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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地下水库理论框架和技术体系
顾大钊
（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科技发展部，北京 100011）

要：针对我国西部（ 晋陕蒙宁甘） 地区富煤缺水，且蒸发量是降雨量的 6 倍左右的条件，以及西
部煤炭规模化开采产生的裂隙场 ，破坏了原有的地下水系统，产生大量矿井水，为保障煤矿安全，解

摘

决将大量矿井水外排地表蒸发损失的问题 ，提出了“导储用 ”为核心的煤矿地下水库地下水保护利
用理念，研究开发了涵盖煤矿地下水库设计 、建设和运行的技术体系，包括水源预测、水库选址、库
容设计、坝体构建、安全运行和水质保障等六大关键技术 ，并在神东矿区成功建设了示范工程 ，累计
建成 32 座煤矿地下水库，为矿区提供了 95% 以上用水，且实现了长期低成本安全稳定运行。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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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明，煤矿地下水库是充分利用地下自然空间和自然力储存和净化矿井水的安全 、低成本、规
模化的储水技术，为西部地区煤炭开采地下水资源保护利用提供了有效技术支撑 。
关键词：煤炭地下水库；西部地区；煤炭现代开采；地下水保护利用
中图分类号：TV623；TD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253 － 9993（2015）02 － 0239 － 08

Theory framework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of coal mine underground reservoir
GU Da-zhao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Department，Shenhua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Beijing 100011，China）

Abstract：In western China（ Shanxi，Shaanxi，Inner Mongolia，Ningxia and Gansu） ，there are rich coal resources，
while there are also water resource shortage． A surface evaporation capacity is above six times of rainfall． The largescale，intensive，modern coal mining can result in the formation of crack，destroy the original underground water system，and the generation of lots of mine water． In order to ensure the underground production safety，mine water is
traditionally discharged to the surface． However，due to large evaporation capacity in the western area，the discharged
mine water can quickly be evaporated and is therefore lost after being discharged． Therefore，a technical approach of
storage and utilization of mine water using underground reservoirs of coal mine was proposed，which included design，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technology． The technical system is composed of water resource prediction，reservoir
site selection，reservoir capacity design，dam construction，safety guarantees，water quality control，etc． Currently，
32
coal mine underground reservoirs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Shendong Mining Area，which can provide 95 percent of
total water consumption，and been in operation safely with a low cost． It is shown that the underground coal mine
reservoir is a safe，economical and scaled water storage technology，using natural underground space and natural
rock purification，which could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underground water resources for coal mining in the western mining area of China．
Key words：coal mine underground reservoir；western area；modern coal mining；storage and utilization of undergroun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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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工程院研究，预计到 2030 年煤炭占我
［1］
国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仍在 50% 以上 。 西部地

了以“导储用 ”为特征的煤矿地下水库储用矿井水
理念，开发了煤矿地下水库设计、建设、运行和安全

2013 年该地
区（ 晋陕蒙甘宁） 是中国的煤炭主产区，
区煤炭产量约占全 国 煤 炭 产 量 70% ，但 水 资 源 匮

监控等关键技术，并在神东矿区成功建设运行了示
范工程，构建了西部矿区煤矿地下水库水资源保护

乏，仅占全国 3. 9% 。 随着我国煤炭开发的战略西
移，西部煤炭产量占全国的比重还将上升 ，煤炭规模

与利用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

化开发与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更为突出 。
安全、高效和绿色是当今煤炭开采的三大主题 。

1

煤矿地下水库保护与利用地下水资源的
理念

针对西部矿区煤炭开采矿井水外排损失的问
题，在神东矿区开展了“神东矿区水资源保护性开

我国每年因煤炭开采破坏地下水约 80 亿 t，而利用
［2 － 4］
，损失的矿井水资源相当于我国
率仅 25% 左右

采与综合利用技术 ”和“神东矿区现代煤炭开采对
地下水资源和地表生态影响规律研究 ”等科技创新

每年工业和生活缺水量 （100 亿 t） 的 60% 。 西部矿
区气候干旱，蒸发量是降雨量的 6 倍左右。 为保障

项目研究和工程实践，提出了煤矿地下水库的概念
和矿井水井下储存利用的理念，即利用煤炭开采形

安全生产，已有的方法是将矿井水外排地表 ，由于蒸
发量大，外排的矿井水很快蒸发损失。 如何实现煤

成的采空区岩体空隙储孔，将安全煤柱用人工坝体
连接形成水库坝体，同时建设矿井水入库设施和取

炭开发与水资源保护相协调，是西部煤炭科学开发
的重大难题之一，也是煤矿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

