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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
SRK对全球采矿业的服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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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经验、专业知识以及深刻的理解力，这正是SRK能为贵公司

项目所提供的。盈利的采矿运作需要能真正为您指明前景的独立的

思考、丰富的经验以及长远的眼光。无论在项目可行性、资产兼并/

出售、融资、岩土稳定性、可持续性，还是在矿山关闭方面，我们

都具备广泛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给您提供正确

的建议。

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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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生命周期内的多
学科专家服务

SRK是一家独立的国际矿业咨
询集团，旨在为客户提供勘探、
采矿方面的专业技术咨询和解决
方案，其服务涵盖矿业项目的整
个生命周期。我们的团队由各领
域的一流专家组成，服务范围从
勘探、资源估算、采矿、岩土工
程、水文地质、尾矿、选矿、估
值，到环境规划、修复以及矿山
关闭。

良好的业绩 - 遍及世界
各地并涉及各种矿产

我们已成功完成很多各种规模的
项目，遍及世界各地并涉及各种
矿产。员工的专业背景确保了我
们所提出的建议不仅在技术上是
可行的，而且完全实用。我们与
国际银行、金融界以及监管部门
的工作关系可为您的项目融资和
许可降低风险。

全球性的专业技能以
及当地经验

SRK成立于1974年，在六大
洲 拥有45多个家办公室，超过
1500名员工，还有约150名国
际知名的合作伙伴与我们一起工
作。需要的时候，我们会与其他
咨询公司、设计、采购与施工管
理（EPCM）公司以及一些研究
机构合作。我们会动用全球的行
业专家，以全面的专业技能和经
验来满足您项目的需求。

大小型客户都征求我
们的意见

SRK 的客户大多数为世界大中
型矿业公司、勘探公司，还包括
银行、设计、采购与施工管理公
司（EPCM）、建筑公司和公营
机构。我们基于诚信及恰当的分
析，提出独立的意见，对此我们
深感自豪。我们与任何项目或公
司都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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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探项目管理

• 勘探及钻探规划、钻孔间距研究、取
样规程

• 矿权资产和项目评价、评估和审计

• 区域构造及综合成矿分析是成矿区域
选择、矿权获取及项目生成的依据， 
包括特定矿床类型和矿种的勘探靶区
的排序

• 详细构造分析，侧重对矿化的4D 
(3D+时间)控制

• 对遥感数据进行尖端的地球物理学及
地质解释

• 对矿床范围的结构进行评价，确定岩
土工程区域及水文地质控制

• 勘探风险评估

• 地球物理学建模/增强处理/数据可视
化

• 提供量身打造的矿区构造地质学培训
课程，注重培养勘探和矿山地质师的实
际运用能力。

勘探服务
寻找明天的矿山

方法 成功的勘探在于有效管理勘探项目，其根本是通过对地质、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信
息的有效运用和解释来生成勘探靶区，并检验靶区。我们的核心勘探服务包括勘探
和钻探规划、勘探管理、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评估和规划、钻探审查、经济评价以
及项目评估。

 除此核心服务之外，我们还提供以下专门服务：高级构造解释、将矿化系统与构造
背景相结合、系统矿体定位和3D建模。另外，我们还开发了成矿作用导向的概念模
型，以识别并提高对贵公司矿产靶区的理解。我们的内部咨询师对在各种地质和构
造环境中矿体的形成过程及其分布特点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质成矿带，找矿勘探越来越关注于深部找矿或找盲矿，因为容易
进入的靶区范围愈加有限。在高度矿化的地带，勘探这种矿体更有机会。若要在埋
藏较深的靶区成功进行勘探，则需要我们对矿床结构形态在三维空间上有更可靠的
认识。这一需求驱使3D建模和3D可视化技术的开发和大量利用（例如：GoCAD, 
Geomodeller和Leapfrog软件），从而确保用多项勘探和采矿参数来界定矿化靶
区，这样更直接着重于给项目增值。

 这些新技术都是有效进行3D勘探的必要工具。然而，其应用尚未普及，因为要培养
这一技能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和时间。SRK却可以应用这些技术以及其它尖端3D地
质和地球物理学建模方法，同时进行自己的研发。这一切让我们具备明显的优势，
为您的项目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

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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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ralia 资源公司

项目：西澳Earaheedy盆地铁矿
勘探靶区的确定。

项目内容：该项目位于西澳一未
开发的中元古代主要铁矿成矿
带。SRK负责解释构造背景及历
史，并确定勘探靶区。

项目成果：SRK查明了盆地中控
制铁矿富集的主要成矿因素。并
将这些成矿因素通过地球物理数
据、地质填图和钻探结果综合诠
释出来。在对地形及构造控制、
直接磁异常进行评估之后，已确
定多个勘探靶区，包括原生富集
形式和次生富集形式。

淡水河谷集团 

项目：加拿大安大略省萨德伯里
盆地底部铂族元素勘探

项目内容：萨德伯里盆地底部铂
族元素矿化多发生在萨德伯里角
砾岩带和富含铜的黄铜矿矿脉
中。SRK为淡水河谷人员提供构
造学的支持和培训，从而加强他
们在构造地质学上的能力，同时
帮助他们界定潜在的铂族元素矿
床和新靶区。

项目成果：综合运用淡水河谷人
员对Ni-Cu-PGE系统的知识和我
们在构造控制方面的知识，帮助
客户在多个项目的勘探中获得新
的资源。

麦捷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
岛，Barito盆地煤炭勘探的管理

项目内容：基于对位于南部加里
曼丹岛的Rantau Nangka煤炭
项目成功的尽职调查工作，SRK
给客户提供符合JORC标准的勘
探管理。

项目成果：基于对附近煤矿地表
露头的构造分析，SRK在大勘
探区内精选了煤炭勘探靶区。另
外，SRK考查了当地煤炭实验
室，并在现场考查和发现的基础
上更新了Rantau Nangka煤矿
项目的标准操作程序。

Thani Dubai 矿业有限公司 

项目：也门共和国，Medden
金矿

项目内容：SRK对先前的勘探
进行技术审计，针对岩心编录及
取样、电子数据库创建提出了
一套综合的标准程序。除此之
外，SRK还充当技术咨询师，确
保勘探符合国际最佳标准。

项目成果：SRK基于所有的勘探
数据估计了资源量，研究了很多
生产方案，提交了该矿床商业案
例分析。我们还将参与一项正在
进行的资源升级钻探计划。

中国东北部（满洲里）一个焦煤项目的技术审查，客户为Celadon矿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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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探资产评估

• 勘探取样结果及QA/QC程序的审查

• 确定最佳的勘探钻孔位置

• 勘探和数据库管理

• 2D和3D地质、构造及矿化模型的建立

• 统计及地质统计分析

• 项目各阶段的资源估计、分类和报告，
从概略研究到可行性研究到生产矿山

• 地质解释及资源估计的尽职调查

• 核对生产中的金属量平衡

资源建模和估算
利用经验和创新发现更大的价值

方法 SRK地质师在勘探、数据管理、资源估计、品位控制和条件模拟方面具有丰富的经
验。我们可以将您的项目从预查提升到可行性研究阶段，直到投产。

  我们进行资源估计的方法综合利用了我们在地质构造学和矿床地质学方面的能力，
对地质统计学的理解以及在资源估计和采矿方面的经验。尽管每一个项目都有其特
定的资源估计，我们的一般步骤包括：

 • 对有效数据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估，包括数据库管理和核实
 • 为矿床建立2D和3D地质及矿化模型
 • 对数据进行统计及地质统计分析，确定最恰当的品位插值方法
 • 根据国际认可的标准进行分类和报告

 我们拥有使用所有主要的地质建模和地质统计软件的技能和丰富经验。其中， 
Gemcom软件最初是由SRK研发的。最近，又与新西兰应用研究所联合开发了
Leapfrog软件。这使SRK在应用软件方面更具灵活性，能继续运用贵公司现有软件
或者为新项目选择更合适的软件。

 SRK拥有开发和审查所有矿种和矿床类型的地质模型和资源估计方面的经验。我们
拥有一大批符合国际资源报告标准的胜任人/资质人。

澳华黄金

项目：中国锦丰项目

项目内容：对一个构造控制的、
需要进行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选
择的金矿项目进行资源估计。

项目成果：对满足露天开采条件
的矿体，按可采的经济品位分布
重新进行开采境界优化；对适合
地下开采的矿体，采用条件模拟
方法，在进行了风险评估以后，
直接估算合理的采场尺寸。

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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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x Buckingham综合地质模型（Minex软件）

数家公司

项目：红土镍矿资源估计

项目内容：对红土型镍矿的资源
估计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尤其是
在腐植土部分。需剔除的低品位
和混杂在矿体中的较大废石以及
底板基岩的不规则，造成矿体几
何结构非常复杂，而通常钻孔的
网度远没有达到探明矿体形状的
要求。

项目成果：SRK在统一条件的基
础上推出了创新的估算方法，并
扩展至几个变量。旨在与今后的
实际采矿选择保持一致。

 

