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而自然灾害、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工农业生产建设活动，尤其

是矿物开采等，占用并造成大量土地的严重损毁，甚至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需要转变土地

利用方式，加强土地的重复利用与再利用。自1989年出台《国务院土地复垦规定》以来，一系列有关

土地复垦的制度与标准不断确立。201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土地复垦条例》标志着我国土地复垦

工作进入了新的里程；2013年出台的《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强调，到“十二五”末全国新设矿权

的矿区的土地复垦率要达到100%。环保部推出的《矿山生态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指导我国新

时期的采矿区土地复垦工作。矿产资源的开采给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并带来了财富，然而在矿山建

设和生产中随之而来的是土地的破坏与生态环境的损坏。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不仅使得对采矿破坏的

土地进行再利用，同时能够改善最终达到受破坏生态环境的恢复。

本次研讨会共收录近100篇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相关论文，其中有三分之一来源于国外土地复垦与

生态修复行业精英投稿，而且论文摘要来源大都为教授、高工、博士等行业内领军人物。内容包括土

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的政策法规、规划计划、理论研究、技术开发和实际应用等多个方面。

本次国际研讨会由中国煤炭学会主办，中国煤炭学会煤矿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专业委员会、中国

生态学会生态工程专业委员会、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煤矿

生态环境保护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国生态修复网承办，国际土地复垦家联合会、美国采矿与复垦学

会、国际采矿复垦与环境杂志、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生态

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协办。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矿山土地复垦研究中心、中国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

司、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煤科工集团唐山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矿业大

学、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环境工程研究所、中国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支持。同时，研讨会还邀请了

国内外著名学术团体负责人、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及相关领域的领衔专家、各级政府部门主管领导、

知名企业精英和主流新闻媒体的代表出席。谨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矿山土地复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加强各部门的协同合作，加强国内外的技术交流,建立一

支稳固的复垦技术队伍。让我们携手奋进，共同推进矿山土地复垦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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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W. L. Daniels   C.E. Zipper    Z.W. Orndorff   

胡振琪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研究所 

美国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  

摘要    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美国煤矿因为排放溶解性总固体已被视为源头流域水生物的重大威胁。未风化

的沉积岩覆盖层煤矸石材料可能含有碳酸盐、长石和黄铁矿，可在内部快速产生反应并产生溶解性总固体。

本文中所述的当前工作包括（A）对弃泥进行详细的实验室和现场分析；（B）柱浸试验；（C）现场河道水质参

数和生物反应的评估。

我们使用简单的柱浸方法来研究多种弃土中溶解性总固体的洗脱关系。阿巴拉契亚地区常用于替代表层土或

填充河谷或垃圾处理场的五十多种弃土和煤矸石材料在不饱和条件下使用模拟降雨进行淋滤。大多数弃土和

废物材料总试样的pH值（淋滤之前）一般都呈碱性偏中性。初始电导率值在500-1000µscm-1到>3000µscm-1

之间，但是三分之二的测试样本在几次淋滤孔体积之后都在500µscm-1以下，约有一半在300µscm-1以下。初

始（最大）和长期的平衡沥滤液电导率水平都受到了岩石类型和弃土的氧化和预风化程度的严重影响。总之，

最低的导电率水平与严重风化/氧化的材料有关，而最高的导电率水平是由高碳页岩或煤废弃材料产生的。

摘要    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美国煤矿因为排放溶解性总固体已被视为源头流域水生物的重大威胁。未风化

的沉积岩覆盖层煤矸石材料可能含有碳酸盐、长石和黄铁矿，可在内部快速产生反应并产生溶解性总固体。

本文中所述的当前工作包括（A）对弃泥进行详细的实验室和现场分析；（B）柱浸试验；（C）现场河道水质参

数和生物反应的评估。

我们使用简单的柱浸方法来研究多种弃土中溶解性总固体的洗脱关系。阿巴拉契亚地区常用于替代表层土或

填充河谷或垃圾处理场的五十多种弃土和煤矸石材料在不饱和条件下使用模拟降雨进行淋滤。大多数弃土和

废物材料总试样的pH值（淋滤之前）一般都呈碱性偏中性。初始电导率值在500-1000µscm-1到>3000µscm-1

之间，但是三分之二的测试样本在几次淋滤孔体积之后都在500µscm-1以下，约有一半在300µscm-1以下。初

始（最大）和长期的平衡沥滤液电导率水平都受到了岩石类型和弃土的氧化和预风化程度的严重影响。总之，

最低的导电率水平与严重风化/氧化的材料有关，而最高的导电率水平是由高碳页岩或煤废弃材料产生的。

美国阿巴拉契亚煤田矿区土地复垦研究五十年综述

中国土地复垦的发展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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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北京国际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研讨会

