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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煤田生态潜水保护与矿井水害预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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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了在开采陕北侏罗纪煤田煤炭资源的同时对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第四系萨拉乌苏组潜水
含水层实施有效保护，基于煤田特殊的煤层 － 地下水空间组合关系，采用试验对比方法，研究了煤炭

摘

高强度开采对生态潜水流场的扰动规律 ，提出了旨在保护地下水资源和预防矿井水害的生态潜水流
场优化调控策略。研究结果表明： 采煤对生态潜水流场的扰动强度取决于导水断裂带对关键隔水层
的破坏程度； 导水断裂带发育高度主要受煤层开采强度控制 ； 通过选取限高开采、分层开采、充填开
采、限面积开采、条带开采等采煤工艺控制导水断裂带发育高度 ，使关键隔水层不受破坏，是实现保水
采煤目标的有效途径； 在条件适宜的井田实施上行开采有利于保护地下水资源和矿井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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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s of ecologic phreatic water protection and
mine water disaster prevention in northern Shaanxi Coalfield
Xia Yucheng，Du Ｒongjun，Sun Xueyang，Du Shaohua

（ School of Geology and Environment，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ine the coal resources of northern Shaanxi Jurassic Coalfield and while to actively protect the phreatic aquifer in the
Quaternary Salawusu Formation with important ecological significances，based on the Coalfield special seam － underground water space
combined relationship，an experiment comparison method was applied to study the high intensity coal mining to the interference law of the
ecologic phreatic water flow field and provided the optimized adjustment and control strategy of the ecologic phreatic water flow field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underground water resources and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mine water disaster． The stud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al
mining interference intensity to the ecologic phreatic water flow field would depend on the water flowing crack zone to the failure degree of
the key water isolated layer． The development height of the water flowing crack zone was mainly controlled by the mining intensity of the
seam． The height limit mining，slicing mining，backfill mining，area limit mining，tripe mining and other coal mining technique were applied to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height of the water flowing crack zone and to protect the key water isolated layer without any failure and
could be an effective access to realize the target of the water keeping coal mining． In the coalfield with above suitable conditions，the above
mining technology conducted would be favorable to the protect the underground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mine safety．
Key words： coal mining； mine water disaster； ecologic phreatic water； groundwater flow filed； northern Shaanxi Coa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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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全高或放顶煤等高产高效开采技术，单个工作面
年产原煤超过千万吨，是中国 14 个特大型煤炭生产

言

陕北侏罗纪煤田蕴藏有非常丰富的优质煤炭，
约占中国煤炭资源总量的 14%，且地质构造简单、

基地之一。然而，该煤田地处水资源贫乏、生态环境
十分脆弱的毛乌素沙地，地表被风积沙覆盖，煤层大

开采技术条件优越，矿井大量采用超大工作面一次

多赋存于第四系萨拉乌苏组潜水含水层之下 ，在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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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空间构成了有机联系的“地表生态环境 － 地下水
资源 －煤炭资源 ”系统。 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忽视
对潜水含水层的保护，煤炭开采不仅会导致宝贵的
水资源流失，流域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影响矿区居民

第 44 卷

200 ～ 300 m 3 / d。萨拉乌苏组厚度最大、煤层上覆岩
［13］
石最薄的区域，是富水性最强的地区 。 萨拉乌苏
组含水层水位埋深一般为 0. 90 ～ 9. 27 m。

的生产和生活，而且将使矿井面临水害威胁。 如何
在煤炭资源开采过程中有效保护萨拉乌苏组潜水 ，
既是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必须攻克的难点 ，也
［1－8］
，不仅关系到
是当前保水采煤技术研究的热点
陕北老区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国家的能源发展
战略。从地质学的视角揭示煤炭开采对萨拉乌苏组
潜水流场的扰动规律，探究潜水流场优化调控策略。
期望能对煤炭开采水害防治及水资源保护利用有所
裨益。

