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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和运输的环境及其他影响 

采矿实践可能会对当地社区和景观造成毁灭性破坏，因此一些新的矿山建议往往会被

拒绝资助或受到公众抗议。例如，德国现在仍然会发生煤矿作业的抗议活动，澳大利亚的

一个新煤矿正不顾公众反对努力寻找投资者。而目前存在许多法规和政策确保现代采矿实

践以可持续和对环境负责的方式开展，并尽可能为生态系统和当地社区提供整体利益。在

发达地区，必须提供完整的环境影响评估和采矿工程完成后土地复垦的财政保障计划，才

能开展采矿活动。本报告对环保采矿的最低要求进行了总结，同时也探讨了一些煤炭公司

在企业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出色表现。SUEK，Peabody以及印度煤炭公司（Coal India）等煤

炭公司就因为对现有和关闭的矿山周围环境和社区的改善工作而得到了奖励和认可。 

新的采矿项目，尤其是新兴地区的采矿项目，必须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当前

进展的基础上继续前行，继续在该行业内建立卓越的环境友好实践。 

 

potential impacts 潜在影响 

impacts on terrestial biodiversity 对陆地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loss of ecosystems and habitats 生态系统和栖息地的丧失 

loss of rare and endangered species 珍稀濒危物种的丧失 

effects on sensitive or migratory species 对敏感或迁徙物种的影响 

effects of induced development on biodiversity 诱导发展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aquatic biodiversity and impacts of discharges 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排放的影响 

altered hydrologic regimes 水文状况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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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ed hydrogeological regimes 水文地质状况改变 

increased heavy metals, acidity or pollution 重金属、酸性或污染增加 

increased turbidity (suspended solids) 浊度增加（悬浮固体） 

risk of groundwater contamination 地下水污染的风险 

air quality related impacts on biodiversity 空气质量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increased ambinent particulates (TSP) 环境颗粒物增加（TSP） 

increased ambient sulphur dioxide (SO2) 环境二氧化硫增加（SO2） 

increased ambient oxides of nitrogen (NO3) 环境氮氧化物增加（NO3） 

increased ambient heavy metals 环境重金属增加 

social interfaces with biodiversity 社会与生物多样性 

loss of access to fisheries 失去渔业发展机会 

loss of access to fruit trees, medicinal plants 失去果树、药用植物发展机会 

loss of access to forage crops or grazing 无法获得饲料作物或进行放牧 

restricted access to biodiversity resources 只能获得有限生物多样性资源 

increased hunting pressures 狩猎压力增加 

induced development impacts on biodiversity 诱导发展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mining activities 采矿活动 

exploration and construction 探索和施工 

early stages of exploration 探索的早期阶段 

exploration drilling 钻探 

access road construction 通路施工 

land clearance (for construction etc.) 清理土地（用于施工等） 

obtaining construction materials 获取施工材料 

construction related infrastructure 施工基础设施 

construction of ancillary infrastructure 配套基础设施施工 

roads, rai and export infrastructure 道路、铁路和输出基础设施 

pipelines for slurries or concentrates 泥浆或浓缩物管道 

energy/power and transmission lines 能源/电力和输电线路 

water sources, wastewater treatment 水资源和废水处理 

transport of hazardous materills 危险物品运输 

采矿活动和环境的相关性视图 

将采矿的影响降至最低 

每个国家的煤矿开采方法各不相同，但包括中国、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

亚、俄罗斯、南非、德国、波兰和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主要煤炭生产国，对水土保持有着严

格的要求。由联合国和部分国家自愿制定的《柏林准则（Birlin Guidelines）》对所有涉及

采矿活动的组织列出了最低性能标准。ICMM（国际采矿与金属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出版

了最佳采矿实践相关的指导文件。其中包括与当地社区进行协商的建议，它强调早期有效

的参与可以降低负面风险，并为社区参与提供更大的潜力。现代采矿活动可以以重新造林、

工业用地、新商业区、休闲设施甚至土地艺术的形式为当地社区留下宝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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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维吉尼亚州霍克斯内斯特（Hawks Nest）矿山，采矿期间和复垦后 

协调运输车队并尽量减少灰尘 

除了对当地景观和野生动物的潜在影响外，采矿活动还会对运输通道沿线的当地社区

造成影响。运载工具会排放温室气体，并产生噪音和灰尘。减少煤炭运输的影响需要对整

个煤炭链采取整体措施，很多公司正在对整个运输车队进行管理，以保证尽可能的高效和

清洁。例如，大型卡车在减少灰尘和降低排放（较低的燃料使用量）方面比小型卡车更有

效。与公路运输相比，装载精良的火车车皮在运输过程中灰尘和燃料的排放量会低一些，

对社区的干扰也会降低。拾取和移动煤炭的任何过程中都会产生灰尘。澳大利亚瓦拉塔港

务集团（Port Waratah Coal Services）等煤炭公司目前正在对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机器或车

辆对煤炭的移动次数进行限制，通过精心设计的车辆和建筑物将产生的粉尘降至最低，有

必要时，采用战术降尘设备，如高压水炮和抽采系统。俄罗斯最大的煤炭生产商 SUEK也

在对其瓦尼诺（Vanino）运输终端的粉尘排放进行实时控制。与其他具有前瞻性的矿业公

司一样，SUEK 也安装了矿井水清洁系统和瓦斯抽采和利用技术。 

加速 

煤矿公司以其环保成效、包括企业和社会责任承诺细节在内的年度报告，以及因最佳

环保实践而赢得的奖项为傲。公众对矿业公司的看法也受其企业和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

个别公司会表现出更高的绩效标准，建立超过平均水平的实践标准往往符合组织的商业利

益。例如，印度国有煤炭开采公司，印度煤炭公司，正在与其子公司合作，将一部分公司

利润再投资于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以及促进该国教育和性别平等的活动。 

煤炭开采行业近年来已经成熟，许多公司已经证明在煤炭生产链中应用最佳实践不仅

可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而且可以使煤炭行业成为一个对当地社区产生积极影响的行业。

煤炭开采在新兴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已经越来越普遍，在新的采矿活动保持环保的采矿精

神，充分利用出版发行的信息和最佳实践选择方针至关重要。 

IEA清洁煤炭中心是国际能源署（IEA）成员国的一个合作项目，旨在提供煤炭相关技

术、供给和使用的信息和分析。IEA清洁煤炭中心的缔约方和赞助商来自：澳大利亚、中

国、欧盟委员会、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波兰、俄罗斯、南非、泰国、阿联酋、英

国和美国。 

 

每份执行摘要均基于 IEA清洁煤炭中心所开展的详细研究，其完整报告可单独提供。

本执行摘要基于以下报告编制： 

 

采矿和运输的环境及其他影响 

 

Dr LL S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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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对成员国组织免费，在发布后六个月内向非成员国组织收取 100 英镑费用，六

个月后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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