水设施，充分利用采空区岩体对矿井水的自然净化
作用，建设煤矿地下水库工程。 该技术突破了原有

内容。

针对煤炭开采对地下水资源的影响，钱鸣高院

“堵截法”保水理念，采用“导储用 ”思路，将矿井水
疏导至井下采空区进行储存和利用，避免了外排蒸

士率先提出煤炭绿色开采理念和西部矿区保水开采
［5 － 6］
。 据此，众多学者展开了
技术研究的若干领域

发损失、地 面 水 处 理 厂 建 设 和 运 行 成 本 高 等 问 题
（ 图 1） ，开辟了煤炭开采与水资源保护利用协调的

大量工作，深入研究了煤炭开采对地下水的影响规
［7 － 8］
，提 出 了 煤 炭 开 采 “三 带 ”高 度 计 算 模
律

技术途径。

［9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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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某些矿区煤炭安全和高效指标已经达到世界领
先，但亟待推进煤炭绿色开采的技术进步 。据统计，

，并形成了以保护隔水关键层等保水开采技
，
术 如充填开采、限高开采、房柱式保水开采、保水开
［13 － 20］
。上述技术主要思路是采用“堵截
采分区等
型

法”保护隔水层不受破坏，避免形成导水裂隙，从而
保护地下水，采用的主要技术手段包括限高开采和
充填开采，并在部分矿区成功应用。

神华集团是世界最大煤炭企业之一，80% 的煤
炭产自西部严重缺水地区，从 1995 年开始，神华集

图1

Fig. 1

煤矿地下水库储水示意

Underground reservoir of coal mine

团以神东矿区为基地，沿着 3 条路径进行矿井水保
护利用的技术探索：一是设法阻止矿井水的产生，即

2

进行限高和充填开采技术研究，但因影响开采效率
和煤炭回采率降低等问题，无法有效实施；二是设法

煤矿地下水库技术涉及采矿工程、工程地质、水
文地质、水利工程和环境工程等多个学科，是复杂的

在地面储存矿井水，但面临缺乏足够储水空间、储水
成本高、蒸发浪费且水体污染严重等技术难题 ，难以

系统工程，面临众多技术难题，包括水源预测、水库
选址、库容设计、储水系数计算、坝体设计、坝体构

实施；三是在井下储存矿井水，但遇到了与传统理念
相违背，无成熟技术可借鉴等难题，必须通过理念创

筑、库间管道建设、安全保障技术、岩体对水净化规
律和水质控制等，必须进行煤炭开采地下水运移规

新和技术创新，开发利用安全高效和规模化的井下
储水技术。因此，在前两种技术路径难以有效实施

律、水流场分布特征和采空区储水等理论研究 ，开发
相关关键技术，才能为煤矿地下水库建设提供理论

的情况下，对井下储存矿井水技术进行了持续的技
术探索和工程实践。

和技术支撑。

在研究和掌握西部矿区煤炭采前、采中和采后
地下水系统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在国内外创新提出

煤矿地下水库理论与技术体系

经过在神东矿区近 20 a 研究开发与工程实践，
创建了煤矿地下水库设计、建设和运行的理论框架
和技术体系（ 图 2） 。

顾大钊：煤矿地下水库理论框架和技术体系

图2

Fig. 2

3
3. 1

煤矿地下水库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

Theory framework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of coal mine underground reservoir

前含水层含水率；ε 为采后含水率变化函数。
（2） 基岩裂隙水运移规律。

煤矿地下水库建设关键技术
水源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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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预测包括煤炭开采地下水运移规律研究和

