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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地理位置 

三河尖煤矿位于徐州市沛县龙固镇境内，主井地理座标为东经 116°47′25″，北纬

34°54′38″。地处苏鲁边界，东临昭阳湖（南四湖之一）、西临丰县、北与山东省鱼台县

接壤，东南距徐州市 92km、至沛县县城 27km，西北距山东省鱼台县城 19km。徐（州）~济

（宁）公路穿过该井田，东北至京杭大运河 6km，可进行水陆运输。大屯煤电（有限）责任

公司铁路专用线通至三河尖煤矿，交通较为方便。 

（2）项目发展历史 

三河尖煤矿是隶属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大型生产矿井，位于江苏省沛县。该矿于

1988 年投产，设计生产能力 1.2Mt/a，2005 年核定生产能力为 1.7 Mt/a，2007 年技术改造后

生产能力达2.2 Mt/a，后因资源赋存情况变化导致产能降低，2011年核定生产能力为1.2 Mt/a。

目前三河尖煤矿生产能力 1.2 Mt/a，采用立井开拓，开采 7、9 煤层，开采煤层标高-350~-

1000 米，并配有 1.2 Mt/a 的选煤厂。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于 2007 年 7 月以《关于对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三河尖煤矿技术改

造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苏环管[2007]148 号） 对三河尖技术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进行了批复，并于 2008 年 12 月完成矿井技术改造环保工程竣工验收工作。2017 年 2

月，三河尖煤矿已申领新的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320322-2016-000006-B。 

为了合理利用煤炭资源，延长矿井服务年限，国土资源部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以《国

土资源部关于同意以协议有偿方式出让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三河尖煤矿深部资源采矿权

的复函》（国土资函[2013]759 号文）批复出让-1000 至-1300 米煤炭资源。江苏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于 2016 年 1 月 26 日批复《关于同意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三河尖煤矿开采-1000

至-1300 米煤炭资源的批复》（苏经信煤炭[2016]47 号），对开采-1000 至-1300 米煤炭资源进

行立项。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三河尖煤矿于 2017 年 2 月委托编制了《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

三河尖煤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对三河尖井田内-

1000~-1300 米的煤炭资源进行开采设计。根据“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本次深部开采内容主

要为：增加-1000~-1300 米的煤炭资源开采，全井田范围内可采的-1000~-1300 米的煤炭资源

仅在刘庄区有一部分区域，设计深部开采区域处于南三采区，面积约 1.80km2。“资源开发利

用方案”设计三河尖煤矿规模 1.2Mt/a。 

（3）矿井深部开采前后项目组成情况 

三河尖煤矿自 2008 年 12 月完成矿井技术改造环保工程竣工验收工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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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生产能力因资源赋存情况变化由 2.2 Mt/a 降为 1.2 Mt/a，但矿井工程未发生

变化，仅部分环保工程根据环保政策要求进行改造，改造后的环保工程处理效果

均优于原技术改造时的环保工程。 

三河尖煤矿深部开采后项目工程情况与原环评（即 2007 年技术改造后）项目工程情况

对比见表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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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深部开采前后项目组成情况对比一览表 

表 1-1-1 

工程

类别 

单项工

程 
原环评（即 2007 年技术改造后）工程 现状工程 

-1000~-1300 米深部

开采工程 

深部开采与现

状工程相比，

变化情况 

备注 

基本

情况 

建设规

模 
2.2Mt/a 1.2Mt/a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2011 年已核定

至 1.2 Mt/a 

井田范

围及面

积 

三河尖煤矿井田东北以孙氏店断层与龙固煤矿、龙东煤

矿相邻；南以 F24、F1′断层为界；西以经线 39471500

为界；北以各煤层-1200m 底板等高线为界。井田东西

长 7～15km，南北宽 3.5～6km，面积约 43km2。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开采深

度 
标高-350~-1000m 与原环评一致 标高-1000~-1300m 开采标高增加  

开采煤

层 
7、9、17 煤 

各采空区均已开采 7、9 煤，17 煤

暂未开采 
7、9 煤 不变  

储量及

服务年

限 

可采储量 93.968 Mt，服务年限 31a / 
可采储量 56.00 

Mt，服务年限 33.3a 
变化  

采区划

分 

三河尖区（东一采区、东三采区、东四采区、西一采

区、西二采区）、刘庄区（南一采区、南二采区、南三

采区）、吴庄区 

与原环评一致 

南三采区扩大开采

面积，其余采区维

持现状不变 

南三采区扩大

（增加-1000~-

1300m 资源区

域，面积约

1.80 km2） 

 

