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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几字弯区煤炭基地地质灾害与生态环境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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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现已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黄河几字弯区为黄河流域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煤炭能源重要聚集区。现区域分布有 6 个国家级煤炭基地，煤炭产量约占全国

的 40%，在我国能源安全供给保障中占有“压舱石”的地位。但该区域地处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

生态环境脆弱、抗扰动能力差，易在煤炭开采过程中诱发各类地质灾害，产生水位下降、水土流失、

土地沙化等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该区域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制约因素。基于前人大量文献、

报道及官方统计数据资料，对黄河几字弯区 6 大国家级煤炭基地地质环境特征予以剖析，并对该区

域煤炭基地所面临的主要地质灾害及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总结，凝练出各自的发育类型及典型特征，

研究表明：(1) 黄河几字弯区中主要聚煤地层为侏罗纪及石炭−二叠纪地层，区域地质构造相对简单、

煤层大多埋藏较浅、厚度大而稳定，适合于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开采。(2) 黄河几字弯区内 6 大煤炭基

地地质灾害处于高度易发区，地质灾害发育特征与地貌类型、采矿过程和人类工程活动密切相关，

其中，宁东、神东基地和陕北基地西北部位于风积沙区，主要存在地面塌陷及地裂缝灾害；晋北、

晋中、黄陇基地以及陕北基地东南部因位于黄土高原腹地，受季节性强降雨、采煤活动等影响，易

发育黄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3) 区内各煤炭基地生态环境问题及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

其中，神东、陕北煤炭基地以采煤活动引起的地下生态水位的问题最为突出；宁东、神东煤炭基地

土地荒漠化问题严峻；而陕北、黄陇、晋中、晋北煤炭基地则主要面临着水土流失问题。研究成果

对推动黄河几字弯煤炭资源基地的可持续开发、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基

础性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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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as now been upgr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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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 major national strategy. The bends area (the “几” shaped area, also known as the Jiziwan are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gathering area  of  China’s  coal  energy.  Now the region has  six
large modern coal bases, coal production accounts for about 40% of the country, in China’s energy security supply se-
curity occupies the “ballast” position. However, the region is located in the western arid-semi-arid region, with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oor  anti-disturbance ability,  which is  prone to  induce various  geological  disasters  during
coal mining and generat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uch as water level decline, soil erosion, and land sand-
ing, which become the core constraint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 in the region. Based on a
large amount of previous literature, reports and official statistical data, the ge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six national coal bases in the bends area are analyzed, and the main geological hazards and ecological and environ-
mental problems faced by the coal bases in the region are summarized, and their respective development types and typic-
al  characteristics  are  condensed,  which  show that: (1) The  main  coal-bearing  strata  in  the  bends  area  are  Jurassic  and
Carboniferous-Permian strata. The regional geological structure is relatively simple, and most of the coal seams are shal-
low, thick and stable, which is suitable for large-scale industrial mining. (2) The geological hazards of the six coal bases
in the bends area are highly susceptible, and the geological hazar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eomorphological  type,  mining process and human engineering activities.  The ecological  hazards of  each coal  base in
the region are mainly ground collapse, landslide and mudslide. (3)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
ment problems and the degree of impact among the coal bases in the region, among which, the Shendong and Shaanbei
coal bases have the most prominent problems of underground ecological water table caused by coal mining activities; the
Ningdong and Shendong coal bases have serious problems of land desertification; while the Shaanbei, Huanglong, Jin-
zhong and Jinbei coal bases are mainly facing the problem of soil erosion.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fundamental refer-
ence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resource bases in the bends area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real-
ize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Keywords: Yellow River Basin; bends area(the “几” shaped area); coal base; geologic hazar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ypical feature; ecological water level

  

2019 年 9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郑州举

行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发表重要

讲话，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

家重大战略；2021 年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

合印发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

要》，成为指导当前和今后时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1]。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

态屏障，是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的生态

廊道[2]。同时，黄河流域又被称为“能源流域”，是我国

煤炭开发规模最大的地区，煤炭年产量约占全国总产

量的 70%。目前，我国 14 座大型煤炭生产基地有 9 座

分布在黄河流域。但黄河流域煤炭基地与黄河中游生

态脆弱区地理位置高度重叠，煤炭开发易对地表地质

环境、地表水和地下水产生严重影响，并诱发一系列

地质灾害与生态环境问题，成为黄河流域中游煤炭基

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显著制约因素。

黄河几字弯区域地处黄河流域中游，涵盖晋、陕、

蒙、宁、甘 5 省(区)21 市(县)[3]。该区域煤炭资源丰富，

区内拥有神东、宁东、陕北、黄陇、晋北、晋中等 6 座

国家级大型煤炭基地，约占全国煤炭产量的 40%，煤炭

资源经济可采量及产量均居全国首位。同时，该区内

煤种齐全，煤质好，地质赋存条件好，拥有一批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千万吨级、大型和特大型现代化煤矿群，

是我国煤炭资源最具经济价值和开发潜力的地区，也

是我国未来 30~50 a 煤炭资源重点开发区域[4]，在我国

能源安全供给保障领域具有举足轻重地位。

然而，黄河几字弯地处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水

资源匮乏，蒸发量大，蒸发量/降水量比值可达 4~8，其中，

 “能源金三角”(宁东、榆林和鄂尔多斯)地区煤炭储量

占全国 27%，但水资源仅占 0.37% [5]。黄河几字弯区

域主要发育有风积沙区、黄土区 2 种地貌，此 2 类地

貌普遍存在生态环境脆弱、抗扰动能力差等特点，易

在煤炭开采中诱发土地塌陷、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同时引发区域水位下降、水土流失、加速土