汉普顿矿业公司 

项目：智利和秘鲁南部，中型斑
岩铜矿和铜金脉状矿床

项目内容：根据资源状况确定钻
探阶段，从采矿概略研究，到早
期初级和高级预可行性研究的铜
矿项目

项目成果：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
的综合性服务，从早期的资源勘
探确定，到项目的岩土、环保和
采矿等方面的可行性研究。

Rainy River 资源公司

项目：加拿大安大略省，Rainy 
River 金矿项目

项目内容：更新资源，指出早期
研究中的缺陷

项目成果：根据详细的构造分析
建立3D地质/地质统计区域，再
运用Leapfrog软件使其进一步完
善。用多个边界品位来圈定资源
情况，最终反映为“经济开发的
合理前景”。由此产生的资源估
算可以使客户对未来的资源开发
做出技术合理的战略决策。

非洲矿业公司

项目：塞拉利昂Tonkolili

项目内容：对一项为期两年的钻
探工程中所收集的大量数据进行
审查，协助对表层赤铁矿和下伏
铁英岩磁铁矿进行详细编录，建
立3D地质模型，完成项目首次资
源估算（已更新）。

项目成果：SRK最近的一次资源
估计显示其资源量超过50亿吨，
平均品位为TFe30%。使其成为
世界最大的磁铁矿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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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 • 全方位的研究，从概略到可行性研究

• 矿山规划审查及技术审计

• 最佳开采策略的制定及实施

• 运营协助、审查和改进

• 财务评价

• 风险分析

• 项目评审

• 尽职调查

• 资质人报告

• 独立专家报告

• 上市报告

露天采矿
向更深处挖掘价值

方法 SRK人员具有强大的技术背景和实际操作能力，他们从各大陆许多国家的各类矿山
中使用的各种各样技术手段中获得了经验。这足以保证我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及建
议不仅切实可行，而且综合考虑了岩土工程、水文地质、技术经济和环境保护等各
方面的因素。

 SRK服务领域涵盖概略研究、预可行性及可行性研究、经济评估、详细的矿山设计
及规划、排产、设备选型、运行成本估算和投资成本估算。我们还有专门人员来主
动地审查传统方法以外的经改进的采矿方法。

 SRK专长各种主流设计、优化及排产软件。并拥有一系列软件应用专家，软件包括
Whittle、 Gemcom、Vulcan、 MineSight、Datamine、Surpac、Talpac、X
pac和Minemax。

 我们开发了一套创新并缜密的矿山规划方法，按照该方法编写的技术报告既包括矿
山服务年限内规划，又包含了技术经济模型。此方法的重点是境界优化以确定边界
品位、经济采矿深度、采场大小以及生产规模。我们致力于为客户和项目提出最适
合的方案。

 为了使项目在预算内更快投入生产，加快项目进程，SRK的技术专家可以补充到客
户的专业团队中以帮助客户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我们的人员将保证第一时间
作出项目开发的正确决定，并对项目可实现的进展进行审查，同时将返工的风险降
至最低。

欧洲大宗商品生产商

项目：位于芬兰

项目内容：较长矿山服务年限内
坑内破碎和传输系统的可行性
研究

项目成果：进行利益及风险的概
略研究，对运营及资本成本进行
估计和报告。由此确定井下破碎
系统的最佳位置和传输方法，增
加了项目的潜在价值。 进一步的
研究对矿山规划进行了修改，提
出最新的矿山生产安排、阶段性
及最终矿山设计，从而更新成本
及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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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蒙特矿业公司

项目：秘鲁康斯坦西亚

项目内容：概略研究，涉及矿产
资源评估、岩土工程、露天开
采、厂房布置、尾矿处理、环境
保护和基础设施。

项目成果：在铜及钼矿的处理过
程中，对两种生产规模3万吨/
天和5.5万吨/天进行了评估。研
究包括露天矿境界优化及矿坑设
计、采矿设备选型、排土场位置
分析、运营及投资成本分析、选
矿实验参数审查、浮选工艺及厂
房布局设计、水电供应、道路、
运输工具选择和经济评价。

阿海珐集团 

项目：纳米比亚西部沙漠区
Trekkopje

项目内容：露天铀矿开采及堆
浸（3600万吨/年）最终可行
性研究

项目成果：矿山规划，对两个潜
在的、加工成本不一的矿床类型
进行分析。项目旨在优化露天开
采的战略性发展规划，涉及生产
能力分析、材料运输选择和项目
设计方案。项目目的是协助客户
将初级矿业公司转让出售给铀工
业领域的大公司。

Projeto Pedra de Ferro 
(PdF) 

项目：巴西巴希亚州Caetité

项目内容：BAMIN, 
Construoes e Comércio 
Camargo Corrêa S.A. 及其他
一些矿业咨询师 和SRK合作对
一铁矿床进行可行性研究。

项目成果：SRK协助BAMIN进
行预可行性研究，包括露天开采
境界优化、开采方案分析以及基
础方案选择。在预可行性研究
完成之后，BAMIN请求SRK开
发最终可行性研究的地质及采矿
工程。

Luna Gold Corporation

项目：巴西北部马拉尼昂州
Aurizona

项目内容：150万吨/年金矿的
露天开采及选矿工艺可行性研究
（符合加拿大NI 43-101规范）

项目成果：通过分析不同的运营
成本及假设的处理条件，对矿山
开采方案进行了最优化研究，
同时还制定了最佳的选矿工艺流
程。最终的矿山设计包含了十多
个阶段设计。报告在数周之内编
制完成，并提交给监管部门，且
被客户用来吸引项目融资。

西澳大利亚诺里尔斯克Thunderbox Pit（前Lion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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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 • 采矿环境界定

• 采矿方法选择

• 完整矿山设计

• 开拓及生产进度安排，包括开采顺序
优化

• 岩土分类

• 地下支护设计

• 设备选型

• 工程设计（概略研究到可研）

• 钻探与爆破设计

• 战略规划：边界品位及生产规模分析

• 凿岩分析及崩落控制

• 回填设计

• 风险分析及管理

• 尽职调查

• 通风设计

• 作业审查及协助

地下采矿
确保技术可行、经济合理

方法 SRK地下采矿专家在全球许多国家的各类地下矿山中常年累月的地工作，使他们积
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第一手资料，可以为不同的矿山项目制定独特的方案。

 得益于丰富的经验，我们的专家能应用创新、严谨的采矿方法和采矿技术使得项目
经济利益最大化。该方法的重点是全面理解矿床特征与采矿的关系，这是选取恰当
的采矿方法和建立稳固的采矿方案的基础。首先要采用合适的边界品位及最小可采
厚度设计采场，然后优化生产和开拓计划。在选取最优方案之前，所有矿山设计及
进度安排都待定。

 我们知道采矿生产要根据产品的价格波动以及资金投入情况而变化：产品价格下降
了，要相应的减产并降低资本投入；相反价格升高时要增产。同时我们还要清楚采
矿项目的社会经济影响，并能在战略规划中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的矿山设计和规划保证无论短期还是长期的矿山投入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通过提供对交叉深度的全面分析以及高度机械化且自动化方案，我们可以协助公司
优化从露天矿到地下矿的转型。

 无论是优化生产矿山还是开发新矿床，SRK都能提出最适合的方案并使之得到理解
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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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Codelco  

项目：智利División El 
Teniente

项目内容：展开同行审查，检查
预可行性研究是否符合Codelco
标准，最终进入可研阶段。

项目成果：分析崩落法采矿的新
的拉底水平，将生产能力从14万
吨/天扩大到18万吨/天。

艾芬豪矿业有限公司 

项目：蒙古奥尤陶勒盖

项目内容：露天和地下开采研
究，给奥尤陶勒盖矿床开发提供
技术援助

项目成果：从早期开始，SRK就
已经参与该项目的各个方面。利
用自己在采矿技术方面的广泛的
知识，SRK协助客户在采矿方
法及设计参数选择方面做出重要
决策。SRK还帮助客户评价权
衡各种采矿方法，为目前正在考
虑中的阶段崩落采矿项目提供技
术支持。

 

Minera Hierro Paposo

项目：智利铁矿床

项目内容：完成概略研究，有
以下选择：露天开采（10万
吨/天）和地下开采（2、2.5和
3万吨/天）。有以下各个领域的
高级咨询师参与：水文及水文地
质、选矿工艺和选厂设计、矿石
运输、环境及设备审查。

项目成果：进行技术及经济评
估，以确定最好的采矿方法。因
矿石生产时间的限制，故选择地
下开采。矿石处理方法则采用干
式磁选。

Northgate Minerals Corp

项目：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
Young-Davidson

项目内容：地下开采概略研究
及经济评估。客户正在对一已
关闭金矿的重新开采进行评估，
该金矿有两个竖井，大量的井下
工程，还涉及巨大矿块的空场
采矿。

项目成果：完成概略研究和
指标性经济评估，推进工程
进展。通过进一步研究和调
查，Northgate已经完成预可
行性研究且已展开全面可行性
研究。

自1999年，SRK就与必和必拓矿业集团在加拿大EkatiTM金刚石矿项目中合作，为独特的金伯利岩矿石管道输送进行选择并设计合适的地下开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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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略研究、预可行性及可行性研究