劳动定

员 
矿井在籍人数 4128 人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矿井

主体 
主井 

井口位于工业场地内，立井，直径 5.6m，井口标高

+37.0m。担负全矿井煤炭运输。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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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类别 

单项工

程 
原环评（即 2007 年技术改造后）工程 现状工程 

-1000~-1300 米深部

开采工程 

深部开采与现

状工程相比，

变化情况 

备注 

工程 设 JKM－3.25/4 (Ⅱ)型多绳摩擦提升机一对，配 JDG-

14/110×4 型 14t 多绳钢罐道提煤箕斗一对。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副井 

井口位于工业场地内，立井，直径 7.2m，井口标高

+37.0m。担负全矿井井下人员、材料、设备、矸石提

升，并兼进风。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提升机为 JKM－3.25/4(Ⅰ)型多绳摩擦提升机 1 对，配

1t 矿车双层四车多绳罐笼。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南风井 

井口位于南风机工业场地内，立井，直径 6.0m。井口标

高+30.500m。用于回风并作为矿井的安全出口，敷设防

火灌浆管路。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矿井通风机房设 GAF-26.6-15.8-1 型轴流式风机两台，

风机功率 1600kw。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井下运

输 

井下运输系统分为东、西、南三翼，其煤炭运输全部采

用胶带机运输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排水 共设 PJ200×9 型水泵 6 台，单台排水能力 Q=420m3/h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压风系

统 
矿井地面压风机房装备 5 台 5L/40-8 型压风机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防火灌

浆站 
包含土堆棚（黄土来源为外购）、泥浆池、值班室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选煤

系统 

地面生

产系统

（含准

设两次分级筛及运输设备（原煤胶带输送机、块煤胶带

输送机、末煤胶带输送机、201 胶带输送机）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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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类别 

单项工

程 
原环评（即 2007 年技术改造后）工程 现状工程 

-1000~-1300 米深部

开采工程 

深部开采与现

状工程相比，

变化情况 

备注 

备车

间） 

选煤厂 
设计生产能力 120 万 t/a，设有主厂房、浓缩车间、事故

浓缩车间等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辅助 

生产 

系统 

矿井辅

助设施 

综采设备维修库、坑木加工房、汽车库、材料库、岩粉

库、油脂库、水源井泵房、日用生活消防水池泵房等辅

助生产设施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选煤厂

辅助设

施 

煤样室、化验室、生产水池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矸石周

转场 
矸石周转场占地 1.4hm2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储运 

工程 

铁路专

用线 
大屯煤电公司铁路专用线通至矿井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场外公

路 

运煤及进场公路约 1.0km，路面宽约 9m；至工人村约

1.5km，路面宽约 6m。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公用 

工程 
供暖 

工业广场 4 台 10t 燃煤蒸汽锅炉，夏季运行 1 台，冬季

运行 2 台；烟囱高 45m，径为 1.0m；每台锅炉配备水膜

除尘器。烟气排放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01）。 

由于排放标准变化，2016 年已根

据沛县环保局的要求进行改造和

拆除，工业广场 2 台 10t 燃烧生物

质蒸汽锅炉，非采暖期运行 1

台，采暖期运行 2 台；烟囱高

45m，径为 1.0m；每台锅炉配备

水膜除尘器。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改造后执行

《锅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

准》(GB 1327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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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类别 

单项工

程 
原环评（即 2007 年技术改造后）工程 现状工程 

-1000~-1300 米深部

开采工程 

深部开采与现

状工程相比，

变化情况 

备注 

供电 

矿井地面设 35kV 变电所 1 座，变电所所内设有主变压

器两台，变压器型号为 S7-12500/35，主在变容量为

12500kVA。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供水 
供设水源井 11 个，井深 90～120m，供水全部采用地下