地沙化、生态系统退化等生态问题[4]。目前，相关研究

多针对具体矿区地质灾害与生态环境开展分析与对策

研究，如：彭苏萍等[6] 针对黄河流域矿区所处的战略地

位，剖析了该流域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兰恒星

等[7] 梳理了黄河流域地质地表过程与重大灾害效应的

研究现状，并探讨了针对性研究趋势和面临挑战。但

整体而言，立足于黄河几字弯区域地质环境特征，系统

探究区域内煤炭基地所面临的普遍性地质灾害与生态

环境等问题尚有待强化。

据此，笔者针对黄河几字弯煤炭基地的资源规模

化开发与生态地质环境脆弱的突出矛盾现状，开展黄

河几字弯煤炭基地地质环境特征归纳总结，明确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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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基地分布特征及地质环境背景；系统分析区域内面

临的地质灾害与生态环境典型特点及关键问题，并基

于不同区划条件下的地质灾害与生态环境典型特征，

开展了差异性防治对策探究，以期对推动黄河几字弯

区煤炭基地的可持续开发，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借鉴作用。
 

1    黄河几字弯区煤炭基地分布及地质环境背景

黄河几字弯区分布着 6 座国家规划或正在建设的

大型煤炭基地，沿黄河自西向东流向分别为：宁东、神

东、晋北、陕北、晋中与黄陇煤炭基地，并贯穿黄河几

字弯整个区域。依据前期各基地的区域地质资料，其

大体分布范围如图 1 所示。
  

神东煤炭基地

陕北煤炭基地

宁东煤炭基地

黄陇煤炭基地

晋北煤炭基地

晋中煤炭基地

省会城市

省界

地貌分界

河流、水系

40°N

35°N

40°N

35°N

115°E110°E105°E

115°E110°E105°E

风 积 沙 区

黄 土 区

图 1    黄河几字弯区 6 大煤炭基地位置分布
Fig.1    Location of six large coal bases in the bends area of the Yellow River

 

基于该区域的整体地貌特征分类，6 座大型煤炭

基地主要涉及黄土区、风积沙区 2 种地貌类型[8](图 1)。
其中，黄土区约占该区域总面积 85%，而风积沙区约

占 9.3%[6]。笔者基于前人相关研究报道，以两大地貌

类型单元为基本划分思路，系统梳理了各煤炭基地所

处范围内的典型气象水文、地形地貌、土壤植被类型、

含煤地层及煤层赋存地质特征等，统计结果见表 1。
现对各分区的含煤地层及赋存地质环境特征详述

如下。 

1.1    风积沙区

神东、宁东两大煤炭基地及陕北煤炭基地西北部

主要位于风积沙区。属于温带干旱荒漠大陆性气候，

地表被厚风积沙层覆盖，气候干燥、植被稀疏、生态脆

弱；土壤类型主要为风沙土、棕灰漠土和淡灰钙土等，

有机质含量低，相对贫瘠，植被以草原和沙生植被为

主 [10]。区内蒸发量远高于降水量，年均降水量不足

250 mm，蒸发量则高达 1 400 mm[11]；地表径流较少，

乌兰木伦河、悖牛川、窟野河等水系流经矿区，但整体

水资源匮乏。雨季大气降水汇入洼地中，通过风积沙

渗入地下，补给松散潜水含水层；依据含水介质类型，

区内地下水含水系统可划分为：新生界松散岩类孔隙

水、碎屑岩类孔隙−裂隙水和烧变岩孔隙−裂隙水

3 类[6,12]。

该区域的主要含煤地层为中下侏罗统延安组，开

采煤层埋深呈现从东北向西南逐渐增加趋势，含煤地

层的大体地质发育特征为：赋存地质环境稳定−较稳定，

煤层厚而稳定，地质构造简单，构造格局为单斜构造，

煤层倾角 1°~10°，岩石裂隙不发育，区内无火成岩活动

等；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研究区延安组基岩除少数地区

风化严重、裂隙较发育外，多数地区较为完整，且无明

显导水构造，潜水含水层易形成相对独立而稳定的水

文地质单元，含水层富水性相对较弱；煤层顶底板条件

好，覆岩近水平，硬厚砂岩可控制顶板稳定，砂/泥岩互

层作为隔水岩组可有效阻隔潜水含水层水下渗。 

1.2    黄土区

黄陇、晋北、晋中煤炭基地及陕北煤炭基地东南

部位于黄土区。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

降水量 400~700 mm[8]，具有光照足，温差大，降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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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低、风沙大、霜期长等特点。而该区域地形地貌

复杂，多以山地丘陵为主，广泛发育有梁、峁、塬台地。

土壤类型以黄绵土、栗钙土、灰钙土、褐土及潮土为

主，适宜落叶阔叶林、针叶林、乔木、灌木等多种类型

植物生长。地表径流包括秃尾河、桑干河、滹沱河、

泾河、洛河、汾河、沁河和昕水河等水系，但整体水资

源相对匮乏。地下含水介质主要由第四系松散层孔隙

含水层、侏罗系碎屑岩裂隙含水层、奥陶系碳酸盐岩

含水层等组成[13-14]。

该区域的主要含煤地层有：石炭–二叠系太原组、

二叠系山西组、侏罗系大同组及侏罗系延安组等，含

煤地层地质环境特征与风积沙区相似，煤层埋深总体

较浅，一般在 100~500 m，埋深多为 1 000 m 以浅区域，

瓦斯含量偏低，且基本无地温热害，断层少，岩层倾角

缓，地质环境稳定−较稳定、水文地质条件简单−中等，

局部受底板奥陶系灰岩含水层(简称奥灰水)影响变为

复杂。煤尘多具有爆炸性，煤层易自燃，并在韩城、铜

川及沁水盆地矿区多存在高瓦斯矿井。 

2    黄河几字弯区煤炭基地地质灾害类型及典型

特征

黄河几字弯区煤炭基地地质环境脆弱，因区域内

大规模采煤活动，导致地质灾害问题严重，典型灾害类

型包括：(1) 由采煤活动形成地下采空区而引起的地面

表 1    黄河几字弯区大型煤炭基地禀赋的典型地质环境状况
Table 1    Typical geological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endowed with large coal bases in the bends area of the Yellow River

