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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水采煤面临的科学问题
范 立 民
( 陕西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 矿山地质灾害成灾机理与防控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保水采煤理念是基于榆神府矿区开发初期采煤引起的潜水位下降、植被退化而提出的。 经

过多年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已初步建立了保水采煤技术体系,有效指导了生态脆弱矿区煤炭资源
开采和生态环境保护。 在国家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标准日益提高的格局下,我国西部干旱半干旱地
区煤水资源共生区生态环境保护面临历史考验。 首先综述了保水采煤技术取得的成果,认为地质
条件探查、岩层移动、保水采煤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基本解决了单煤层开采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而生

态脆弱矿区水与生态约束和生态修复与重构方面的研究滞后。 其次探讨了保水采煤领域中 5 个紧
密相关的科学问题,包括矿区依赖地下水的植被对煤层开采的约束程度的识别、量化及监测,大采

高和重复采动条件下导水裂隙带高度探测与预测方法,有效隔水层厚度的量化与评价,大采高和重
复采动条件下采动岩层( 覆岩) 控制及矿山生态环境影响机制、矿山生态损害监测与评价、矿山土
地复垦与生态重建技术、生态修复策略及效果评价等。 在新形势下,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任
务重大,有待于投入更多研究来支撑我国西部矿山保水采煤理论与技术的突破,促进绿色矿区建
设。
关键词:科学开采;保水采煤( 保水开采) ;导水裂隙带;生态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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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scientific issues in water-preserved coal mining
FAN Limin

( Key Laboratory of Mine Geological Hazard Mechanism and Control,Shaanxi Institute of Geo-Environment Monitoring,Xi’ an 710054,China)

Abstract:In Yushenfu mining area,the concept of water-preserved coal mining is based on the groundwater level de-

cline and vegetation degradation caused by coal mining in the early stage. After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 in many years,a key technical system for water-preserved coal mining has been initially established,which ef-

fectively guides the exploitation of coal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the ecological fragile mining
areas. Under the high standard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

tection of coal-water resources symbiosis areas in the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s of western China is facing a historical
test.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achievements of water-preserved coal mining technology,and concluded that the research
on geological conditions,rock movement and water-preserved coal mining methods had basically solved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single coal seam mining,while the investigation on water and ecological constraints on coal mining,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lagged slightly behind. By combing the relevant contributions,this paper ex-

plores the scientific issues in the study of five water-preserved coal mining and related fields. This includes the ecologi-

cal constraints identification,the quantification and monitoring of the groundwater dependent on the mining area,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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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and prediction of the water conducting fissure zon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large mining height and repeated
mining,the quan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thickness of the effective aquiclude,the overburden control and ecolog-

ical reconstruction and restora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the responsibility and task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min-

ing areas are significant.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to support the water-preserved coal mining in western China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mining areas.

Key words:sustainable coal mining;water-preserved coal mining;water conducting fissure zone;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我国煤炭资源与水资源呈现逆向分布的特点,即

东部缺煤富水,西部富煤缺水。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了地下水分布与植被演替的内在联系。 张发旺 [17] 、

宋亚新 [18] 、毕银丽 [19] 、胡振琪 [20] 等探讨了塌陷对地

来,煤炭资源开发逐步向西部( 西北) 进行战略转移,

表土壤理化性质、含水率、降水入渗、土壤水力特性,

鄂尔多斯盆地和新疆已经成为我国原煤生产的主要

水分运移和植被覆盖度等的影响,研究手段以原位调

基地。 西北地区煤炭资源量占全国的 73% ,2017 年
原煤产量占全国的 70% 左右,而水资源仅占全国的

3． 9% 左右,部分区域极度缺水。 众所周知,水资源不

仅是煤炭工业赖以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生态环境良
性循环的基础。 2003 年钱鸣高提出了煤矿绿色开采

问题

[1-2]

,将保水采 煤 作 为 绿 色 开 采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由于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匮乏,
范立民