煤系地层分布着大量的基岩裂隙水，占鄂尔多
斯盆地可采地下水资源总量约 76% ，是矿井水的长

水量预测两部分，是煤矿地下水库建设的前提。 采
用集四维地震、高密度电法和地质雷达等物探方法 ，

期稳定来源。通过理论分析、物理和数值模拟研究，
建立了采后覆岩渗透率变化模型。 观测表明，基岩

结合现场水文勘探观测和物理数值模拟的一体化综
合研究方法，对神东矿区煤炭开采覆岩变形运动和

裂隙水长期渗流井下，是矿井水长期稳定的来源，以
神东矿区大柳塔矿为例，其涌水量长期稳定在 400

地下水运移进行全周期、多参数和多层次的观测研
究，掌握了西部煤炭现代开采第四系孔隙水和基岩

m3 / h 左右（ 图 3） 。

裂隙水的运移规律。
（1） 第四系孔隙水运移规律。
研究表明，对于西部厚煤层、薄基岩的条件，高
效率高回采率的煤炭现代开采必然导通第四系含水
层，开采初期第四系孔隙水渗流井下 ，是矿井水初期
的重要来 源，建 立 了 第 四 系 含 水 层 水 位 变 化 模 型
（ 式（1） ） ，对神东矿区 200 余个钻孔水位的分析研
究表明，第四系含水层水位下降 20% ～ 30% 后 趋
稳。
W0 + W in （ t1 ） W0
－
Δh =
s［k － ε（ t1） ］ sk
3

（1）
3

式中，W0 为采前含水量，m ；W in 为采后补给量，m ；s
2

为渗流区域面积，km ；t1 为采后补给时间，h；k 为采

图3
Fig. 3

神东矿区大柳塔煤矿历年涌水量
Water inflow in Daliuta Coal Mine in
Shendong mining area

（3） 矿井涌水量预测模型。
在掌握煤炭开采对地下水运移规律基础上，通
过对神东矿区 15 座矿井约 250 个工作面涌水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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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长 期 观 测，建 立 了 矿 井 涌 水 量 预 测 模 型 （ 式
（2） ） ，为地下水库库容设计和建设规划提供了依
据。
（2）

Q = aS + bH + C
3

2

式中，Q 为涌水量，m / h；S 为开采面积，m ；H 为工
作面采高，m；a 为与水平渗透有关的系数；b 为与垂
直渗透有关的系数；C 为经验常数。
3. 2

水库选址

通过对神东矿区 209 个水文孔和近 300 个工作
面的观测研究，对煤炭开采的地下水汇聚流场进行
分析，得出在井田范围内，地下水向开采区域汇集规
律（ 图 4） ，开发了煤矿地下水库选址技术。

图5
Fig. 5

下层煤开采与上层煤水库安全距离

Safety distance between the lower coal mining
face and the upper reservoir

隙率，随时间动态变化，受覆岩结构、开采参数、矿山
压力和岩体块度等多种因素影响。
利用大型三维震动模拟试验台对采空区储水系
数进行了物理模拟研究，结合神东矿区抽排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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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得出该矿区地下水库储水系数为 0. 30 左右，
为库容设计提供了工程数据支撑。
在储水系数计算的基础上，提出了煤矿地下水
库库容计算模型（ 式（3） 、图 6） 。
hcos θ

V（ h，t） =

∫

0

s'（ z） Ｒ（ z，t） dz

（3）

3
3
式中，V 为储水量，m ；h 为水位，m ； θ 为煤层倾角；
s'（ z） 为储水面积，m2 ；Ｒ（ z，t） 为储水系数。

图4
Fig. 4

神东矿区地下水流场分布

Underground water flow field distribution of
Shendong mining area

（1） 上层煤地下水库选址技术。

同层煤水库选址准则：煤层底板较低处、无导水
构造和不良地质条件、煤层底板岩层渗透性低、矿井
水补给稳定、便于水体调用等。 以大柳塔矿首座地
－2
下水库选址为例，该矿 2 煤层地下水库规划由 3

座地下水库组成，在首采工作面选择时，选取地势较
低、构造简单、水体调运便利的老六盘区 （7 个工作
面） 作为首座地下水库库址。
（2） 下层煤地下水库选址。

图6

Fig. 6

煤矿地下水库库容计算示意

Calculation of coal mine underground
reservoir capacity

根据库容计算模型，结合抽放水工程试验，获得
了不同地下水库的库容曲线 （ 图 7） ，据此可确定各
水库的库容。

下层煤水库选址不仅要满足上层煤水库选址准
，
则 还要保障上层煤水库安全，必须研究掌握下层煤
建库时覆岩应力场和裂隙场变化规律，据此确定下
层煤水库与上层煤水 库 之 间 的 安 全 距 离 （ 水 平 距
－2
离，图 5） 。 以大柳塔矿 5 煤地下水库选址为例，
2 － 2 煤层和 5 － 2 煤层间距 155 m，研究确定的大柳塔
－2
矿 5 煤首采工作面开采与上层煤水库的水平安全
距离为 605 m。
3. 3

