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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规模高强度的采矿活动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为了实现矿山生态环境低损害开

采,必须遵循生态环境低损害采前规划的理念,从源头走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的自主创新之路。 总
结了采矿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表现形式,阐述了生态环境损害开采模式与分类,分析了生态环
境低损害开采的评价依据、评价指标及评价标准,明确了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的内涵,给定了生态
环境低损害的“ 生态阈限” ,提出了将采矿活动“ 开采阈限” 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约束到“ 生态阈
限” 之内的矿山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理念。 进一步给出了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的设计方法,阐述
了集绿色开采、深地开发、智能采矿、未来矿业等主要研究方向的典型代表技术为一体的生态环境
低损害开采技术体系。 开滦集团唐山矿的工程实践证明了充填开采等典型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技
术工程示范效应。 未来将从指标体系构建、开采损害评测、开采方法创新、开采系统融合等方面继
续创新完善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的技术体系与基础理论,以期为实现煤炭及伴生资源的绿色化开
采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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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arge-scale and high-intensity mining activities have led to a seriou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low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mining ( LEEDM)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concept of pre-mining plan

for the low impac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nd realize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LEEDM from the source.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manifestation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caused by mining activities,expounded

the pattern and classification of LEEDM,provided a basic and standard evaluation method and criteria for LEEDM,and
put forward the definition and connotation of LEEDM. Meanwhile,this paper stated the “ ecological threshold” of low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and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LEEDM which can limit the “ mining threshold” of mining
activities to the “ ecological threshold” of low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Furthermore, it presented the design

method of LEEDM,and expounded the technology system which integrated the typical technologies of green mining,
deep resources exploitation,intelligent mining,future mining,etc.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in the Tangshan Mine of

Kailuan Group has proved that typical LEEDM technology engineering such as filling mining boasted a demonstration
effect.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provide powerful technical support for green mining of coal and its associated re收稿日期:2019-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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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the authors will continue to innovate and improve the technical system and basic theory of LEEDM from the
aspects of index system construction ,mining risks evaluation,mining method innovation, and mining system integr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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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资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能
源支撑。 但大规模高强度的开采活动导致了严重的
生态环境破坏

[1-2]

, 水体污染、 水资源流失、 水 土 流

失、地表塌陷、耕地破坏、植被率降低、矸石堆积、大气
污染等问题十分突出,矿区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影响
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据 《 煤炭工业发展 “ 十 三

五” 规划》 统计,我国目前每年排放约 7. 95 亿 t 矸石、
60. 04 亿 m3 矿井水,每年造成约 6. 56 × 10 8 m2 土地
塌陷,破坏地下水资源约 22 亿 m

3[3]

。

害分级与判定条件 [11] ;刘平等利用敏感性和恢复力

表征生态系统脆弱性,将脆弱度分为 5 个等级,并给

出了计算方法,建立了露天煤矿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
方法 [12] ;马平叶基于建庄煤矿开采影响建立了环境

评价体系,将矿山地质环境划分为由差到好的 4 个等
级 [13] ;陈桥等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了矿山生态环境

质量评价因子体系、评价方法及评价等级标准,建立
了一套较 为 完 整 的 矿 山 生 态 环 境 综 合 定 量 评 价 模
式 [14] ;王广成等提出了矿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模

煤矿开采活动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主要原因:一是

糊综合评价模型,构建了以生态环境保障度、自然资

煤矿企业现采用的传统开采方法,重点是保证煤炭的

源支持度、社会经济发展度和健康可持续度为准则层

生产效率及企业的效益,对生态环境破坏较大;二是

的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计量模型 [15] 。 评估指

煤炭企业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环保投入相对不

标体系主要的问题是尚无针对多样的损害形式,形成

足,加剧了矿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三是国家绿色矿山

系统的评价模型。

建设相关鼓励政策和法律法规有待健全,与美国、澳

现有的生态环境损害评价方法也较为丰富,主要

大利亚等采矿强国相比,我国绿色矿山建设的相关法

包括生态环境状况指数法、内梅罗综合指数法、潜在

律法规建立时间较晚,立法体系不够全面,生态矿山

风险评估、健康风险评估、层次分析法、单因子指数法

建设批复流程、生态建设政策鼓励和生态破坏处罚制
度等方面仍然需要改进 [4] 。 目前针对环境保护,矿

和综合指数法等 [16-20] 。 但总体来说我国现有的生态

环境损害评价方法不够全面,专门针对煤矿开采活动

山主要关注开采方法和损害后治理两个方面。 开采

导致的环境损害相关标准较少,如尚无针对开采导致

方法主要包括减沉开采、矸石减排等;生态环境损害

土地荒漠化加剧的相关规范标准;缺乏针对煤矿开采

治理方法主要包括矿区废弃物处理及综合利用技术、

相关的地下水质量标准;也缺乏约束煤炭堆放运输环

土地复垦及塌陷区景观改造等。

节污染大气的相关标准等。 虽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有的矿山生态环境低损害评估指标体系:谢和

