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第 ４９ 卷第 １ 期
２０２１ 年

Ｖｏｌ ４９

煤炭科学技术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月

Ｎｏ １

Ｊａｎ． ２０２１

王双明，侯恩科，谢晓深，等．中深部煤层开采对地表生态环境的影响及修复提升途径研究［ Ｊ］ ． 煤炭科学技
术，２０２１，４９（１） ：１９－３１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１９９ ／ ｊ ｃｎｋｉ ｃｓｔ ２０２１ ０１ ００３

ＷＡＮＧ Ｓｈ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ＨＯＵ Ｅｎｋｅ，ＸＩＥ Ｘｉａｏｓｈｅｎ，ｅｔ 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移动扫码阅读

ｍｉｄｄｌｅ ｄｅｅｐ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Ｊ］ ．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４９（ １） ：１９ － ３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１９９ ／ ｊ ｃｎｋｉ ｃｓｔ ２０２１ ０１ ００３

中深部煤层开采对地表生态环境的影响及修复提升途径研究
王双明１，２ ，侯恩科１，２ ，谢晓深１，２ ，杨 帆１，２ ，刘 英３ ，肖绪才４ ，石增武４ ，黄永安４ ，杨 征５ ，谢永利５

（１．西安科技大学 地质与环境学院， 陕西 西安

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 陕西 西安

摘

７１００５４；２．陕西省煤炭绿色开发地质保障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４．陕西陕煤榆北煤业有限公司，陕西 榆林

７１００５４；３．西安科技大学

７１９０００；５．陕西小保当矿业有限公司，陕西 榆林

７１９３０２）

要：随着陕北侏罗系煤田持续开发，中深部煤层开采已成为当前和今后的重点，但目前对中深部

煤层开采引发的地表生态环境损害尚不明确，且缺乏相应的生态环境修复提升途径研究。 以榆神矿
区为研究区，以中深部煤层开采典型矿井为研究对象，采用现场调查、理论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中深部
煤层对地表生态环境的影响。 研究表明：①中深部煤层开采诱发的地表裂缝发育程度整体较弱，对地

表的损害较小，面内裂缝会随着回采以“ Ｃ” 字型向前扩展，且具有“ 先开后合” 的单峰活动特征，边界
裂缝具有“ 只开不合” 的单趋向活动特征；第四系沙土层中地表裂缝发育深度小于 ２．５ ｍ，单位长度的

深度差异在 ５ ～ １４２ ｃｍ ／ ｍ；② 地表裂缝是影响地表生态环境的主要途径，裂缝不但会增加近地表水资
源的下渗量，也会改变土壤水分的分布，减小 ２０ ｃｍ 以浅表土层的水分含量，增加 ４０ ～ ６０ ｃｍ 深度区

间的土壤水分，同时增加浅部表土层的有机质，使浅部土层由中性变为弱碱性，局部宽大裂缝会造成
植被根系断裂、枯萎死亡，而短小裂缝则会增加禾本科植物（ 羊草） 的丰富度；③ 提出了采前“ 一评两
预” 、采中“ 一追一减” 、采后“ 三定一提” 的生态环境修复提升体系架构，阐述了其内涵、内容和技术途

径；在生态环境修复提升体系的指导下，给出了以自然修复为主的榆神矿区中深部煤层开采地表生态
环境修复途径；结合榆神矿区中部生态环境现状，提出了“ 湿地建造” 、“ 生态农业建设” 以及“ 观赏园
林建设” 的生态环境提升途径。 研究成果对中深部煤层采动影响区生态修复提升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煤炭开采；采动损害；生态修复；中深部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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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ｗａｙ ｔｏ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Ｙｕｓｈｅ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Ｙｕｓｈｅ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ｗａｙ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ａｖ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ｍｉｎｉｎｇ ｄａｍａｇ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ｍｉｎｉｎｇ ｄａｍａｇ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ｍｉｄｄｌｅ ｄｅｅｐ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０

引

征，分析了水位、流场的时空变化规律；代革联等［１３］ 揭

言

示了沙漠区煤炭开采对生态潜水的扰动特征，揭示相

煤炭是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保障，关系国民经

邻矿井开采潜水渗流场的变化特征；彭捷等［１４］ 依据采

济的发展，短期内作为主体能源的现状不会改变。

煤对潜水含水层的影响特点，分析了其影响途径，划分

近年来，随着东部煤炭资源的枯竭，西部地区成为煤

了潜水含水层影响程度类型。 陶虹等［１５］ 以地下水长

炭能源供给的核心角色 ［１－３］ 。 陕北侏罗系煤田是世

界闻名的大煤田，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采以来，开采

期监测数据为基础，综合分析了采煤区潜水位动态的
时空发育特征，并将其划分了 ３ 种动态类型。

在土壤理化性质方面，毕银丽等 ［１６］ 模拟了裂缝

规模、强度逐渐提升，承担起了振兴陕西经济的重
担。 但又因其地处西部干旱 － 半干旱地区，水资源

区土壤水分的运移规律，揭示了采动对土壤水分的

匮乏，地表植被稀少，煤炭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也给生

损害规律。 吴群英等 ［１７］ 实测了风沙滩地区浅埋煤

态环境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压力。 为解决陕北煤炭资

层开采地表裂缝动态变化对土壤含水量的影响特

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

征。 琚成远等 ［１８］ 分析了神南矿区采煤沉陷裂缝对

者投身于采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修复研究中。

土壤表层含水量的影响，揭示了不同宽度裂缝对土

目前，针对采动对地表生态环境的影响已经取得
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在采动地表裂缝方面，范立民
等［４］ 总结分析西部煤矿区地面塌陷现状和分布特征；
侯恩科等

