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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色金属矿山选矿形成的尾矿库是潜在的高风险重金属污染源ꎬ闭库后应及时进行土地复垦与环境治理. 有色金属尾矿
库的综合整治效果如何ꎬ可以通过合理的效益估算来分析ꎬ有效的效益估算往往涉及多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 在归纳总结国内外
有色金属尾矿库复垦治理效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ꎬ系统地阐述了复垦治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概念、内容及其
估算方法. 对已有有色金属尾矿库复垦治理效益估算的研究表明:尾矿库复垦的直接经济效益较小ꎬ主要是估算复垦区内植物的
经济收益以及采用收益还原法估算复垦土地的增值收益ꎻ社会效益主要是采用价值法和替代法针对增加就业和社会保障进行估
算ꎬ较少关注复垦治理对社会其他方面的贡献ꎻ生态环境效益估算方法主要包括污染损失率法、生态服务价值法及环境价值法
等ꎬ但与复垦治理技术措施结合较少ꎬ效益估算对复垦治理措施优化的作用较弱. 总体来看ꎬ有色金属尾矿库复垦治理效益估算
的内容涵盖不够全面ꎬ尚未形成适合重度重金属污染尾矿库特点的效益估算体系ꎬ效益估算准确性较低. 因此ꎬ合理确定尾矿库
复垦治理效益估算的内容、完善效益估算方法及其数学模型、合理确定模型参数ꎬ是有色金属闭库尾矿库土地复垦与环境治理效
益估算进一步研究的重点内容. 有效的效益估算可为优化有色金属尾矿库复垦治理措施、寻求最佳复垦治理模式及确定复垦治
理的资金投入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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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的尾矿库是有色矿山选矿厂必要的生产设施ꎬ该文主

有色金属尾矿库土地复垦与环境治理技术
措施

要是指用来贮存研磨选矿后水力排放的细颗粒尾矿

有色金属选矿尾矿库是重污染场地ꎬ闭库后应及

和废水形成的尾矿库ꎬ闭库后形成重度重金属污染场

时进行复垦治理ꎬ高危、重污染的特性使其复垦治理

有色金属矿山选矿产生的废渣由水力排放形成

地ꎬ需要及时采取有效的复垦治理措施. 我国有色金
属矿石品位相对较低ꎬ尾矿产率较高ꎬ造成大量尾矿
堆积. 中国选矿技术网发布的信息显示ꎬ据 ２０１７ 年不

完全统计ꎬ 我国有色矿山先后建成 ５００ 余座 ( 较 大
的) 尾矿库ꎬ已堆存尾矿量 １５ × １０ ８ ｔ. 有色金属选矿产
生的尾矿属于危险性废弃物ꎬ颗粒往往较细ꎬ重金属
等污染物可以径流、淋滤、风蚀等方式扩散ꎬ污染周边
水土环境ꎬ产生潜在的环境污染风险 [１￣２] . 如果发生
溃坝事故ꎬ还会摧毁下游的村庄、农田ꎬ阻塞河道ꎬ导
致尾矿颗粒及污染物扩散ꎬ污染土壤、河流ꎬ毒害水生
生物ꎬ威胁居民生命安全ꎬ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３￣６] .

土地复垦与环境治理效益估算是对复垦治理项

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进行系统分
析ꎬ效益估算是复垦治理的重要依据

[７]

. 近年来ꎬ专

家学者多从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这 ３ 个方面选取效
Ｔｏｐｓｉｓ 法

、模糊分析法

[９]

和澳大利亚等工业发达国家最早开展了尾矿库复垦
治理实践活动ꎬ并取得显著成效. 美国对有色矿山选
矿尾矿库的安全性要求很高ꎬ尾矿库的洪水设计最低
标准为百年一遇的洪水ꎬ尾矿坝稳定性安全系数为

１ ５ꎬ并在库外或上游设截洪设施ꎬ最大限度减少入库
洪水量 [１３] . 闭库后ꎬ通常采用固化∕稳定化技术将污
染源封装ꎬ通过工程、水力控制来保证边坡稳定ꎬ并不
断完善测压管、位移桩等观测设施和库区交通、通讯
设施ꎬ便于安全管理 [１４￣１５] ꎬ最后采取植被恢复措施通
过植物稳定化来减少有色金属尾矿中重金属元素的
迁移扩散ꎬ改善生态环境 [１６] .