环境影响评价法》 明确规定在煤炭采出前必须进行

平院士建立科学产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生产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生态环

绿色度概念

[5]

;袁亮院士提出绿色煤炭资源评价方

法,并将生态恢复度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指标

[6]

;李

境影响评价方法及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均没有明确
的标准可以参照。

1988 年《 土地复垦规定》 和 1989 年 《 环境保护

冰等针对陕南秦岭山区的矿山环境损害,建立层次结
构模型,将环境损害划分为轻度损害、中度损害、重度

损害 3 个等级

[7]

;宋世杰运用 AHP 法、专家咨询法、

灰色关联分析法等建立榆神府矿区生态环境损害的
评价标准,并基于模糊综合评判法,对榆神府矿区生
态环境损害进行单因素和综合评判

[8]

;李晶等以淮

北市主城区采煤塌陷地为研究对象,综合应用层次分

析法和 GIS 空间分析功能构建采煤塌陷地生态环境

损害程度评价指标体系

[9]

;连达军等分析了各类别

的采动响应特征,提出采动损害定量分析的评价指标
和方法

[10]

;李伟等对神府矿区进行了采动沉陷损害

程度的分区分级界定,并给出了评价神府矿区开采损

法》 的颁布标志着矿区生态修复工作走上了法制化
轨道。 随后,我国陆续颁布了《 矿产资源法》 、《 矿产
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 、《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

定》 、《 土地复垦条例》 、《 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的意见》 等系列政策法规 [21-22] 。 这些政策法规虽较
为全面地明确了矿山损害的相关赔偿标准、修复标准
和责任制,但多是针对采后治理阶段,在开采方法上
即生态环境损害源头上实现生态环境低损害的引导
政策和生态环境约束条件下矿井建设的相关规定出
台较晚或不够完善,从而导致了很多矿井走上了“ 先
损害,后治理” 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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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目前针对矿山环境损害的技术、评估

源的加工利用。 根据开采中的生态环境损害阶段不

指标体系、评价方法方面已经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

同,可将其分为采动中的岩层移动及地表沉陷损害和

是存在评估指标体系不全面、评价方法不明确等方面

加工中的矿山废弃物排放损害;针对开采中生态环境

的问题。 因此,为了实现矿山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

损害对象不同,可将其分为地质结构环境损害、水环

必须遵循生态环境低损害采前规划的理念,从源头走

境损害和大气环境损害;从生态环境损害角度来说,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的自主创新之路。 一方面需要

又可将其分为动物多样性损害和植被结构性损害等。

建立矿区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另一方面必须

1. 2

根据矿山开采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程度,将生态

完善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技术体系。
笔者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生态环境低损
害开采的模式与分类、内涵、评价依据、评价指标、评

环境损害开采模式分为两类,即:生态环境高损害开
采和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
根据采矿活动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级别不同,将生

价标准以及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的设计流程与技术

态环境高损害开采又分为生态环境损害不可逆或不

体系。

1
1. 1

生态环境损害开采模式及分类

可修复型 ( Ⅳ 类) 和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人 工 修 复 型 ( Ⅲ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内涵

类) ,该模式对环境的损伤大,基本只考虑资源开采

矿山生态环境损害表现形式

效益而没有过多地顾及环境承受能力,是“ 先损害,

传统的矿山开采会造成生态环境系统的多样综

合损害( 图 1) ,将多样综合损害归结为以下主要形

后治理” 模式。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可分为采矿活动致生态环

表沉陷而引发建( 构) 筑物变形、水体倒灌等多种不

境损害的自修复型( Ⅱ类) 和生态环境损害的不修复

同形式的风险;②地表土壤环境损害,矿山开采改变

型( Ⅰ类) ,该模式对环境的损伤最小,完全兼顾资源

开采效益及环境承受能力。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模

了地表土壤结构,降低了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加剧了

式很好地契合了煤炭近零生态环境影响开发、超低损

土壤盐渍化,进而影响植物的生长,造成农田作物减

害开采 [23] 等理念,将是矿山开采势在必行的主流模

产和自然环境破碎化,降低生态系统稳定性,进而加

式。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的最大特点是以可靠的技

剧脆弱生态系统荒漠化和沙漠化进程;③水资源损

术为保障,从开采的源头完全考虑资源开采与环境低

害,采动岩体渗流致地下水位下降,地表供水资源减

损害之间的平衡。

式:①地表建( 构) 筑物破坏,采动引起岩层移动及地

少甚至枯竭;④生态链失衡,矿山开采引起的一系列

1. 3

环境问题导致矿区生态链失衡,造成生态严重破坏;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的表述
笔者将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描述为矿山采动活