［５－６］

壤含水量的水平影响范围和影响周期。
在采动对植被的影响方面，王双明等 ［１９］ 研究了
生态脆弱区煤炭开发与生态水位保护，提出了生态

研究了浅埋煤层开采地面塌陷特征及

水位的概念，揭示了生态水位对地表植被的影响特

其防治技术，揭示了黄土沟壑区不同位置的地表裂缝

征。 岳辉等 ［２０］ 利用遥感生态指数动态监测了神东

动态发育特征和形成机理，揭示了正向坡地表裂缝只

矿区植被变化的时空特征，认为矿区生态环境质量

开不合、反向坡“ 先开后半（ 闭） 合以及平坦区“ 先开
后合再开”的活动规律。 文献［７ － ８］ 揭示了风沙滩地

在逐步提升。 刘英等 ［２１］ 利用卫星遥感影像解译了

区地表裂缝“Ｍ”型的动态变化规律，提出了煤矿区自
修复概念；刘辉等

［９］

探讨了黄土沟壑区采动地裂缝发

育规律和地下延展形态，并提出了治理标准。 张健
等

［１０］

利用室内试验构建了地表裂缝三维空间形态。

戴华阳等

［１１］

对神东矿区风沙滩地区地表裂缝进行了

实地探测，揭示了地表裂缝全生命周期发育特征。
［１２］

１６ 年内（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 黄土高原荒漠化的空间分

布特征，认为荒漠化范围的减少，植被覆盖度的增加
与降雨量，气温等均有关系。
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煤矿区生态

环境修复成为了研究的热点。 在该领域也形成一系
列代表性的成果。 胡振琪等［２２］ 根据现场监测和理论
分析，提出了煤矿区自修复和自然修复的观点，论述

揭示

了其涵义和内容；李树志等［２３］ 对土地复垦，生态环境

了榆神府矿区煤炭开采地下水对高强度采煤的响应特

修复做出了规定和分区；毕银丽等［２４］ 开展了以微生

在采动对潜水资源的影响方面，范立民等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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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为媒介的植被促生研究，拓展了生态环境修复技
术；陈秋计等

［２５］

设计研发了监测重构土壤水分含量

的装置，设计并分析了多种土壤重构结构的实际功
效。 胡海峰等

［２６］

总结了山西黄土丘陵采煤沉陷区生

积沙覆盖，是典型的风沙滩地地貌（ 图 １） 。 植被以

草本和灌木为主，覆盖率是黄土沟壑区的 ３ 倍左右；
拥有相 对 丰 富 的 地 表 水 （ 地 表 海 子） 和 地 下 潜 水
资源。

态环境破坏特征，并提出了地形修复、水资源保护、植
被重建相结合的黄土丘陵地区沉陷区生态修复技术。
采煤对地表生态环境的影响与采矿、地质条件
密切相关，不同煤矿区地表生态环境的损伤特征及
程度存在差异，因此采取的治理手段以及生态修复
技术也有所区别。 以上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浅埋煤层
开采领域，而随着陕北侏罗系煤田的持续开发，中深

部煤层（ 埋深在 ２００ ～ ６００ ｍ 的煤层） 开采对地表生
态环境影响尚不明确，且缺乏响应的生态环境修复

提升研究。 因此，笔者以陕北榆神矿区为研究区，中
深部煤层开采矿井为例，分析煤炭开采对地表生态
环境的影响特征，研究提出生态修复提升途径。

１
１．１

研究区自然地理与开采地质条件

１．２

Ｆｉｇ．１

图１

研究区位置与地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ｍａｐ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开采地质条件

研究 区 地 层 由 上 至 下 依 次 为 风 积 沙 冲 积 层

自然地理概况
研究区地处陕西榆林境内，属干旱、半干旱气候

区，温差悬殊，干燥少雨，年降水量分布极不均匀，年均
降雨量小于 ５００ ｍｍ，７—９ 月份为雨季，占年平均降雨

量的 ６６％，生态环境相对脆弱。 地势平坦，地表被风

Ｆｉｇ．２

图２

（ Ｑ ４ｅｏｌ ） 、萨拉乌苏组（ Ｑ ３ｓ ） 、离石黄土（ Ｑ ２ｌ ） 、保德组
红土 （ Ｎ ２ｂ ） 、 洛 河 组 （ Ｋ １ｌ ） 、 安 定 组 （ Ｊ２ａ ） 、 直 罗 组