德国萨克森州的铀尾矿库闭库后ꎬ首先按照最小

稳定安全系数为 １ ５ 的标准加固尾矿坝ꎻ其次用浮船
泵房将库内废水送到附近的废水处理车间用离子交

和

换法去除铀、镭ꎬ用沉淀法去除其他毒物ꎬ使尾矿库中

等对尾矿库的复垦效益进行评估ꎬ也有

的废水得到严格处理ꎻ然后采用两布一栅的方法用黏

益估算指 标ꎬ 运 用 层 次 分 析 法
[１０]

[８]

措施不同于通常的土地复垦. ２０ 世纪初ꎬ美国、德国

学者从环境和生态经济学角度构建效益估算模型对

土和废石覆盖滩面ꎬ厚度各约 １ ｍꎬ使表面氡析出率

但限于涉及土地、生态环境以及技术、经济等相关多

积能力较高的植物进行植物修复 [１８] .

有色金属尾矿库复垦治理效果展开有益探索 [１１￣１２] ꎬ
学科领域的专业认知ꎬ复垦治理效益估算一直是有色
金属闭库尾矿库综合治理体系中的薄弱环节ꎬ因此ꎬ
有必要在论述国内外尾矿库复垦治理技术措施的基
础上ꎬ系统综述复垦治理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
益及各效益的估算方法ꎬ分析现有研究中的不足ꎬ提
出有色金属闭库尾矿库复垦治理效益估算进一步研
究的重点内容ꎬ以期为完善尾矿库复垦治理效益估算
体系、优化尾矿库复垦治理技术措施、合理确定尾矿
库复垦治理资金投入等提供参考和借鉴.

图１

降至 １ ０ Ｂｑ∕( ｍ ２ｓ) 以下 [１７] ꎻ最后利用一些重金属蓄
澳大利亚大坝委员会提出从尾矿库选址、可行性

研究、工程设计、尾矿库运行到闭库、复垦与治理的尾
矿库生命周期管理流程( 见图 １) [１９] ꎬ确保其在生命
周期内对环境的污染破坏处于可接受水平. 在实际
中ꎬ尾矿库闭库、复垦与治理是在设计阶段进行分析ꎬ
并随其整个生命周期予以更新和调整 [２０] . 尾矿库闭
库设计主要考虑土方工程、坝体结构与岩土完整性等
问题ꎬ保证尾矿库的坝体稳定安全. 复垦治理技术包

括尾矿覆盖、排水系统建立和植被恢复 [２１￣２２] ꎬ同时ꎬ

澳大利亚的尾矿库生命周期管理流程 [１９]

Ｆｉｇ.１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ａｉｌｉｎｇｓ ｐｏｎｄ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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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库生命周期管理使得尾砂联合处置、尾矿回填及
尾矿回收再利用等先进高效的复垦治理技术得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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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２３] ꎬ实现了生态环境修复的高效益和经济性( 见
表 １) .

澳大利亚的尾矿库土地复垦与环境治理技术措施 [２３]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ｉｌｉｎｇｓ ｐｏｎｄ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２３]
复垦治理技术措施

复垦治理方法

特点

植被法:简单施肥后直接种植植被.

技术简单、成本低.

物理法:尾矿表层铺碎石.

可减轻粉尘、扬沙.

化学法:利用化学剂与尾矿胶结成稳定覆盖层.

尾矿排渗前处理.

综合法:物理、化学与植被法相结合

用于处理毒性、危险性强的尾矿

在尾矿下建立排水管道

减少暴雨侵蚀土地和渗流影响ꎬ改变地表水流向

植被恢复

分析气候、土壤等条件ꎬ选择合适植物建立植被群落

控制水蚀、风蚀ꎬ抑制粉尘ꎬ增大土地利用率

尾砂联合处置

将粗颗粒和细颗粒尾砂混合后排放ꎬ使沉积物更稳定

增加坝体稳定性ꎬ减少粉尘

使用尾矿回填露天矿坑

简单、经济

提高选矿工艺ꎬ以低成本回收利用尾矿

减少尾矿排放量ꎬ获得有用资源

尾矿的覆盖
一般治理技术
排水系统建立

先进治理技术

尾矿回填
尾矿回收再利用

我国对尾矿库土地复垦与环境治理的研究起步

要的破坏 模 式 为 洪 水 漫 坝、 渗 透 侵 蚀 及 坝 体 失 稳.

较晚ꎬ１９８８ 年国务院颁布« 土地复垦规定» 后ꎬ采矿塌

因此ꎬ闭库后 应 先 分 析 坝 体 稳 定 性、排 洪 设 施 等 库

陷地、排土场及尾矿库等损毁土地的复垦治理逐渐受

区具体状况ꎬ研究有色金属尾矿库复垦治理的关键

到高度关注

[７]

. 通过多年实践、探索及借鉴国外先进

技术ꎬ我国尾矿库复垦治理取得了较大成果. 目前对

问题ꎬ寻求最 佳 解 决 方 案ꎬ据 此 确 定 适 宜 的 复 垦 技
术措施.