地
貌

基地
名称

域内矿区 气象 水文 地形地貌 土壤特征 植被状况 含煤地层 煤层赋存地质特征

风

积

沙

区

神东煤

炭基地

神东、万利、准

格尔、包头、乌

海及府谷矿区

温带干旱

半荒漠气

候区

乌兰木伦河、悖牛

河、窟野河水系；

年均降水量小于

250 mm

沙漠、丘陵、

沟壑

棕漠土、灰

棕漠土、灰

漠土和风沙

土等

草原和沙

生植被为

主

延安组、

石拐子组、

山西组、

太原组

埋深浅，赋存地质环

境稳定–较稳定；地质

构造简单、断层少；

顶底板条件好，水文

地质条件简单

宁东煤

炭基地

石嘴山、石炭井、

灵武、鸳鸯湖、

横城、韦州、马

家滩、积家井、

石沟驿、萌城矿

区

温带干旱

半荒漠气

候区

水洞沟、大河子沟、

苦水河、边沟水系；

年降水量小于

250 mm

由剥蚀残山、

黄土梁、半

固定沙丘等

组成的丘陵

风沙土和淡

灰钙土

草原和沙

生植被为

主

延安组、

山西组、

太原组
埋深浅，煤层厚而稳

定，结构简单，顶底

板易管理，地质构造

简单，水文地质条件

简单陕北煤

炭基地

西北部

榆神西北部、榆

横南部

温带大陆

性旱、半

干旱季风

气候

秃尾河、无定河水

系；年均降水量小

于400 mm，年蒸发

量大于1 900 mm

风沙滩地、

半固定沙丘

栗钙土、风

沙土、黄绵

土、冲击土、

粗骨土等

以矮半生

灌丛为主，

乔木林及

草丛分布

较少

延安组、

富县组、

瓦窑堡组

黄

土

区

陕北煤

炭基地

东南部

榆横、榆神、吴

堡及子长矿区

温带半干

旱大陆性

气候

秃尾河水系；年均

降水量小于400 mm

风沙滩地、

河谷和黄土

丘陵

黄绵土、栗

钙土、灰钙

土等

乔木、灌

丛、禾草

延安组、

瓦窑堡组、

太原组

埋深浅，煤层厚而稳

定，结构简单，顶底

板易管理，地质构造

简单，水文地质条件

简单

黄陇煤

炭基地

彬长、黄陵、旬

耀、焦坪、华亭、

蒲白、澄合、韩

城及铜川矿区

温带半干

旱季风气

候

桑干河、滹沱河、

汾河水系；年均降

水量550~700 mm

黄土丘陵地

带，多为梁、

峁、塬台地

栗钙土、风

沙土、潮土、

粗骨土等

落叶阔叶

林、针叶

林及灌丛

延安组、

山西组、

太原组

顶底板稳定−较稳定，

地质构造简单−中等，

除韩城、铜川矿区外

大部分为低瓦斯矿井，

煤尘具有爆炸危险和

自燃，水文地质条件

简单−中等

晋北煤

炭基地

大同、平朔、朔

南、轩岗、河保

偏和岚县等矿区

温带半干

旱大陆性

气候

汾河、沁河和昕水

河水系；年均降水

量小于400 mm

黄土丘陵山

地

栗钙土、褐

土、栗褐土、

黄绵土等

灌丛、草

原、落叶

阔叶林

大同组、

山西组、

太原组

煤层赋存条件稳定−较
稳定，顶板条件好，

煤层埋藏浅−深，厚度

大，地质构造简单−中
等，倾角缓，浅部为

低−高瓦斯矿井，煤尘

多具爆炸性、易自燃，

水文地质简单−中等

晋中煤

炭基地

东山、西山、汾

西、离柳、霍州、

乡宁、霍东等矿

区

温带半干

旱季风气

候

汾河、沁河和昕水

河水系；年均降水

量550~700 mm

黄土丘陵地

带，多为梁、

峁、塬台地

褐土、潮土

和黄绵土等

针阔叶混

交林、落

叶阔叶灌

丛和草丛

山西组、

太原组

　　注：数据来源于2012年度中国工程院统计资料[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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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陷与地裂缝等灾害；(2) 因区域浅表部发育的松散堆