[3]

指出保水采煤提倡在煤层开采过程中不仅

要防地下水位大幅下降,也要防地下水径流条件变化
起的生态环境演变问题

[3-8]

。 这总体上指出了保水

查、室内分析和遥感监测为主。 一致的结论是,与非
塌陷区对比,塌陷裂缝使表层土壤容重降低,持水能
力变差,植被盖度降低。 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依赖
地下水的植被遭受采煤塌陷引起水位下降的影响最
为明显,因为失去地下水提供的水源后,植被会遭受
水分胁迫,从而向旱生植物方向演替 [21] 。 今后重点

需要研究的内容主要为识别矿区内植被对地下水的
依赖性,因为只有依赖地下水的植被才会遭受地下水
位大幅下降的威胁。
保水采煤目标含水层既包括顶板含水层,也包括

采煤技术中的主要科学问题,即地质条件探测识别、

煤层底板下伏含水层。 针对不同的含水层,研究者提

岩层移动规律、水与生态约束、保水采煤方法和生态

出了不同的保水采煤方法。 王悦 [22] 针对厚煤层开采

重构等 5 个方面。

提出了分层限高开采技术。 吕文宏 [23] 采用风积砂高

目前,地质条件探测识别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

水膨胀材料作为填充材料,运用充填开采技术解决了

在煤水空间组合关系和地质条件分区两个问题上。

榆阳煤矿地面沉降问题。 马立强等 [24] 针对神东矿区

如,王双明等 [5] 研究了煤水地质条件,划分了保水开

薄基岩浅埋煤层易发生整体切落问题,采用长壁机械

[9]

基于无量纲化信

化快速推进技术实现了保水开采。 马雄德等 [25] 采用

息融合建立了突水溃沙分区,马雄德等 [10] 基于生态

注浆改造的办法成功采出了受奥灰水影响的煤炭资

采技术方法适用分区。 范立民等

水位建立了保水开采分区。 邓念东等

[11]

根据 500 多

源。

个钻孔统计了可采煤层及含、隔水层赋存特征。 由此

矿山生态重构与修复方面,研究者开展了地貌重

看来,煤矿区地质条件探查和识别方面的研究已进入

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景观重现、生物多样性重组

多元信息综合分析阶段,初步满足了开展保水采煤技

等工作,已经形成了挖深垫浅、充填复垦、矸石山绿化

术的要求。
岩层移动规律方面,研究者围绕受采煤扰动后覆

等技术 [26] ,从而有效地支撑了矿山生态环境修复工

程。

岩水文地质条件演变机理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最

目前西部矿区的开采条件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为关注的问题包括浅埋煤层岩层移动、导水裂隙带发

如,从单一煤层开采转向多煤层重复采动,从中小采

育规 律 及 隔 水 层 有 效 厚 度 等。 侯 忠 杰
高

[13]

、黄庆享

[14]

、张杰

[15]

、PENG

[16]

[12]

、钱鸣

等从理论上揭示

了浅埋单煤层顶板非稳态结构滑落失稳动力灾害的
机理。 除此之外,理论分析、经验公式、数值模拟、物
理模拟和钻探验证等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导水裂隙带
高度计算,为指导矿井安全生产提供了依据。
从地下水与生态环境关系角度,研究者基本认清

高向大采高提升。 笔者通过分析保水采煤技术研究
已经取得相关成果,探讨未来保水采煤技需要解决的
科学问题,如图 1 所示。

1

依赖地下水的生态约束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管理面临的主要挑战

是确保生态环境用水与饮用水具有同等地位 [27] 。 部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www.chinacaj.net

第3 期

范立民:保水采煤面临的科学问题

669

给沙柳提供水源,且当地下水位埋深大于 8 m 后,大
部分沙漠植被会发育不良,甚至枯死。

不同深度根系对水分的吸收很大程度上与土壤
含水率的分布有关。 当地下水位在煤层采动的影响
下骤降后,就失去了对表层土壤含水率的调节,使根
系层土壤逐渐变干,进而使植物根系吸水受阻并遭受
干旱胁迫 [36-37] 。 对于地下水位埋深较大,植物很难

