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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

见》，加强矿山生态环境管理，推进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指

导和规范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规划）编制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规划）编制的原则、程序、内容和

技术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国家环境保护矿山固体

废物处理与处置工程技术中心）、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

研究所、山西省环境保护厅、安徽工业大学。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3 年 7 月 23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3 年 7 月 23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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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规划）编制规范（试行）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规划）编制的原则、程序、内容和

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扩）建矿山及生产和闭坑矿山编制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

治理方案（规划）。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

于本标准。 

HJ 651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矿山生态环境  

指矿区内生态系统和环境系统的整体，包括地表植被与景观、生物多样性、大气环

境、水环境、声环境、土壤环境、地质环境等。 

3.2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 

指采取必要的预防和保护措施，避免或减轻矿产资源勘探和采选矿造成的生态破坏和

环境污染。 

3.3 矿区生态环境恢复  

指对矿产资源勘探和采选矿过程中造成的各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采取人工促进措

施，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组织能力，逐步恢复与重建其生态功能。 

3.4 露天采矿场 

开采所形成的采坑、台阶和露天沟道总称为露天采矿场 

3.5 地下采矿 

指采用竖井、斜井和平硐方式从地下矿床采出有用矿物过程。 

3.6 排土场 

指矿山剥离和掘进排弃物集中排放的场所，包括外排土场和内排土场，又称废石场、

排岩场或弃渣场。 

3.7 矸石场 

       指煤矿采选过程中产生的含炭岩石及其岩石等固体废弃物的集中排放和处置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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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选矿场 

 指采用物理、化学、生物等各类方法将有用矿物与脉石矿物分开，以获得工业原料的

分选场所。 

3.9 尾矿库 

指由筑坝拦截谷口或围地构成的、用于贮存经选矿场选别后排出尾矿的场所。 

3.10 矿山沉陷区   

指矿山开采导致采空区之上覆岩层发生冒落、断裂、弯曲等移动变形，最终导致地表

形成下沉盆地和裂隙等的沉陷区域。 

4 方案（规划）编制的基本原则和工作程序 

4.1 基本原则 

4.1.1 保护优先，防治结合  

矿山企业要遵循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理念， 坚持“边开采、边治理”的原

则，从源头上控制生态环境的破坏，减少对生态环境影响。对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功

能破坏和环境污染，通过生物、工程和管理措施及时开展恢复治理。 

4.1.2 景观相似，功能恢复  

根据矿山所处的区域、自然地理条件、生态恢复与环境治理的技术经济条件，按“整

体生态功能恢复”和“景观相似性”原则，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藤植藤、

宜景建景、注重成效，因地制宜采取切实可行的恢复治理措施，恢复矿区整体生态功能。 

4.1.3 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坚持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同步进行，按照轻、重、缓、急，分步实施，

优先抓好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严重的重点恢复治理工程。以典型示范和以点带面的方式，

有计划地推广试点经验，稳步推动《方案》的全面实施。  

4.1.4 科技引领，注重实效  

坚持科学性、前瞻性和实用性相统一的原则，鼓励广泛应用新技术、新方法，选择适

宜的保护与治理方案，努力提高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成效和水平。  

4.2 方案（规划）编制的工作程序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规划）编制的工作程序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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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方案（规划）编制背景资料收集与现状调查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监测分析、人员访谈等方式开展调查，确定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恢复方案（规划）范围、时限。 

5.1 资料收集 

5.1.1 背景资料和专业资料 

矿区自然地理资料、地质资料；土地利用、农业、林业、城乡建设等规划资料；矿山

开发利用规划、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矿产资源开发建设项目环

评、矿山土地复垦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水土保持方案等生态环境保

护相关资料；矿山开发相关政府文件等。 

5.1.2 矿山变迁资料 

反映矿山及其邻近区域的开发及活动状况航片或卫片，其它有助于评价矿区生态破坏

和环境污染的历史资料；矿山资源开发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建筑、设施、工艺流程和产生污

染等的变化情况。 

5.1.3 社会经济资料 

矿山所在地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规划、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等。 

5.2 现状调查 

5.2.1 调查方式 

5.2.1.1 现场踏勘 

应对矿山开采工艺过程、矿山及周边生态环境状况、自然环境及人文景观、社会经济

状况进行全面踏勘。 

5.2.1.2 监测分析 

必要时，应对矿山及受影响区域大气、水体、声环境、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进行监测，