1

生态潜水含水层与关键隔水层的基本特征

陕北煤田主采煤层赋存于中侏罗统延安组，其
上方广泛发育的第四系上更新统萨拉乌苏组 （ Q 3 s）

萨拉乌苏组含水层富水性分区

Fig. 1 Water enrichment division of aquifer in Salawusu Formation

关键隔水层位于萨拉乌苏组潜水含水层之下，
延安组含煤岩系之上。 其上部的离石黄土由亚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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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含水层水质优良，是目前陕北沙漠滩地前缘地
区居民生活与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水源，也是维系沙

图1

漠滩地区植被生长的生态水源，其地下水位是维系
［9－10］
，故将其称为生态潜水含
地表生态的重要指标

水层。同时，其水文地质特征还直接决定了煤矿水
［11］
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和矿井涌水量大小 ，直接关

系矿井安全。因此，在采煤过程中对萨拉乌苏组含
水层应当予以重点保护。 在该含水层之下，广泛发
育由第四系中更新统离石组黄土 （ Q 2 l） 和新近系上
新统保德组（ N 2 b） －静乐组（ N 2 j） 红土共同构成的隔

水层，对潜水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其破坏与否，将直
接决定生态潜水是否会发生漏失，因此，将其称为

土、亚黏土等构成，局部柱状节理发育； 其下部的三
趾马红土 （ 新近系上新统保德组 － 静乐组 ） 为深红
色、浅棕色黏土及亚黏土，局部含钙质结核，富水性
极差。地层厚度 10 ～ 226 m，一般厚度 60 ～ 80 m，北

部地 区 较 薄，只 有 20 m 左 右，中 部 地 区 厚 度 大
（ 图 2） 。虽然全区分布，但平面分布不连续［14］。

2

采煤对生态潜水流场的扰动

采煤造成的导水断裂带可以打破生态潜水流场
的原始平衡状态，引起潜水流向、水位甚至水文地质

“关键隔水层” 。

单元边界的变动，导致生态潜水流场的改变。 为了
深入研究采煤对生态潜水流场的扰动规律 ，分别从

萨拉乌苏组含水层以灰褐色细沙 、中沙为主，间
夹薄层状黑色粉沙透镜体，结构疏松、孔隙大，含、透

垂向和侧向两个方面分析生态潜水流场的变动 。
2. 1 采煤对生态潜水流场的垂向扰动规律

［12］

水性均好，有利于地下水的汇集和储存，含水丰富，
在地形低洼处常与上覆风积沙构成统一含水层 。该
含水层在煤田内分布较广，但主要发育在榆神矿区
的大保当和孟家湾一带，神府矿区仅在柠条塔南区
及石圪台 －大柳塔井田一定范围分布。 厚度差异较
大，在榆神矿区大保当一带厚度一般 20 m，孟家湾
一带厚度一般 60 m。其厚度变化受古地形控制，一
般在古沟槽及低洼处沉积最厚，与煤层上覆岩层厚
［11］
度互 为 消 长 。 富 水 性 主 要 取 决 于 含 水 层 厚 度
（ 图 1） 。含水层厚度大的地段富水性较好，单井涌
3
水量多在 1 000 m / d； 含水层薄的地段，单井涌水量
40

采煤对生态潜水流场的垂向扰动强度取决于导

水断裂带的发育高度及其对关键隔水层的破坏程
度。而导水断裂带的发育高度主要受煤层采高 、工
作面长度及其推进距离等开采强度指标控制 。
某井田导水断裂带最大发育高度与采高之间关
系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当开采高度为 4 m 时，导水
裂隙最大高度基本稳定在 110 m 左右，其位置尚未
达到红土层底界； 当开采高度为 6 m 时，导水裂隙最
大高度基本稳定在 125 m 左右，已经进入红土层中，
但仍在红土层底界附近； 当开采高度为 7 m 时，导水
裂隙最大高度基本稳定在 166 m 左右，高于红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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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下，导水断裂带最大发育高度与采高之间呈
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导水断裂带最大高度随