⑤大气污染,矿山开采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地表堆放及

动后具备矿区地质环境、水环境和大气环境等生态环

染物随大气干湿沉降进入地表,成为周边土壤、水体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的内涵表现为采前生态环

扬尘的释放造成矿区大气环境质量下降,同时大气污
污染的重要来源。

境自动修复能力的一切开采方法的集合。
境低损害的科学预测与评判、采中生态环境低损害的
标准化过程控制和采后生态环境低损害的自适应修
复 3 个方面。

矿山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的研究思路是:针对采

矿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形式或现象,提出生态环
境损害模式,结合不同生态环境破坏形式的保护或限
制需求,确定不同类型各级生态环境损害模式对应的
控制指标,并基于现行或需重新构建的政策法规建立
生态环境损害的评价标准,以明确各级生态环境损害
图1

Fig. 1

的“ 生态阈限” ,进一步确定生态环境低损害的“ 生态

阈限” ,由此提出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受环境约束的

采矿导致生态环境系统多样综合损害示意

“ 开采阈限” ,将采矿活动“ 开采阈限” 导致的生态环

Schematic diagram of multiple damages induced
by mining

境损害约束到“ 生态阈限” 之内,从而实现矿区资源

矿山开采中的生态环境损害是内外因共同作用

开采中的生态环境低损害。 其中“ 开采阈限” 具体由

的结果,内因是采动岩层移动破坏,而外因是煤炭资

矿山开采的关键工程参数组成;“ 生态阈限” 由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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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的关键表征指标组成。 考虑环境约束,能在开采
源头实现“ 开采阈限” 准确控制而满足“ 生态阈限” 的

2

技术与方法均纳入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研究体系范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评价
不同于环境影响评价,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模式

畴,如图 2 所示。

是利用预测结果指导开采方式的选择,而不是在已知
工艺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生态环境影响的预测与评估。
因此,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评价体系无法系统地支撑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模式,亟需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
评价体系定量评估和预测开采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

2. 1

评价依据
我国一直关注采矿行为对生态环境的损害。 针

对煤炭的开采和利用,先后出台了多项规范和标准,
主要分为评价技术规范、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
图2

Fig. 2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研究体系

评价技术规范方面,规范了煤炭的开采和洗选工

Research system of low ecological

业园区及工程项目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的损害影响

environment damage mining

表1

Table 1
标准类型

标准三大类,见表 1。

标准名称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煤炭工业矿区总体
规划

进行预测和评估的主要技术与方法。然而这些方法
生态环境损害评价的相关标准规范汇总

Related standards for evalua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标准编号

规范内容

主要评价因子

评价方法

HJ 463-2009

煤炭开采与选煤工业园区
开采变 形、 占 地、 水 环 境、 污 类比法、 GIS 叠 图 法、 趋 势 外
总体规 划 涉 及 的 资 源、 环
染外排等
推法、案例分析法等
境问题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评价技 则———煤炭采选工程
术规范 环境 影 响 评 价 技 术 导 则
———生态影响

HJ 619-2011

煤炭开采与选煤工程项目 大气、地 表 水、 地 下 水、 声 环 系统分析法、质量指标法、景
涉及的环境问题
境、生态影响、环境风险等
观生态学法、类比法

HJ 19-2011

建设项目对生态系统及其
主要生态因子、敏感生态等
组成因子造成的生态问题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
范

HJ192-2015

生物丰度、植被覆盖度、水网
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及变化
密度、土地胁迫度、污染负荷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法
趋势
度等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5618-2018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

土壤污 染 物 含 量, 包 括 重 金 单因子 指 数 法、 内 梅 罗 综 合
属、有毒有机物等
指数法、潜在风险评估

GB36600-2018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

重金属、 挥 发 和 半 挥 发 性 有 单因子 指 数 法、 潜 在 风 险 评
机物
估、健康风险评估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环境质 耕地质量等级标准
量标准

水中 pH、BOD、COD,氟离子、
单因子指数法、综合指数法
重金属等
色度、浊度、硬度、重金属等
单因子指数法、综合指数法

地表水水质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

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426-2006

煤炭工 业 产 生 的 废 水、 废 水中 pH、悬浮物、重金属等,
气与固体废弃物
大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等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

燃煤锅炉产生的废气

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污染物排
放标准

地形, 土 层 厚 度, 土 壤 有 机
质、质地、 土 壤 养 分、 生 物 多 层次分析法
样性、盐渍化程度等

GB / T33469-2016 耕作土壤质量等级
GB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 T14848-2017 地下水水质