以及对受保护的动植物进行生态监测。 

5.2.1.3 人员访谈 

访谈对象为矿山的现状或历史的知情者，包括地方政府的行政人员、矿山及其周边居

民、矿山土地不同阶段使用者、以及熟悉当地情况或矿山的第三方等。访谈内容主要包括

矿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历史及现状、社会经济状况等。 

5.2.2 调查内容 

5.2.2.1 土地利用现状 

踏勘和记录矿区土地功能和性质；土地利用的类型；废弃地恢复利用情况等。 

5.2.2.2 地质、地形和地貌 

踏勘和记录矿山及其周围区域的水文、地质与地形地貌。 

5.2.2.3 矿山开采基本情况 

踏勘和记录矿山范围、矿床赋存条件、采选矿工艺与设备、尾矿及废石（矸石）处理

与处置和生产能力、水耗、电耗等矿山工程项目的基本情况。 

5.2.2.4 区域生态环境现状 

踏勘和记录矿区大气、水体、土壤、固体废弃物污染及环境质量状况；动植物分布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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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植被破坏、地表沉陷等生态破坏状况；矿山开采历史遗留的环境污染问题等。 

5.2.2.5 社会经济及人文景观情况 

踏勘和记录矿山所在地的工农业总产值、人口数量、人均耕地、人均收入、三大产业

组成比例、重点发展产业、周边景观位置及分布，以及区域所在地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规划

等。 

6 方案（规划）生态环境影响分析与预测 

6.1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识别与分析 

结合矿区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分析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范围、

程度。包括对矿区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与分析（主要是对动物、植物、森林、草

地资源等的影响）；矿山生产对大气污染影响与分析；矿山生产对水体（地表水、地下

水）的影响与分析；矿山生产对土壤质量及污染的影响与分析；水土流失影响与分析、地

表沉陷对土地资源的破坏、生态功能下降的情况、工业场地“三废”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情

况，以及人文景观的防护措施等。新、改（扩）建矿山可根据环境影响评价预测结果说明

方案实施期内生态环境破坏情况。 

6.2 矿山环境污染治理情况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矿山目前环保装备水平、“三同时”履行情况、运行状况、污染

治理技术水平、污染物排放情况、是否满足现行环保标准要求和总量控制要求等，分析存

在的主要环境问题。 

6.3 生态环境影响预测 

结合矿床开拓布局和采掘规划或计划，对采矿活动在方案（规划）期内不同年份造成

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进行预测，包括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范围和强度。明确矿山生态

恢复与污染治理的重点，确定重点治理区、次重点治理区和一般治理区。 

7 方案（规划）编制要点 

7.1 范围与时限 

规划以矿区为基准，包括其生态环境影响范围。编制含矿山服务年限在内的规划，一

般分近期、中期和矿山服务期满（闭坑）后三个阶段。 
方案期限。对于新建和改（扩建）矿山，方案编制应以矿山基本建设完成、未投产前

的年份为基准年，对于已投产矿山，方案编制以前一年为基准年。方案应根据不同矿种特

点原则上 3-5 年为一个周期，滚动编制、审批、实施和验收。 

7.2 方案（规划）分区 

分区应根据矿山企业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状况现状调查、评价与预测确定，按照重点

治理区、次重点治理区和一般治理区进行分区。 
重点治理区一般指排土场、尾矿库、塌陷区等。一般治理区指矿山生活区、办公区

等。其他为次重点治理区。 

7.3 方案（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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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规划，应按照国家和地方对矿山清洁生产、污染控制、水土保持、生态恢复治理

等方面的要求提出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总体目标、阶段目标和具体指标，制定各阶

段规划的切实可行目标指标体系。 
制定方案，应根据矿山企业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状况及相关技术政策和标准，分阶段

确定目标和指标。 

7.3.1 清洁生产指标 
包括采选矿生产工艺先进性及装备技术水平、资源能源利用指标、综合利用指标、环

境管理要求，并符合相应的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要求。 

7.3.1.1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采矿回采率（%）、采矿贫化率（%）、选矿金属回收率（%）、耗水量（m3/t）、电

耗（kw.h/t）等。 

7.3.1.2 综合利用指标 
采矿废石（矸石）利用率（%）、矿坑（露天、井下）涌水利用率（%）、选矿尾矿

综合利用率（%）、选矿水重复利用率（%）等。 

7.3.2 污染控制指标 
包括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废气排放达标率（%）、作业环境粉尘合格率

（%）、固体废弃物安全处置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生活污水处理率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地表水环境质量达标率（%）、声环境质量达标率

（%）等。 

7.3.3 水土保持指标 
包括扰动土地整治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林草覆盖率（%）等。 

7.3.4 生态恢复指标 

包括矿山损毁土地恢复率（%）、工业广场及办公生活区绿化率（%）、污染场地治

理达标率（%）等。 

7.4 方案（规划）工程措施 

方案（规划）应对各类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所采取的技术措施、技术指标、

实施时间等进行说明，对各类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的要求应当符合 HJ 651 规定。 

