下，挖损及压占土地破坏了原有的地

形地貌，呈残破景观，因此，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属严重。

二、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预测评估

预测矿山未来会进行采矿活动，前期修建的各项工程均不在发生

变化，变化的只有采矿权内采场范围及矿山道路的建设和临时堆场等

用地发生变化，预计面积为 8.0736hm
2
，因此预测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

响属严重。

第四节 矿区土地资源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评估

一、土地资源破坏现状影响分析

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保留的办公生活区、工业场地、生产区和

晾晒区等。办公区的占地面积约 0.235hm
2
和 0.0995hm

2
生活区，占地面

积约 0.675hm
2
的工业场地；占地面积 0.2514hm

2
的生产区；占地面积

4.4904hm
2
的晾晒区等，总计破坏土地面积为 5.7513hm

2
。所以现状分

析该矿山开采活动对土地资源的破坏程度属重度损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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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区 压占 0.2350 天然牧草地 中度
2 生活区 压占 0.0995 天然牧草地 中度
3 生产区 压占 0.2514 天然牧草地 轻度
4 晾晒区 压占 4.4904 天然牧草地 重度
5 工业场地 压占 0.6750 天然牧草地 轻度

合 5.7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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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资源破坏预测影响评估

矿山未来开采不再修建办公生活区、晾晒区、工业场地等，只是

在矿权范围内进行采矿活动及修建截水沟、矿山道路，因此，预测未

来对土地资源的破坏面积约 8.0736hm
2
，未来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属重度

损坏。

表 5-2 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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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矿场地 挖损 7.3 天然牧草地 重度
2 道 路 挖损+压占 0.3314 天然牧草地 中度
3 临时堆场 压占 0.1807 天然牧草地 轻度

4 截水沟 压占 0.2615 天然牧草地 中度

合 8.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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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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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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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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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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卫星影像图



22

2021 年 12 月无人机正摄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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