（ Ｊ２ｚ ） 、延安 组 （ Ｊ２ｙ ） 、 富 县 组 （ Ｊ２ｆ ） 和 三 叠 系 永 坪 组

（ Ｔ３ｙ ） （ 图 ２） 。

研究区地层柱状图 ［２７］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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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萨拉乌苏组为含水层，新近系保德组红土
为隔水层，于区内不均匀分布。 直罗组和安定组岩
层含有风化岩，是区内独立且富水性极不均匀的裂

裂缝宽度一般在 ２．０ ～ １２．０ ｃｍ，个别裂缝局部宽度可
达 １５ ｃｍ，落差高度在 ４．０ ～ ２０ ｃｍ，平均为 ８．２ ｃｍ。

隙承压含水层。 延安组是研究区主要的含煤地层，

最大 地 层 厚 度 约 为 ２８０ ｍ， 其 中 主 要 可 采 煤 层 为

１ －２ 、２ －２ 、３ －１ 、４ －２ 、５ －２ 煤层。 目前，研究区主采侏罗系

２ －２ 煤层，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中部、南部以及北部区

域；煤层赋存厚度变化范围在 ０．３ ～ １３．０ ｍ，埋深在

４０ ～ ６００ ｍ，而在研究区中部埋深在 ２００ ～ ４００ ｍ，属

中深埋煤 层， 倾 角 较 小 一 般 为 １° 左 右， 属 近 水 平
煤层。

２
２．１

采动对地表生态环境的影响
采动地表裂缝发育规律
研究区中部（ 中深部煤层开采区） 地势平坦，地

表被风沙覆盖，不存在采动诱发的崩塌、滑坡等地质
灾害。 地表裂缝是风沙滩地区煤炭开采后最直观、

Ｆｉｇ．３

最常见的灾害类型，是煤层回采过程中表土非连续
性变形的结果。 其发育特征与开采工艺和开采条件
密切相关 ［８］ 。

图３

地表裂缝展布及实景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ｒａｃｋｓ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另外，工作面内局部地形起伏位置（ 小型斜坡

通过地表裂缝填图和现场人工监测的方法，研

究了榆神矿区中部某矿首采工作面的地表裂缝发育

特征。 工作面基本情况为：工作面长约 ４ ５６０ ｍ，宽

３５０ ｍ，采用综合机械化开采方式回采 ２ 煤层，平均
－２

开采深度 ３０２ ｍ 平均开采厚度 ５．８ ｍ，地表被沙土层

坡底） 和硬质路面局部位置上会出现微小且形态平

直的隆起， 在此称之为 “ 微 型 线 状 隆 起” ， （ 图 ４） 。

微型线状隆起一般长度较短， 隆起 高 度 小， 约 １． ０

ｃｍ。 微型线状隆起的发育与局部地表受到挤压力
和地形密切相关。

覆盖。

１） 地表裂缝发育规律与展布特征。 按照地表

裂缝发育的平面位置与工作面的关系，将其分为面
内裂缝和边界裂缝，前者间隔、平行发育于工作面

内，后 者 平 行 工 作 面 开 采 边 界 （ 开 切 眼 和 巷 道 ）

发育。

面内裂缝走向形态较为平直，整体连续性差，容
图４

易集群出现，属于拉张型裂缝；裂缝宽度较小，一般

小于 ２．５ ｃｍ，平均为 ０．３５ ｃｍ，无落差；相邻两条裂缝近
似平行展布，间隔距离在 ２ ～ １７ ｍ，平均 ５ ｍ（ 图 ３ｂ） ；
随工作面回采不断产生新的面内裂缝，其与同时期

发育于巷道附近的边界裂缝在平面上呈现“ Ｃ” 字型
（ 图 ３ａ） 。

边界裂缝走向形态亦呈平直状，整体连续性较

好，长度长，宽度较大，具有落差，形似“ 台阶” ，多数

Ｆｉｇ．４

微型线状隆起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ｒａｃｋ

就地表裂缝的发育程度和对地表损害程度而

言，笔者分析可知，边界裂 缝 发 育 程 度 ＞ 工 作 面 内

裂缝；开切眼上方地表损害程度 ＞巷道上方地表损

害程度＞工作面 内 采 空 区 上 方 地 表 损 害 程 度。 此
现象与采动覆岩的初次垮落和周期性垮落特征及
其引 起 的 地 表 土 体 受 力 强 度 和 移 动 变 形 差 异

地表裂缝由拉张作用产生（ 图 ３ｃ） 。 巷道附近的边

有关。

缝宽度一般小于 ５．０ ｃｍ，平均宽度为 ２．５ ｃｍ，落差高

踪监测，地表裂缝随回采表现出 ２ 种动态活动特征。

界裂缝分布在内侧 ５０ ｍ 至外侧 １８ ｍ 的范围内，裂
度不超过 ６．０ ｃｍ。 开切眼附近边界裂缝发育程度最

高，最外围裂缝距离开切眼的水平距离约为 ３７ ｍ，
２２

２） 地表裂缝动态发育规律。 ２０１９ 年，经现场跟

一种是“ 先开后合” 的单峰活动，地表裂缝宽度先增

大后减小，甚至闭合，主要发生在面内地表裂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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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 ７ ～ ９ ｄ（ ＤＬ 裂缝） 。 另 １ 种是“ 只开不合”