水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行政与

公共设

施 

行政办公楼、区队办公楼、矿灯房、浴室、更衣室、井

口等候室、单身宿舍楼、矿山救护队、自行车棚、门卫

室等场区设施。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环保 

工程 

矿井水

处理站 

井下设矿井水处理站，处理规模 5000 m3/d，最大处理

能力 7200 m3/d，采用“混凝沉淀+过滤”处理工艺。 
与原环评一致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生活水

处理站 

生活污水送至工人新村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站计处理

能力为 1800m3/d，采用 A/O 处理工艺，处理后水质为

COD≤97mg/L、SS≤35mg/L、NH3-N≤11.4mg/L。排放

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一级标

准。 

工人新村生活污水处理站 2015 年

进行提标升级改造（改造 AO 生

化池、更换填料和曝气头等），改

造后处理 1800m3/d，采用 A/O 处

理工艺，处理后水质为

COD≤50mg/L、SS≤10mg/L、NH3-

N≤8mg/L、BOD5≤10mg/L。 

维持现状不变 不变 

改造后排放执

行《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

（GB18918-

2002）一级 A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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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深部开采项目工程概况 

1）井田开拓 

①开拓及井筒布置 

井田开拓利用现有，为立井单水平开拓方式，采用主、副井两个井筒，均位

于工业场地内。主井担负矿井煤炭运输任务，兼做进风井；副井承担矸石、材料

及人员提升，兼做进风井。 

②水平划分及标高 

矿井现有生产水平为-700m 主水平及-980m 辅助水平。刘庄区开拓方式：从

-980m 辅助水平，沿着上山方向布置上山，开采南翼采区-1000m 以上资源；利用

南翼采区下山煤柱，沿着下山方向掘进一组下山，下部车场落底水平为-1050m，

开采南翼采区-1000m 水平以下资源。 

③采区划分及开采顺序 

三河尖井田包括三个勘探区：三河尖区、刘庄区（南翼）、吴庄区。 

三河尖区划分为东翼采区和西翼采区。其中东翼采区又分为东一、东三、东

四三个采区，已开采完毕；西翼采区又分为西一、西二两个采区，西一采区已回

采完毕。刘庄区（南翼）又分为南一、南二、南三三个采区。吴庄区分为北采区

和南采区。 

本次深部开采对象为刘庄区（南翼）南三采区-1000~-1300 米煤炭资源。 

目前正在回采的为刘庄区（南翼）南二采区和三河尖区西二采区。 

2）井下开采 

① 采煤方法及工艺 

采煤方法选用走向长壁采煤法，一次采全高，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 

② 回采工作面布置 

设计达到矿井设计生产能力 1.2Mt/a 时，矿井分别在刘庄区南二 7 煤上山

采区和南三 7 煤下山采区各布置一个综采工作面。 

3）矿井提升、通风、排水及压风 

深部开采后，矿井提升、通风、排水、压风设备均利用现有。 

4）矿井地面生产系统及辅助设施 

深部开采后，矿井地面生产系统及辅助设施均利用现有。 

5）选煤工艺及系统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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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开采后，选煤工艺及系统布置利用现有。 