在覆岩结构与力学性质、地质特征及采煤工艺相同

采高增大而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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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界 48 m 左右； 当开采高度为 12 m 时，导水裂隙最
大高度达到 202 m，已进入黄土层中 （ 图 3） 。 所以，

图2

Fig. 2

关键隔水层（ Q2 +N2 ） 厚度等值线

Thickness contour of key aquifuge（ Q2 +N2 ）

图3

不同采高导水断裂带高度发育对比

Fig. 3

Comparison of water flowing fractured

zone height with different mining height

在相同条件 下，模 拟 工 作 面 长 度 分 别 为 250、

图4
Fig. 4

采高 7 m 不同工作面长度导水裂隙高度对比
Comparison of water flowing fractured zone height

with different working face length under 7 m mining height

300 和 350 m，开采高度均为 7 m 时各工作面对应的
导水裂隙高度如图 4 所示。 模拟结果表明，导水断

显； 当工作面推进距离为 150 ～ 350 m 时，导水断裂
带近直线式快速上升，且工作面长度愈大导水断裂

裂带最大发育高度与工作面长度呈正相关关系 ，即

带愈高； 当工作面推进距离为 350 ～ 500 m 时，导水
断裂带高度仍以近直线式快速增加，但增加幅度相

工作面长度越大，导水断裂带越高。
从图 4 还可发现，当工作面推进距离为 0 ～ 150
m 时，导水断裂带高度在不同开采长度时相差不明

对有所增大； 当工作面推进距离为 500 ～ 800 m 时，
导水断裂带高度基本稳定，不再随工作面的推进而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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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明显变化。综上所述，随着工作面的逐步推进，
导水断裂带高度的变化表现为“缓慢增加 － 急剧增

采煤目标的关键是控制导水断裂带的发育高度 ，以
保证关键隔水层的隔水性能不受破坏 。

加 － 基本稳定 ”的特点，当工作面推进到一定距离
后，导水断裂带高度达到极限，不再随工作面的推进

2. 2

煤炭采区生态潜水流场的侧向变动源自于导水
断裂带对生态潜水流场的垂向扰动 。陕北侏罗纪煤

而发生变化。

－2

田某井田开采 2 煤层，工作面长度为 250 m，工作
面推进距离 800 m。 理论预计和开采实践表明，当
采高为 5 m 时，导水断裂带对潜水流场的垂向扰动

煤层开采是否会导致潜水渗漏以致引起潜水流
场的垂向变动，主要取决于采煤造成的导水断裂带
与关键隔水层的位置关系。当导水断裂带未穿透基
岩层时，关键隔水层位于弯曲下沉带内，其隔水性能

强度较小，关键隔水层未遭破坏； 当采高为 12 m 时，
导水断裂带破坏了隔水层，使生态潜水水位下降到

未遭破坏，因而采煤不会造成生态潜水的漏失 ； 如果
导水断裂带进入隔水层，但仍有厚度大于 40 m 的土

煤层底板 标 高。 当 采 高 5 m 时，引 用 影 响 半 径 约
370 m，约是工作面长度的 1. 5 倍； 当采高为 12 m

［14］

层未受切割，则其隔水性能依然可保持 ； 而当导
水断裂带导穿关键隔水层时，则隔水性能遭到破坏，

时，引用影响半径近 2 500 m，约是工作面长度的 10
倍（ 表 1） 。由此可见，当关键隔水层未遭破坏时，采

潜水将溃入采空区，使生态潜水水位下降到煤层底
板标高，生态潜水流场将出现一个以采空区为中心

煤扰动对潜水流场的侧向影响范围较小 ，而当关键
隔水层遭到破坏时，采煤对生态潜水流场的侧向影

的巨大的水位降落漏斗，一方面严重威胁矿井安全，
另一方面，造成宝贵的水资源流失。因此，实现保水
Table 1

采高 / m 工作面长度 b / m
5

250

12

250

响范围将超出采空区边界数千米。

引用影响半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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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采煤对生态潜水流场的侧向扰动规律