的单趋向活动特征，地表裂缝宽度表现出增大直至

Ｆｉｇ．５

图５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稳定不变的特点，活动时间 ６ ～ ８ ｄ，主要发生在开采

边界外围的地表裂缝上（ ＳＤＬ 裂缝） ，如图 ５ 所示。

工作面地表裂缝动态变化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ｒａｃｋｓ ｉ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３） 裂缝地下延展形态及深度特征。 利用腻子

粉和水的混合浆体作为填充物对地表裂缝实施原位
充填标识和开挖，结果表明：风沙滩地区中深部煤层

开 采 形 成 的 沙 土 层 地 表 裂 缝 深 度 不 大， 一 般 在

０．５０ ～ ２．３２ ｍ，均小于 ２．５０ ｍ，且同 １ 条裂缝不同位

置裂缝发育深度差别较大，数据显示，单位长度内裂
缝的深度差异在 ５ ～ １４２ ｃｍ ／ ｍ。

典型地表裂缝开挖结果如图 ６ 所示，在沿地表

裂缝开挖 １ ｍ 的长度下，其 ３ 处测量点的发育深度
分别为 ４５、６７、５７ ｃｍ，单位长度内的深度差在 １２ ～

２０ ｃｍ ／ ｍ 且裂缝倾向表现出 ３ 种不同特征，表明地
表裂缝地下延展形态复杂多变，无统一性可言，也

间接 说 明 地 表 裂 缝 形 成 过 程 中 力 学 机 制 的 复
杂性。

Ｆｉｇ．６

图６

典型地表裂缝开挖结果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ｒａｃｋｓ

４） 地表裂缝的自修复和自然修复特征。 工作

地表赋存的松散沙层为地表裂缝的自然修复提

面采动后，面内地表裂缝具有一定的自修复特征，即

供了先天条件。 地表裂缝会被通过自然力特别是风

裂缝宽度减小的过程；自修复时间与地表裂缝宽度

力搬运的沙体掩埋、进而弥合消失。 跟踪调查发现，

减小所用时间基本一致，一般为 ４ ～ ５ ｄ。 而开采边

界裂缝无宽度减小过程，故不存在自修复特征。

工作面内裂缝宽度小，一般在采后 ２ 个月内被风沙
掩埋消失。 边界裂缝发育程度较强，一般在采后 ６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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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才能被风沙掩埋，弥合，如图 ７ 所示。

蒸发损失量；其次，发育深度超过潜水含水层埋深的
地表裂缝会为潜水提供下渗通道，增大潜水的漏失
量。 研究区地表裂缝原位开挖结果表明，裂缝深度

一般小于 ２．５ ｍ，因此，采动地表裂缝只会对埋深小

于 ２．５ ｍ 的潜水产生影响，且该影响会随着裂缝的

掩埋、弥合而减弱，通常在裂缝形成后 ２ ～ ６ 个月内

就会消失。

采动引起的地表沉陷也是导致潜水含水层发生
Ｆｉｇ．７

图７

地表裂缝自然修复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ｐａｉｒ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ｒａｃｋｓ

综上，在地表裂缝发育规律上，与浅埋煤层开采
相比，中深部煤层开采引起的地表裂缝发育程度较
弱，动态发育时间相对较长，裂缝发育深度较浅不与
覆岩内部上行裂隙相互贯通，易在自然作用下被风
沙掩埋。
在地表裂缝形成机理上，浅埋煤层开采区地表
裂缝多是覆岩内部上行裂隙发育至地表形成的，亦

扰动的诱因。 地表下沉会加大回采前方未沉陷区与
后方沉陷区的水力坡度，使潜水加速向采煤沉陷区
流动和排泄，当地表下沉超过潜水面后，潜水则会出
露地表形成积水，增大潜水蒸发量，导致潜水发生损
失。 现场调研发现，研究区内潜水赋存在萨拉乌苏
组沙土层中，会随地表下沉而发生水位波动，存在
地表下沉使 潜 水 出 露 形 成 积 水 的 现 象， 如 图 ８ 所

示。 研 究 区 采 动 对 潜 水 含 水 层 的 影 响 如 图 ９

所示。

或是两者存在相互贯通，加之浅埋区黄土沟壑的复
杂地形影响，导致其形成机理比中深部煤层开采区
更为复杂，多变。 而中深部煤层开采诱发的地表裂
缝基本都是由拉张作用产生，其动态变化也是拉张
力与挤压力相互转换的结果。 但在地下扩展形态和
发育深度上，中深埋开采和浅埋煤层开采都表明了
采动附加应力在地下传递的复杂性。
２．２