大多为半定量或定性的方法。 由于生态系统非常复
杂,其演替过程往往是非线性的,因此定量预测其影
响后果具有一定难度 [24] 。
环境质量标准方面,明确规定了不同使用功能的
空气、地表水体、地下水以及土壤环境质量,可以为矿
区环境质量现状评价提供有效依据。 但生态现状评

清单法、图形叠加法、生态机
理法、指数法等

PM10、PM2. 5、 二 氧 化 硫、 二
单因子指数法、综合指数法
氧化氮等

颗粒 物, 二 氧 化 硫、 氮 氧 化
物、黑度等

价除《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 HJ 192 - 2015)
外无相关标准作为评价依据,尤其是矿区涉及大量荒
漠化、沙漠化地区的生态脆弱性评价有待进一步规
范。
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限定了煤矿开采和洗选工
业以及燃煤锅炉产生的废水、废气排放方式和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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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同时也规定了矿区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处置方式。
但对于矿区,煤炭及其固体废弃物在储运过程中的无
组织排放仍需进一步规范。

实际进行生态环境损害水平评估时,需要针对具

体的损害形式,选择不同的评价指标( 生态因子) ,建

立相应的评价标准,并对应给出生态环境低损害时各

针对矿区不同生态环境特点,应以《 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 导 则———煤 炭 采 选 工 程》 ( HJ619 - 2011 ) 和

《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煤炭工业矿区总
体规划》 ( HJ463 -2009) 为基础依据,细致量化开采行

评价指标的“ 生态阈限” 。

对于具体的评价指标,谢和平院士采用“ 生产绿

色度” 作为其科学产能理论的表征维度之一,并选取
矿山生态保护程度( 充填率和采煤塌陷系数) 、生态

为对生态、水体、大气以及土壤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损
害,并结合《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 HJ192 -

恢复度( 复垦率、塌陷土地绿化率) 、矿山资源综合利

价生态环境损害的程度。

一级( 二级) 评价指标;袁亮院士采用“ 生态恢复度”

2015) 以及水体、空气和土壤质量评估相关标准,评
2. 2

评价指标

用率( 煤矸石综合利用率、矿井水利用率和瓦斯抽采
利用率) 以及采区采出率等指标作为该表征维度的
作为其绿色煤炭资源理论的表征维度之一,并选取了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的关键限制因子是开采行
为对生态扰动和环境污染的水平。 因此准确判定生

生态恢复( 采煤塌陷系数、塌陷土地复垦率) 、环境保
护( 煤质) 、资源综合利用( 煤矸石利用率、矿井水利

态环境损害水平是确定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的核心。

用率、抽采瓦斯利用率、没有伴生资源的协调开采)

由于生态环境系统的复杂性,单纯的以各污染物

等指标作为该表征维度的一级( 二级) 评价指标;其

质的排放量或某一生态因子的变化量作为依据往往

他相关的矿区生态环境损害研究及评价指标不一一

难以衡量开采行为对生态环境的综合影响。
表2
Table 2

赘述,具体见表 2。

矿山生态环境损害主要理论及对应评价指标

Main theory and corresponding evaluation indicator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研究主题

与生态环境损害
相关的表征维度

相应的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矿山生态保护程度( 充填率、采煤塌陷系数)

科学产能综合评价 [5]

生产绿色度

生态恢复度( 复垦率、塌陷土地绿化率)
矿山资源综合利用率( 煤矸石综合利用率、矿井水及瓦斯抽采利用率)
采区采出率
生态恢复( 采煤塌陷系数、塌陷土地复垦率)

绿色煤炭资源评价 [6]

生态恢复度

环境保护( 煤质)
资源综合利用( 煤矸石、矿井水及抽采瓦斯利用率、煤与伴生资源的协调开采)

矿山环境损害评估 [7]

生态环境损害定量
评价指标体系 [8]

环境污染

水体重金属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

生态破坏

水资源破坏、植被覆盖率、采矿占地与破坏、水土流失

地质灾害

滑坡、泥石流

开采沉陷
地下水损害
生态环境状况
自然资源指标

塌陷区生态环境损害评价 [9]

社会经济指标
环境条件指标
建筑物

矿区生态环境要素的
采动损害定量评价方法 [10]

交通线路
耕地
水环境
地形地貌

宽深比、深厚比、扰动系数、下沉系数、覆岩综合普氏强度
两带高度与关键含( 隔) 水层的空间关系、含水系数

EI 指数

土地结构变化、土壤持水性、水系分布、植被覆盖

人口密度、人均纯收入
矸石压占充填、塌陷下沉深度、水污染
墙身顶部、窗台、墙勒脚、砖过梁、门窗洞口等的损坏情况
路基、线路、地基、墩台等的损坏情况
表象、土壤
潜水位、承压含水层、导水裂隙带、生活用水环境
变形损害、灾害

矿山环境条件

地形地貌、植被覆盖度

矿山地质环境综合评价 [13]