有色金属尾矿库的综合治理主要包括尾矿坝整治、排

依据卢春燕等 [２６￣２８] 对闭库尾矿库复垦治理技术

洪系统、土地复垦与植被恢复及安全监测设施布设等

的相关论述ꎬ归纳总结了我国目前的有色金属尾矿库

方面

[２４]

. 坝体安全是基础ꎬ 研 究

[ ２５]

表２

表 明ꎬ 尾 矿 库 主

土地复垦与环境治理技术措施( 见表 ２) .

我国有色金属尾矿库土地复垦与环境治理技术措施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 ｍｅｔａｌ ｔａｉｌｉｎｇｓ ｐｏ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复垦治理项目
提高尾矿
库稳定性
尾矿坝
整治

增强坝体
强度

技术措施

复垦治理方法

特点

削坡减栽与
削坡压脚

削减坡面角或在坝体坡脚堆石ꎬ增加坝体稳定性ꎬ提高边坡
安全系数

有效阻止尾砂流动ꎬ但抗滑性能较弱

灌注粘结剂

将黏土浆、水泥等灌注到尾矿坝的裂缝和渗漏通道中

简单、价低ꎬ治理效果较好

设置抗滑桩

计算确定桩长、锚固深度等参数ꎬ在坝坡中下部设置抗滑桩

简单、成本低、效益高ꎬ不影响坝体

用强度较高的土工格栅和土工织物代替传统的砂、砾层

强度高、耐腐蚀ꎬ施工质量易于保证

管井法、井点法

简单、工期短ꎬ初期效果较好ꎬ但尾矿
粒细小导致透水性差、易淤堵

新方法

水平井排渗法、虹吸管法、垂直￣水平联合法和辐射井排渗法等

工艺简单、工期短ꎬ排渗效果好

安全监测
体系

利用电子传感、影像、３Ｓ、４Ｄ、仪表、网络通信等技术对浸润
线、干滩长度、库水位、坝体位移等指标进行实时监测

所有数据实时采集、传输、处理、存储
与显示ꎬ形成一个完整的监测体系

覆土:在尾矿表层覆盖一定厚度的土、 有机废物或其 他材
料ꎬ防止粉尘、降雨侵蚀入渗及尾矿氧化导致污染物扩散.

覆盖方式、材料及厚度直接影响防止
污染扩散的效果.

无土覆盖:使用化学稳定剂固化尾砂ꎬ或施加 ＥＤＴＡ 络合重
金属离子ꎬ或使用石灰等碱性材料中和酸性尾砂

可以解决土源短缺的问题

道路铺设

在库区内铺设进场道路、上坝道路、生产道路、库外排洪设
施联络道路以及库内道路等

作为尾矿库必要的辅助设施ꎬ便于对
尾矿库进行管理ꎬ提高库区景观

植被恢复

库区覆土后ꎬ选择适宜当地条件的植物进行植被恢复ꎬ一般
选取本土植被和耐性植物

成本低、效果好ꎬ植被选择会对表层侵
蚀、污染扩散和生态景观产生影响

加筋法
排洪系
统整治

降低浸润
线高度

安全监测设施布设

传统方法

库区覆盖

土地复垦与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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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治理措施各具特点ꎬ选取不同措施会产生不
同的效益ꎬ同一措施在不同技术模式下的效益也不尽

１３０７

一部分.

２ ２

社会效益

相同. 技术措施与模式对复垦治理效益至关重要ꎬ各

社会效益是指复垦治理实施后ꎬ对当地社会生

项措施的简单加和往往达不到很好的效果ꎬ针对恢复

活、社会环境系统的贡献与影响及其产生的宏观社会

目标的有效技术集成或技术模式才能更好地发挥作
用. 因此ꎬ分析复垦治理效果时ꎬ应根据闭库后有色
金属尾矿库的具体情况ꎬ明确复垦治理的目标和关键
问题ꎬ适 当 分 析 与 估 算 每 项 复 垦 治 理 措 施 产 生 的
效益.

２

效应 [７] ꎬ主要体现在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解决就业
问题、缓解人地矛盾及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 穆连萍
等 [３４] 对本溪南芬尾矿库生态恢复的分析表明ꎬ复垦

治理能有效解决矿山企业与农民间的“ 用地之争” ꎬ
并在治理过程中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ꎬ缓解就业