采动对近地表水资源的影响
研究区内存在较为丰富的水资源，其中近地表

的潜水和地表水是相对重要的 ２ 类水资源。 潜水赋

存于第四系风积沙和萨拉乌苏组沙土层内，富水性

中等至强，不均匀分布，埋深一般小于 １０ ｍ，接收大

图８

Ｆｉｇ．８

工作面开采后潜水出露地表
Ｄｉｖｉｎｇ ｓｐ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ａ ｌａｋｅ ａｆｔｅｒ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气降水和地表水的补给，是关系植被生长和保障居

民用水的主要含水层。 地表水则是以“ 海子” 的形
式于区内低洼地带发育，水资源量较丰富，水质较
好，具有促进水生植被生长，改善地表生态环境的
作用。

１） 采动对潜水含水层的影响。 自然条件下，潜

水含水层接收大气降水补给，通过蒸发损失。 而煤
层开采过程中形成的导水裂隙带、地表裂缝和地表
沉陷在一定条件下会增加潜水资源的损失量。

根据以往研究结果，研究区中深部煤层开采后

裂采比在 １８ ～ ３２ 倍，导水裂隙一般不会发育至潜水
含水层

［２］

，潜水不会发生漏失。

图９

采动对潜水含水层的影响示意
Ｆｉｇ．９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ｏｎ ｐｈｒｅａｔｉｃ ａｑｕｉｆｅｒ

２） 采动对地表水资源的影响。 与采动对潜水

含水层的影响相同，导水裂隙，地表裂缝和地表沉陷

采动地表裂缝是煤层开采后造成潜水含水层扰

亦是采动对地表水资源产生附加影响的途径。 在研

动的另一附加途径。 地表裂缝扩大了地表土体暴露

究区内，覆岩“ 三带” 发育完整，导水裂隙带不会直

面积，间接增大了潜水面的蒸发面积，加大了潜水的

接发育至地表，也不会与地表裂缝发生贯通，故不是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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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动对地表水资源的影响途径。 地表裂缝在其整个
发育周期内会对地表水资源造成附加损失，但影响