7.4.1 污染防治工程 

7.4.1.1 大气污染防治工程 
包括采选矿生产过程粉尘污染控制及有害气体防治等工程。 

7.4.1.2 水污染防治与水资源保护工程 
包括采选矿过程中产生的矿坑水、排土场淋溶水、选矿废水及生活污水等治理。根据

矿山废水形成的条件和原因，从减源、减量、减时三个方面进行预防或减轻其危害程度，

采取截流减源、减少疏干水量、改进工艺减少废水产生量、废水循环利用等工程措施，保

护矿区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 

7.4.1.3 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置利用工程 
包括排土场、尾矿库有价值元素选别、建筑及其他材料应用；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置

包括安全贮存、植被复垦等。 

7.4.1.4 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 
包括矿山生产爆破冲击波与爆破振动；采选矿设备及道路运输噪声等控制工程。 

7.4.2 生态恢复与重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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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采矿表土资源管理、采矿过程生态恢复与重建（含采矿坑或沉陷区生态恢复与重

建）、排土（矸石）场生态恢复与重建、选矿场及尾矿库生态恢复与重建、工业场地生态

恢复与重建，以及必要的土壤污染治理工程等。 

7.4.3 水土保持建设工程 
包括土地整治、拦渣、防洪排导、植被复垦等工程。 

7.4.4 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程 
 包括矿山开采过程中和服务期满后矿山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地面塌陷、地裂缝的预防

措施，滑坡、崩塌的预防治施，泥石流的预防治施等）；地下含水层保护措施；矿区地形

地貌景观（包括人文景观）保护与恢复工程措施等。 

7.4.5 生态产业工程 
可产生经济效益的生态产业，如建材业（固废利用）、花卉苗圃园等。 

7.5 矿山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估 

  提出矿山生态环境监测（地面与遥感）方案 和生态环境评估方法等。 

7.6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效果 

依据建设工程和生态监测绘制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实施后的生态恢复与

重建效果，并附效果图。 

7.7 投资估算 

包括生态恢复与重建、环境污染治理、水土保持、资源综合利用（固废资源）、生态

产业发展等工程所需要的资金估算，工程实施与执行计划（含资金计划）。 

7.8 效益分析 
效益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效益三个方面。 

7.9 实施方案（规划）保障措施 

包括组织管理措施、技术保障措施、资金保障措施（资金来源、渠道、责任主体）

等。 

8 方案（规划）报告编制 

8.1 报告书文本内容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规划）报告书的内容结构参见附录 A-1 方案（规

划）报告编写大纲。可根据矿山实际情况适当增、减有关内容。 

8.2 资料性附件 

报告书的资料性附件参见附录 A-2 方案（规划）报告书附件，可根据矿山实际情况适

当增、减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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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1    方案（规划）报告编写大纲 

1.总论 

1.1 任务由来 

说明方案（规划）编制任务的由来、背景资料等。 

1.2 必要性和意义 

阐述方案（规划）编制的的政策符合性和规划一致性，论述方案（规划）的实施对修

复矿山生态环境，改善矿区生态环境质量，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意义。 

1.3 方案（规划）编制的依据  

国家、地方、部门、行业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政策性文件等。 

1.4 方案（规划）涵盖范围、基准年及实施时限 

方案（规划）涵盖范围以矿山全部区域，包括生产区、生活区、办公区，同时考虑矿

山开采影响范围内的生态环境问题。 

方案编制应以矿山基本建设完成、未投产前的年份为基准年，对于已投产矿山，《方

案》编制以前一年为基准年。方案应根据不同矿种特点原则上 3-5 年为一个周期，中远期

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相一致，规划应依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要求适时调整。 

2. 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2.1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维护矿区生态环境安全为重点，针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式

以及产生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提出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主

要措施，及时治理受损的生态环境，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危害，促

进矿产资源开发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 基本原则 

保护优先、防治结合，景观相似、功能恢复，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科技引领、注重

实效。 

3.规划区的基本概况 

3.1 矿区所处行政区划 

包括位置、分布范围、地理坐标、区位条件等。 

3.2 矿区及周围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包括人口、教育、工业和能源生产、农业与土地利用、交通运输、人文景观等方面内

容。 

3.3 矿区自然条件概况 

包括气象气候、地质、水文、土壤、植被等。 

3.4 矿山开采基本情况 

包括储量、设计生产能力、可采矿层及其基本特征、采选工艺及设备等。 

4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与预测、评价 

4.1 矿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调查 

包括土地资源、动植物资源、陆生生态系统、水生生态系统等。 



 