Calculation results of substitute influence radius
水位降深 S / m

引用半径 r 0 / m

影响半径 Ｒ / m

引用影响半径 Ｒ 0 / m

推进距离 a / m

经验系数 η

800

1. 144

7. 20

300. 3

69. 54

369. 84

800

1. 144

221. 00

300. 3

2134. 45

2434. 75

由此可见，一个工作面开采，有可能会导致相邻
待采工作面生态潜水水位下降。 同理，一个井田开

失，引起当地居民生活、生产用水困难和生态环境恶
化，也易造成淹井事故。因此，从地质环境角度来看

采，也可能会导致相邻井田生态潜水流场的变化 。
因而，在含水层产状接近水平的陕北侏罗纪煤田采

该区域煤层原则上不宜开采。
3） 基本无漏失区。 区内赋存有萨拉乌苏组生

区范围内，留设的建构筑物保护煤柱，虽然可以使建
构筑物不受破坏，但不能保证生态潜水不致流失。

态潜水，但煤层覆岩厚度很大，开采后形成的导水断
裂带在基岩内发育，因此，生态潜水基本不受采煤

3

影响。
4） 采煤失水区。 有富水性较强的生态潜水以

生态潜水的保护

根据生态潜水分布范围、含水层富水性以及隔
水层厚度，结合生态潜水流场受导水裂隙的影响程
［10］

度，将陕北侏罗纪煤田划分为 4 个区

，即基本无

水区、隔水层缺失区、基本无漏失区和采煤失水区
（ 图 5） 。
1） 基本无水区。 区内缺失萨拉乌苏组生态潜
水含水层，或虽有该含水层但富水性很弱，在本区域

及隔水层，但覆岩厚度不大。 如不采取保水开采的
技术措施，煤层开采形成的导水裂隙将可能破坏隔

水层，与含水层沟通，造成生态潜水漏失。 因此，本
区域应为保水采煤研究的重点区域 。
对采煤失水区生态潜水流场的优化调控主要通
过限高和限面积开采实现。 通过限制采高，或采取
分层开采、充填开采等方法达到降低采高的效果 ，将
导水断裂带控制在隔水层之下，或至少保留有大于

开采煤层不必考虑对生态潜水的保护，主要目标是
提高煤炭资源的采出率。

40 m 的有效隔水厚度，可以减小对潜水流场的垂向

2） 隔水层缺失区。 有比较丰富的萨拉乌苏组

扰动强度，使生态潜水得到保护。 最大采高的具体

生态潜水，但其下缺失隔水层，当开采煤层时，随着
覆岩的移动变形破坏，生态潜水沿着导水断裂带漏

参数，应根据主采煤层顶板到关键隔水层底板之间

42

［15－17］

的距离、裂采比及采煤工艺等研究确定

。

夏玉成等： 陕北煤田生态潜水保护与矿井水害预防对策

生态潜水流场受采煤影响程度分区图

中
w 国
w 煤
w 炭
.c
hi 期刊
na
ca 网
j.n
et

图5

Fig. 5

Division of impaction degree of coal mining on ecological phreatic water flow filed

在采高确定的情况下，通过限制工作面长度及
其推进距离，或采用条带开采的方法，达到限制开采

面积的效果，也可将导水断裂带控制在隔水层之下 ，
或至少保留有大于 40 m 的有效隔水厚度，从而使生
态潜水得到保护。 在采高一定时，如果工作面长度
较大，就应该限制工作面的推进距离； 如果工作面长

度较小，如采用条带开采的方法，随着工作面推进，
导水断裂带的高度稳定在一个极限值，且位于关键
隔水层之下，或至少保留有大于 40 m 的有效隔水厚
度，则工作面推进距离可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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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目标，因而该井田曾被划入限制开采区。 如果
－2
－2
－1
自下而上依次开采 5 、4 、3 煤层，即采用上行开
采方法，则下层煤开采后形成的导水断裂带将穿过
上层煤，但均位于关键隔水层之下，不会与萨拉乌苏
组含水层沟通，因而可以使生态潜水仍然保持在原