积层地质特征而产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等表生灾

害，而此类地质灾害同样与采矿及人类工程活动存在

密切关联。

但考虑各煤炭基地所处的地质环境存在的局部差

异，面临的地质灾害类型及问题仍具有一定不同。基

于中国地质调查局前期完成的《黄河中上游矿山环境

地质图》[15] 相关资料，笔者团队进一步梳理了黄河几

字弯区主要煤炭基地区域发育的地质灾害类型、分布

状况及严重程度等级，如图 2 所示。
  

黄陇煤炭基地

陕北煤炭基地

神东煤炭基地

晋北煤炭基地

晋中煤炭基地

宁东煤炭
基地

40°N

35°N

40°N

35°N

113°E107°E

113°E107°E

地质灾害严重
程度分区

严重区

较严重区

较轻区

轻度区

矿山地质
灾害类型

崩塌

滑坡

泥石流

地面塌陷

煤炭基地边界

晋北煤炭基地

陕北煤炭基地

神东煤炭基地

黄陇煤炭基地

晋中煤炭基地

宁东煤炭基地

图 2    黄河几字弯区煤炭基地内发育的典型地质灾害类型及严重程度分区(据文献 [15]，修改)
Fig.2    Typical types of geological hazards and severity zoning developed of coal bases in the

bends area of the Yellow River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15])
 

从图 2 可看出，黄河几字弯区发育的常见地质灾

害与主要煤炭基地存在地理区位的较大重叠，反映出

采煤活动对地质灾害孕育、发生具有强关联关系；其

中，因煤炭地下开采导致的地面塌陷、地裂缝问题最

为严重，而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影响次之，

并存在一定的区位特征。不同煤炭基地发育的主要地

质灾害类型存在差异；其中，宁东、神东、陕北等基地

地质灾害主要为地面塌陷、地裂缝；而晋北、晋中、黄

陇等基地则受季节性强降雨或采煤活动影响，易发育

黄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依据《地质灾害防治

条例》中关于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评估方法[16]，区内

地质灾害发育程度整体处于高度易发区，其中，陕北、

黄陇、晋中、晋北煤炭基地达到了高度–极度易发程度，

且灾害基本覆盖了主采区。

结合图 2，笔者团队梳理了黄河几字弯煤炭基地

发育的典型地质灾害类型，并对其存在的关键问题予

以详细阐述。 

2.1    地面塌陷与地裂缝

地面塌陷与地裂缝是煤炭开采区所面临的最典型

地质灾害。当煤层采空后，采场周围岩体应力重分布，

使上覆岩体发生变形、位移和破坏，当采空区达到一

定范围后，造成地表塌陷，塌陷形成的同时也会造成周

边地裂缝的产生，二者存在明显的耦合共生关系，但发

育特征存在一定差异。

地面塌陷具有以下特征：(1) 其地表空间分布与煤

矿主采区存在高度重叠，该类灾害主要集中在陕北基

地的榆神府煤矿区、黄陇基地的关中渭北煤矿区；此

外，在晋北基地的大同煤矿区、晋中基地的西山与汾

西煤矿开采区此类问题同样严重。(2) 塌陷规模、分

布特征与煤层的埋藏条件、开采条件等因素存在密切

关联[17]。具体而言，采空区面积小，地表往往会形成小

规模的带状或串珠状塌陷区；而若采空区面积偏大，则

会呈现整体性的梯级塌陷，具有规模大、影响范围广

等特点，并造成地面建筑物受损。

地裂缝具有以下典型特征：(1) 不同地貌单元区地

裂缝显现规律存在一定差异。一般而言，黄土区显现

更明显，宽度大，区内台阶状地裂缝发育显著；风积沙

区则识别难度大，虽然地裂缝分布多，但多数自然弥合

或被植物覆盖，难以长期保留[18]。(2) 空间展布范围及

展布方向与坡体沟壑展布、煤炭开采状况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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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坡体上的裂隙较集中，且地表下沉量大，沟

壑区裂缝较少；同时，采煤形成的地表裂缝方向与工作

面回采方向普遍呈现垂直分布特征[10]。(3) 往往伴生

其他表生地质灾害，具体而言，地裂缝因改变了土体结

构和微地貌单元，导致崩塌、滑坡的发生频率增加，并

可与采空区产生贯通，易引发突水溃砂等地下地质灾害。

基于前期相关学者对黄河几字弯区地面塌陷与地

裂缝灾害发育状况调查，均表明地面塌陷、地裂缝与

煤炭开采活动具有密切相关性。如：范立民等[10] 对陕

北榆神府矿区的地质灾害调查结果显示，采煤形成的

地面塌陷 95 处，总面积共计 94.47 km2，其中，面积大

于 1 km2 的塌陷区 23 处，总面积 69. 98 km2，占总塌陷

区面积的 74.08%；面积小于 0.1 km2 的塌陷区 16 处，

面积总计 1.00 km2，占总塌陷区面积的 1.06%。矿区

地裂缝大量发育，现有 1 802 条(或组)地裂缝，分布极

不均匀，多条成群(或组)出现，并为直线状或弧形(或椭

圆状)展布，地裂缝规模一般为十几米到上千米，单条

裂缝宽度为数厘米到 2.2 m 左右，陷落距离为几厘米

到 2.9 m 不等[18]。图 3 为神东煤炭基地神东矿区补连

塔煤矿 12406 工作面、活鸡兔煤矿 21306 工作面开采

引发的典型地面塌陷与地裂缝灾害。可见，地裂缝分

布方向与工作面回采方向基本垂直，而部分浅埋煤层

开采顶板直接垮落影响至地表形成地面塌陷，其呈现

整体梯级塌陷。
  

地裂缝

地面塌陷坑

地裂缝
回采
方向

(a) 地面塌陷 (b) 地裂缝

图 3    黄河几字弯区煤炭基地地面塌陷与地裂缝的典型发育特征[19-20]

Fig.3    Typic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ground collapse and ground fracture of coal base in the bends area of the Yellow River[19-20]
 