有色金属尾矿库土地复垦与环境治理的效益

压力ꎬ促进社会稳定. 周游 [３５] 在测算复垦治理效益时

有色金属尾矿库土地复垦与环境治理措施的实

认为ꎬ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障方

施使库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ꎬ对周边农作物生产、水

面. 李德志等 [３６] 指出ꎬ复垦治理的实施能使矿区下岗

土保持、气体调节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产生直接影

职工与无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得到保障ꎬ减少很多不

响ꎻ同时ꎬ库区周边居民在复垦治理中获得工作生活

安定因素ꎬ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 可见ꎬ多数研究

保障、健康保障和精神享受等福祉ꎬ这些都是尾矿库

较为重视复垦治理在促进就业和提高生活保障方面

复垦治理的效益ꎬ因此要从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三

的效益ꎬ而较少关注其对社会其他方面的贡献. 有色

方面对有色金属尾矿库复垦治理的效益展开研究.
缪海花等 [９] 在评估尾矿库土地复垦效益时通过专家
评分得出ꎬ尾矿库复垦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各占总
效益的 ４０％ꎬ社会效益占 ２０％. 刘振肖等 [２９] 则通过
主观和客观相结合取平均值的方法得出ꎬ尾矿库土地
复垦效益中经济效益占 ４０％ꎬ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各占 ３０％. 各部分效益所占比例会因具体尾矿库而
不同ꎬ同时与效益分析估算方法有关.

２ １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是指资金占用、劳动耗费与成本支出所

获得的有用经济成果 [３０] . 有色金属尾矿库复垦治理

的经济效益是通过对尾矿库投入一定的资金、劳动、
技术和管理等复垦治理后产生的经济收益. 刘文英
等 [３１] 指出ꎬ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的根本目的是对受
损生态系统进行重建ꎬ改善生态环境ꎬ经济效益仅是
其全部效益的一小部分ꎬ主要为生态重建过程中栽植
的乔、灌、草等树种的直接产出和土地的增值收益.

金属尾矿库复垦治理能减轻和抑制重金属等污染物

扩散ꎬ改善区域生活环境ꎬ减少居民疾病发生率 [３７] ꎬ
产生疾病控制效益. 库区经复垦治理可作为科研示
范区或实习试验基地ꎬ具有一定科研教育价值ꎬ亦应
作为社会效益的一方面.
２ ３

生态环境效益
生态环境效益主要指复垦治理活动对生态环境

及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有
利或有害的影响 [７] . 有色金属尾矿库复垦治理的生
态环境效益主要体现在减少重金属污染、改善土壤性
质、提高植被覆盖度、保持水土、改善气候及恢复生物
资源等方面. 叶新才等 [３８] 指出ꎬ可通过土壤、气候和
生物资源的恢复程度及减少污染等内容估算生态环
境效益. 彭元 [３９] 通过研究铅锌尾矿库土地复垦得出ꎬ
复垦治理的生态环境效益包括防止水土流失、抑制重
金属扩散、提高植被覆盖率、保护生物多样性及改善

周亚军 [３２] 在讨论矿山土地复垦经济效益时也指出ꎬ

生态景观. 此外ꎬ国内外学者围绕尾矿坝安全、重金

土地复垦主要通过种植业或林业实现生态恢复ꎬ产出

属污染、土壤侵蚀及植被恢复等内容对有色金属尾矿

的农林 产 品 出 售 后 所 得 收 入 即 是 经 济 效 益. 李 敏
等 [３３] 认为ꎬ除新增土地的经济收益外ꎬ复垦治理还会
改善现有耕地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量ꎬ故其经

库复垦治理展开大量 研 究ꎬ 分 析 其 生 态 效 果 ( 见 表

３) ꎬ研究表明ꎬ复垦治理能有效防止尾矿坝溃坝ꎬ控
制水蚀和风蚀ꎬ减少地表径流ꎬ抑制重金属迁移扩散

济效益还包括现有耕地增产产值. 此外ꎬ有色金属尾

污染土壤、水体和空气ꎬ改善景观环境及增加物种多

矿库内堆存的大量尾砂既是重金属污染源ꎬ也是潜

样性. 虽然对生态环境效益的内容涵盖较全面ꎬ但由

在的矿产资源ꎬ未来选矿技术的进步可能使过去不

于各效益在复垦治理中重要程度的专业认知差异和

易回收的有用金属元素得到重新开发利用. 尾矿库

资料获取等方面的原因ꎬ估算内容选择的随意性较

复垦治理将大量尾矿资源保存在库内ꎬ若干年后可

大ꎬ甚至会遗漏一些重要估算内容ꎬ效益估算完整性

能被再次利用ꎬ也应将其作为经济效益估算内容的

和系统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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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有色金属尾矿库土地复垦与环境治理研究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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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

研究内容

研究结论

数据来源

荷兰 Ｏｂｕａｓｉ 金矿尾矿库

尾矿库复垦对土壤
质量和环境的影响

植被覆盖防止土壤侵蚀ꎬ保护临近水源和大气环境不受尾砂污染

印度 Ｋｏｌａｒ Ｇｏｌｄ Ｆｉｅｌｄｓ

适宜尾矿库复垦与
环境治理的物种

用本土植物复垦ꎬ不仅有提供木材和燃料、增加库区有机质等生态效益ꎬ
而且可以控制风蚀和水蚀ꎬ保存尾矿库中的有价值金属

文献[４１]