小该深度区间土壤含水量，２ ｃｍ 宽裂缝会增加该深
度区间的土壤含水量。

甚小，且消失的较快；而地表沉陷则会使高位潜水出
露补给地表水，增加地表水资源量。
２．３

采动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１） 对土壤水分的影响规律。 地表裂缝使原表

土体的暴露面积增加，会通过改变蒸发和降雨入渗
量影响土壤的含水量。 为准确掌握研究区内地表裂

缝对土壤含水量的影响规律，以工作面内 １、２ ｃｍ 宽

裂缝为研究对象，在其水平距离 ２０、４０、６０ ｃｍ 处，分

别采取了 １０、２０、４０、６０、１００ ｃｍ 深度的土壤样品进
行室内测试化验。

距裂缝 ２０ ｃｍ 的土壤水分变化曲线如图 １０ 所

示，距裂缝水平距 ２０ ｃｍ 的不同宽度裂缝、不同深度
位置的土壤质量含水量曲线。 从曲线变化趋势看

出，２０ ｃｍ 以浅的深度区域内，土壤质量含水量的大

Ｆｉｇ．１１

图 １１

距裂缝 ４０ ｃｍ 的土壤水分变化曲线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４０ ｃｍ）

随着取样点与裂缝水平距离的增加，各深度区

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小。 距离裂缝 ６０ ｃｍ 的土壤水分

变化曲线如图 １２ 所示，当与裂缝的水平距离达到

小依次为：对照区＞２ ｃｍ 宽裂缝区＞１ ｃｍ 宽裂缝区；

６０ ｃｍ时，裂缝区与对照区的土壤水分含量的差异明

且降低程度与裂缝宽度呈反比。 在 ２０ ～ ４０ ｃｍ 的深

２０ ｃｍ以浅深度的土壤含水量有微弱的减小影响；对

逐渐超过对照区，而在 ４０ ～ １００ ｃｍ 深度内，土壤质

４０ ｃｍ深度区间仍为土壤含水量变化的过渡区间；

表明裂缝的存在会降低该深度区间的土壤水分含量

度内，土壤质量含水量发生逆转，裂缝区土壤含水量

量含水量大小依次为：２ ｃｍ 宽裂缝区＞１ ｃｍ 宽裂缝

区＞对照区，表明裂缝的存在增加了该深度区间内
的土壤水分含量，且与裂缝宽度呈正比。

显减弱， 但 仍 有 规 律 可 循。 裂 缝 的 存 在 依 旧 会 对

４０ ～ ６０ ｃｍ 深度的土壤含水量有增加影响，而 ２０ ～

６０ ～ １００ ｃｍ 深度的土壤质量含水量基本一致，三者
之间差值小于 ０．５％。 表明当距离裂缝的水平距达

到 ６０ ｃｍ 时，裂缝对 ６０ ～ １００ ｃｍ 深度土壤含水量的
影响已经很小，几乎没有影响。

Ｆｉｇ．１０

图 １０

距裂缝 ２０ ｃｍ 的土壤水分变化曲线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２０ ｃｍ）

距裂缝 ４０ ｃｍ 的土壤水分变化曲线如图 １１ 所

示，在距裂缝 ４０ ｃｍ 处，土壤水分含量变化明显。 裂

Ｆｉｇ．１２

图 １２

距裂缝 ６０ ｃｍ 的土壤水分变化曲线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６０ ｃｍ）

分析可知：裂缝的存在会改变土壤水分的分布

缝的存在降低了 ２０ ｃｍ 以浅深度的土壤水分含量；

特征。 裂缝减小 ２０ ｃｍ 以浅的土壤水分含量，水平

土壤质量含水量逐渐大于对照区域；而 ４０ ～ ６０ ｃｍ

分含量，水平影响距离超过 ６０ ｃｍ，而 ２０ ～ ４０ ｃｍ 深

２０ ～ ４０ ｃｍ 深度内，土壤水分含量发生变化，裂缝区
深度内，裂缝区和对照区的土壤质量含水量逐渐一
致，但就整体而言，裂缝对该深度区间的土壤水分含

量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 ６０ ～ １００ ｃｍ 的深度内，
土壤质量含水量的大小依此为：２ ｃｍ 宽裂缝区 ＞对

照区＞１ ｃｍ 宽裂缝区，表明 １ ｃｍ 宽裂缝的存在会减

影响距离超过 ６０ ｃｍ；增加 ４０ ～ ６０ ｃｍ 深度的土壤水

度则是土壤水分含量逐渐增加的过渡区间，水平影

响距离超过 ６０ ｃｍ。 ６０ ～ １００ ｃｍ 深度的土壤水分含
量则与裂缝宽度和发育深度有关，水平影响距离在

６０ ｃｍ 以内。
２） 对土壤养分的影响规律。 土壤 ｐＨ 对土壤养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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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释放、固定和迁移具有重要作用。 一般认为土壤

ｐＨ 在 中 性 范 围 内 养 分 有 效 性 较 高。 根 据 （ ＧＢ
１５６１８ － ２０１８） 《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ｐＨ＜６．５ 为酸性

土壤，６．５＜ ｐＨ ＜ ７． ５ 为 中 性 土 壤， ｐＨ ＞ ７． ５ 为 碱 性
土壤。

选择 １、２ ｃｍ 宽裂缝作为研究对象，在裂缝区、

２．４

采动对表生植被的影响
表生植被附生于地表，一般受表土性质和潜水

控制。 表土是植被的载体，其性质发生改变势必会

对植被产生影响。 另外，研究表明 １．５ ～ ３．０ ｍ 的潜

水位埋深是植被生长的最佳水位，埋深大于这个范
围，草本、灌木出现生长不良情况；小于该范围值土

采动区和未扰动区分别在 ０ ～ ２０ ｃｍ 和 ２０ ～ ４０ ｃｍ 深

壤会出现盐渍化，蒸发量大，湿地与湖淖发育 ［１９］ 。

加了土壤的 ｐＨ，特别是裂缝对土壤的 ｐＨ 增加效果

量。 通过在采动区布置调查样方的方法，调查了研

更为显著，会使原本中性土壤变为弱碱性土壤，影响

究区内典型植被羊草、沙蒿的丰富度，结果表明：沙

着土壤养分的运移和释放。

蒿的丰富度受采动影响较弱，差异性不大。 而禾本

度取土壤样品进行测试，结果如图 １３ 所示。 采动增

植物丰富度是衡量植被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科植物羊草的差异性较为明显，采动区丰富度大于
未扰动区，裂缝区羊草丰富度大于采动区，如图 １５

所示。 这一现象符合生态学上“ 适度干扰” 增加丰
富度的说法。

图 １３

Ｆｉｇ．１３

土壤 ｐＨ 值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ｐＨ ｖａｌｕｅ

分析可知：裂缝会强化淋溶作用，使表土层的离

子加快向下部运移，进而增大浅层土壤的 ｐＨ，且此
影响与裂缝发育特征密切相关，会随着裂缝增多而
增大，也会随着裂缝的弥合而减弱消失。
土壤有机质包括各种动植物残体及其生命活动
的各种有机产物，是植物生长所需养分的主要来源。
土壤有机质对比如图 １４ 所示，未扰动区土壤表层有

机质含量高于下层，这是表层植被残体分布较多的缘

故。 而在采动区和裂缝区内，２ ｃｍ 宽裂缝区土壤有机

Ｆｉｇ．１５

图 １５

植被丰富度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地表裂缝表土体受损的表现形式，也是影响植
被生长的主要途径。 调查发现工作面开采边界处宽
大裂缝对植被影响较为严重，拉根、扯断现象较明
显，并且随裂缝宽度增大而加重，如图 １６ 所示。

质最大，１ ｃｍ 宽裂缝区土壤有机质次之，采动区最小与

扰动区有机质含量相差不大。 此规律说明：裂缝会增

加地表动植物残体的堆积，对土壤有机质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 该作用也会随着裂缝闭合而消失。

图 １６

Ｆｉｇ．１６

裂缝发育区地表植被调查照片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ｒａｃ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