总体而言，相对脆弱的地质条件加之大规模的煤

炭开采活动，极易造成矿区地面塌陷与地裂缝等问题。

因此，笔者团队建议针对不同矿区地质灾害特征及采

煤工艺方法，研究不同地质灾害保护性开采方案的优

化思路。基于前人相关研究归纳如下：(1) 就地取材，

充分开展地裂缝充填技术研发；如风积沙区可采用流

沙+泥浆、小粒径煤矸石+流沙或小粒径煤矸石+泥浆

对地裂缝进行充填；黄土区可使用覆土+泥浆、小粒径

煤矸石+泥浆充填技术。(2) 积极发展井下绿色高效充

填开采技术；如可采用煤矸石、风积沙等固废材料进

行采空区全域或局部化充填，同时重视覆岩离层精准

注浆充填技术的发展，相关技术对于减缓或控制岩层

移动以及地表沉陷具有较好的控制效果。

但上述技术研究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

(1) 尚缺乏全面系统的动态监测体系，无法实现对地面

塌陷和地裂缝灾害动态化监测与预警；因此，建立“开

采−监测−预警”三位一体监测体系应是该领域未来重

点工作之一。(2) 矿区地质灾害往往以灾害链形式出

现，并在时空上产生连续扩展累积放大致灾效应。而

目前围绕矿区地面塌陷与地裂缝等地质灾害孕灾条件、

灾害演化过程、灾害链转化及评价模式等研究体系尚

未完全建立，应是该领域亟待攻克的另一技术难题。

(3) 探索适宜于矿区地面塌陷与地裂缝的充填减损技

术势在必行；现阶段矿区采空区的充填材料及充填工

艺方法仍不够成熟，存在充填材料经济性与安全性矛

盾问题、充填减损效果科学评价问题及充填方案设计

成熟性问题等。 

2.2    崩塌、滑坡与泥石流

黄河几字弯区因煤炭开采诱发的崩塌、滑坡、泥

石流地质灾害问题同样突出，且呈现一定的区位特征，

具体表现为：(1) 崩塌灾害与基地所处地形地貌有关；

统计发现，该类大型灾害主要分布于陕北黄土高原东

北部黄土梁峁区、关中断陷盆地渭北前黄土塬边等；

而黄河沿岸山区崩塌规模则以中小型为主。(2) 滑坡

灾害与人类采矿工程活动关系密切；地下开采产生的

采空区覆岩变形往往导致地表斜坡不同程度的位移，

改变了自然边坡天然稳定状态，进而诱发滑坡灾害发

生；而露天开采剥离表土以及采矿弃渣堆放形成的排

矸场或排土场，会随着矸石或排土堆积高度增加，出现

人工堆土边坡失稳隐患。(3) 受区内集中性降雨活动

影响，加之地表土壤松散、植被覆盖率低，同时，矿区

多存在煤矸石、矿渣等松散堆积体，极易在强降雨作

用下发生矿区泥石流灾害。

近年来，黄河几字弯区发生的大量崩塌、滑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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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流灾害多符合上述特征。如陕北庙哈孤矿区采煤引