瑞典 Ｂｏｌｉｄｅｎ Ａｉｔｉｋ 尾矿库

尾矿库风蚀损失

对尾矿坝治理能有效控制粉尘的产生

文献[４２]

罗马尼亚 Ｊｏｌｏｔｃａ 尾矿库

尾矿库生态重建的
影响

加固尾矿坝、修建排渗设施、填充土壤及栽种植被等能降低区域水源、土
壤中污染物浓度ꎬ恢复森林生态系统ꎬ改善人居环境ꎬ提升人文景观

文献[４３]

巴西 Ｓａｍａｒｃｏ 铁矿尾矿库

尾矿坝溃坝对土地、
生态和社会的影响

尾矿坝溃坝导致植被面积大幅减少ꎬ区域环境严重破坏ꎬ周边居民损失
惨重ꎬ表明尾矿库治理的生态和社会经济效益巨大

文献[４４]

江西某尾矿库

尾矿库生态环境
综合评判

尾矿库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能防治土壤、水体及空气污染ꎬ防止尾矿溃坝
灾害ꎬ保存尾矿资源ꎬ取得显著的效益

文献[４５]

河北涞源县城子沟铁矿尾
矿库

复垦尾矿库土壤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

尾矿库复垦和生态重建的生态效益主要体现在水土保持作用增强、土壤
肥力提高和物种多样性增加 ３ 个方面

文献[４６]

广东梅子窝钨尾矿库

尾矿库环境治理效
果

通过加固坝体、增设排渗沟和绿化复垦ꎬ使尾矿库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ꎬ
避免溃坝损失ꎬ说明综合治理具有抵御灾害的效益

文献[４７]

湘潭锰矿小浒尾矿库

尾矿库生态恢复的
环境效益

锰尾矿库生态恢复后能降低库区扬尘、减少地表径流、控制重金属迁移ꎬ
但表层覆土不能降低尾矿库扬尘量ꎬ也无重金属污染控制作用

文献[４８]

文献[４０]

有色金属尾矿库土地复垦治理效益估算
方法

和动态估算对经济效益的反映存在差异. ＨＥ 等 [５０￣５１]

估算方法的选择对尾矿库复垦治理效益估算的

估算土地复垦治理的动态经济效益更具有综合性.

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为复垦治理各效益选取合适的

目前对复垦治理经济效益的估算方法和数学模型较

估算方法并进行货币化处理是获得客观准确估算结

为完备ꎬ但较少对尾矿库复垦治理的资源保存效益进

果的关键. 已有研究主要运用收益还原法、社会贡献

行估算ꎬ故可根据尾矿资源的利用特点对该效益进行

估算法、环境污染损失法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等

科学估算ꎬ更全面地分析有色金属尾矿库复垦治理的

３

方法对有色金属尾矿库土地复垦与环境治理效益进
行估算.

３ １

也一致认为ꎬ将不同时期的现金流量统一到同一时间

经济效果.

３ ２

社会效益估算方法
我国对复垦治理社会效益的估算起步较晚ꎬ以定

经济效益估算方法
对于复垦治理中植物直接产出物的经济收益ꎬ通

性化描述为主ꎬ近年来定量估算的研究逐渐增多ꎬ但

常根据用地面积与单位面积收入估算. 考虑到有色

仍处于估算方法和模型的探索阶段. 钱一武 [５２] 依据

金属尾矿库区土地属损毁地ꎬ复垦前几年质量较差ꎬ

增加就业人数和地区平均工资ꎬ运用劳动力价值法估

收益偏低ꎬ数年后收益增加并趋于稳定这一特殊性ꎬ
学者们多选用收益还原法对其估算( 见表 ４) . 李敏
等 [３３] 指出ꎬ对经济效益的研究不应仅停留在静态分
析上ꎬ复垦治理是一个持续多年的活动ꎬ应以净现值、
内部收益率和动态投资回收期为参数分析其动态经
济效益ꎬ最后研究收入、成本和投资 ３ 个因素变化对
投资收益率和净现值的影响. 罗畅等

[４９]

选取投资收

益率和静态投资回收期分析灾毁土地复垦的静态经

算出北京市门头沟区 ２００８ 年因生态修复增加就业的
效益为 ０ ４９６ × １０ ８ 元ꎬ说明生态修复带来的促进就业
效益是积极的. 周游 [３５] 从土地的养老保障、医疗和失
业保障 ３ 个方面选取人口安置数、养老保险费率和最
低生活保障费等参数构建估算模型对四川省南部县
石河镇复垦治理项目的社会效益进行估算ꎬ得出社会
效益为 １ ３７４ × １０ ８ 元ꎬ超过总投资的 ７ 倍ꎬ效益显著.
近年来ꎬ研究者 [３０] 开始尝试采用环境经济学提出的