图7

库容设计

针对煤矿地下水库是利用采空区垮落岩体空隙
储水的特点，首次提出了储水系数概念，其定义为：
单位体积采空区的储水量。储水系数取决于岩体空

Fig. 7

大柳塔矿 1 号地下水库库容曲线

Ｒeservoir capacity curve of No. 1 underground
reservoir in Daliuta Coal Mine

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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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体建设

3. 4

煤矿地下水库坝体具有结构特殊和受力复杂的
特征，结构特殊体现为：
（1） 非连续，采煤形成的安全煤柱不连续；
（2） 变断面，煤柱坝体宽度为 20 ～ 30 m，构筑的
人工坝体厚度 1 m 左右；
（3） 非均质，煤柱坝体由煤体组成，而人工坝体
材料以钢筋混凝土为主。
地下水库坝体受力复杂表现在：
（1） 矿压，水库坝体建成后，同层煤和不同层煤
开采产生的矿压对坝体稳定产生影响 ；
（2） 水压，库内水位水压变化影响坝体安全；
（3） 地震，据统计，神东矿区所处的榆林地区由
于常年煤炭开采，诱发的矿震每年 20 余次，必需考
虑矿震和地震对坝体稳定性的影响 。
煤柱坝体参数确定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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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岩体稳定性理论分析方法中的强度折减法
和超载法，分别对不同工况条件下的人工坝体稳定
性进行模拟，研究掌握了坝体应力场和位移场，确定
了坝体安全系数和最大储水高度，为坝体设计提供
了理论依据。
人工坝体与煤柱坝体连接处是坝体的薄弱环
节，为保障安全，研发了煤柱坝体和人工坝体掏槽连
接工艺，即在煤柱上先掏槽，后锚固，再浇筑砼，并注
浆防渗，构筑形成人工坝体。
根据模拟分析和现场工程实践，研究确定了人
工坝体厚度计算模型，即
K1 PF
（5）
τL
式中，H' 为人工坝体厚度，m；K1 为调整系数；P 为抗
H' =

2
水压强度，MPa；F 为坝体截面积，m ； τ 为坝体抗剪
强度，MPa；L 为槽体周长，m。

研究得出了地下水库不同水位和掏槽深度条件
下人工坝体的变形值 （ 图 9） ，为掏槽深度确定提供

承重作用。煤矿地下水库的煤柱坝体不仅要考虑矿
压作用，作为永久性水工构筑物，还要考虑水压、防

了理论依据，建立了掏槽深度计算模型。
K2 P'F
E =
δ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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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柱坝体在已有的安全煤柱或防水煤柱基础上
改造而成，传统的安全煤柱仅考虑矿压，起到隔离和

渗和可靠性等问题。 研究表明，煤柱坝体弹塑性变
形区及煤柱铅直应力的分布如图 8 所示。

（6）

式中，E 为墙体嵌入围岩深度，m；K2 为调整系数；P'
为抗水压能力，MPa； δ 为人工坝体和煤柱坝体抗压

强度较小值，MPa。

图8
Fig. 8

煤柱坝体弹塑性变形区分布和应力云图
Cloud chart of stress and distribution of elastic-

图9

掏槽深度、水位与人工坝体变形的关系

Fig. 9

Ｒelation between cutting depth，water level

plastic deformation zone of coal pillar dam

and deformation of artificial dam

研究表明，煤柱坝体保持稳定的基本条件是：煤
柱两侧产生塑性变形后，在煤柱中央存在一定宽度

经计算，神东矿区煤矿地下水库人工坝体厚度
1
为 m 左右，掏槽深度为 0. 3 ～ 0. 5 m。
3. 5 安全保障

的弹性核，弹性核的宽度应不小于煤柱高度的 2 倍，
同时满足储水的防渗要求。据此确定煤柱坝体宽度
计算模型：
Y = X0 + KM + X1

（4）

式中，X0 ，X1 为塑性区宽度，m；K 为调整系数；M 为
煤层厚度，m。
研究确定神东矿区煤矿地下水库煤柱坝体的宽
度为 20 ～ 30 m。
3. 4. 2