发崩塌 23 处，造成煤矿经济损失约 168.6 亿元[21]。而

区内采煤深度小，开采形成的地裂缝极易沟通地表，塌

陷拉张裂缝发育，遇暴雨季节，黄土层遇水软化发生密

集崩塌。2018 年 10 月 24 日，陕西榆林市横山区波罗

镇宋家洼方圆煤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 2 人死亡[19]。

灾害发生区域位于陕北黄土高原和关中盆地黄土台塬

区，下伏发育厚隔水层为地下水位持续抬升提供了良

好地质条件，并在强降雨作用下发生黄土软化乃至静

态液化，导致流滑型黄土滑坡灾害发生。2013 年 5 月

26 日，陕西黄陵矿区突发矿渣型泥石流，造成 7 人死

亡，12 人受伤，究其原因在于：矿区内地形沟壑纵横，

采煤强度高，并存在多处大体积矿渣尾矿库堆放情况，

最终在连续强降雨后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黄河几字湾区崩塌、滑坡、泥

石流成灾过程与地貌及气候作用存在时空差异性，而

目前立足于地貌−气候耦合作用下崩塌、滑坡、泥石流

地质灾害演化过程及临灾特征判识研究仍有待深化。

同时，对于不同灾害及承灾主体的联动机制，开展黄河

几字弯区煤炭基地多灾种链动衍生关系研究仍存在不

足。此外，随着北斗、遥感与 GIS 地理信息技术的发

展，黄土灾害预警系统已取得显著发展，但结合采矿活

动特点，开展煤炭基地矿区地质灾害预警与预报研究

有待加强。 

2.3    突水溃砂

黄河几字弯风积沙区煤炭基地煤层埋藏较浅、地

表多为厚风积沙覆盖层，导水裂隙带可导通地表，而饱

和含水沙层在重力作用下，沿采动裂隙进入井下，造成

突水溃砂事故[22-24]，如图 4 所示。因开采引起的突水

溃砂灾害已成为风积沙区煤炭基地安全开采面临的重

要地质灾害之一[25-27]。如 2010 年陕西神木哈拉沟煤

矿 22402 工作面在推进到离工作面 38 m 时发生突水

溃砂事故，导致地面形成了直径 47 m、深 12 m 的巨型

塌陷漏斗坑；2012 年陕西神木隆德煤矿在施工电缆孔

时因钻孔穿透采空区顶板导致发生了突水溃砂事故，

在初始仅为直径 91 mm 的电缆孔条件下，因强大的水

动力作用使钻孔迅速扩大，导致大量水砂溃入矿井，并

在地表形成塌陷坑，沙丘下陷 25 m，突水溃砂量巨大。

可见，突水溃砂灾害具有突发性、放大性及强危害性

等特点，关注风积沙区煤炭基地突水溃砂灾害问题同

样至关重要。

据此，笔者团队建议突水溃砂灾害科学防控应立

足于其煤层埋深、岩层组合特征、水文地质状况及地

表补水条件等因素，探究溃砂源、通道、开采活动影响

等互馈演化机理，同时，研究基于突发性与多准则信息

精准判识的突水溃砂灾害预测预警模型；此外，厘清水

砂流注浆扩散及封堵机理是实现溃砂治理和抢险救灾

方案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该领域亟待解决的重

点问题。 

  
风积沙区

地面塌陷

煤层
溃砂

矿井突水

图 4    煤矿地下开采引起的突水溃砂地质灾害典型特征
Fig.4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udden water and sand collapse

disasters caused by underground mining in coal mines
 

3    黄河几字弯区煤炭基地生态环境问题及典型特征

黄河几字弯区生态环境脆弱，抗扰动能力差且水

资源短缺。而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采成为该区域生态

环境最严重的干扰因素，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并引

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开发区域的地

下水位下降、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及废水废渣污染

等[6]。现结合黄河几字弯区煤炭基地生态环境问题及

典型特征予以详细阐述。 

3.1    地下水位下降

由于不同煤炭基地、不同矿区开采条件以及禀赋

地质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其对地下水扰动的严重程度

有所不同。具体而言，黄河几字弯区煤炭基地中神东、

陕北基地采煤对地下水的扰动较为强烈。范立民[28]、

彭捷[29] 等对神东、陕北煤炭基地地下水进行了长期跟

踪研究，发现近 20 年来榆神府矿区地下水位下降非常

明显，部分区域第四系萨拉乌苏组地下水被疏干，地下

水位下降至基岩界面以下，如：窟野河逐渐演变为季节

性河流，部分井、泉甚至出现干涸现象。1996−2015 年

的 20 年内，榆神府矿区 8 971.5 km2 范围内有记录泉

眼由 2 580 处减少至 376 处，占原有泉眼总量的 85%；

总流量由原来的 4 997.059 7 L/s 减少至 996.392 L/s，
占原流量的 80.06%[28]。鄂尔多斯盆地的神东煤炭基

地因开采引起了地表沉陷、地面塌陷和地裂缝，导致

矿区地下水位大范围和大幅度下降，原统计的 121 个

泉眼减少了 104 个[6]。此外，黄陇煤炭基地因采煤导

致的地下水位下降同样十分明显。如：陕西彬长矿区

煤炭开采后白垩系含水层地下水流场受到显著影响，

其中，亭南煤矿局部水位降深达到 194.87 m，矿区北部

煤矿开采区水位普遍下降，降深大于 30 m，东部火石

咀煤矿降深更大，达到 60~70 m[30]。

煤炭开采除可诱发承压含水层水位下降外，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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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潜水位埋深具有明显影响；据陕西省一八五煤田地

质勘探队对陕北煤炭基地榆神府矿区内潜水埋深调查

发现[31-32]：潜水位埋深一般小于 15 m，符合生态水位

合理埋深，对于保障毛乌素沙地植被生态安全具有重

要价值。王双明等[33-36] 前期研究发现：地下水位埋深

是影响矿区表生生态环境的主控因素，榆神府矿区合

理的生态水位埋深为 1.5~5.0 m，5~8 m 为警戒地下水

位埋深。当采煤造成的水位下降超过 5 m 时，表生生

态受到严重影响。但据 2015 年范立民团队[37-38] 对榆

神府矿区潜水位埋深调查发现：窟野河、秃尾河沿岸潜

水位下降明显，下降幅度大于 8 m 的面积达到 758.9 km2，

占调查区总面积的 7.3%，且全部位于煤炭高强度开采

区；其他 73% 未采煤区潜水位却未出现明显下降。可

见，黄河几字弯区开展保水采煤及减损开采技术研究

势在必行。

基于前期研究发现，大规模的煤炭开采对黄河几

字弯区地下水位的影响明显，而地下水位降低显著影

响了表生生态环境，易引起土地荒漠化，河流、泉流量

衰减等生态问题。因此，着重关注该区域煤矿开采对

地下水位扰动影响规律及内在演化机制，是后期该区

域生态地质及环境保护的重点研究工作之一。 

3.2    水土流失

黄河几字弯区水土流失生态问题同样严重，且主

要发生在黄土地貌区，具体分布于晋中、晋北、黄陇、

陕北煤炭基地东部−东南部。具体而言，因采煤过程对

地下水位产生下降影响，导致地面植被遭受一定程度

破坏，形成土壤松散裸露；而黄土结构疏松，黏聚力和

抗剪强度较弱[39]，易在强降雨作用下发生大规模流滑

现象，进而导致水土流失的发生。

晋中、晋北煤炭基地地处黄河几字弯区，由于暴

雨集中、植被稀疏，土壤抗蚀性差，一直是我国水土流

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40-41]。图 5 为山西省 2017 年部

分大型煤炭基地水土流失分布，据图可知，水土流失区

域与煤矿区的分布存在密切相关性，其中，晋中、晋北

煤炭基地大部分矿区为重度、中度水土流失。而部分

矿区(离柳、乡宁、河保偏、岚县)位于黄河沿岸，受湿

陷性黄土影响加之规模化采煤，水土流失程度严重，可

达到重度水土流失程度，这与相关矿区内河流众多、

地形复杂、环境脆弱，加之采煤强扰动活动有关。

图 6 为黄陇煤炭基地 2017 年度水土流失分布特

征图，从图可看出，黄陇煤炭基地内所有矿区均存在不

同程度的水土流失现象。具体而言，黄陇煤炭基地属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降雨集中，沟壑交错，采煤活动