• 法律保有权评估

• 开采方法分析及选择

• 产能评估

• 生产开发进度安排

• 资本及运营成本估算

• 设备选型

• 物流能力评估

• 工程及基础设施设计

• 人力及管理需求估算

• 实施安排

• 财务分析建模及评价

可行性研究
根除致命缺陷；完成并细化方案

方法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充分的分析论证使您对项目潜在的价值有充分的把握，以便帮助
您进行项目决策和制定开发策略。我们知道风险在哪里，机会在哪里。我们的宗旨
在于在最初的关键阶段就要保持项目观念的正确性。

 我们的团队在从事咨询行业之前，都有过多年的实际矿山经验。这些经验使得我们
能够提供全方面的矿业服务：从地质资源、尾矿及堆浸工程、生产许可，一直到闭
矿。专业知识与最新采矿技术的创新应用相结合，使我们的服务得到了矿业、金
融、投资界的广泛认可。

 SRK团队可满足每一个项目的需求。我们的合作伙伴设计、采购及施工管理公司提
供专门加工技能与基础设施服务。我们与这样几家公司的合作关系使我们更能迎接
项目的各种挑战。SRK的服务涵盖概略研究、地下及露天开采的预可行性研究和可
行性研究。

 作为SRK集团的一员，我们拥有国际性专家资源。同时我们本地可以提供的专业服
务涵盖：地质、岩土、水文地质、采矿、选矿、矿山关闭、环境以及咨询师社会技
能，这些都是完成项目所必需的。

中钢集团 (SMC)   

项目：西澳大利亚Weld Range

项目内容：详细预可行性研究及
银行融资可行性研究

项目成果：在这两个研究
中，SRK致力于项目管理、地
质、资源估算、岩土工程、地球
化学、地下水、矿山规划、矿山
关闭及风险评估。研究中的矿山
规划包括基建剥离、产能提升、
配矿、采矿损失及贫化。研究
和规划了几个相邻矿床的开采方
案。

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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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ra Tayahua

项目：墨西哥，概略研究

项目内容：完成采矿、地质、资
源估算及岩土建模、环境问题和
水文地质的可行性研究，从而选
择采矿方法及地下作业设计 
 （1万吨/天）。

项目成果：为矽卡岩型矿床的潜
在地质资源选择了地下开采设
计。在初级阶段，其生产规模和
选矿回收率都较高。该项目的商
业潜能已得到证实，为客户提供
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以便用于将
来的决策。

A-Cap Resources

项目：博茨瓦纳，Letlhakane
铀项目

项目内容：对位于博茨瓦纳中
东部的Letlhakane项目进行概
略研究

项目成果：该研究的工作范围包
括：采矿优化、矿物学及冶金评
估、供水潜力评价、项目环保要
求和加工方案选择。为四个方案
进行了资产及运营成本估算。

机密客户

项目：塞内加尔东部，金矿项目

项目内容：SRK小组对多矿床金
矿项目进行预可行性研究。从成
矿预测到矿山关闭的各个技术层
面进行研究和监管。

项目成果：在严格的时间限制内
展开预可行性研究。从勘探的各
个环节收集尽量多的数据，同时
记录下项目进程的多个元素。解
决方案满足客户需求。

Katanga矿业公司

项目：刚果民主共和国，科卢
韦齐

项目内容：完成实体资产的可行
性研究及独立技术报告，包括
四个露天采场、一个地下铜/钴
矿、两个选矿厂和一个新的SX/
EW精炼厂的开发。

项目成果：两个研究均于2009
年4月发表。

墨西哥铜矿地下开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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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工程及边坡稳定
确保环境安全及采矿盈利

方法 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使我们有能力从事涉及各主要矿种露天开采及地下开采的从概略
研究到可行性研究再到生产技改等各阶段的矿山支护工作。我们的咨询师都有相关
的专业背景,工作足迹遍布各大洲,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及经验。

 我们专业团队中部分人士有较高的数字建模能力。我们采用数据分析与实证分析相
结合的手段，并辅以丰富的现场经验，为客户提供先进、实用的解决方案和依据特
定的条件及采矿策略而优化的设计参数。我们专注于将项目目标区域的分析结果进
行解释并由此建立岩土区域模型，保证具有相似特征的区域在一个模型域中。我们
可给您提供岩土模型及设计参数，以确保您得到实际结果，增加项目的价值。

 我们努力保持自己在行业和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我们的专家是ITASCA组织的软岩
支护学会以及规模采矿技术学会会员。我们应用Sirovision 或3DM分析技术，同时
我们开发了岩石力学分类数据收集改进系统。

 我们提供的关键领域专家能够为您项目的成功助一臂之力。同时我们也高兴将我们
的知识和技术同您的团队分享。

• 客户员工培训

• 岩土现场调查、填图、编录以及建立数据库

• 构造地质解释以及分析

• 岩石力学分类及岩土域建模

• 采矿方法选择及开采顺序优化

• 地下水对露天采坑及地下矿山设计的影响

• 矿山基础设施及开拓设计

• 露天采场边坡及地下稳定性分析，2D及3D建
模和设计

• 贫化、破碎及崩落设计

• 地下及边坡支护系统设计

• 监测系统设计、实施及管理

力拓集团

项目：几内亚，西芒杜铁矿石
项目

项目内容：岩土可行性研究、铁
英岩及废石分类、边坡及排土场
设计和操作标准

项目成果：对矿山绵延14km的
区域进行岩土分类、编录及材料
测试。现场监督及编录小组采集
数据已达一年多时间。严重风化
的下盘影响了开采成本和剥离
量。开发岩土模型、明确的边坡
角度及采矿策略，从而降低岩土
风险。提供的建议都有助于降低
开采成本。

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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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莫斯黄金公司 

项目：墨西哥索诺拉州Mulatos
矿山

项目内容：Mulatos四个露天采
场边坡评估

项目成果：SRK展开了以概率为
基础的评价，使用岩石强度试验
结果的概率分布对矿坑边坡进行
建模。这种Monte Carlo分析方
法不使用简单的或低端的平均岩
石强度值，从而避免过分保守的
矿坑边坡角度。Estrella露天采
场现正在开采，其性能表明边坡
角度已被有效最大化。

加拿大戴比尔斯 

项目：加拿大安大略省Victor
矿山

项目内容：岩土、结构及水文地
质调查，露天采场边坡设计和矿
山技术支持。

项目成果：SRK作为多学科技
术小组的一部分，协助戴比尔斯
为加拿大东部第一个金刚石矿山
研究采矿方法，从开采阶段到可
行性研究。SRK具体负责岩土调
查、采矿的岩土支持，进而确保
戴比尔斯在詹姆斯湾低地的项目
安全和盈利。

Compania Minera 
Antamina S.A. 

项目：秘鲁安卡什Antamina
矿山

项目内容：对矽卡岩型多金属
矿床进行构造审查，以明确影响
岩石稳定的主要构造。露天采场
的野外填图、勘探及生产岩心审
查、三维建模以及为Antamina
员工提供的构造地质培训。

项目成果：识别7个断层生成
区，包括59个断层构造。创建了
该矿山第一个构造3D模型，与边
坡稳定工程相结合，建立潜在勘
探区的地质构造框架。

印度斯坦锌业公司

项目：印度Rajpura Dariba铅
锌矿

项目内容：为采矿方法开发和采
矿顺序安排而进行的地下岩石力
学研究和数字建模，倾向于因剪
切区域的存在而过早坍塌的岩层
上盘区。

项目成果：对上盘情况较差的
分段空场法采场进行水泥胶结
充填。稳定的采场规模、采场支
护、充填要求以及采矿次序可使
上盘岩石的剪切力最小化。推荐
的采矿方法产生了良好的稳定性
及合理的生产率。

设计良好的边坡：对于大多数的露天采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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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及排土场工程
确保作业切实可行及成功闭矿

方法 1974年以来，SRK广泛参与了矿山尾矿、废石和废水排放/管理设施的许可、设
计、运营及关闭。我们的专长涵盖尾矿、废石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的实际管理技术。
我们还在尾矿库中固体与孔隙水的相互关系和长期演变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刻
的理解，这使得我们对尾矿库的管理及关闭可以进行合理的评估。

 为实现真正的尾矿处理成本效益，且考虑到从选厂到集水区关闭的各个设计环节，
有必要把选矿厂设计和尾矿处理系统相结合。SRK对于尾矿及水管理的哲学理念很
大程度上基于我们的全球经验。我们旨在提供符合每个项目需求的解决方案。

