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述服務
全球化经验——您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开发资源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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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全球6大洲的45多个办公室拥有超过1500名专业技术人
员，为您的项目提供放眼全球的技术见解。35年以来，无论项目大
小，无论项目在什么地方，我们为客户提供了创新、务实、超值的
解决方案。

SRK团队拥有什么？

SRK的声誉源自专家的天
赋。

SRK独有的企业文化吸引并
培养了一批世界一流的咨询
业人才。

客户曾因SRK的专长而赞
叹：“你们所具备的深厚的
专业素养和行业知识让我们
折服”。

我们的员工定期发表各类技
术论文，他们很多都是得到
国际认可的专家。

为何选择SRK？

在一个博茨瓦纳钻石矿山项
目中，我们建议边坡角可以
增加4°，每度可为客户节省
1200万美元的剥离成本。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金
矿，我们提供的地质咨询服
务使该金矿的储量增加了50
万盎司。

通过使用肥料和细菌处理方
法，我们将一块被8000升柴
油污染的场地进行了无害化
清理。

我们能透过表象看本质，这正
是您选择与我们合作的理由。

我们脚踏实地，客观公正

我们的方法简约有效——将
最优秀的人才与前沿理念和
尖端技术的创新应用进行完
美结合。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银行和投资
界认为我们的报告最有价值。

同样，这也是为什么有客户评
论我们说：“看到SRK的名
字出现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
我们会有些失望；因为那就意
味着我们不能聘用SRK作为
银行的独立技术顾问来做尽职
调查报告了。”

一站式的咨询服务 

SRK为您提供真正全方位的矿
业咨询服务。

我们可以为矿业公司提供从早
期勘探直至最终闭矿的各种咨
询服务。 我们的客户包括地
方性的小公司到世界上的工业
巨头。

我们珍惜自己的独立性，并竭
尽全力地坚守它。客户选择
SRK，是因为他们想得到真正
有效的答案，而不是千篇一律
的公式。

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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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创造财富。您需要最有效的方法来找到最佳机遇和做出决策。
利用完美的勘探工具，我们可帮助您降低风险、削减成本并缩短工
期。SRK 独立的评估和建议为您的决策提供基础。

世界级专家

我们的专业人士遍布地质学的
各个学科，从而确保最大限度
地利用您所提供的数据，来确
定勘探目标。

SRK团队拥有在构造地质学、
地震解释、蚀变地球化学以及
勘探项目设计与管理方面全球
知名的专家。

我们确定靶区的概念广泛运用
于石油和矿业界的贵金属、贱
金属、钻石、石油、天然气、
煤炭及工业矿物等矿产的勘探
工作中。

研发

我们的研发团队已研制出一系
列高质量的数字化勘探地理信
息系统产品，包括为开发业务
而开展的对国家的研究以及世
界范围内的地质对比研究。

在矿产勘探、资源估计和采矿
方面，我们可提供针对地质
工作人员的实用课程及专题
培训。

您可选择最适合您的员工、地
质环境和勘探对象的软件包，
同时我们可以选择您的项目作
为例子进行讲解。

独立评估与资源估计

从世界级的矿业巨头至初级资
源公司，我们的客户委托我们 
对其项目进行审查、审核和独
立评估。

基于严谨的资料分析和透彻的
地质评价，我们以最合适的方
式做出资源估计，从而帮助客
户对其储量开发项目的可靠性
与风险性建立一个客观、清晰
的认识。

我们的独立报告和尽职调查项
目为SRK在世界各地的股市
和银行赢得国际声誉。 

 

 

解释与整合

我们的专家擅长于整合复杂的
数据以确定和精选靶区，确定
矿床的控制因素，查明有希望
的地质构造及层位。

在数据解释及靶区制定领
域，SRK被公认为国际领先
者。我们对航磁、放射性、
重力、卫星遥感、地震等各方
面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来确定
靶区。

我们能够对露天矿和地下矿山
进行有效的地质填图，从而改
善品位控制、矿石储量模型、
矿山规划以及近矿钻探靶区。

勘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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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能否盈利？唯有独立与专业的思考、丰富的经验以及长远的眼
光才能给出正确的答案。您有多少预算？您有矿山吗？它是否可
行？什么是优化设计？SRK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员工和他们的实用
技术会为您提供可选择的方案和解答。

各个大洲的各类矿山

SRK的经验遍布各个大洲的
各种类型矿山：露天矿及地下
矿；地质和资源估计；边坡
稳定和地层控制、岩石力学、
堆浸、尾矿处理、酸性岩石排
放、废石处理、环境监测与
管理。