人工坝体参数及构筑工艺

为保障煤矿地下水库井下储水安全，提出了煤
矿地下水库三重防控的技术理念： ① 控制水库水
位，保障水库安全； ② 监控坝体薄弱环节的应力和
变形，保障坝体安全； ③ 在人工坝体上安装应急泄
水系统，在发生矿震和冲击地压等突发情况时 ，泄水
降压，保障地下水库安全。 还研发了安全预警控制
系统。
（1） 地下水库库间调水技术。

煤

244

炭

库间调水技术包括同层煤和不同层煤地下水库
之间调水。煤炭开采时，必须配套建设相应的供排
水管道系统，同层地下水库库间调水系统是对原有
的井下供排水管道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实现同层地
下水库的相互连通，通过对各水库水位和水量监测
和控制，实现库间调水，保障水库安全。研发了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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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控制

3. 6

为掌握采空区垮落岩体对矿井水的净化机理，
对矿井水水样的模拟试验研究表明，矿井水在地下
水库运移过程中，与垮落岩体发生固液耦合作用，其
过滤吸附和离子交换等过程能够有效降低矿井水中
悬浮物、钙离子和 COD 等污染物浓度（ 图 12） 。

层地下水库之间的大垂距、高压差和高贯通精度的
大口径钻进技术，首次在大柳塔矿 155 m 垂距的上
下层水库间建成直径 1. 4 m 的输水通道，通道中同
－2
－2
时布置 4 条输配水管道，实现了 2 煤层和 5 煤层

图 10
Fig.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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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下水库库间调水（ 图 10） 。

大柳塔上下层煤矿地下水库垂直管道工程

Vertical pipeline engineering of distributed coal

图 12

mine underground reservoir in Daliuta Coal Mine

验装置和自净化机理

（2） 应急泄水技术。

Fig. 12

研发了应急泄水技术，其核心是构建应急泄水
装置。该装置布置在人工坝体上，滤网布置在坝体

背侧，由工字钢和铁丝网组成，可以减轻水压突然增
加对泄水装置冲击和防止较细岩块阻塞泄水孔 。水

采矿区垮落岩体对矿井水自净化机理试
Test device for mine water purification and
self purification mechanism

以大柳塔矿 2 号地下水库为例，入库前矿井水

悬浮物含量为 164 mg / L，经过滤后悬浮物含量均小

于 5 mg / L。研究表明，矿井水净化效果与其在采空

压监测传感器设置在泄水孔内，可实时监测库内水
压，一旦超过安全值，自动开启阀门实现应急泄水，

区岩体中的运移速度和距离密切相关，通过控制矿

以保障矿震、地震采动岩体突然垮落等突发情况下
地下水库安全运行。

净化作用过程，提高净化效果。

（3） 安全预警控制系统。

为保障地下水库安全运行，研究开发了煤矿地
下水库安全预警控制系统，系统包括 5 部分，即数据
管理部分、地下水库可视化部分、安全预警、安全应
急控制和系统管理部分，如图 11 所示。

井水注入量、改变注水点位置，可控制矿井水与岩体
在掌握煤矿地下水库垮落岩体对矿井水净化机

理的基础上，研发了煤矿地下水库“三位一体 ”水质
控制技术，即入库前沉淀池过滤 → 库内岩体自然净
化→井下矿井水专门处理。该技术保证了库内水质
和区域地下水水质安全，保障了矿井水高效资源化
利用。

4

示范工程建设及推广应用
煤矿地下水库技术在神东矿区推广应用，累计

3
建成 32 座煤矿地下水库，储水量达 3 100 万 m ，是

目前世界惟一的煤矿地下水库群； 煤矿地下水库供
应了矿区 95% 以上的用水，保障了矿区的可持续开
图 11
Fig. 11

煤矿地下水库安全监控系统模块组成
Safety monitor module composition of coal
mine underground reservoir

发。
神东矿区煤矿地下水库技术不仅保障了世界惟
一的 2 亿吨级矿区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还使矿
区植被覆盖率提高 了 30% 左 右； 同 时 为 周 边 电 厂

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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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华国能集团大柳塔电厂和上湾电厂 ） 供水； 正在
3
建设给煤制油项目的供水工程（ 日供水 3. 2 万 m ） 。
目前，该技术已在神华包头、新街等矿区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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