6）给排水 

深部开采后取用地下水量、生活污水产生和排放量均不变，矿井水产生量

增加至 5443.92m3/d（按不利情况计算），矿井内部回用 2281.7m3/d，内部回

用率 41.9%， 剩余 3162.22m3/d 排放进入姚楼河，用于沿途农田灌溉，回用率

满足产业政策要求。 

7）采暖、供热 

深部开采后，矿井采暖供热利用现有锅炉。 

8）供电 

深部开采后，矿井供电利用现有。 

9）道路工程 

深部开采后，矿井道路工程利用现有。 

2 项目环境影响 

2.1. 生态环境影响 

（1）生态环境现状及保护目标 

三河尖井田位于我国东部华北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具有典型的南北、海陆

过渡性气候特征，自然条件表现为暖温带的特点，植被区划隶属于暖温带落叶

阔叶林区，地带性植被类型为落叶阔叶林。生态系统以农田生态系统占绝对优

势的人工生态系统为主体，自然生态系统仅有少量受人工影响的河流生态，生

态系统组成与结构比较简单，野生动物种类比较贫乏，多为田间野生动物种

群。该区域是我国古老的农业区，农垦历史悠久，自然植被绝大部分都不存

在，代之以连片的农业植被；光照充分，气温适宜，无霜期长，降水适中，水

资源较丰富，良好的光、热、水资源和具有多样性的土壤为众多种类的植物繁

衍生息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区域环境质量较好，生态环境质量良好。降水

量年内和年际分布不均，夏季多雨潮湿，冬季干燥少雨，春秋常有干旱及寒

潮、霜冻等自然灾害。 

评价区内涉及到的生态红线有大沙河（沛县）重要湿地生态红线，其余生

态环境保护目标主要是井田生态评价范围内的村庄、农田、河沟等。 

（2）运营期生态影响及防治措施 

全井田开采结束后，地表最大下沉深度 4802mm，最大沉陷影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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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6km2，因地表沉陷造成的最大积水区面积 24.20 km2，其中常年积水区面

积约 15.25 km2。其中，由于深部开采叠加造成的最大沉陷影响面积增加

0.07km2，最大积水区面积增加 1.89km2，其中常年积水区面积增加 1.62km2。

深部开采工程未新增搬迁村庄。 

受沉陷影响公路、乡村道路等，采取随沉随填的方式修复，确保其畅通。

受影响的输电线路和通讯线路塔（杆）采取基础加固措施，随采随维护确保不

受影响。受影响的地表水，河堤密切监测，对堤坝裂缝及时灌浆处理，受影响

的农灌设施及时修复。 

土地复垦措施：下沉深度小于 1.5m 沉陷区多数为沉陷缓坡地，经过平整

复垦并对原有的水利设施进行补建或修补，可以继续耕种和使用；下沉深度

1.5～2m 沉陷区采用表土剥离、挖深垫浅或矸石充填方式进行治理；下沉深度

大于 2m 常年积水区用于修建鱼塘及光伏电场。 

2.2. 地下水环境影响 

（1）环境质量现状与保护目标 

评价区域地下水执行 GB/T14848-93《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标准，现状监

测结果表明，该地区第四系含水层水质因子除硬度、硫酸盐、氟化物含量较高

超标外，其余指标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标准。硬度、硫酸盐、氟化

物较高主要是由于区域地质条件造成的。 

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主要评价范围内有供水意义的含水层，重点是潜水层。 

（2）煤炭开采对地下水环境影响 

1）导水裂隙带不会波及第四第底部、侏罗白垩系顶部的隔水层，第四系

含水层不会进入矿坑，因此煤层开采不会造成对有供水意义的第四系含水层的

影响，不会对村庄饮用水及城市供水水源产生影响。7 煤、9 煤开采产生的导

水裂隙带会发育至下石盒子组，对造成基岩裂隙型承压水的漏失，含水层的水

资源将产生较大影响，最终导致开采影响范围内下石盒子组含水层被疏干。 

2）矿井排水主要来自于煤系地层砂岩裂隙水，造成水资源损失，但不会

产生明显的疏干影响，也不会对地下水资源的利用造成直接的不良影响，不会

影响区域内正常的生态用水和农业生产用水。另外，通过矿井水的资源化利

用，可最大限度地减小煤炭开采造成的水资源损失。 

3）煤炭开采形成地表沉陷，受煤炭开采地表沉陷影响，第四系松散层孔

隙含水层地下水在局部区域出露地表，在地表形成积水区，区域蒸发强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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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第四系含水层水资源量将受到一定影响，但不会对植被涵养潜水层造成不

利影响。 

4）矿井排水得到有效处理，矿井水大部分得到回用，矿井排水下渗对潜

层地下水水质影响很小，对深层地下水水质无影响。 

5）矸石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降水淋滤或其它水源充分浸泡后

形成的淋滤将对区域地下水环境产生影响，根据煤矸石浸出试验分析结果可

知，在矸石自然淋溶的极限状态下，煤矸石淋溶液中的各有害元素含量较低，

各指标可达《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93）Ⅲ类标准；少量矸石淋溶水

渗入进入地下水循环系统，经吸附或稀释扩散后，对地下水水质影响较小。 

（3）地下水环境影响防治措施 

为了防止突水事故的发生，保证安全生产，同时保护深层地下水，设计根

据“三下”采煤规程的要求，矿井设计和实际开采均在断层和煤层露头处均留

设了安全煤岩柱，并对奥陶系影响较大的 21 煤暂不开采。 

煤炭开采过程中，受导水裂隙带导通影响的地下水将全部进入井下，最终

以矿井水形式排至地表，矿井生产用水及周边农田灌溉用水应优先考虑利用净

化后的矿井水，最大限度地减少地下水的抽采量。 

2.3. 环境空气影响 

（1）大气环境保护目标及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环境空气主要保护目标为大气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村庄居民点等。评价区环境