济效益ꎬ结果表明静态经济效益良好ꎻ但根据复利现

疾病成本法和人力资本法估算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

值系数计算复利现值后ꎬ将项目期内的现金流量折现

和劳动力数量及质量的影响. 翟林等[１１] 选取复垦后疾

部收益率为 ９％ꎬ动态经济效益一般. 由此说明ꎬ静态

病减少率、疾病治疗费和就业增加率等参数ꎬ估算祁东
煤矿区复垦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约为 ０ １９４ × １０８ 元ꎬ

得到项目的动态投资回收期为 ９ ａ( 标准为 １０ ａ) 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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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复垦治理有助于当地环境条件和居民健康状况
的改善. ＨＥ 等

[５０]

由于包含的环境和市场信息参数较多ꎬ信息的可得性

构建了成本￣效益分析体系ꎬ通过意

影响模型参数的准确性ꎬ从而影响估算结果. 实际研

愿调查法、旅行费用法等ꎬ从货币角度将“ 是” 或“ 否”

究中ꎬ受模型建立、数据获取等影响ꎬ对疾病控制、科

的问题转化为“ 多” 或“ 少” 的问题ꎬ判断复垦项目的

研教育等效益研究较少ꎬ对复垦治理社会效果的分析

社会效益.

不够全面. 今后应加强对各项社会效益的估算方法

现有社会效益估算的研究多以促进就业和提高

及其数学模型的探索ꎬ根据估算过程提供的研究对

社会保障为主ꎬ采用价值法和替代法进行估算( 见表

象、时间、资金及其他特征ꎬ结合环境政策、统计制度

４) . 多数研究对最低生活保障、医疗和失业保险进行

和技术体系ꎬ科学构建估算方法和模型ꎬ合理确定模

粗略的系数修正后估算社会效益ꎬ估算结果的准确性

型参数ꎬ提高估算结果的准确性.

较低. 对于环境价值法中的疾病成本和人力资本法ꎬ

３ ３

表４

生态环境效益估算方法

尾矿库土地复垦与环境治理效益的现有估算方法及数学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ａｉｌｉｎｇｓ ｐｏｎｄ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效益类型

估算内容

估算方法
收益还原法

数学模型
Ｍ＝

经济效益

ＮＰＶ ＝

动态分析法

ｒ

[

× １－

１

(１＋ｒ) ｍ

]

Ｅ ＝ ( Ｎ∕Ｃ) ×１００％ꎬ
ＴＰ ＝ ( Ｃ∕Ｎ) ×１００％

静态分析法
新增土地
收益和现
有土地增
值收益

ａ １ ＋ａ ２

ｎ

( ＣＩ － ＣＯ) ｋ(１ ＋ ｘ) －ｋ
∑
＝
１

ｋ

ＩＲＲ ＝ｘ１ ＋(ｘ２ －ｘ１ )

ＮＰＶ１

ＮＰＶ１ ＋ ＮＰＶ２

Ｐ Ｔ ＝ Ａ－１＋

｜ ＣＬ ｜
ＣＴ

增加就业

劳动力价值法

Ｖ Ｊ ＝ ＪＮ×Ｗ×θ

社会保障

替代法

Ｖ Ｅ ＝ Ｅ Ｏ ＋Ｅ Ｍ ＋Ｅ Ｊ

社会效益

ＶＩ ＝ ＶＣ ＋ ＶＴ ꎬ
疾病控制

ＶＣ ＝

疾病成本法和
人力资本法

Ｒｊ ＝
污染损失率法

生态服务价值
系数法

生态环境
效益
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

( Ｌｉ
∑
＝
ｉ

１

＋ Ｍｉ ) ꎬ

数据来源

Ｍ 为经济效益ꎬ元ꎻａ １ 为原有地增值收益ꎬ元ꎻａ ２ 为

文献[３５]

新增地净收益ꎬ元ꎻｒ 为贴现率ꎻｍ 为使用年限ꎬａ

Ｅ 为静态投资收益率ꎻＮ 为项目年新增产值ꎬ元ꎻＣ
为项目总投资ꎬ元ꎻＴＰ 为静态投资回收期ꎬａ
ＮＰＶ 为净现值ꎬ元ꎻＣＩ 为现金流入量ꎬ元ꎻＣＯ 为现
金流出量ꎬ元ꎻ( ＣＩ－ＣＯ) ｋ 为第 ｋ 年的现金流量ꎬ元ꎻ
ｎ 为计算年数ꎻｘ 为设定的折现率

ＩＲＲ 为内部收益率ꎻｘ １ 为偏低折现率ꎻｘ ２ 为偏高折
现率ꎻＮＰＶ １ 为正净现值ꎬ元ꎻＮＰＶ ２ 为负净现值ꎬ元

Ｐ Ｔ 为动态投资回收期ꎬａꎻＡ 为累计净现金流量开始

文献[５２]