通过根系提升地下水的生态系统而言,地下水位的变
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可能较 GDEs 小的多。 此外,对

于矿区的 GDEs,合理安全的地下水位阈值至关重要。
因此,通过科学开采来实现保水采煤,满足生态

环境 对 水 位 的 约 束 条 件, 亟 需 解 决 以 下 5 个 问

题:① 植被对地下水的依赖程度如何量化? ② 如何
识别一个地区的植被是否依赖地下水? ③ 如何确定

Fig． 1

图1

维系生态系统安全的地下水位阈值? ④ GDEs 对矿

保水采煤技术亟待攻克的科学问题

Scientific problems in water-preserved coal mining

区地下水位骤变的响应机制? ⑤ 如何监测 GDEs 的
变化?

分或全部需水量都由地下水供应时,该生态系统就可
以被定 义 为 依 赖 地 下 水 的 生 态 系 统 ( Groundwater -

2

系统功能将受到损害,导致生态系统本身结构的根本

力联系的主要通道,导水裂隙带高度的预测一直是矿

Dependent Ecosystems,GDEs) ,如果没有地下水,生态

改变 [28] 。 GDEs 植物吸收利用地下水主要通过根系
和毛细上升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当植物种类确
定后,其根系长度就被限制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内,因
而地 下 水 位 对 GDEs 的 根 系 吸 水 十 分 重 要。 FAN

等 [29] 认为全球 22% ~ 32% 的陆地受地下水影响,其
中 7% ~ 17% 的区域地下水位接近植被根系带,地下
水通过毛细上升对植被生长产生影响。

在我国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广泛存在 GDEs,尤

其是毛乌素沙地东南缘的沙漠浅滩,地下水埋深常年
保持在 1． 5 ~ 5． 0 m,地下水与植被关系十分密切,是
典型的 GDEs

采动导水裂隙带预测
导水裂隙带是采动覆岩含水层与采空区建立水

井防治水研究的重点,也是保水采煤研究的一个热点
与难点。 20 世纪 80 年代,基于大量实测数据,我国

煤矿水文地质学家总结了一套经验公式,有效指导了
矿井水害预测和防治,如《 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
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范》 ( 下称“ 三下规范” )

中列举的公式。 这些公式以采高和覆岩坚硬程度为
变量建立了导水裂隙带高度预测方法,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我国水体下采煤工程实践的要求 [38] 。 本世纪以

来,采煤技术发展迅速,采煤工作面最大采高从 20 世
纪 80 年代的 3． 5 m 增加到目前的 8 m 以上,且 5 ~

。 基于旱区植物对地下水的依赖

6 m 采高已经普遍应用,一次开采 8 m 以上的大采高

地下水位阈值,如生态水位、最佳水位、适生水位和警

不足 200 m 发展到现在的 400 ~ 500 m;最大推进长

[30-32]

程度很高,学者们从不同侧面提出了适宜植物生长的
戒水位等概念

[33 -34]

。 浅埋煤层开采过程中导水裂隙

带会破坏含水层结构,地下水涌入矿井,从而造成水
位降低,这将对 GDEs 产生不可逆的影响

[35]

。 相关

研究者将上述有关维系地下水与植被关系的水位阈
值的概念引入煤矿区地下水位保护中,形成保水采煤
学科中的生态约束条件。 王双明等 [5] 提出了生态水

位的合理埋深,指出地下水位埋深 1． 5 ~ 5． 0 m 为煤

矿区维系表生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合理水位区间。
马雄德等

[32]

工作面正在逐步推广。 采煤工作面最大倾斜长度从
度从 2 000 m 以内,发展到现在的 8 000 m 以上。 采

场采出空间的增大,造成顶板的损伤程度的增加,导
高也会相应增大。 之前总结出的经验公式显然已不
再适用,许多矿区按“ 三下规范” 预测的导水裂隙带
高度与实测值存在较大差异 [39-40] 。