 鉴于矿山生产对水的需求不断增长，需要通过加强矿山废弃物的管理系统而提高水
的利用率。我们已经投资加强尾矿及废石的处理能力。同时，随着采矿业对水资源
节约及社会道德的重视，我们也相应提高了自己的浓缩尾矿处理技术。这一新兴的
技术对有严格水资源限制或可用水资源有限的矿山极具吸引力，能使他们在水资源
利用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同时，还可降低对土壤和水的污染，使这些稀缺资源得以
为更多的人所用。

• 尾矿及水管理的短期和长期战略规划

• 风险及危害评估

• 失误评估

• 可行性研究及财务评估

• 紧急响应计划

• 现场评估和选址

• 水平衡开发及利用

• 排放物检验与评估

• 岩土、水文地质、流变性及地球化学
分类

• 岩土、水文地质及流变性评估和设计    
 （从概略到详细的）

• 服务周期比较研究

• 设计要适应低强度低密度的材料

• 膏体及浓缩尾矿方案

• 工业试验和材料分类

• 尾矿设施设计（从概略设计到详细设
计）

• 协助政府许可的收购

• 协助建设管理及质量保证

• 协助操作监控及管理

• 拆除、关闭及地貌修复

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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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fagasta Minerals

项目：智利埃斯佩兰萨

项目内容：尾矿处理的概略设
计，包括传统旋流器及浓缩尾矿
处理的评估。

项目成果：建议采用浓缩尾矿处
理方案，通过工业试验从 浓缩
尾矿处理中获取抗震性能和渗水
率。对干燥产品进行比较研究，
评估脱水的影响及成本。向智利
官方提出许可申请的银行融资可
行性研究及详细设计已完成，并
于2008年取得生产许可证，并
于2010年初进行设施建设。

Ferrexpo Poltava GOK 
(Poltava 矿业)

项目：乌克兰Yeristovskoe 矿
山

项目内容：设计两个排土场来储
存大量的软覆岩及废石。优化存
储容量，以与岩土工程地质限制
及推土方式相匹配。

项目成果：SRK的工作需与多学
科人员合作，这其中包括矿山规
划师、水文工程师、当地设计院
及潜在的土石方专家。由于考虑
了最基本的风险，排土场设计被
认为是恰当的，从而符合当局法
规对软覆岩的储存要求。

Ma’aden

项目：沙特阿拉伯Al Jalamid

项目内容：浓缩磷矿尾矿库的详
细设计和泄水导流结构

项目成果：服务范围包括土方及
泄水结构的详细设计、建设绘
图、技术规范及工期规划、操作
手册、运营风险评估及环境影响
声明。该项目于2009年动工。

 

英美铂业公司 

项目：南非Mogalakwena矿山

项目内容：尾矿浓密机和尾矿蒸
发堆场工业试验的建立、调试及
运作。将尾矿膏体材料按流体力
学及岩土特性进行分类，并计算
不同浓度的尾矿对水的消耗量。

项目成果：随着尾矿蒸发堆场的
建立，在现场还建设了试验室。
现场测试除了蒸发干燥试验，还
包括浓密机优化、流变性测试。
现场以外的测试除了岩土测试，
还包括浓密机大小及运行参数的
确定。

中国锦丰矿浮选尾矿库筑坝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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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址

• 岩土调查

• 概略研究到最终的设计及成果

• 详细的工程说明

• 施工质量保证

• 生产监测和管理

• 许可及符合法规规定

• 拆除和关闭

• 风险及危害评估

堆浸技术 

降低风险；提高生产

方法 堆浸方式仍延续早期标准的传统方法，然后专注于开发符合项目标准的概略研究及
最终详细工程设计的绘图、规范和质量保证计划。项目标准一般包括：

 •  对现场环境资源进行保护的规范要求，包括地表水、地下水、空气质量、植物群、
动物群和土壤；

 •  企业标准包括风险管理、健康、安全、环境和社区关系、作业进度安排和现金流
量限制；

 •  基于尖端科技的工程设计标准，包括从概略研究到详细设计，涵盖了堆浸服务周
期各阶段的所有相关规范及企业标准，包括建设、运行、调试和闭矿各个阶段。

 贵、贱金属堆浸方面的经验表明，若想成功完成设计任务，需要对规范及许可方面
有全面的了解，还要精通广泛的技术学科，包括但不局限于土木及岩土工程、水文
及水文地质、政府许可、冶金工程和地球化学。

 为使浸出产品回收率最大化，SRK开发并实施了创新解决方案，包括人为制造的负
孔隙水压力的应用，以使浸出液的流径及冶金回收率最优化。另外，基于我们堆浸
及浸出池的关闭设计和实施经验，我们已经研发了关闭设计的方案，该方案旨在适
当降低（如果不能消除）矿山关闭后的废水流、相应的水管理风险和处理成本。

阿海珐集团

项目：尼日尔Somair 矿

项目内容：Somair 矿山1千7百
万吨铀矿堆浸和相关的溶液池的
可行性研究及详细设计。

项目成果：根据集液渠与溶液池
的分布要求，设计溶液的收集和
储存系统，进行相关的稳定性分
析，同时设计溶液池与溶液输送
系统，准备工期计划、绘图及制
定操作规范。完成堆浸场地土方
及土方合成材料的质量保证与质
量控制。

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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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pangu 

项目：美国内华达州Standard 
Gold Mine

项目内容：2千5百万吨金原矿
堆浸设施和相关工艺的溶液池的
岩土现场调查和工程设计。以
2.5万吨/天运作，可生产一净高
达300英尺的矿石堆，坡面角达
13%。

项目成果：优化矿堆及矿石堆放
次序，通过静态及地震稳定性分
析和对比不同材质底垫的特征来
评估矿石筑堆要求。同时完成水
平衡设计及溶液池和溶液处理系
统设计。

Aura Minerals Inc 

项目：洪都拉斯San Andres 矿

项目内容：扩大堆浸规模的三个
阶段的设计。

项目成果：SRK设计了浸堆扩
建的三个阶段：IIB，III 和 IV。
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建立高度超过
100米的浸堆，底部材料富含粘
土。SRK分阶段进行规划以满足
稳定性需求。IIB阶段的工作包括
设计和建设一个添加了水泥的地
基，可使矿堆更具稳定性。

阿拉莫斯黄金公司 

项目：墨西哥索诺拉州Mulatos 
矿

项目内容：设计1.4万吨/天堆浸
设施扩建项目的Interlift内衬系
统及堆放计划。评估内衬系统的
边坡稳定性，在内衬表面低剪强
度情况下确保矿堆的稳定。

项目成果：Interlift内衬的使用
以及其他因素使矿石回收率增加
了30%。

阿海珐集团 

项目：纳米比亚Trekkopje

项目内容：3千万吨铀矿浸堆和
相关工艺的溶液池的可行性设
计。SRK设计了250万平方米
的浸堆以优化分级要求，还设计
了溶液储存及收集系统，展开
了岩土现场调查、稳定性分析及
水平衡，设计了溶液运输及储存
系统。

项目成果：SRK正在进行详细
设计，包括招标文件编制，例如
工程进度计划、图件编绘及规范
制定。

墨西哥索诺拉州，位于西马德雷山脉阿拉莫斯黄金公司的 Mulatos 矿山的堆浸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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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及社会服务
协助决策：许可、风险管理和社会许可

方法 无论进行矿山规划、正常运行、暂停生产或设施关闭，矿业公司都需要符合多种且复杂
的法规要求，同时还要满足社会期望。向投资者证明风险已被有效控制的需求又会增加
其复杂性。SRK可协助您达到最终目标，无论是环境许可、投资决策，还是 “社会许
可”或闭矿认证。

 SRK在采矿领域的丰富实际经验表明环境及社会问题的识别对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
为此，我们会与您合作来克服挑战，并与金融机构合作来识别及管理风险。还会与环保
部门合作来提供相关的保证及解决方案。

 环境与社会问题往往需要多学科专家的解决方案。技术知识与项目管理技能相结合才能
确保研究的合理性。SRK专家具备相关的技能和经验，可在节约时间及成本的前提下
降低风险并同时达到项目目标。

 SRK可协助您对现有的管理体系进行监控、审计及评估，并识别环保问题和社区不满
中的薄弱环节及风险区域。审计还可为技术交流及鉴别成本控制提供论坛。

 SRK的环境及社会数据管理技能可将您的数据转变为信息，以帮您适时作出决策。恰
当的技能与经验和电脑技术相结合可处理并整合大量空间数据集合，包括环境、社会经
济、采矿、水文及岩土信息。输出结果经分析比较后可协助进行多学科决策和独特且符
合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的实施。

• 场地分类

• 基础环境和社会研究

• 采矿许可和相关的程序

•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

• 环境和社会管理

• 环境责任评估和财务保证

• 股东参与及咨询

• 重置规划及实施

• 环境及社会监督

• 审计和审查

• 风险评估

• GIS绘图和信息管理

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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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l Resources 