矿山开发状况

矿山开发规模、采煤方法、顶板管理方法、煤矿采深采厚比

矿山生态环境质量综合
定量评价模式 [14]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自然禀赋度
生态环境
区域人文
生态环境保障度

矿区生态系统健康度 [15]

土地占压与破坏、水资源破坏、水土流失、地质灾害、环境污染
矿产品位、矿产质量指数、年降水量、剥采比
植被覆盖率、生物多样性、环境污染、矿山恢复治理率、地质灾害面积比
生产管理指数、趣味指数、矿业经济贡献率、科技人员比例
生态水平指数、大气环境指数、土壤环境指数、水环境指数等

自然资源支持度

矿产资源保有指数、矿产资源回收指数、资源综合利用指数

社会经济发展度

经济规模指数、经济效益指数、矿区生活质量指数、职工健康危害指数

健康可持续度

矿区科技促进指数、矿区环境协调指数、矿区污染控制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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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建( 构) 筑物损害度、地表土壤环境损伤度、

标。 其中评价指标的变化可通过现场调查、模型模拟

水资源损伤度、生态损伤度和大气环境污染度指标表

和遥感图像解译等方法获取,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评

征生态环境低损害的表征维度,并相应选取地表变形

价标准与评价模型 [25-31] ,计算出矿区内不同表征维

值( 水平变形、曲率、倾斜) 、土壤学指标( 肥力、含水

度的生态阈值,对比生态阈值与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

含水层扰动程度、水均衡扰动) 、生态学指标( 生物多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主要评价方法与阈限判别,

率、污染物含量) 、水环境指标( 生态水位扰动程度、
样性、 生物量、 盖度) 、 环境空气质量等作为评价指
表3

Table 3

的“ 生态阈限” ,判定是否属于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
见表 3。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主要评价方法与阈限判别

Main evaluation methods and threshold discrimin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表征维度

评价指标

评价方法

低损害阈限

建( 构) 筑物损害度

建筑损坏程度、地表变形值( 倾斜、曲率、 层 次 分 析 法 [25] 、 模 糊 综 合 评 判 模
轻微损害、小修后不影响建筑功能
水平变形)
型 [26] 等

地表土壤环境损伤度

土壤结构、含水率、pH 值、肥力、污染物

水资源损伤度

生态水位扰动程度、含水层扰动程度、水
扰动程度指数评价 [29]
均衡扰动

生态损伤度

生物多样性、生物量、盖度、生产力等

生态健 康 评 价 指 数 法 [30] 、 层 次 分 析 无需规模化治理生态环境即可 恢复
到健康水平
法 [31]

大气环境污染度

PM2. 5、PM10、SO2 、NO x 等

大气环境质量评价

2. 3

层次分析法 [27] 、模糊综合评判法 [28] 、 经田间管理或土地调控后可恢 复原
有的生态功能
综合指数法等

评价标准
下面以植物生态系统和矿区建( 构) 筑物保护为

例,介绍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的评价方法。
(1) 植物生态系统评价标准

植物种与环境之间一般都符合高斯模型

[32]

方程为

。 其

2
2ù
é 1
y = cexp - ( x - u ) / t
ë 2
û
式中,y 为能够代表植物种生物生态特征的一个指

合理生态影响程度范围内

区域大气质量在优良以上天数 高于
80%

由此做出判定:当开采扰动处于生态阈值内,即
u 2t<y<u +2t 时为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当开采扰动
处于生态阈值外,即 y>u +2t 和 y<u -2t 时为生态环境
高损害开采。

由此通过调查统计解出区域内关键生态因子对
不同环境因子的最适值 u 和耐度 t,计算出生态阈值,
并与开采行为对生态环境的扰动量进行对比检验,就
可以确定开采模式是否为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进而
确定不同矿区生态环境的生态阈限,以此限定开采扰

标,如多度、盖度、密度、生物量等;x 为某种环境因子

动的强度,并指导开采行为,最终实现矿区生态环境

的测量值;c 为对应指标的最大值;u 为植物种对某种

的有效保护。

(2) 矿区建( 构) 筑物保护评价标准

环境因子的最适值,即相应的生物指标达到最大值时
所对应的环境因子值;t 为该植物种的耐度,是描述
植物种生态阈值的一个指标。

一般一个植物种的生态阈值区间为 [ u - 2t, u +
2t] ,最适生态阈值区间为[ u -t,u +t] ,如图 3 所示。

根据《 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

与压煤开采规程》 的规定,以砖混结构建筑物损坏为
例,依据建筑物损坏的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进行结构处

理,将损坏等级界定为Ⅰ ~ Ⅳ四个等级,其中损坏等
级为Ⅰ级时,建筑物极轻微损害或轻微损害,结构不

需要维修或简单维修;损坏等级为Ⅳ级时,建筑物严
重或者极度严重损害,结构需要大修或拆建。
根据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内涵,建议给定矿区建