目前,用于导水裂隙带分析的主要方法包括理论

分析、经验公式、数值模拟、物理模拟和钻探验证等。
数值模拟可以计算不同岩性组合下多种开采方案下

对毛乌素沙漠植被( 沙柳) 与地下水关系

的导高,方便快捷。 但数学模型的校正仍然依赖实际

进行下 了 长 期 监 测, 认 为 合 理 的 生 态 水 位 埋 深 在

钻孔探测值,鉴于地质条件空间变异性大,基于少数

1． 5 ~ 5． 0 m,当水位埋深大于 2． 15 m 后,地下水不再

钻孔建立的数值模型一般很难具有可推广性。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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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护层厚度
顶板有效保护层

公司协作,利用钻孔冲洗液漏失量、井中电视、测井曲

留设防水煤柱的目的是防止导水裂隙带波及到

线、岩心观察等方法,取得了一批探测数据。 据探测,

含水层,一般按最大导水裂隙带高度加上有效隔水层

采煤工作面长度 300 m 左右、推进长度 3 ~ 6 km,采

高 4． 5 ~ 6． 0 m 时,除神东矿区等特浅埋煤层开采的
导高直接发育到地表外,榆神府区导高一般是采高的

19 ~ 30 倍,平均约 26 倍,而且其空间形态轮廓为“ 拱

形” ( 图 2) ,与传统的“ 马鞍型” 完全不同。 为此,建

厚度给出。 在确定了导水裂隙带高度后,有效隔水层
厚度就成了实现保水采煤技术的关键所在。 “ 三下

规范” 针对不同的覆岩岩性和松散层底部黏土隔水
层厚度规定了有效隔水层厚度的取值范围,但同时又
指出该方法不适用于综放开采。 黄庆享认为,在上行

议今后的榆神矿区三、四期规划,可参考这一数据,对

裂隙和下行裂隙未贯通时,一定厚度的土层隔水层或

当加保护层) ,应留作环境保护的缓冲地带,或者推

规范” 指出普采工作面 3 倍采高的土层隔水层厚度

结构的损伤。

在综放开采条件下,该方案是否可行,还需要进一步

于煤层上覆隔水岩组厚度小于 26 倍采高的区域( 适
行保水采煤技术,减少对萨拉乌苏组和烧变岩含水层

基岩隔水层都能起到“ 保水” 作用 [10] 。 他根据“ 三下

或 5 倍采高的基岩厚度即可满足隔水的需要。 但是
研究。
许延春 [41] 通过综采工作面实际观测和计算,认

为 3 m 以上的黏土隔水层就可以阻断含水层与导水

裂隙带之间的水力联系,并指出有效隔水层厚度应该
根据地质、采矿和含水层等具体要素的综合分析来确

定,一般可按 3 m 的倍数来确定有效隔水层厚度,即,
一般的情况下取 6 m,条件复杂的矿区,可取 12 m 或

16 m。 刘瑞新 [42] 针对兖州矿区厚煤层综放开采和分
层开采中导水裂隙带进行了分析,发现厚煤层整层综

放开采和分层综放开采中,有效隔水层厚度按 1． 5 倍
采高计算,可实现保水开采。 李涛等 [43] 通过水 - 电比

拟模型分析了有效隔水层厚度与上覆含水层水位变
化规律,他认为离石黄土 42． 6 m 或保德红土 21． 0 m
为不造成潜水水位降低的最小有效隔水层厚度。

实际上,不管是离石黄土还是保德红土,在遇水
后都具有一定的膨胀性,使裂缝宽度逐渐变小直至弥

Fig． 2

图2

合,这会有效地减小已破坏隔水岩组的渗透性能,使
导水裂隙带发育形态

Morphology of water-conducting fissure zone

现有的 导 水 裂 隙 带 高 度 探 测, 是 在 采 高 小 于

其恢复隔水性能。 如黄庆享发现榆树湾煤矿下行裂
隙弥合率能够达到 30% [14] ,这使有效隔水层厚度的

确定有了新的方向。 即从模型计算得到的导水裂隙

6． 0 m 的条件下实施的,对于采高大于 6． 0 m 的综采