我们从矿山计划到最后的矿山
关闭都有丰富的经验，确保从
预可行性研究到矿山复垦都能
做到技术创新，成本节约，和
环保达标。

一站式的咨询服务

如果您打算投资或开发新矿
山，那么您现在就有机会在一
家公司找齐您所需要的所有专
家团队帮您完成综合的可行性
研究、尽职调查、经济评估、
详细的矿山设计、境界优化、
排产矿山计划。

我们把工程技术和环境因素充
分结合，用以设计、管理和关
闭堆浸设施，尾矿及其他矿山
废料处理设施。

项目运营需要什么？

现有的运营会从审查与技术支
持中获益。我们将帮您优化原
矿品位，增加吨位，分析减少
风险，改善安全环境和人力资
源利用。

对于南非的超深地下金矿和温
哥华的初级勘探项目，我们所
给予建议截然不同。同样，我
们会有合适的团队针对您的项
目所在国家的具体国情和自然
环境特点，根据你的需要量身
定制最合适的方案。

您需要的是独立的、专业
的、长远的规划

采矿是一项高风险、但可能高
回报的行业。每个人都在找
矿，但很少有回报。您将如何
管理这些风险？

您需要一个独立的、专业的、
长期的展望来给予你真正的
答案。  

我们能够识别问题和机遇，并
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供您选
择。SRK的综合报告可以让贵
公司的董事会和技术人员做出
明智的商业决策。

采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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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的环保计划可以为企业节省资金。问题所在及相关法规是什
么？怎样将您的责任减到最小？SRK公司专业人员具有您所需的专
业经验来满足环境达标要求，并为您应对来自环保的挑战提供经济
且技术可靠的解决方案。

卓越的解决方案让我们
共赢

SRK为能够提供既保证商业利
益又维护健康环境的解决方案
而深感自豪。

我们为寻找经济且有效的环境
达标方案的矿山服务；为需要
解决问题的小公司和工业巨头
提供服务；为需要风险评估和
管理的金融机构服务；为需要
保证和解决方案的环保机构提
供服务。

SRK拥有具有切实可行和物超
所值实战经验的世界知名专家
和专业人员。 

我们帮助您来达成所愿

我们对有关法规的了解、现场
经验、已获证明的专业技术和
成功经历确保您的项目操作尽
可能一帆风顺。

SRK的环保专业人员提供现场
评估、影响分析、达标审核、
许可、公众参与、社区规划
和发展、详细的现场调查、土
壤和地下水修复、空气质量服
务、 废料分析和处理、风险
管理、应急措施、场地关闭及
复原等服务。

找出问题的关键

看待问题的方法有多种。

每个项目的受影响方会对项
目有不同的看法。如何使各
方参与并平衡其投入，最终
确保项目成功？

此外，废料应该运到何处进
行处理？或是否进行处理？
现场处理通常是成本的一部
分。或许，您需要的仅是仔
细的监控，而不是积极的处
理。

无论问题大小，客户均会从
我们的服务中受益。我们的
项目已经覆盖了世界各地。

正确对待--前瞻性视角

所有成功项目的关键在于预先
识别问题。当问题出现时，您
是否能识别致命缺陷？

SRK拥有在一些世界上最大的
堆浸、废石及尾矿处理设施的
实际的工作经验，能够帮助您
识别项目设计及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确保项目设施最终能够
安全和恰当地关闭。

我们在项目启动时的前瞻性建
议，可以使您避免昂贵的后续
整治费用。  

 

矿山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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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缺或丰富的，易被浪费或令人垂涎——水正迅速成为世界上最为
珍贵的商品。太多的水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这一宝贵
资源变成讨厌的有害物质。SRK能够帮助客户对世界各地的各种形
式的水资源进行管理。 

无处不在的水

水在环境中时刻流动着。无论
是数量还是质量，现有水资源
已经很难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
需求。 

您可以利用一体化的水资源综
合管理系统来削减成本。同
时，充分结合SRK在地表及地
下水资源的评估专长，对水资
源进行评价，满足所需。

面对宝贵资源，我们义不
容辞

SRK的水资源专家可以协助进
行矿山和工业用水管理，供水
及水质管理，以及协助制定国
家和地方的水管理策略。

如果您对项目的水环境影响存
有疑虑，SRK可以提供世界级
的专业团队及解决方案，包括
从概略研究到可行性研究，以
及设计、调试及监测。 

预见——省时、省力、
省钱

SRK提供水资源的综合处理方
案能够预见潜在问题。

在钻探过程中预先考虑到水问
题，可以免费获得大量的必要
的水文地质数据。

将雨季过剩的河水充填到废弃
的采石场中，既是一种有效的
闭坑手段，也可以在旱季对下
游用户和城镇用水进行有效的
补充。

珍惜每一滴水

在智利Atacama沙漠的某个
矿山项目，通过改进尾矿池设
计以及回收工艺，我们将其耗
水量成功地减少了42%。

SRK设计建造的水处理设施，
广泛应用于处理被工业开发以
及废物处理所污染的地下水。

被废弃矿山所产生的酸性排放
物所污染的河流，通过低成本
的被动处理系统，已经恢复其
健康状态。 

 