( 构) 筑物损害评价标准如下:

当损坏等级为Ⅳ级时,判定为生态环境高损害开

采,不可逆或不可修复型( Ⅳ类) ;当损坏等级为Ⅲ级
时,判定 为 生 态 环 境 高 损 害 开 采, 人 工 修 复 型 ( Ⅲ

Fig. 3

图3

高斯模型及生态阈值图解

类) ;当损坏等级为Ⅱ级时,判定为生态环境低损害

[33]

Gaussian model and ecological threshold

[33]

开采,自修复型( Ⅱ类) ;当损坏等级为Ⅰ级时,判定
为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不修复型( Ⅰ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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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型生态环境损害程度的评价标准,需要根
据不同生态系统和环境条件的特征选择评价指标,并
结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的建立进行科学合理界定。

3
3. 1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设计流程与技术体系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设计流程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设计流程是:首先基于采矿

地质条件选择采矿方法,设定开采参数控制指标,与
此同时,基于生态环境状况选择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设定生态环境损害控制指标;然后结合开采参数控制
指标和现有采矿技术设置开采阈限,结合现行法规标
准和生态环境损害控制指标设置生态阈限;进一步,
由开采阈限进行采动损害预计,由生态阈限进行生态
图4

环境损害评价,并由此判别是否满足生态环境低损害
标准,不达标则循环上述阈限设置步骤和生态环境低
损害判别步骤,直至达到生态环境低损害标准,最终
实现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 具体设计方法如图 4 所

示。

3. 2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技术体系

Fig. 4 Design method of low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mining

水流失、瓦斯排放、地表沉陷、矸石减排等生态环境保
护的工程需求,形成了集绿色开采、深地开发、智能采
矿以及未来矿业等方向的典型代表技术为一体的,从
矿山开采源头创新为特点的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技

根据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的设计方法,基于地下

Fig. 5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设计方法

图5

术体系,如图 5 所示。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技术体系

Technology system of low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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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开采方向

绿色开采

[34]

技术主要以生态环境低损害的开采

方法、矿井废弃物的处理及利用为原则,具体包括保
水开采、煤与瓦斯共采、减沉开采、矸石减排等代表性
技术。
保水开采技术核心是控制导水裂隙带发育高度
和底板破坏深度,使其不与含水层进行沟通,或对水
资源进行综合利用。 保水开采技术主要包括充填开
采、条带开采、房式开采、限高开采、留设防水煤柱、隔
水层注浆加固、隔水层再造、煤矿地下水库技术、开采

尺寸或速度优化法 [35-37] 。 煤与瓦斯共采技术核心是

瓦斯的增透和高效抽采。 从煤与瓦斯开采的时间顺
序,可将煤与瓦斯共采技术分为采前抽采、采中抽采

和采后抽采 3 种形式;按照瓦斯抽采的布置方式不
同,可以分为巷道法煤与瓦斯共采、无煤柱煤与瓦斯

共采和地面钻井法煤与瓦斯共采 [38-41] 。 减沉开采技
术核心是弱化开采引起的岩层运动。 减沉开采包括
条带开 采、 全 部 充 填 开 采 以 及 部 分 充 填 开 采 等 技

术 [42-44] 。 矸石减排技术核心是通过优化采煤方法减
少矸石产出或对采出矸石进行综合利用。 矸石减排

技术主要包括以煤巷代替岩巷、煤岩识别自适应截
割、煤矸井下分选、矸石综合利用、矸石井下规模化处

理等 [45-48] 。

(2) 深地开发方向

深地开发包括深部资源的安全高效开采和地下
空间的综合利用两个方面,其核心是创新深部资源的
开采方式,形成深部岩体的力学理论、开采技术和成
套开采装备,实现深地资源的安全高效绿色开采,并
对开采形成的深部地下空间综合利用。 其中深部资
源的开采主要包括煤炭等矿产资源开采和地热能开
采;地下空间的综合利用主要是指构建地下生态城市

和生态圈、封存核废料和二氧化碳 [49-51] 。

随着多年来对浅部矿产资源的高强度开采,浅部

矿产日益枯竭,深部开采已经势在必行,然而深部地
区存在高地应力、高温和高渗透压的特点,岩体的力
学性质与浅部区别较大,浅部资源传统开采方法、岩

层控制理论并不适用于深部条件环境 [52] 。 研究生态
环境低损害的深地开发技术需要进行深部条件下的

岩层控制理论研究和深部地热开采技术研究,从而实
现深部条件下的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
(3) 智能采矿方向