带高度和有效隔水层厚度在确定地质条件下,是否达

的导高数据。 另外,导水裂隙带高度预测并不能仅停

验。 有效隔水层的留设保证开采过程中地下水位的

留在通过单因素或多因素统计分析和建立回归分析

稳定和地表生态系统的维系、改善,因此,建立地下水

工作面(8． 8 m 大采高工作面已经投产) ,还没有实测

到了隔水的效果,这需要通过地下水监测的方法来检

预测模型。 尽管这些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

位监测系统,实时掌控含( 隔) 水层结构保护效果,是

仿真性,但对深刻理解裂隙在基岩中演化发育机理并

西部煤矿区面临的一项重大工程。 目前部分煤矿建

没有起到指导作用。

立有一些地下水监测点,但没有与水文地质单元和采

因此,如何通过采空区上覆岩体移动变形机理分
析,建立理论模型来预测导水裂隙带高度、空间形态
和演化过程仍然需要理论突破。

矿工程结合起来,无法控制地下水流场,也不能实时
掌控区域性地下水位变化。

2015 年以前,榆神矿区建成了 73 个地下水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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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监测点( 已纳入国家或省级地下水监测工程) ,

形成三铰拱式平衡的机理,建立了浅埋煤层断裂带基

少有 1 个地下水监测井,同时对泉、地表水体进行定

而未解的断裂带基本顶层位问题在理论上得以解决,

2018 年新建了 137 个地下水监测井,大中型煤矿至

本顶判别的理论公式,使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长期悬

期监测,从区域上全面监控地下水变化。 在这样的基

为浅埋煤层合理开采高度设计提供了依据,实现了安

础条件支撑下,如何将原位监测的地下水水位动态与

全高效开采。 钱鸣高等 [1] 阐明了关键层破断后形成

实际开采地质条件进行耦合,建立导水裂隙带、有效

的砌体梁结构力学模型以及关键层运动对覆岩移动

隔水层厚度等保水采煤关键参数的计算公式,是今后

与地表沉陷及采动裂隙场分布的影响。 黄庆享 [14] 建

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立了浅埋煤层初次来压的“ 非对称三铰拱” 非稳态力

3． 2

底板有效保护层

学模型和周期来压期间的“ 短砌体梁” 和“ 台阶岩梁”

底板承压水保水开采中的有效隔水层的概念源

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突水系数 T 计算公式,即
T = P/ M
(1)

结构模型,揭示了浅埋煤层顶板非稳态结构滑落失稳
动力灾害的机理,阐明了浅埋煤层“ 埋藏浅、压力大”
的科学原因。 针对薄基岩厚沙土层的覆岩条件,发现

式中,P 为煤层底板承受的水压力;M 为煤层底板到

了松散层载荷层的“ 动态载荷传递” 现象,提出了载

承压含水层顶面之间的厚度。

荷传递因子,揭示了顶板结构的动荷条件,促进了顶

由于在承压水体上开采时“ 下三带” 会扰动破坏

板灾变研究向动力学方向发展。 上述研究,奠定了浅

一定范围内的底板隔水层,使式(1) 中有效的 M 值减

埋煤层采场顶板支护的理论基础,为浅埋煤层采场岩

小,因此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广大科技工作者基于实

际观测和模拟试验,对式(1) 进行了修正:
T = P / ( M - Cp )

层控制提供了科学依据。
针对陕北侏罗纪煤田浅埋煤层开采岩层移动规

(2)