加剧水土流失。彬长矿区则是黄陇煤炭基地水土流失

最为典型区域，也是黄河中游水土流失重点区域之一。

究其原因，该矿区属陕北黄土高原南部塬梁沟壑区，部

分矿井处于黄土塬边缘地带，地表水系发达，植被稀少，

采煤活动导致水土流失严重。据前期调查统计发现，

目前矿区 1 270 km2 土地，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区面积

的 81.4%[42-43]。

此外，陕北煤炭基地东部−东南部地区位于黄土区，

区内受多次黄土堆积和侵蚀作用影响，地形破碎、沟

壑纵横，水土流失极为严重，主要发生区位于各大支流

的上游边界地带和东部、南部沟壑区。因沟壑区裸露

的沙质黄土、红土和松散的风积沙为水土流失提供了

丰富物质来源。尤其在地形坡度大于 15°区域，暴雨

产生急剧的地表径流，形成巨大的冲刷力，强烈侵蚀表

层土壤而产生水土流失[6,18]。

以上研究均表明，黄河几字弯区煤炭基地水土流

失严重，并受到煤炭开采活动密切影响，因此，确保煤

炭大规模开采的同时，探索适宜于开采区高效水土保

持技术方案是后续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之一。 

3.3    土地荒漠化

土地荒漠化主要受煤炭基地特殊的地形地貌、气

候及人为活动影响。黄河几字弯区宁东基地大部、神

东基地中西部、陕北基地西北部均存在土地荒漠化现

象。上述区域因气候干燥、植被稀疏，生态环境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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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山西省 2017 年部分大型煤炭基地水土流失分布
(数据来源于中国地质调查局)

Fig.5    Water and soil erosion distribution map of some large coal
bases in Shanxi Province in 2017 (Data from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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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度、大规模的煤炭开采活动客观上加速了土地荒

漠化[35]。

深入剖析可知，神东、陕北煤炭基地处于毛乌素

沙地与黄土丘陵复合侵蚀严重的接壤地带。其中，神

东基地万利、神东矿区主要位于毛乌素沙地。矿区北

部为高大新月形流动沙丘链覆盖，强度沙漠化风蚀土

地占矿区总面积的 70% 以上，风蚀程度达 2.5~22.0 cm/a，
风蚀强度大于 2 500 t/(km2·a) 的土地占总面积的 90%
以上，沙漠化土地年均自然增长率为 0.5%[44-45]。加之

大规模煤炭开采，造成了地貌改变，加速了土地荒漠化[6]。

此外，陕北煤炭基地榆神、榆横矿区位于毛乌素

沙地。其中，榆神矿区中西部由起伏沙丘沙地、半封

闭的相对低洼滩地构成，约占矿区总面积的 5/6。东部

为黄土丘陵，由风沙地貌及黄土丘陵地貌组成，属荒漠−
半荒漠生态系统[46-48]，地表覆盖风积沙为土地荒漠化

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干燥少雨、植被稀疏以及煤

炭开采活动加剧了土地沙漠化问题。宁东煤炭基地因

位于风沙区，土地荒漠化问题同样严重，且主要集中于

基地北部区域[49]。

但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被列为国家发展战略，国家

长期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及人工治沙政策的持续推进，

土地荒漠化问题得到了极大改善。据宁东基地 2000−
2015 年度土地沙化面积变化统计表明(图 7)，基地土

地沙化主要以轻度沙化为主，中度及以上沙化面积及

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而无沙化和非沙化面积及所占比

例整体上呈现逐年增加趋势。榆林沙区已建成

1 166.73 km2 的防护林和 4 000 km2 的固沙林，沙区林

草面积已达 9  733.82  km2，植被覆盖率由建国时的

1.8% 上升到 39.8%，治理面积达 69.01%；宁东煤炭基

地除石嘴山矿区西北部分区域仍存在重度沙漠化现象

外，其他矿区均无土地沙化现象。上述数据说明，植树

造林、防沙治沙等措施可较好地遏制土地荒漠化的

蔓延，但加强矿区生态环境的长效化治理仍刻不容

缓[2,50-52]。 

3.4    废水与废渣污染

煤炭开采中废水来源主要为井下矿坑水、洗煤废

水及生活污水。废渣主要为采煤过程中排出的固体废

物煤矸石、粉煤灰等。矿井水、洗煤水处理不当会对

水体造成污染；而废渣则压占大量土地，影响植被生长，

破坏原始地貌，严重情况下诱发地质灾害并对生态环

境造成破坏。

依据黄河几字弯 6 大煤炭基地废水废渣排放分区

图(图 8)，黄河几字弯煤炭基地废水废渣污染严重地区

主要分布在晋中(离柳、霍东、霍州、汾西等矿区)、晋

北(大同、岚县、河保偏等矿区)、黄陇(彬长、韩城等矿

区)、陕北(榆神矿区)及神东(神东、府谷矿区)等。对上

述废水污染严重区域进行归纳发现，其具有以下典型

特点：(1) 废水排放量大，且存在部分矿井废水排放缺

乏科学管控问题。如晋中煤炭基地离柳矿区在 2019
年矿坑排水量达到了 20 284 m3/d[53]，而矿坑水易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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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宁东煤炭基地土地沙化变化情况统计结果(数据来源
于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Fig.7    Statistical results of land desertification changes in
Ningdong Coal Base (Data from Xi’an Geological