智能采矿 [53-56] 以开采环境数字化、采掘装备智
能化、生产过程遥控化、信息传输网络化和经营管理
信息化为特质,以实现安全、高效、经济、环保为目标,

程可控的无人精准开采、开采损害预计和灾害预警。
其核心内涵包括智能化多功能矿山信息云平台、自动
定位和导航技术、采场环境智能感知技术、精准地质
勘探系统及随掘随采探测技术与装备、智慧矿山物联
网技术与装备、智能化无人开采关键技术与装备、全
自动高效采、掘、运等成套设备。
智能采矿所依托的采场环境智能感知技术、精准
地质勘探技术和大数据分析云平台有助于为生态环
境低损害岩层控制技术提供精准的地质数据和岩层
运移规律分析,进而实现地表沉陷的精准控制、含水
层稳定性控制,同时智能化精准开采能够实现基于煤
岩精准识别的智能化采煤,减少煤中带矸率,从而实
现矸石减排。 智能采矿的发展有助于生态环境低损
害开采技术的进步,同时实现生态环境低损害也是智
能采矿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内在要求。
(4) 未来矿业方向
随着未来资源多式开发对象、多样开发方法、多
维开发空间的发展趋势,实现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的
技术体系必将更加丰富,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理念必
将深入渗透到未来新采矿方法的基础理论与技术开
发研究过程之中。 流态化开采、煤炭地下气化、海洋
采矿、月球及太空采矿等是未来矿业新采矿方法典型
代表。
由谢和平院士团队提出的流态化开采技术是将
地下煤炭在原位转化为气态、液态或气固液混态的流
态物质的开采技术。 该技术可以实现矸石的零排放、
地下碳捕获和有害物质处理。 其技术核心是煤炭的
高效气液转化和污染物控制,主要包括煤的地下气化
和液化技术。 该技术突破了固体资源临界开采深度
的限制,使深地煤炭开采可以像油气开发 “ 钻机下
井,人不下井” ,从而改变煤炭开采生产效率低、生态
破坏严重、资源采出率低、提升运输复杂等问题 [57] 。
其中,煤炭液化技术包括煤炭直接液化技术和间
接液化技术。 直接液化技术又称为煤炭的加氢液化
技术,是指在高温高压、溶剂和催化剂的条件下,对煤
加氢裂解直接转化为液体的工艺过程。 目前主要包
括德国 IGOR 工艺、日本 NEDOL 工艺和美国 HTI 工
艺。 煤炭间接液化是以煤炭为原料先气化,后液化的
技术 [58] 。 地下气化是通过构建地下气化炉的方式将
煤炭原位转化为煤气的开采技术,包括煤炭的高效气
化、废料与副产品的资源化利用、煤气的高效利用、二
氧化碳回收和燃空区治理,具有绿色生态环境低损害
的特点 [59-61] 。

4

可以实现智能探测感知、矿山大数据的处理分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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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素有“ 中国第一佳矿” 之称。 井田范围地表
为密集建筑物,建( 构) 筑物下压煤问题十分突出,同

时,地表堆积大量矸石固体废弃物,且每年仍有 0. 9

5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发展构想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要始终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Mt 的矸石产出量。 煤炭开采引发的密集建筑物损害

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综合考虑不同矿区的生

和地表矸石排放导致生态环境损害的不可逆性,严重

态功能、开发程度和资源环境问题,系统构建适用不

制约着唐山矿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

同矿区生态环境评价的综合指标体系,精准评测生态

为了防治煤炭开采中的生态环境损害问题,唐山
市政府开展“ 南湖生态城” 建设计划:即在采煤沉降

环境状况,利用颠覆性前沿技术,创新开采方法,实现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技术系统集成。
(1) 指标体系构建

形成的部分水域基础上,对周边煤矸石场及废弃地整
治,将其建设为滨湖景观区

[62]

。 唐山矿生态环境损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的前提是准确评价和预测

害形式主要表现为地表建( 构) 筑物损害、土壤环境

生态环境损害的水平以及对矿山开采方式的响应程

损害与大气污染。 因此,选用采选充一体化技术( 图

度。 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构建就是生态环境低损害

6) ,地表矸石山矸石通过垂直投料系统输送至井下,

评价的重要基础和保证。 目前的指标体系仅限于特

且采出炭在井下进行洗选,洗选矸石与地面矸石直接

定矿区的生态环境评测,不具有普遍性,这与生态系

运输至工作面采空区进行充填。

统的复杂性和环境因素的多样性有关。 因此,需要基
于国家生态环境的保护格局分析研究不同矿区生态
环境的特征,明确不同损害形式的共性和差异性表征
指标,利用资源环境与遥感科学大数据平台以及矿山
大数据 [63] 、云平台等先进技术实时获取指标值,构建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的综合指标体系。
(2) 开采损害评测