Ｖ Ｅ 为社会保障效益ꎬ元ꎻＥ Ｏ 为养老保障值ꎬ元ꎻＥ Ｍ

文献[３５]

Ｗ 为研究区平均工资ꎬ元∕人ꎻθ 为修正系数

为医疗保障值ꎬ元ꎻＥ Ｊ 为失业保障值ꎬ元

Ｖ Ｉ 为疾病控制效益ꎬ元ꎻＶ Ｃ 为环境污染导致的疾病

损失成本ꎬ元ꎻＶ Ｔ 为 Ｔ 年龄人过早死亡的损失ꎬ元ꎻ
Ｌ ｉ 为个人工资损失ꎬ元ꎻＭ ｉ 为个人医疗费用ꎬ元ꎻｚ

Ｒ ｊ 为重金属 ｊ 对土壤造成的污染损失率ꎻｃ ｊ 为土壤

Ｒ ＝ １－
ＥＳＶ ＝

Ｔ

ｓ

(１ － Ｒ ｊ
∏
＝
ｊ

１

× ω ｊ × ｓ)

∑( ＡＫ × ＶＫ × ρ)

环境价值法

包括市场价值、 重置成本、 防护支
出、影子价格及意愿调查等方法ꎬ
但尚未形成统一的数学模型

生态系统服务
评估模型

ＲＳ、ＧＩＳ、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和 ＣＩＴＹｇｒｅｅｎ
等空间技术模型

文献
[７ꎬ３３]

Ｖ Ｊ 为增加就业效益ꎬ元ꎻＪＮ 为就业人数增加量ꎬ人ꎻ

１
ꎬ
１ ＋ α ｊ × ｅｘｐ( － β ｊ × ｃ ｊ )

ｔ

文献
[７ꎬ３３]

文献
[７ꎬ３３]

Ｙ ｔ Ｐ Ｔ ｔ(１ ＋ ｒ) ｒ －ｔ
∑
＝

∞

文献[７]

出现正值的年份数ꎻＣＬ 为上年累计净现金流量值ꎬ
元ꎻＣＴ 为当年净现金流量值ꎬ元

为受影响人数ꎬ人ꎻＹ ｔ 为第 ｔ 年获得的人力资本收

ＶＴ ＝

减少污染
损失

ｚ

模型参数

文献[３０]

入ꎬ元ꎻＰ Ｔ ｔ 为个人活到 ｔ 年的概率ꎻｒ 为贴现率
中重金属 ｊ 的质量分数ꎬｍｇ∕ｋｇꎻα ｊ 和 β ｊ 为价值损失
参数ꎬ待求常数ꎻＲ 为重金属综合污染损失率ꎻω ｊ 为
重金属 ｊ 所占权重ꎻｓ 为土壤重金属种类数

ＥＳＶ 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ꎬ元ꎻＡ Ｋ 为 Ｋ 种土地利

用类型面积ꎬｍ２ ꎻＶ Ｋ 为 Ｋ 种土地类型的生态价值ꎬ

文献
[５３￣５５]

文献[５６]

元ꎻρ 为价值修正系数

文献
[５７￣５８]
文献
[５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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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环境效益的估算ꎬ主要从复垦减少环境污

重要的一个目标是保障尾矿坝稳定ꎬ防治溃坝灾害发

染损失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两方面展开. 对于减少

生ꎬ诸多研究 [３４ꎬ４５ꎬ４７] 也表明ꎬ复垦治理有防止尾矿库

土壤和水污染的效益ꎬ多运用污染损失率法建立污染

溃坝的效益ꎬ而鉴于尾矿库溃坝的复杂性ꎬ目前尚未

损失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ꎬ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估算经济损
失作为复垦治理减少污染的效益( 见表 ４) . 污染损失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中ꎬ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是确定价值损失
参数. 如余立斌等

[５３]

指出ꎬ土壤中各污染物因子的本

底浓度为 ＧＢ １５６１８—１９９５«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中一
级标准( 自然背景值) 限值的 １∕２ꎻ高奇等

[６４]

针对该效益提出科学的估算方法. 建议从溃坝灾害
损失和溃坝后治理投入角度探索效益估算. 作为一
项以生态恢复为主的综合治理工程ꎬ有色金属尾矿库
的复垦治理模式和技术措施会直接影响治理的生态
环境效果. 因此ꎬ效益估算应与技术措施相结合ꎬ在

认为ꎬ不

参考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的基础上ꎬ探索适合有色

同 研 究 区 土 壤 质 量 状 况 和 自 然 条 件 差 异 显 著ꎬ

金属尾矿库自身特点的估算方法ꎬ合理构建数学模

ＧＢ １５６１８—１９９５ 中一级标准限值的 １∕２ 难以反映研
究区实际状况ꎬ应以现有优质耕地采样点土壤重金属
的平均含量作为无污染背景值ꎬ借鉴« 农业环境监测
实用手册» 确定参数ꎻ李嘉竹等

[５４]

型ꎬ使估算结果更加准确可靠.