Survey Center of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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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往往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威胁。(2) 废水破

坏了原有水体循环规律，地表水污染严重。神府−东胜

矿区在煤炭开采后河水的硬度变为开采前的 3 倍，矿

化度是开采前的 8 倍，河水由开采前的中矿化型硬水

变成开采后的高矿化型硬水[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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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黄河几字弯区煤炭基地废水与废渣排放污染严重程度分区[15](数据来源：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waste water and residue discharge from six major coal bases in the bends area of the Yellow River[15] (Data

source: Xi’an Geological Survey Center of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煤矸石是因煤炭开发造成废渣污染的主要来源，

也是目前我国排放量最大的固体废弃物之一。目前，

我国每年煤矸石的排放量平均为煤炭总产量 10% 。
据统计(表 2)，2018 年黄河几字弯 6 大煤炭基地排放

的煤矸石等固废总量为 35 961.62 万 t，平均排放强度

0. 74 t/d；年利用固废量为 22 393.93 万 t，平均利用率

为 62.27%，高于全国平均值 52.65%。其中，神东、晋

北、陕北煤炭基地由于大型露天矿数量稍多、区域循

环经济产业链较短等因素，煤矸石的排放量较大，排放

强度较高。煤矸石的大量堆放易造成诸多废渣污染问

题：(1) 矸石堆积造成土地压占，破坏地貌景观；且在一

定条件下堆积体边坡失稳，易发崩塌、滑坡灾害；若发

生强降雨，加之其他客观因素会造成泥石流灾害。

(2) 煤矸石在风蚀作用下会产生扬尘；同时，矸石含易

燃成分，受外界空气影响会发生自燃，产生有害有毒气

体污染大气环境。(3) 在雨水作用下，煤矸石会发生淋

滤，形成硫酸或酸性水，其渗入地下导致土壤、地表水

及地下水污染。
  

表 2    黄河几字弯区六大煤炭基地煤矸石等固废循环利用指标统计[55]

Table 2    Recycling index of solid waste such as coal gangue from six major coal bases in the bends area of the Yellow River[55]

基地名称 排放量/万t 排放强度/(t·d−1) 利用量/万t 利用率/%

神东 25 253.50 2.55 16 600.31 65.73

晋北 4 459.83 0.53 3 044.08 68.26

晋中 1 919.55 0.61 1 096.39 57.12

黄陇 855.68 0.02 565.27 66.06

宁东 429.02 0.35 195.39 45.54

陕北 3 044.04 0.36 892.49 29.32
 

开展区内煤矸石等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是降低

煤矸石对当地生态环境影响的最佳方案之一。近年来，

我国在积极推进固废资源循环利用工作，黄河几字弯

区各大煤炭基地也在积极探索煤矸石等固废资源转化

利用方式，并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如神东、晋北、

黄陇基地煤矸石转化率均较高(≥60%)，基地内受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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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影响较小。因此，做好黄河几字弯煤炭基地煤矸

石等固废利用工作，发展采空/塌陷区回填、筑基修路、

土地复垦新材料；同时，积极探索以煤矸石为原料的建

筑及环境化工应用等技术发展，将对降低煤矸石等废

渣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大有裨益。 

4    结 论

a. 黄河几字弯 6 座大型煤炭基地主要分布于黄土

区、风积沙区两大地貌类型，黄土区在气候条件、土壤

肥力、植被类型略优于风积沙区，但存在蒸发量大，水

资源紧缺等问题；风积沙区主要成煤期为侏罗纪，黄土

区则主要为石炭−二叠纪及侏罗纪，含煤地层普遍地质

构造相对简单、顶板条件较好、埋藏较浅、厚度大，适

合开展煤炭生产基地规模化建设。

b. 黄河几字弯煤炭基地地质灾害处于高度易发区，

面临的地质灾害类型为：地面塌陷与地裂缝、崩塌、滑

坡与泥石流和突水溃砂等。地面塌陷与地裂缝灾害系

区域内采煤活动形成地下采空区引发；区内存在的松

散覆盖层地质条件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导致产生滑坡、

崩塌、泥石流等表生地质灾害；导水裂隙带导通地表，

通过采动裂隙造成突水溃砂灾害。同时，地质灾害类

型因煤炭基地地理位置和地貌类型而产生差异。

c. 黄河几字弯因大规模采煤活动引发地下水位下

降、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废水废渣污染等生态问

题，神东、陕北煤炭基地采煤对地下水位下降的影响

更为明显；风积沙区(宁东、神东煤炭基地)以土地荒漠

化问题突出，而黄土区(陕北、黄陇、晋中、晋北煤炭基

地)则以水土流失问题最为严重；探索煤矸石等固废资

源高效、清洁化转化利用是该区域矿区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面临的紧迫问题。

d. 黄河几字弯区地处流域中上游干旱−半干旱区，

生态系统脆弱，受区域采煤活动影响产生了显著的地

质灾害与生态环境问题，建议依据“山水林田湖草沙

生命共同体”生态综合修复治理理念，结合风沙区、黄

土区等不同地貌单元特点，探讨具有地貌特征差异性

的地质防治与生态环境修复技术，同时重点关注因地

下采煤活动对地下水及生态环境的影响，探索以保持

生态水位及降低环境污染的绿色减损开采技术，是现

阶段黄河几字弯区煤炭开采与生态环境协调化发展的

重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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