项目：哈萨克斯坦Voskhod铬
项目

项目内容：负责环境及社会评
估，包括基线研究、股东参与、
影响建模及报告。与展开可行性
研究的采矿及地质专家合作，挑
战在于将国际标准应用于因历史
及现行采矿而对环境造成严重干
扰的区域，并能使社会参与咨询
过程。

项目成果：融合当地法规和国际
金融公司的绩效标准：需要满足
债权人需求，获得监管部门的许
可及利益相关方的支持。

NV Bhp Billiton 
Maatschappij Suriname 

项目：南美洲苏里南Bakhuis 铝
土矿项目

项目内容：领导一国际小组按照
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来评估对
偏远热带雨林区的影响。除了要
考虑采矿及废物处理外，研究还
评价了矿石运输到精炼厂的影响
和运输河道的清理。

项目成果：采用创新方法来确定
一未曾被研究过的区域的环境基
线，并与土著人士及他们的美国
和加拿大顾问合作，包括建立一
个交流平台，确保与客户和股东
的成功合作关系。

加拿大努纳乌特政府 

项目：为加拿大政府监管部门提
供勘探检查清单

项目内容：环保监察人员要求
SRK制作一份检查清单，供环
保监察人员（管理人员）使用。
该地区人员流动性大及勘探活动
活跃。

项目成果：为各种背景及经验的
监察人员准备的简明清单被用来
当做基础勘探规划的环保监测指
标。勘探公司知道自己需要做什
么，以保持与法规的一致性，并
确保这些要求在整个区域内的一
致性。

标准银行 

项目：在赞比亚、毛里塔尼
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First 
Quantum Mineral Limited资
产。

工作内容：依据赤道原则和国际
金融公司绩效标准，SRK 首次对
FQML资产环境和社会绩效进行
评估。在以后的三年里，SRK会
依据借贷条件对FQML进行审查
并提供建议，以便在约定的期限
内达成一致。

项目成果：协助FQML在与赤道
原则达成一致的进程中做出巨大
进步。

在南美洲苏里南展开生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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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地球化学和酸性岩排放
矿山化学物排放的预测、控制和管理

方法 矿山排水水质管理对所有采矿作业都很关键，因为排放物必须要符合当地、区域以
及国家制定的严格的水质量标准。酸性水排放一直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其金属含
量高，且达到可接受水平的治理成本也很高。然而，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在
非酸性环境中进行浸出的意识已大大提高。

 浸出效果的精确预测和实际且行之有效的控制措施对于项目的可行性很关键。在以
下情形中都遇到了这些问题：新矿山许可、现有作业的最优化、废弃矿山的关闭及
修复计划的开发。

 SRK解决方案的基础是根据地质条件控制酸性岩的排放。因此，我们会与您的地质
师合作，以了解您的资产的地质特征如何影响排放化学物以及如何利用它来限制潜
在的环境影响和处理成本，。

 酸性岩排放还受当地气候条件的影响。SRK在全球各气候区域都有相关的经验，遍
及北极高纬度区的永冻带、温带地区以及热带干湿区域。

 SRK经验丰富的全球专家小组会协助您找到矿山排放问题的成本节约型解决方案，
从严重酸化到微量元素处理。在采矿周期各阶段排放化学物处理方面也具有相关的
经验。

加拿大西北煤炭集团

项目：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
Brule煤矿

项目内容：为环保评估和新煤矿
设计进行水质估计

项目成果：对用于废石及煤处理
废物的水质估计被用为废物及水
管理规划的一部分，从而进行露
天开采设计。设计需通过政府部
门的严格审查。废物估计不会产
生酸，但要特别注意硒浸出。该
项目已获得所有批复及许可，现
正在生产中。

• 废物特征描述

• 酸性岩排放潜力评估

• 现场评估和监测

• 废石堆及尾矿孔隙气体和孔隙水监测仪
器

• 废水管理计划及影响评估的水质建模

• 现场范围内的污染物负载平衡

• 废物管理系统的评价

• 水处理评价

• 氰化物地球化学及废物处理

• 地球化学分类与矿山规划相融合

• 矿山关闭要求评估

• 工厂及短期培训

• 专家证人

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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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dra Mining Ltd有限公司 

项目：格陵兰岛Malmbjerg项目 

项目内容：斑岩型钼矿床地化特
征研究，具体包括现场采样、特
征描述、矿物学研究、酸碱估
算、全金属及浸出金属量估算、
地下水化学成分检测、动力学风
化测试、在PHREEQC基础上对
废石、贫矿堆、尾矿渗流及渗流
中的化学成分，渗流与地表水混
合后的预测。主要问题涉及北极
海洋生物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
护、废石处理过程中金属浸出及
酸岩排水潜在的相互影响、金属
浸出及酸岩水排放的降低。

项目成果：完成了包括降低金属
浸出液及酸岩水排放内容在内的
可行性研究

农业及土地资源部（MAL） 

项目：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
Britannia矿山项目 

项目内容：1904至1974年，矿
山共生产800,000吨的铜。闭矿
后，每年约5,000,000立方米受
污染的矿山水流入Howe Sound
海湾。2005年，MAL委托污水
处理厂运用高密度泥浆法对排水
进行处理。同时建立地表水导流
系统阻止洁净水通过矿山。

项目成果：每年约300,000立方
米的洁净水经地表水导流系统绕
过矿区，从而进一步减低污水处
理厂运营成本。

必和必拓 

项目：南澳大利亚Olympic 
Dam矿山扩建工程， 

项目内容：SRK对尾矿储存设
施的地球化学特征建立了概念模
型。通过现场调查及实验室研究
得出尾矿库及其周围各种反应的
相关数据。目前尾矿库孔隙水呈
酸性，并且关于尾矿库区水渗透
长期演变所带来的影响的研究也
在进行。对金属及放射性元素流
动性进行了研究以更好的了解系
统中现有的相关控制机制。

项目成果：为相关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编写提供了基础，此报告于
2009年5月提交给了南澳大利
亚、北领地、联邦政府。

South Deeps JV 

项目：南非South Deeps矿山
废石评估 

项目内容：运用打钻的方法，对
旧矿山废石堆及尾矿进行环境和
经济评价，同时进行地球化学特
征分析，对废石、尾矿中残留的
金、铀、硫酸（黄铁矿）进行地
球化学及冶金评估。开展了金属
浸出、硫酸盐排放及酸性物质生
成对附近河流影响的数值预测。

项目成果：对废石堆进行了再次
回收，降低了潜在影响，并用非
经济型材料进行了覆盖，引入被
动处理系统降低排放影响。

育空地区Faro露天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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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复垦及闭矿
保护环境和转变土地使用类型

方法 国际公认的矿业经验及对当地市场需求的认知使SRK成为众多企业闭矿项目的合作伙
伴。

 早在20世纪90年代，SRK就已充分认识到闭矿项目在整个矿业行业中不断增长的重
要性，并将其列为工作重点，与业内企业及政府密切合作，开发目前最为先进的闭矿
措施以满足当今世界的要求及标准。 

 闭矿计划在采矿生产全过程中至关重要。目前最好的案例告诉我们，所有的矿山都
应考虑闭矿计划。在许多地区闭矿计划及相关的资金保障都是矿山审批的必要条件之
一。而且最近的“资产退费负债（ARO）”计算标准也将闭矿计划及相应的费用估算
纳入体系之内。SRK根据这些标准和要求为客户编制满足其需要的闭矿计划。

  闭矿计划的实施首先进行的是工程研究、测试及监测，然后将计划转化为具体的工程
建设图纸。SRK在此方面经验丰富，能为矿山提供详细的闭矿设计。接下来进入闭矿
项目的采购及建设阶段，在这方面，SRK的专业知识包括协助客户为项目招标、建设
过程的质量控制及质量保证，直到交付完整的项目设计及建设一揽子成果。

 闭矿工作的重要性使SRK工程师对闭矿的相关要求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并将复垦及
闭矿计划纳入矿山可行性研究、运营计划、尽职调查及其他众多工作领域范围之内。

• 闭矿要求审查

• 闭矿计划管理

• 公众调查协助

• 闭矿概念设计

• 废石特征及地化特征评价

• 水文评价 

• 地震评价

• 水质预测

• 环境评价

• 土木工程稳定性评价

• 土木工程设计

• 覆土设计

• 复垦设计 

• 地形工程 

• 水处理系统设计 

• 导流系统设计

• 项目建设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 施工合同管理

• 施工环境管理

• 设计和建设一揽子计划

• 成本初步估算与详细估算 

• 成本估算模型开发

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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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及内政部土
地管理局

项目：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认为位
于内华达州的Elder Creek矿山
在复垦前仍需一定的资金进行再
次评价。

项目内容：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认
为位于内华达州的Elder Creek
矿山在复垦前仍需一定的资金进
行再次评价。

项目成果：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及
内政部土地管理局计划对矿山部
分废石场、浸堆、浸池及其他土
地扰动区域进行复垦。SRK对相
关区域潜在的环境影响进行了评
估，编写了工程设计，并对工程
建设进行了监督，在既有资金的
基础上对复垦措施进行了优化，
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区域进行了
治理。