 9

4.2 矿区土地、动植被资源的占用与破坏 

包括土地利用现状改变，地貌景观破坏、水土流失控制、土地沙化、土壤盐碱化及污

染、矿区土地复垦与土壤污染防治、动植物种类与生存状况等。 

4.3 矿区地下水均衡破坏与污染 

包括地下水水位下降、水资源枯竭、地下水及地表水污染等。 

4.4 矿山地质灾害引发生态环境破坏 

包括矿坑疏干排水引发的崩塌、滑坡、地面塌陷（开采沉陷、岩溶塌陷）、地裂缝、

不稳定边坡；固体废弃物堆积引起的崩塌、滑坡、泥（渣）石流、不稳定边坡；尾矿库溃

坝、裂隙与管涌等地质灾害引发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等。 

4.5 矿山生态环境现状评价及生态状况分级 

包括水、气、声、噪声与振动、动植物状况等。 

4.6 矿山生态环境破坏的控制、恢复治理重建评价 

说明生态破坏控制、恢复治理与重建水平。矿山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与总量控制要

求，以及环保“三同时”履行情况。 

4.7 生态环境预测与评估 

包括各类生态系统破坏、水土流失变化、地质灾害、环境污染等的预测评估。 

5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与指标 

5.1 生态环境保护总体目标 

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技术政策，结合矿山实际情况，明确规定矿山生态环境保

护与恢复治理应达到的总体目标与指标。 

5.2 生态环境保护分期目标 

结合矿山生态环境现状，其中应明确规定各分期（近期、中期与矿山开采服务期满

后）目标实现年限及应达到的分期目标与指标。建立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目标

指标体系。 

6 主要任务 

6.1 确定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规划分区 

6.1.1 方案（规划）分区原则 

方案（规划）分区依据矿山所处的地形地貌、地质环境，矿石种类、开采方式及规

模，采矿活动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和影响类型、程度，地质灾害隐患等特征，参照城

镇建设规划和生态规划，进行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 

6.1.2 具体方案（规划）分区 

按排土场、尾矿库、矿山沉陷区、矸石场等对规划进行分区，明确重点治理区、次重

点治理区以及一般治理区（可列图表说明）。 

6.2 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方案 

结合矿山实际情况与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目标指标，按照矿山建设和开采的不同

阶段确定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工作部署（可附表说明）。 

6.3 不同阶段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工程措施 

6.3.1 勘查阶段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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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地质勘探应根据查明矿区环境地质条件、现状预测评价，对可能产生的生态环境

破坏与恢复治理提出防治对策。 

6.3.2 建设阶段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 

包括矿山建设准入条件符合性描述；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方

案、水土保持方案、土地复垦方案、地质灾害防治方案、“三废”处理措施等；建设项目

“三同时”落实情况叙述。 

6.3.3 生产阶段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 

包括采矿塌陷和其他采矿活动破坏（如排土场、矿坑）的矿山生态恢复治理工程；选

矿生产及尾矿库生态恢复和污染治理工程；矿山“三废”排放治理工程；矿区生产过程水

土流失及水土保持工程；工程实施进度与工作安排等。 

6.3.4 矿山闭坑阶段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 

闭坑矿山的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工程，包括露天坑、排土场与尾矿库、沉陷区、生产

与生活区生态恢复与重建工程；可能存在生态环境问题和地质灾害隐患的防治措施；自然

人文景观恢复措施等。 

6.4 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方案 

明确工程项目名称、建设位置、实施期限、主要建设内容、工程规模及投资（包括分

年度建设内容）、建设目的及预期应达到的效果以及责任单位等。 

6.5 生态产业发展规划 

根据矿山具体情况而定。包括经济林、经济作物建设规划；人工湿地建设规划；花卉

苗圃产业； 生态旅游业规划。 

7 方案（规划）可行性及预计效果分析 

7.1 方案（规划）可行性分析 

从技术、组织管理、资金等方面，对方案（规划）可行性进行分析。 

7.2 方案（规划）实施效益分析 

对方案（规划）预期的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进行分析。 

7.3 方案（规划）预计效果分析 

根据规划任务，对矿山污染控制、矿山生态社区建设、地质灾害隐患消除、清理矿山

场地总面积、绿化面积、新增建设用地、新增垦地、人文景观恢复重建等方面进行预计效

果分析，并附效果图。 

8 方案（规划）实施的保证措施 

8.1 政策保障措施； 

8.2 组织保障措施 

8.3 资金保障措施； 

8.4 技术保障措施； 

9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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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2    方案（规划）报告书附件 

 

附件 1： 矿山开采支撑文件 

附件 2： 规划附图  

1．矿区卫星影像图 

2．矿山企业总平面布置图 

3．矿区范围及生态环境现状图。应包含项目地理位置、范围、矿体境界、主要道路、主要

水系、河流与湖泊、土地利用现状、绿化、矿区植被复垦类型、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地

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人文景观等信息资料。 

4．矿山生态环境影响预测图 

5．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总体布局图。图中应包括综合整治工程的主要信息。 

6．方案（规划）中各项工程的配套专业图件 

7．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效果图。绘制生态环境恢复综合整治效果图，并标示各项工程治理效

果的有关数据。 

附件 3：其他相关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