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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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牢固的基础。无论是多层的楼房，矿山开拓，开路或打
坑道，您都不希望因为未预知的沉降、不稳定性或地震灾害等承
受重大损失的风险。我们的岩土工程师为您的盈利项目提供正确
的基础。

自主性和灵活性

为您提供一系列清晰而全面的
基础设计方案及其不同时期的
风险，是我们工程服务的一
个里程碑，您可以对比不同方
案，根据您的需要和风险资料
选择最佳方案。我们的经验将
帮助您实现风险最小化的同时
保证项目费用在预算之中。

在您开山辟地时， 我们能够
为您的建筑、道路、河流、
运河、桥梁、隧道提供支护
服务。

隧道施工的实用建议

在对隧道进行调查的过程中，
我们将岩土工程经验和构造地
质学的技能与传统的机械化施
工相结合，从而确定设计参
数。 我们利用数值计算分析和
经验分析进行方案设计，并对
不同建设方案进行评估。

我们协助客户进行建设投标，
施工监理，并随着对岩土工程
条件的更多了解，更新设计方
案。在圣地亚哥地铁建设项目
中，我们设计的替代方案为客
户节省了30%的成本和35%的
建设时间。 

淤泥沉积和侵蚀控制

无论是民用设施建设还是资源
开发，我们都能帮您应对来自
建筑土地沉降以及废物处理不
断加速的侵蚀。

对于复杂情况，我们会利用计
算机模型对侵蚀性和淤泥沉积
进行预测，解决方案包括沉淀
池、分流系统、篱笆墙、油水
分离器、扩建垃圾填埋场，尾
矿及废物处理设施设计。

针对不稳定区域的加固方
案

施工预算超支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对挖掘和支护成本的估计
不足。我们能够对项目区挖掘
工作所需的临时支护进行准确
的估算。

如果您的项目位于松软土质区
或垃圾填埋场，我们可以为地
面改善和基础支护提供解决方
案，包括传统护桩，水渠，石
柱，堆载预压，以及采用轻质
多孔混凝土进行重量补偿。 

岩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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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共和国
刚果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萨尔瓦多
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
斐济
法国
芬兰
德国
加纳
格陵兰
希腊
几内亚

圭亚那
洪都拉斯
冰岛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
爱尔兰
科特迪瓦
哈萨克斯坦
莱索托
马拉维
马里
墨西哥
蒙古
莫桑比克

近在咫尺

谁是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客户涉及各行各业，

我们的项目服务种类各异。

下面简化了的清单表明我们

在哪里为客户服务。我们的

客户包括矿业公司，政府部

门，立法机构，地方政府，

地产开发商，水务管理部

门，电力公司，承包商以及

咨询师等。 

 

阿拉斯加
安哥拉
南极洲
澳大利亚
阿根廷
玻利维亚
博茨瓦纳
巴西
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
加拿大
捷克共和国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我们的经验遍布全球

部分SRK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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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http://www.srk.co.za/
阿根廷: http://www.srk.com.ar/
澳大利亚: http://www.srk.com.au/
巴西: http://www.br.srk.com/
智利: http://www.srk.cl/
中国: http://www.srk.cn/ 
香港: http://www.srk.com.hk/
印度: http://www.in.srk.com/
哈萨克斯坦：http://srk.kz
北美: http://na.srk.com/
秘鲁：http://svsingenieros.com
俄罗斯: http://www.srk.ru.com/
瑞典: http://www.srk.se.com/
土耳其: http://www.srkturkiye.com/
英国: http://www.srk.co.uk/ 
(英国) 勘探服务: http://www.srkexploration.com/

网址

纳米比亚
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利亚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秘鲁
菲律宾
葡萄牙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塞拉利昂
所罗门群岛
南非
苏里南

瑞典
坦桑尼亚
泰国
土耳其
乌干达
英国
乌拉圭
美国
瓦努阿图
委内瑞拉
越南
也门
南斯拉夫
扎伊尔/刚果（金）
赞比亚
津巴布韦



srk .com

想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服务以及我们全球各地办公室的
情况，请登录以下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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