必和必拓 

项目：美国亚利桑那州San 
Manuel矿山及选厂项目 

项目内容：地下铜矿（分段崩落
法开采），地表和场内浸堆设
施，加工厂及冶炼厂设施的闭矿
计划的编制和实施

项目成果：编制了战略性闭矿计
划，覆盖面积达10,000英亩，
包括4,000英亩的尾矿储存设
施，400英亩的工业场地，300
英亩的采区。准备了各种环境许
可申请，获得相关必要的闭矿许
可。完成了最终闭矿计划的工业
设计，对施工进行了监督。

德勤及育空地区政府

项目：加拿大育空地区Faro矿
山项目  

项目内容：为矿山编制闭矿计划
及复垦计划

项目成果：Faro矿山是育空地区
最大的矿山，其闭矿计划需同时
得到2个政府及3个原住民族的
审批。SRK对闭矿计划进行了评
价，并确定了多方认同的最佳方
案。在多年评价的过程中，SRK
还对矿山环境维护和治理提供了
相关工程设计。

印第安及北方事务部

项目：加拿大西北区Giant矿山
项目 

项目内容：截止到1999年闭矿
时，砷黄铁矿的选矿项目共产生
230,000吨含砷灰尘存于地下。

项目成果：SRK针对项目要求
组织相关专家小组，对砷尘的处
理方案进行了审查，并确定其最
终治理方案，随后应客户要求完
成了整个矿区的闭矿计划。目前
正在进行地层冻结技术的全面论
证，计划选用这一较为创新的技
术来稳定砷尘。

尾矿覆土工程，Colomac矿山，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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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系统故障树分析 

• 事件树分析 

• 土工结构可靠性分析 

• 坝体安全性风险评价 

• 人员健康与生态风险评价 

• 失败模式与效应分析 

• 失败模式、效应及危害度分析

• 技术- 经济模型风险分析 

• 企业风险评价及管理 

• 组织风险评价研讨会

风险管理 

管理风险，收获成果

方法   “风险”在矿业领域有多层含义。现今ISO指导准则草稿中使用的是其广泛含义，
即：“事物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影响”，此含义同样适用于“风险管理”、“风险
分析”及“风险承受能力”等术语。SRK充分理解此广泛含义，以外还认识到在许
多工作领域内还需要具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措施。

 SRK工程师为客户提供世界一流的风险管理服务。服务范围涉及多个领域，如：岩
土工程师可运用可靠性分析估算边坡坍塌的可能性，环境工程师可采用生态风险评
价来确定环境影响的严重性。

 SRK风险管理服务来自于我们丰富的经验和精准的判断。SRK充分认识到过度的定
量风险分析的缺点，可与客户一起找出最简单的风险管理措施。

 SRK的强项之一便是能将其专业知识灵活运用于项目总体风险的分析，将技术专家
所得风险数据与项目财务、环境、社会、健康及安全进行综合考虑。

 SRK的目标在于帮助客户实现“风险效率”，即：企业对其所面临的所有技术性、
非技术性问题都进行了鉴定和分析，并采取必要措施将风险降到可接受范围之内。

Ok Tedi 矿业公司

项目：巴布亚新几内亚Fubilan地
下矿山预可研（PFS）项目 

项目内容：露天开采转入地下开
采预可研技术及经济研究的风险
分析

项目成果：对预可研的每一项内
容进行了风险研究，风险记录草
表共计收录13组风险数据。预
可研编制后期召开了风险讨论小
组会议，确定了风险评估的最终
结果。风险记录表被附在预可研
报告中；风险研究被用于项目审
批；确定的风险控制措施将被用
于随后的项目开发

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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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lco Chuquicamata 

项目：智利Chuquicamate矿
山项目  

项目内容：矿山接近闭矿时增加
露天矿边坡角的可能性的研究。
边坡角的增加可以提高矿山净现
值，但也会增加边坡不稳发生的
可能性。

项目成果：安全及经济风险的全
面定量分析；根据工业标准，在
设定不同边坡角的情况下对相应
的风险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将各
种风险进行了对比；SRK的研究
对边坡角增加提供了决策基础。

STX Corporation 

项目：澳大利亚昆士兰州Surat 
Basin煤炭资源尽职调查，

项目内容: 与普华永道合作对在
Surat Basin划定的煤炭资源
进行了技术、经济方面的尽职
调查，为潜在的矿山收购提供
支持。

项目成果：在SRK工作范围内，
针对尽职调查所有技术及经济方
面进行了风险研究。研究结果收
录在风险记录表中并附在尽职调
查报告中。

加拿大印第安及北方事务部 

项目：已关闭矿山风险系统的
开发

项目内容：加拿大印第安及北方
事务部负责加拿大北部地区多个
已关闭矿山的管理工作。SRK参
与污染场地项目并制定企业风险
评估程序，内容包括风险矩阵、
后果严重性表格及行为措施要求
的编写。

项目成果：风险评估系统是目
前INAC项目管理程序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同每年更新的风
险记录表一起被用来优化成本控
制，环境、社会、健康与安全的
改善。

Riversdale Mining 

项目：莫桑比克太特Benga矿
山项目    

项目内容：对规模为500万吨/
年的露天矿及辅助设施的银行可
行性研究的技术性、经济性进行
风险管理研究。

项目成果：在银行可行性研究的
风险研究基础上编制了风险记录
表草稿；客户将随后确定的风
险记录表编入了可行性研究中；
所得风险研究结果被用于项目审
批。确定的风险控制措施将被用
于随后的项目开发。

育空地区Faro矿山淡水供应库坝退役工程，以减少风险。项目涉及多个在坝体拆除区及其上游专门设立的鱼类生物栖息工
程（如：曲流、水塘、浅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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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水管理
减少污染、优化消耗、改善业绩

方法 在几乎所有的采矿、选矿活动中，矿山水的有效管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要素，并且 
在每个开发及运营期（从项目初期审批到随后的生产、停产及后期闭矿）都必须得
到充分的研究；矿山水管理还必须遵守环境法律法规，对社会负责，同时兼顾所有
相关者的利益。

 SRK将水文、水利、水文地质及水质方面技术经验与岩土工程、环境及采矿技术相
结合，对矿山水采取综合管理。在潮湿、干旱、炎热及寒冷等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工
作经验能为客户提供有效的、切实的成本解决方案，并在采矿、选矿活动中找出更
加有效的水资源利用方案。

 在合规与成本节约之间达到平衡需要创新思维，需要对地表水、地下水及循环水进
行综合利用，需要在勘探项目早期就开始收集地表水、地下水的基础资料 （包括钻
孔水位、地表径流及水量等信息），需要将各项水处理系统与整个矿山水系统综合
考虑。

 SRK认为矿山水有效管理的关键在于对选矿及尾矿环节的了解程度，并将其与气
象、回收再利用机率等方面因素相结合，在矿山相关选矿、季节及气候变化基础上
实现相应的水量平衡，这也为减少用水量、生产用水水质的正确选择、废水利用、
泵送及节省处理成本提供了基础。

 SRK在矿山生产及闭矿期潜在的和已产生的酸性水的管理，以及在对可能出现的工
程问题预测方面经验丰富。同时还精通矿山排水建模和污染风险鉴定，并能协助客
户制定最优的矿山水管理体系。

• 基线环境研究

• 洪水预测方面的水文、水利研究

• 环境综合计划

• 水量平衡建模

• 废物特征研究及管理

• 水资源供应

• 矿山排水

• 渗漏控制及污染评价

• 污染物运移定量建模

• 酸岩排水，水质及地球化学特征研究

• 导水工程，雨水控制及泄洪渠

• 水处理

• 工程设计及采购 

• 合同管理及质量管理与质量控制

• 许可及证照

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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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itte & Touche Inc 

项目：加拿大法罗和育空地区
Faro矿山项目  

项目内容：淡水供应大坝服役期
满，对下游环境造成一定的风
险。坝高20.5米，长410米，计
划对其进行拆除。SRK与多家咨
询公司一起对此项目进行了设计
和计划，并在相关许可获得、供
水坝退役方面提供了服务。

项目成果：供水坝按时拆除，项
目费用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考
虑到冬季材料存放问题，需要对
拆除后的工程做小小的改动，但
坝体拆除及相关工作已经按照设
计施工完毕。

Ma’aden 

项目：沙特阿拉伯Umm Wu’al 
磷酸盐矿项目  

项目内容：地下水资源勘探及评
价，未来矿山供水水井区设计

项目成果：对确定的项目供水水
井区及含水层进行了初步的现场
调查及案头资料研究，为进一步
的钻井勘查提供了参考资料。水
力测试后，对勘查钻孔的施工进
行了监查，Tawil砂岩含水层共
施工3个钻孔，深度达900米。
随后使用了较为详细的地下水概
念模型及数字模型对含水层长期
持续性的出水量及对其他地下水
使用者的潜在影响进行了评价。