此次采动对植被的影响调查是在某煤矿首采工

２６

Ｆｉｇ．１４

图 １４

土壤有机质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作面采动过程中进行的。 开采范围、强度和开采时
长有限，存在空间范围较小、采后调查时间跨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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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修复提升的基础，主要包括 ２ 个方面：①地下

生态环境损伤追踪探查，具体有矿压显现规律，覆岩

综上所述，研究区中深部煤层开采后地表裂缝

移动破坏探测，涌水量监测，地下水位、流场变化监

是影响地表生态环境的主要途径，且对地表、土壤理

测等；②地表生态环境损伤追踪探查，具体有地表裂

化性质和近地表水资源的影响小，不会对表生环境

缝发育的特征、强度、范围以及土壤理化性质、植被

造成大的损伤或者恶化，而在一定条件下会对土壤

损伤特征等。 涉及的技术途径有，卫星、无人机遥感

水分，养分和特定植被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监测技术，钻探技术、物探技术、室内模拟技术和土

３

壤理化性质追踪探测技术等。

３．１

生态环境修复提升途径

采中有效减损是在生态环境损伤追踪的基础上

生态环境修复提升体系架构

实施的损伤减缓技术，主要包括覆岩减损、水资源保

地表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究其根本是煤层开采过
程中地质条件的改变。 因此，地表生态环境的修复

护性减损和矿井水储存利用 ３ 个方面；涉及的技术

途径有：①协调开采技术，包含充填开采、限高开采，

提升工作不仅要布局于采后，更要着手于采前和采

错距开采等；②隔水性保护技术，包括顶板注浆加

中。 结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笔者尝

固，隔水层再造等；③矿井水储存利用技术，包括地

试性的提出了涵盖采前、采中和采后的生态环境修

下水库建设，矿井水净化和再利用等。

复提升体系架构，如图 １７ 所示。

１） 采前“ 一评两预” 。 采前“ 一评两预” 工作包

括 ２ 个方面，其一为“ 一评” ，是指煤层开采前，从时

３） 采后“ 三定一提” 。 采后“ 三定一提” 的内涵

在于“ 定生态损伤、定修复内容、定修复途径” 和“ 生

态环境提升途径” 。 确定采后生态环境损伤类型、

空角度对开采区域的生态环境进行调查分析，揭示

程度、范围是确定生态修复内容的前提，确定生态修

其演化趋势，评价其承载能力，主要目的是为矿井开

复内容是确定生态环境修复途径核心，确定生态修

发利用提供合理指导。 “ 两预” 是预测采煤对地下

复途径是为生态环境修复提升的技术保障。 生态环

和地表生态环境的损伤，包括覆岩损害高度，地下水

境修复途径主要有自然修复和人工促进修复两方

流场变化，地下水损失量，地表沉陷，地表裂缝，潜

面，涉及的技术包括土地复垦，微地形改造，植被复

水，地表水，土壤，植被等，为生态环境的预防保护提

生，微生物促生等。

供指导。

２） 采中“ 一追一减” 。 采中“ 一追一减” 主要是

指开采过程中生态环境损伤的追踪探查和有效减

生态环境的提升是指在原有生态条件的基础上
对其进一步做出合理规划和利用，提高煤矿区生态
环境质量，实现煤炭开采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损。 生态环境损伤的追踪探查是采中有效减损和生

Ｆｉｇ．１７

图 １７

生态环境修复提升体系架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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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修复途径
以上述生态环境修复体系架构为指导，以研究

区为例，通过分析区内自然环境演化趋势，地表生态
环境损伤追踪探查结果，揭示生态环境损伤特征，确

速率为 ３７．３９５ ｍｍ ／ ａ。 表明当地气候朝“ 暖湿” 方向
发展，有利于植被生长，自然环境趋好，间接表明生

态环境承载力逐渐增加。

２） 生态环境损伤追踪探查结果与定损。 从前

定生态环境修复途径。

文描述可知，中深部煤层开采诱发的地表裂缝整体

气象数据，包括气温、降雨量、蒸发量、湿度、气压、风

以浅表土层的水分含量，增加 ４０ ～ ６０ ｃｍ 深度的土

１） 自然环境演化趋势。 收集研究区近 １２ 年的

速等并绘制成图（ 图 １８） 。 由图 １８ 可知，研究区年
降雨量、年均气温、年均气压和年均封堵均呈逐年上

升的趋势，降雨量增加 ２２．８９１ ｍｍ ／ ａ，气温增长速率

为 ０．１１４ ７ ℃ ／ ａ；年蒸发量呈波动下降的趋势，减小

图 １８

Ｆｉｇ．１８

发育程度较弱，对潜水和地表水影响小，减小 ２０ ｃｍ

壤水分，增大浅部表土层的有机质，使得浅部土层由
中性变为弱碱性。 故认为，中深部煤层开采对地表
生态环境影响程度小。

研究区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８ 年气象曲线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ｕｒｖ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８