－2
层位。最后开采 2 号煤层时，虽然其导水断裂带将
破坏关键隔水层，使生态潜水向下渗漏，但此时在
2 －2 号煤层之下已经形成了由采空区、垮落带、导水
断裂带组成的新含水层，成为萨拉乌苏组生态潜水
新的储存区，使其仍保留在井田范围内不致流失 。

笔者认为，在井田或矿区范围内实现保水采煤

目标的技术关键是尽可能多地将地下水保留在井田
或矿区内，并最大限度地消除矿井水害威胁。为此，

目前多煤层矿区煤炭开采通常采用下行开采的
方式，即先开采浅部煤层，然后依次向下开采深部煤
层。但在采煤失水区的浅埋多煤层分布区，由于上

应尽可能采用上行开采方法。 就一个工作面而言，
最好将开切眼布置在煤层底板标高较深一侧 ； 对井

层煤距离关键隔水层很近，采用下行开采方式必然
造成生态潜水的漏失。 同时，上层煤采空区积水常

田或矿区而言，宜先采赋存较深的煤层。 在浅埋煤
层和多煤层赋存地区，只要煤层间距足够大，下层煤

对下层煤开采构成水害威胁。以陕北侏罗纪煤田某
－2
井田为例 （ 图 6） ，如果先开采浅部的 2 煤层，则其
形成的垮落带已经到达关键隔水层底部 ，导水裂隙

开采形成的垮落带不破坏上层煤的连续性 ，即可先
采下层煤，再依次开采上层煤。上行开采方式，使先

已经贯穿地表，因而使关键隔水层遭到彻底破坏，从
而失去隔水能力，势必造成生态潜水向下渗漏进入

形成的采空区成为后续开采产生矿井水的贮存场
［18－19］
。
所，相当于含水层再造，将加大地下储水空间
由于下层煤开采形成的导水断裂带将穿过上层煤 ，

工作面内，成为矿井水被排向区外。显然，这种开采
方法将导致宝贵的生态潜水流失，不可能实现保水

使上层煤中产生更多裂隙，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开采过程中所面临的瓦斯突出、煤尘爆炸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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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降低煤层的坚硬程度，提高煤矿的开采
效率，更重要的是，还可以降低矿井水对煤矿安全生

险

［21］

产的威胁程度

第 44 卷

断裂带截止于关键隔水层之下，或导水断裂带虽进
入隔水层，但其上部仍有大于 40 m 的隔水层未遭到
破坏，则生态潜水流场的水位只是随弯曲下沉带略
有下降，可以实现保水采煤； 如果有效隔水层厚度在

。

0 ～ 40 m，则生态潜水将部分缓慢流入矿井； 如果导
水断裂带导穿隔水层，则生态潜水将溃入矿井。
3） 生态潜水流场的侧向变动源自于导水断裂
带对生态潜水流场的垂向扰动。如果导水断裂带破
坏了隔水层，则生态潜水流场将出现一个巨大的降
落漏斗，
其侧向影响范围将超出采空区边界数千米。
因而，
在含水层产状接近水平的陕北侏罗纪煤田采区
范围内，
村庄保护煤柱不能保证生态潜水不致流失。
4） 在工作面实现保水采煤的技术关键是通过
控制开采强度，保证未受破坏的有效隔水层厚度大
于 40 m。为此，可选用限高开采、分层开采、充填开
采、
限面积开采或条带开采等采煤工艺。 其具体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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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参数因地而异，需根据主采煤层顶板到关键隔水
层底板之间的距离、裂采比及采煤工艺等研究确定。

5） 为了预防矿井水害，应尽可能采用上行开采
方法。就一个工作面而言，最好将开切眼布置在煤

层底板标高较深一侧； 对井田或矿区而言，宜先采赋
存较深的煤层； 在多煤层赋存地区，只要煤层赋存条

件许可，宜自下而上依次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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