加拿大印第安及北方事务部 

项目：加拿大西北地区Giant矿
山Creek河改道工程  

项目内容：对Baker Creek进
行了河流改道施工以绕过采坑，
施工中约30%的粘土层含有地下
冰，所以沉降问题必须引起工程
的重视。新河床设计考虑到了洪
水及垫料的自然移动。

项目成果：河道现按照设计运行
良好，有极少量的移动泥沙沉
积。工程完工后的第三年对河流
中的鱼类生物进行了调查，结果
显示并未产生明显影响，且相关
经济效益较高。加拿大DFO邀请
全国相关部门的工程师对这一成
功案例进行了学习。

Molycorp Questa

项目：美国新墨西哥洲Questa
矿山项目  

项目内容：对地下矿山水进行评
价和远程监测，确定水源特征；
确定水量及化学负载平衡；跟
踪法试验评价上覆岩石中水的流
动途径；制定生产水及雨水管理
计划。

项目成果：SRK使用数字水流
监测系统，确定了各种水源的源
头、水量及化学特征，并将其与
汇集到塌陷区并流入地下的地表
水加以区分。

美国新墨西哥洲Questa矿山的废石场渗漏连续流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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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及矿物加工
矿物分离 释放财富

方法 SRK矿物冶炼及选矿专家团队的工作重点首先集中在矿物冶炼研究、项目尽职调查及
项目审查，并在早期工程研究、矿物选别方法优化及技术支持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
角色。通过与其他设计采购与施工管理企业的合作，SRK专业团队在项目可行性研究
的矿物加工，选厂设计，选厂生产及性能试验等方面提供服务。

 SRK在贱金属，贵金属，工业及能源矿产，钻石，稀土元素的提取冶金及矿物选别、
试验、工程设计及生产等多领域都有丰富的经验。并且在矿物破碎、研磨、浸出（槽
浸和堆浸），浓缩，压缩，生物氧化，溶剂萃取，冶炼及焙烧等方面拥有雄厚的背景
实力。

 SRK参与过数个冶金及矿物选别项目，通过提供诸如工程设计、施工、生产及运营方
面的支持，推动了多个包括选矿样品鉴定、样品检测流程的确定，数据分析，选矿流
程设计等内容在内的规划项目的发展。

 SRK为客户提供具有附加值的经济敏感性建议及结论，根据自身经验及技术水平使客
户的经济回报实现最大化。随着对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需求的增加，SRK可以很好
的履行高级技术顾问的职责，为项目运营及人员需求提供相应的支持和技术指导。

 因为矿产项目公示及开发过程中相关法律法规、财务要求在不断的变化， SRK丰富
的项目审查及尽职调查经验是否能满足客户在项目审查中的要求就显的尤为重要。我
们一直在努力保持技术的先进性，不落后于现代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

• 选矿小型试验、工业试验项目的开发
及监督

• 有效且经济的选矿方法的确定

• 冶炼厂设计 

• 选矿厂、冶炼厂问题解答及优化 

• 项目生产审查及选厂/设备审计

• 技术支持和人员培训 

• 项目审查

• 尽职调查 

Capstone Mining Corp

项目：墨西哥Cozamin矿山项
目， 

项目内容：铜-铅-锌矿选矿方法
及选厂的审查，确保选厂目前及
计划的生产能力及金属回收情况
的可行性符合NI43-101技术报
告的要求，并为新的资源估算提
供支持。

项目成果：应邀进行了选矿方
面的审查并编写了技术报告的
相关章节。在现场考察期间，
向生产人员提供了有关提高生产
率、选矿回收率及精矿品位的选
矿及操作方面的建议。玻利维亚
San Cristobal矿山两个磨机之
一。SRK对现场进行了独立性技
术审查，特别是采矿、选矿及工
程转型策略方面。

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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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vivaara Mining 
Company 

项目：芬兰Talvivaara矿山项
目， 

项目内容：为项目在伦敦证
券交易所上市编制了专家报告
（MER），为项目资金募集进行
了可行性研究技术审计报告的编
写。SRK同时还是贷款银行的独
立工程咨询师。

项目成果：项目选矿审查报告被
收入MER及审计报告。以上报告
帮助Talvivarra在伦敦证券交易
市场成功上市，融资资产总额达
3亿美元。

机密客户 

项目：俄罗斯铜-金-磁铁矿选矿
厂选矿研究  

项目内容：编制选矿研究报告，
内容包括评估在俄罗斯的实验室
及进行的工业试验、矿石粉磨试
验监测、以及根据JKTech参数
选择半自磨机（SAG）及球磨机
的规格。

项目成果：为选厂编写了选矿研
究报告。针对较广的矿石硬度参
数范围，设计了适合不同硬度矿
石的磨矿工艺。

机密客户

项目：哈萨克斯坦低品位锡矿石
回收新工艺审查 

项目内容：客户开发了全新的技
术用于低品位锡矿石的回收，需
要针对此技术的试验及设计进行
独立的技术审查，推动这一技术
更好的向商业化发展。  

项目成果：编制了相关的报
告，内容包括对可利用试验、
工艺化学、计划的选矿流程、设
备选别、资本及运营成本的审
查，SRK对进一步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

Aura Minerals Inc 

项目：运营项目选冶尽职调查

项目内容：Aura Minerals有意
收购多个运营项目，SRK协助
Aura Minerals尽职调查组对其
进行了审查，并就选矿方面给出
改进建议。

项目成果：针对Aura Minerals
有意收购的三家金矿，协助客户
完成了尽职调查。

玻利维亚San Cristobal矿山两个磨机之一。SRK对现场进行了独立性技术审查，特别是采矿、选矿及工程转型策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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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土工程勘查 

• 基础设计 

• 横向支撑及挡水墙设计 

• 借土勘查

• 坝体设计及安全审查 

• 挖掘及筑坝 

• 侵蚀防治 

• 地质灾害评价 

• 地形稳定性分析 

• 隧道岩土工程及设计 

• 监测及仪器仪表

• 土地治理 

 

基建岩土工程 

为项目打下坚实的基础

方法 岩土因素可以影响到您项目的进展，这些因素包括地质环境、地面情况、地下水情
况及地震等。其他挑战可能来自个别的设备和建筑，如球磨机地基，对基础高要求
的设备以及其他设计上的局限。

 我们岩土工程师团队专业知识过硬、经验丰富，具有建立复杂模型的能力，能为您
的项目提供可行的、省钱的方案。我们的服务包括现场评估、基础设计、设计准备
以及合同管理。我们同时也可以开展岩土调查并出具专家意见。岩土调查和设计的
内容包括建筑、道路、管线、桥梁、工厂基础、码头、大坝、其他水利设施、地下
采矿、闭矿、筑坝、挖掘、隧道等等。

 对于偏远地区的项目，我们的区域专家能保证当地的挑战能够得到理解。这些挑战
包括松散易碎的喀斯特条件。我们土构造专家可以帮您设计隧道内衬、膨胀土基础
设计、露天开采边坡设计、建造流程优化等。我们的寒冷气候岩土专家为在永久冻
土带的基础设施和基建设计提供方案。我们岩土专家的足迹遍布全球，我们可以为
您特定的项目提供特定的方案。

服务范围 英美勘探

项目：智利Túnel Sur，Los 
Bronces矿山项目  

项目内容：项目现场技术监督，
采用隧道掘进机开凿8kmx4.5m
隧道的工程，内容包括操作、地
质、地形方面的控制、以及从概
略到具体的工程设计。

项目成果：包括使用传统钻孔爆
破技术形成地表硐口及隧道掘进
机组装硐室作业在内的项目第一
阶段工作已经完成，隧道掘进机
组装也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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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P 

项目：智利El Mauro尾矿坝项目 

项目内容：对项目3个涵洞进行
了详细设计

项目成果：作为El Mauro尾矿
坝工程的一部分，对3个涵洞
进行了详细的设计。这3个涵洞
的长度分别为2.4公里， 2.5公
里，3.5公里，断面规格为4.5 x 
4.9米。针对涵洞、井口及废石
场，SRK在竞标期间编制了相关
的设计、技术规范、竞标文件及
评估意见，在建设期间进行了现
场考察。目前涵洞已建设完毕并
投入使用。

Miramar Hope Bay Limited 

项目：加拿大努温特省Doris 
North 矿山项目  

项目内容：矿山位于高纬度
北极地区，为一小型高品位金
矿。SRK对其地面基础设施及包
括海底钻探在内的岩土工程进行
了设计。具体工程包括：永久性
驳船装卸设施，5公里全天候道
路，全天候跑道，厂区、磨机基
础垫层，沉积区，桥梁，500万
升油罐库，炸药库及独特的冻结
尾矿库的设计。

项目成果：驳船装载设施、道
路、跑道都按照SRK的设计进行
了施工，现已投入使用，为矿山
运营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证。