４

结论与展望

ａ) 当前ꎬ复垦治理效益估算尚未形成适合重度

在估算水污染经济

重金属污染尾矿库复垦治理效益的估算体系. 效益

损失时依据现有水质标准和毒性资料粗略估算参数ꎻ

估算内容的确定、估算方法选择及其数学模型构建方

陈金发

[５５]

在估算污染经济损失时对传统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

型中的价值损失参数进行修正ꎬ使模型能更好地反映
水污染经济损失的真实情况. 可见ꎬ模型参数对于效
益估算结果的准确性至关重要ꎬ应结合有色金属尾矿
库区实际情况和复垦治理技术措施合理界定参数ꎬ提
高估算结果的准确性.
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ꎬ学者们多通过生态服务
价值估算有色金属尾矿库复垦治理的生态环境效益.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等 [５６] 于 １９９７ 年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
法( 见表 ４) . 在此基础上ꎬ谢高地等 [５７￣５８ꎬ６５] 提出基于

面尚需进一步完善ꎬ主要包括: ①尾矿库复垦治理效
益估算的内容涵盖不全面ꎬ效益分析缺乏完整性和系
统性. ②效益估算过程与复垦治理技术措施结合较
少ꎬ尚未形成适合重度重金属污染尾矿库自身特点的
效益估算体系ꎬ导致估算结果对于优化复垦治理措施
等的参考价值较低. ③目前的一些效益估算方法及
其数学模型对有色金属尾矿库复垦治理效益估算的
适用性较差ꎬ且相关模型参数的确定不够明晰ꎬ效益
估算的准确性较低.

ｂ) 针对尾矿库复垦治理效益估算中存在的问

市场理论的间接评估法ꎬ包括替代法( ＲＣＭ) 、旅行费

题ꎬ提出有色金属闭库尾矿库土地复垦与环境治理效

利用降雨量与蒸散量差值、降雨截留和地表径流估算

理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复杂影响ꎬ合理确定效

用法( ＴＣＭ) 和享乐价格法( ＨＰＭ) 等. ＷＡＮＧ 等 [６６￣６８]
水源涵养价值. Ｐｏｔｔｅｒ 等

[６９￣７０]

选取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和生物量等参数ꎬ基于卫星反射率估算气候调节价
值. ＷＡＮＧ 等

[７１]

从物质量与价值量角度选取土壤保

持、水源涵养、气体调节等指标ꎬ运用替代法、市场价
值法和影子价格法等估算矿区土地复垦后的生态效
益. 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ꎬＲＳ 和 ＧＩＳ 等被引入生态服
务价值计算中

[６０]

ꎬＸＩＥ 等

[５９]

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空间分析模

块估算生态旅游价值. 近年来ꎬ国外的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
和 ＣＩＴＹｇｒｅｅｎ 等 生 态 服 务 评 估 模 型 得 到 广 泛 应
用

[６１￣６２]

. 何君

[６３]

利用 ＲＳ 和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评估了复垦

益估算进一步研究的重点内容: ①充分考虑复垦治
益估算的内容ꎬ形成系统、全面的效益构成体系ꎬ使效
益估算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 ②根据有色金属尾矿库
复垦治理目的及闭库后尾矿库区的具体状况ꎬ有针对
性地系统构建尾矿库复垦治理技术模式ꎬ为效益估算
内容和估算方法的确定提供依据. ③根据效益估算内
容的特点、方法适用条件和资料获取等情况ꎬ完善现有
估算方法及其数学模型ꎬ结合复垦治理技术措施合理
确定相关模型参数ꎬ使估算结果更加可靠和准确ꎬ提升
效益估算对于进一步优化复垦治理措施的参考价值.

ｃ) 有色金属尾矿库的土地复垦与环境治理是一

土地的生物栖息地、土壤保持、水源涵养、气候调节和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ꎬ在研究方面需要多学科、多专业

环境净化等生态效益.

的学术视角ꎬ统筹全局ꎬ合理构建效益估算模型ꎬ准确

目前的生态环境效益估算方法和模型较多ꎬ但一

确定模型参数. 此外ꎬ管理方面需要生态环境部、自

些模型适用性较差ꎬ有色金属尾矿库高危、重污染的

然资源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的有

特性使其与一般生态恢复不同ꎬ对方法的盲目借鉴会

效协调运作ꎬ技术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与完善有色金

使估算结果存在一定偏差. 有色金属尾矿库治理最

属尾矿库相关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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