我国矿山资源的开采方式多样,需要归纳分析不

同开采方式的技术体系指标,利用科学合理的计算模
型,建立开采技术体系指标与生态环境表征指标之间
Fig. 6

图6

的量化关系,给出不同矿区生态环境的“ 生态阈限”

采选充一体化开采技术

Mining-dressing-backfill integrated mining technology

该技术实施过程中,实测地表下沉为 19 mm,水

平变形为 0. 1 mm / m,低于建筑物 Ⅰ 级损害变形极

值,矸石利用率达到 90% ,矸石山污染得到了有效治

理,地表变形与矸石利用率等控制指标均严格限定在
“ 生态阈限” 之内,实现唐山矿煤炭资源开采与环境

和“ 开采阈限” ,精准评估采矿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损

害程度,指导矿山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方法的选择,
确保采矿活动影响后的生态环境能够自我修复。 同
时要实时跟踪监测矿区生态环境的演化趋势,动态研
究生态环境低损害模式的指标变化,充实完善生态环
境低损害开采的科学内涵。
(3) 开采方法创新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的目标实现需要从源头上

保护协调发展。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理念有效促进
了“ 南湖生态城” 的成功建设( 图 7) 。

创新开采理论与方法。 基于对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
的精准评估,得到保证生态环境自我修复能力的开采
技术体系指标,继续从绿色开采、深地开发、智能采
矿、未来矿业等方向,基于颠覆性的煤炭资源开采理
论与技术,突破创新以模块化智能化煤矸分选、自动
化原位充填等为典型代表技术的生态环境低损害开
采新技术和新方法,研究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的岩层
控制理论,创新完善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技术体系。

图7

(4) 开采系统融合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保障的“ 南湖生态城”

Fig. 7

Nanhu ecological city guaranteed by low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mining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体系主要包括生态环境损

害评价体系和开采技术体系,需要处理大量生态环境
监测数据、开采技术参数、采动关系数据等,具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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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Youguo,YE Xudong,WANG Zhen. Consideration on the 13th Five

对象复杂、数据量大以及功能模块多样等特点。 随着

Year Plan of coal industry [ J] . Coal Economic Research, 2015, 35

信息化科技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大力发展,需研
究开发矿山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体系的系统集成,包
括多源异构数据智能处理及数据库集成、采动过程动

(1) :6-8.

[4] 袁亮. 我国煤炭资源高效回收及节能战略研究[ J] . 中国矿业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20(1) :3-12.

态化集成、原位开采智能化集成、生态环境低损害自

YUAN Liang. Strategies of high efficiency recovery and energy saving

for coal resources in China [ J] .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我修复的监控与反馈智能化集成等。

6

结

& Technology ( Social Sciences) ,2018,20(1) :3-12.

论

(1) 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势在必行,提出了生态

[5] 谢和平,钱鸣高,彭苏萍,等. 煤炭科学产能及发展战略初探[ J] .
中国工程科学,2011,13(6) :44-50.

XIE Heping,QIAN Minggao,PENG Suping,et al. Sustainable capacity

环境低损害开采的内涵,总结了采矿活动造成的生态

of coal mining and its strategic plan [ J] . Engineering Sciences,2011,

式,建立了生态环境损害的评价方法,提出了将采矿

[6] 袁亮,张农,阚甲广,等. 我国绿色煤炭资源量概念、模型及预测

环境破坏形式及现象,提出了 5 种生态环境损害模

13(6) :44-50.

[ J] .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8,47(1) :1-8.

活动“ 开采阈限” 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约束到“ 生态

YUAN Liang,ZHANG Nong,KAN Jiaguang,et al. The concept,model

阈限” 之内的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理念。

(2) 给出了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具体设计方法,

基于地下水流失、瓦斯排放、地表沉陷、矸石减排控制
等生态环境保护的工程需求,形成了集绿色开采、深

and reserve forecast of green coal resources in China [ J] .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2018,47(1) :1-8.

[7] 李冰. 陕南秦岭山区矿山环境损害评价[ D] . 西安:西安科技大
学,2017.

LI Bing. Evaluation of mine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Qinling moun-

地开发、智能采矿以及未来矿业等方向的典型代表技

tainous area of southern Shaanxi [ D] . Xi’ an:Xi’ an University of Sci-

术为一体的生态环境低损害开采技术体系。

(3) 后续将着力指标体系构建、开采损害评测、

开采方法创新、开采系统融合等方面,继续完善生态

ence and Technology,2017.

[8] 宋世 杰. 榆 神 府 矿 区 煤 炭 开 采 对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的 定 量 化 评 价
[ D] . 西安:西安科技大学,2009.

SONG Shijie.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eco-environment damage

环境低损害开采的技术体系与基础理论,以期为实现

induced by coal exploitation in Yushenfu mining area [ D] . Xi’ an :

煤炭及伴生资源绿色化开采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Xi’ 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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