Konkola 铜矿/Vedanta –
Grinaker-LTA 采矿承包商 

项目：赞比亚Konkola 4号井
项目  

项目内容：井口，卷扬机房基
础，井底车场、矿仓、破碎硐室
地下支护设计

项目成果：设计了双环矿柱，内
环用于初期侧向支护，外环用作
井架支护（每根1000吨）。通
过此种设计使，采用阶段平硐可
采出25米深的矿柱并通过扩展底
部运出矿石。

Lebalelo水务公司

项目：南非多家铂金矿供水项目 

项目内容：项目可行性研究，
整体方案设计，环境及社会调
查，岩土勘察及现场检测。具
体包括：配有引水槽的低海拔
堰堤，低海拔泵站；除淤泥建
筑，570,000立方米的贮水坝；
各配有3台水泵的高海拔泵站和
加压泵站；2000万升用于管理
和调节水量平衡的混凝土蓄水
池；5座最终用水贮水坝；变电
站，房屋及办公室方面的设计和
审查。

项目成果：供水项目按计划成功
建设，并被纳入更高一级的地区
供水系统当中。

项目早期 –赞比亚孔科拉横向支撑及承载桩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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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示、合规性审查及IPO之目的提供
独立性技术报告

• 矿业融资项目的技术审查

• 私有化计划研究

• 企业兼并、收购的技术审查

• 风险评价

• 技术评价及评估

• 尽职调查

• 诉讼专家证人

• 技术审计

• 资质人/胜任人报告编制

独立项目审查 

找出致命缺陷；确定项目预期

方法 SRK在企业并购、股权、融资、IPO方面为客户提供相关服务，并且为独立性审查和
报告编制提供意见和建议。

 不同的项目有其不同的特点及风险，这就需要经验丰富的管理者能有效的分配和协
调资源以便进行独立性审查和编写报告。

 作为一家全员持股的公司，我们不持有任何项目的股份，我们的公正意见被国际银
行、投资者以及矿业界广泛接受。我们的专业顾问经常受金融机构委托对申请上市
的项目进行储量审计、采矿评估、以及环境评价。我们也经常在矿业诉讼中承担专
家证人的角色。

 我们参与过多个世界级矿业项目交易，如刚果加丹加矿业公司重组，Harmony和金
田公司合并，Kumba Exxaro分拆，Noranda/Falconbridge尽职调查。近期SRK
中国及其他SRK为众多矿山企业在香港IPO上市出具了技术报告；这些项目包括：中
国铝业、紫金矿业、灵宝黄金、澳华黄金、新疆新鑫矿业、中煤能源、俄罗斯联合
铝业、中信大锰等等。

 我们的规模和地域分布使得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在世界范围内组建起多学科团队。
这不仅为客户节省了成本，同时也加快了项目进程。

 SRK深知如何开展独立性项目审查，为客户提升信心，突出项目风险，并为客户提
供真实和有说服力的信息以符合投资界的标准和要求。

中国铝业公司（Chalco）

项目：该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
所、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IPO报告
的编制。该公司的矿业项目遍布
全中国。

项目内容：公司委托SRK编制独
立专家报告，报告符合香港证券
交易所及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
规则。工作内容包括对中国多家
矿山数据的审查、现场考察及报
告编制。

项目成果：公司、银行，顾问及
证券交易所接受了SRK的报告，
中铝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及纽约证
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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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hir Gold Limited 

项目：巴布亚新几内亚利希尔岛
Lihir Gold矿山项目

项目内容：作为Lihir金矿项目财
团的独立技术工程师，每年就项
目发展情况进行审查和报告。

项目成果：SRK连续超过4年之
久一直作为Lihir Gold及其财团
的独立工程师，对项目技术、社
会、环境等方面的优劣势进行了
独立的技术评价。

   

澳华黄金 

项目：澳华黄金香港证券交易所
二次上市

项目内容：澳华黄金在澳大利亚
证券交易所已完成首次上市，公
司委托SRK对其在中国的采矿
及勘探项目进行技术审查并编写
独立性专家报告。报告须符合澳
大利亚及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
要求。

项目成果：香港证券交易所接受
了SRK编写的报告（中英文），
澳华黄金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成功
完成二次上市，也是第一家在澳
大利亚及香港证券交易所完成双
重上市的矿业公司。

    

Fresnillo PLC 

项目：伦敦证券交易所首次公
开募股

项目内容：为公司贵金属资产
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编写专
家报告并给出技术建议，资产包
括：Fresnillo及 La Cienega
地下矿山，La Herradura露天
矿，Sabinas地下多金属矿金属
银采矿权（Silverstream项目）
。以上资产整合为统一的项目，
并更名为Fresnillo PLC。

项目成果：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成
功上市，公司23%的股权参与融
资，金额达17.87亿美元，也是
首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的墨西哥公司。

Konkola Copper Mines Plc 

项目：赞比亚KCM重组项目 

项目内容：作为公司的技术顾
问，引进除英美资源外的战略投
资人。具体工作内容包括：现有
资产的技术审查，扭转战略及短
期机遇开发以削减成本并筹措资
金，高级管理团队的确定，编制
矿山开发全周期的商业计划，建
立相关经济技术模型以便财务顾
问进行估值。

项目成果：为潜在投资人编写了
备忘录，协助项目路演推介，资
料室建立的支持，投资咨询和评
审，优先投资人的沟通。

SRK 在尽职调查方面拥有世界经验，包括图中所示的这家位于中国华南地区贵州省的小型地下开采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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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
提高技能和服务

 SRK一直在积极参与矿业领域相关应用研究项目。目前参与的项目有：

 • PCSLC –与Gemcom国际合作，就分段崩落法的矿山计划及排产工具进行研究

 • LOP  – 由CSIRO发起的一项大型露天矿设计研究项目

 •  软岩支护 – 国际业界赞助的，由Itasca Consulting Group发起的一项旨在软岩
环境下地下开拓研究项目

 •  MMT – 大规模开采技术，即之前的国际崩落方法研究项目，由国际业界提供赞
助，旨在崩落法采矿相关问题的研究

 •  PETT (膏体尾矿及浓缩尾矿) – 膏体尾矿及浓缩尾矿稠化及沉淀特征研究的实验
项目

 •  MEND (矿山中性排水)研究项目 – 寒冷地区矿山废物覆盖设计及施工方法的审
查，确定利弊以更好的开发寒冷地区的资源

 •  拉瓦尔大学合作项目（岩土工程特征，地面冻结方面），皇后大学合作项目（从
尾矿浸出提砷）及 INRS（废石堆热量及气体流动）研究

 • 利用Leapfrog™ 软件及其他先进的地质建模工具进行地质3D建模

 • 地球化学工程卓越中心– 与加的夫大学工程学院合作开展以下研究：

   -  从复杂的贵金属、贱金属矿及冶炼渣中提取金属及生产硫酸。此项研究
已获得2项专利。

   - 铀矿的冶金研究 

   - 通过矿山及实验室预测及地化测试对金属浸出、酸岩排水进行评价

   - 降低金属浸出及酸岩排水，特别是通过被动的处理方法。

   - 煤层气液化技术研究

   - 在长达8年的合作当中，共出版多达30件的出版物

 •  SIMRAC，MHSC（南非矿山安全研究咨询委员会，矿山健康与安全委员会） – 
研究项目包括：混凝土喷浆监测及设计，地下矿山静态、动态支护测试，岩石崩
落风险及崩落管理成本计算

 • 硒特别小组 – Elk Valley流域5座大型煤矿硒浸模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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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K办公室 

所在国家/网站地址 
所在城市

阿根廷: www.srk.com.ar 
布易诺斯艾利斯

澳大利亚: www.srk.com.au 
布里斯班，墨尔本，纽卡斯尔，珀斯，悉尼

巴西: www.br.srk.com 
贝洛奥里藏特

加拿大: www.na.srk.com 
萨斯卡通，萨德伯里，多伦多，温哥华，耶洛奈夫

秘鲁：www.svsingenieros.com 
利马

智利: www.srk.cl 
圣地亚哥

中国: www.srk.cn 
北京，南昌

香港: www.srk.com.hk

印度: www.in.srk.com 
加尔各答

哈萨克斯坦：www.srk.kz 
阿拉木圖

印度尼西亚: www.srk.co.id 
雅加达

俄罗斯: www.srk.ru.com 
莫斯科, 圣彼得堡

南非: www.srk.co.za 
开普敦，德班，东伦敦，约翰内斯堡，金伯利，彼得马里茨堡，伊丽
莎白港，比勒陀利亚，勒斯腾堡

瑞典: www.srk.se.com 
谢莱福特奥

土耳其: www.srkturkiye.com 
安卡拉

英国: www.srk.co.uk 
加的夫

美国: www.na.srk.com 
安克雷奇，丹佛，埃尔科，科林斯堡，雷诺，图森

一般问询请发送邮件至: enquiries@s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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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K为世界范围内各种环境下的矿业项目提供服务

公司详细介绍及具体业务请参看SRK网站：

© SRK Consulting 2013

srk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