律及生态环境破坏特征,黄庆享 [14] 通过固液耦合物

山开采对底板隔水层扰动后富余的具有隔水性能的

受自下而上发育的 “ 上行裂隙” 和自上而下发育的

工程地质勘探规范》 中推荐采用式(2) 计算突水系

隙” 和“ 下行裂隙” 导通性的隔水岩组隔水性概念。

其中,( M - C p ) 为有效隔水层厚度,也就是考虑了矿

隔水层厚度。 《 煤矿防治水规定》 和《 矿区水文地质

数。

理模拟和地裂缝实测分析,揭示了隔水岩组的隔水性
“ 下行裂隙” 发育规律所控制,提出了基于 “ 上行裂
通过理论分析,给出了“ 上行裂隙带” 发育高度和“ 下

,

行裂隙带” 发育深度的计算公式,建立了以隔水岩组

应的改进。 但《 煤矿防治水细则》 (2018) 中推荐采用

判据,据此提出了控制导水裂缝不破坏隔水岩组隔水

当然,考虑底板岩层岩性和力学形式的差异

[44]

以及奥陶系石灰岩顶部相对隔水层等,式(2) 又有相

厚度与采高之比( 隔采比) 为指标的隔水岩组隔水性

式(1) 计算突水系数。 其中考虑的主要因素就是有

层的保水开采分类方法,基于榆神府矿区条件给出了

效隔水层厚度 M 的值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并不是

分类指标范围,形成了浅埋煤层保水开采的岩层控制

指煤层底板到承压含水层顶面之间的厚度,即隔水层

理论基础。

厚度。 由于隔水层厚度和有效隔水层厚度有本质的

近年来,榆林、鄂尔多斯市境内的部分矿井首采

区别,这会造成依据《 煤矿防治水细则》 计算的突水

煤层已开采完毕,逐步进行下部煤层开采。 由于煤层

系数值偏小,不利于保水采煤的进行。 一个新的课题
是,基于底板突水的保水开采中,底板有效隔水层厚

间距一般小于 40 m,属于浅埋近距煤层开采。 该方

面存在两大科学问题:① 上煤层采空区下不同间隔

度如何量化及其与众多影响因素之间耦合关系如何

层厚度的顶板结构和来压强度不同,上煤柱集中应力

刻画,也是需要攻克的难题。

对下煤层开采具有显著影响,存在煤层群岩层控制和

4

安全开采问题;② 煤层群重复采动条件下,覆岩损伤

浅埋煤层岩层控制

及对含水层的影响机理与防控技术。

依据矿压显现基本特征来看,浅埋煤层可以定义

为埋深小于 150 m,基载比小于 1,来压具有动载现

象 [14] 。 对于浅埋煤层的认识与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5

矿山生态重构与修复
保水采煤的目的是保护水资源,利用水资源,建

90 年代。 西安科技大学对神府矿区大柳塔煤矿首采

设生态环境优美的矿山环境。 长期以来,受高强度煤

工作面进行了采前模拟,发现了“ 台阶下沉” 和顶板

炭资源开采的影响,我国西部干旱矿区出现了严重的

[12]

生态系统损害和退化现象,有些区域甚至涉及生态安

揭示了地表厚松散层浅埋煤层组合关键层自身不能

全格局的核心,如水源保护区,使生态功能区的服务

切落灾害现象,后被生产实践所证实。 侯忠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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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普遍下降。 地下开采造成的生态损害主要有含

采高和重复采动情况下导水裂隙带高度的准确预测,

水层结构破坏,地表水体、湿地面积缩减,立地条件损

有效隔水层厚度预设和验证,浅埋煤层群开采条件下

伤造成的植被退化的荒漠化风险加剧,弃土场、排矸

的岩层移动控制和矿山生态恢复与重构等,是目前保

场、塌陷区等对原有土地生态功能的摧毁,以及地貌

水采煤面临的科学难题。

景观、生物多样性消失等。
在实施“ 山水林田湖草命运共同体” 战略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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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采矿迹地生态修复也是当前国际上生态环境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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