３） 地表生态环境修复内容、途径的确定。 根据

生态环境损伤追踪结果，中深部煤层开采对土地，近
地表水资源、土壤水分、理化性质以及植被均会产生
影响，因此，以上均为生态修复的内容。 采动对地表
生态环境的影响会随地表裂缝的消失而减弱，故地
表裂缝治理是修复地表生态的主要内容。 研究区地
表裂缝发育程度弱，裂缝宽度、深度不深，容易在自
然风力作用下被风沙掩埋，无需人工干预治理，加之
自然环境的趋好，更有利于地表生态环境的修复。
因此，地表 生 态 环 境 的 修 复 途 径 确 定 以 自 然 修 复
为主。
３．３

生态环境提升途径及可行性探讨
结合前文调查结果和理论分析，笔者提出了有

关榆神矿区中深部煤层开采区生态环境提升途径，

其如图 １９ 所示。
２８

图 １９

Ｆｉｇ．１９

生态环境提升途径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ｗａｙ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湿地景观建设：风沙滩地区赋存较为丰富的地
表水资源，以“ 海子” 的形式为不均匀的分布于低洼

地带。 借助地表“ 海子” 分布特征，“ 连海子成湖” ，

形成湿地或者人工湖景观。 构建湿地生态系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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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自然环境质量，形成良性循环。

从图 ２０ 中可以看出，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年某矿井地

表海子数量增多，由 ２６３ 个（ ２００７ 年） 增加至 １ ４７９

个（２０１９ 年） ，水体分布面积增大，由 ０．６４５ ７ ｋｍ 扩
２

大至 ３．０６８ ８ ｋｍ ，扩大 ４．７５ 倍。 说明受当地气候的
２

影响，生态环境逐渐变好，矿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逐

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真正实现中深部煤层的生态
环境修复和提升，后续仍需对采煤沉陷、植被、含水
层等生态环境因子进行监测，同时也需要国内外学
者的不懈努力。

４

结

论

１） 中深部煤层开采诱发的地表裂缝整体发育

渐提高，为湿地景观的构建创造了良好的实施条件。

程度总体不强，但差异性明显。 开切眼上方边界裂
缝发育程度强于巷道边界裂缝，面内裂缝发育程度
最弱。 对地表的损害程度由大到小分区依此为：开

切眼上方地表 ＞巷道上方地表 ＞面内采空区上方地
表。 边界裂缝具有“ 只开不合” 的动态变化特征，面

内裂缝具有“ 先开后合” 的单峰变化特征，裂缝整体

活动时间在 ７ ～ ９ ｄ。 地表裂缝地下延展形态不统

一，深度变化明显，单位长度内裂缝深度差在 ５ ～ １４２

ｃｍ ／ ｍ。

２） 榆神矿区中深部煤层开采对地表生态环境

影响较小，不会对其造成大的损伤和恶化，在一定条
件下对地表生态环境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地表裂缝
是地表生态环境发生改变的主要诱因。 首先，地表
裂缝会为潜水提供下渗通道，地表沉陷会加大潜水
的水力坡度，导致高位潜水出露地表，增大潜水的下
渗和蒸发量。 其次，地表裂缝的存在会改变土壤水
分的分布特征，减小 ２０ ｃｍ 以浅的土壤水分含量，增

加 ４０ ～ ６０ ｃｍ 深度的土壤水分含量，增大浅层土壤
图 ２０

Ｆｉｇ．２０

某矿地表海子卫星遥感解译图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生态农业建设：将开采沉陷的治理与生态农业
相结合，建设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开展水稻种植、渔

的 ｐＨ，增加地表动植物残体在表层土壤的堆积，丰
富土壤有机质含量，且能增大特定植物（ 比如羊草）

的丰富度。 地表裂缝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和有利影响
会随着地表裂缝的消失而减弱。

３）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下，尝试

乡镇开发生态旅游小镇，达到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和

性提出了采前“ 一评两预” 、采中“ 一追一减” 、采后

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其内涵、内容和技术途径。

业养殖产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同时可结合周边

“ 三定一提” 的生态环境修复提升体系架构，阐述了
４） 结合榆神矿区中深部煤层开采对地表生态

水质化验结果显示，研究区地表“ 海子” 水化学

类型以 ＨＣＯ ３ ·ＳＯ ４ ·Ｃｌ － Ｃａ·Ｎａ 型为主，矿化度为

６０１ ～ ６５３ ｍｇ ／ Ｌ，属淡水，ｐＨ 为 ７．６５ ～ ８．４１，属中性 －

弱碱水，表明地表水质可用于农业发展，为生态农业
建设奠定了基础。
观赏园林建设：风积沙区多以草本和灌木植物
为主，乔木占比相对较低，可依据生态潜水分布特
点，在采煤沉陷区划分合理种植区域，实施造林；也
可在潜水埋深浅的区域栽种观赏花卉辅以微生物促
生技术，构建具有观赏性的生态园林。
目前，研究区中深部煤层开采矿井多处于规划
建设阶段，生产矿井相对较少，导致采后调查数据具

环境的影响特征，在生态环境修复提升体系的指导
下，确定了以自然修复为主的地表生态环境修复途

径，初步总结提出了包含“ 湿地景观建设” 、“ 生态农
业建设” 和 “ 观赏园林建设” 在内的生态环境提升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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