空气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类区标准。现状监测各监测

点 PM10、TSP、SO2、NO2 日均浓度以及 SO2、NO2 小时均浓度均达标，区域环

境空气质量良好。 

（2）运营期环境空气环境影响与污染防治措施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现状监测污染源排放达标，周围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矿井现状运行对周围环境空气影响较小。深部开采项目不新增大气污染源，环

境空气影响防治措施不变，各项污染物防治措施满足环保要求，对周围环境空

气影响小。 

2.4. 地表水环境影响 

（1）地表水环境保护目标及环境质量现状 

姚楼河是三河尖煤矿排水的受纳水体，执行地表水Ⅲ类标准，为矿井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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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主要保护目标。 

现状监测结果显示，姚楼河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2002）Ⅲ类标准，区内地表水环境良好。 

（2）运营期地表水环境影响 

三河尖煤矿已运行多年，现状矿井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生活污水

经处理后达标外排，进入姚楼河。根据现状监测结果，姚楼河水质良好，达到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现状生活污水达标排放

对姚楼河水环境影响小。 

深部开采后，生活污水排放水量水质不变，矿井水外排水量增加。根据预

测，矿井水正常排放情况下，姚楼河水质能够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标准，对姚楼河水质影响小。 

2.5. 声环境影响 

（1）声环境质量现状及环境保护目标 

项目所在区域声环境现状较好，能够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3 类、4 类标准要求。 

声环境保护目标为：工业场地周围 200m 范围居民点，场外公路、铁路专

用线两侧 200m 范围内居民点。 

（2）运行期噪声影响及防治措施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各厂界昼、夜间噪声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的要求，区域声环境保护目标均

满足相应的声质量标准。深部开采后，三河尖煤矿噪声源不发生变化，噪声防

治措施维持现状不变，对周围声环境影响小。 

2.6. 固体废物 

三河尖煤矿现状各项固体废物均采取有效综合利用和处置措施，未对周围

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三河尖煤矿现状采取措施如下：煤矸石全部综合利用，掘

进矸石全部用于充填沉陷区和村庄回填等基建工程，洗选矸石全部外售用于制

砖，现状矸石周转场仅用于矸石周转之用，未形成矸石山；锅炉灰渣全部外销；

矿井水处理站煤泥经压滤后掺入选煤厂煤泥中全部外销；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

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深部开采后，各项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和处置措施维持现状不变，不会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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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3 环境经济损益 

本次矿井深部开采工程，属于矿井生产接续，无基建工程投资。深部开采

项目不新增环保工程，无环保工程基本建设费和运行费。本次深部开采项目新

增土地损失补偿及复垦费用为 637.72 万元。本工程建成后每年将给当地增加

工业产值近 3 亿元，这对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项目建设也将使当地的商业、医疗卫生条件、文化教育设施和交通条件得

到进一步的改善，这将间接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另外，矿井生产能创造一

部分工作岗位，有益于当地人民就业，有利于社会稳定。 

4 环境风险 

本工程存在的主要环境风险是矸石周转场滑坡崩塌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三河尖煤矿矸石全部综合利用，矸石周转场仅用于矸石周转之用，场内矸石堆

存量很小，未形成矸石山，发生滑坡事故的环境风险可能性很小。 

5 总体结论 

三河尖煤矿深部开采项目工程布局、工艺合理可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

有关规划、文件要求；各项污染物排放量均有所降低；煤矸石、矿井水回用率

达到产业政策要求；环境风险事故发生的几率比较小。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

护措施已经现有工程实践论证，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只要深部开采项目实施、

生产过程中做好“三同时”工作，可将不利影响控制在环境可接受的范围内。 

从环境保护角度讲，在采取了本报告书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生态综合

整治措施和综合利用方案的情况下，本项目深部开采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