David  Mulligan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矿山土地复垦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    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美国煤矿因为排放溶解性总固体已被视为源头流域水生物的重大威胁。未风化

的沉积岩覆盖层煤矸石材料可能含有碳酸盐、长石和黄铁矿，可在内部快速产生反应并产生溶解性总固体。

本文中所述的当前工作包括（A）对弃泥进行详细的实验室和现场分析；（B）柱浸试验；（C）现场河道水质参

数和生物反应的评估。

我们使用简单的柱浸方法来研究多种弃土中溶解性总固体的洗脱关系。阿巴拉契亚地区常用于替代表层土或

填充河谷或垃圾处理场的五十多种弃土和煤矸石材料在不饱和条件下使用模拟降雨进行淋滤。大多数弃土和

废物材料总试样的pH值（淋滤之前）一般都呈碱性偏中性。初始电导率值在500-1000µscm-1到>3000µscm-1

之间，但是三分之二的测试样本在几次淋滤孔体积之后都在500µscm-1以下，约有一半在300µscm-1以下。初

始（最大）和长期的平衡沥滤液电导率水平都受到了岩石类型和弃土的氧化和预风化程度的严重影响。总之，

最低的导电率水平与严重风化/氧化的材料有关，而最高的导电率水平是由高碳页岩或煤废弃材料产生的。

澳大利亚20年土地复垦研究实践

罗明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周妍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重点实验室

摘要    本文对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历史遗留废弃地复垦先进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对比分析我国历

史遗留废弃地复垦的实际情况和问题，提出改进完善我国历史遗留废弃地复垦思考和建议。研究结果表明：

（1）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历史遗留废弃地复垦经验包括：完善的立法、明确的资金来源、多

元化的激励措施、专门的管理机构、协作式组织实施方式、分层次和动态的项目管理、多元化的复垦用途、实

时检测技术等。（2）我国历史遗留废弃地数量庞大，分布和状况不清，目前在法律层面上已经初步形成历史遗

留废弃地复垦的基本制度框架，并采取了“补充耕地指标”和“置换建设用地指标”等中国特色的复垦激励

措施，但仍然存在管理体制不完善、复垦资金难保障、复垦用途较单一、复垦技术相对粗放等问题。（3）我国

需要从健全组织机构、完善激励政策、复垦用途多元化、引进先进技术与理念等方面改进和完善历史遗留废

弃地复垦工作。

国内外历史遗留废弃地复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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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G. Darmody    美国采矿与复垦学会执行主席

摘要    与传统防治开采沉陷的井下房柱式开采不同，沉陷是其他开采方法可以预见的结果。包括高强度后

退式开采和长臂式开采，这些开采方式都会导致开采厚度70%的地表沉陷。在伊利诺斯，农田的沉陷给农业生

产带来的损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此，启动了1985年的伊利诺斯开采沉陷研究项目，来研究这些可预见的开

采沉陷是否应被禁止。这个项目监测可预见的开采沉陷对农业的影响和减小这些影响的可能性。结果表明，

沉陷并不是预期的那么可怕，并且沉陷的影响也是可以削弱的。此项目是州和联邦政府以及高校成功合作的

典型案例。同样的，在澳大利亚昆士兰，一些农业社区反对长臂开采。而Bandanna Energy公司组织了与农业

共存研究委员会，研究减轻长臂开采影响的方法。尽管土壤、气候和政策法规有所不同，社区所关注的问题是

相同的。

美国伊利诺斯与澳大利亚减轻沉陷损害的开采方法以及长
臂开采对社会与政治影响的比较研究

R.M. Feng      美国伊利诺斯州卡本代尔市南伊利诺斯大学采矿和矿产资源工程系

Y.P. Chugh    中国北京中国矿业大学海外特聘教授

摘要    长壁开采期间，地表和地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覆层变形。对矿山实施部分或全部充填被认为是保护

水资源、农田、建筑和铁路的一种有效方法。开采程度较高的矿区普遍采用胶结压实充填。为实现岩体变形

控制，必须设计充填刚性和强度参数。鉴于这些参数可能随时间变化，必须同时设计这些参数的初始值和终

值。 

冯和丘格在2013年开发了一种时变刚度有限差模型，用于胶结充填挠曲量化（见下页）。该模型可用于评估矿

顶瞬时挠曲和地表下沉运动（随矿山充填呈动态发展）。此外，该模型可扩展用于计算最大水平应变，进而评

估设计充填工艺下矿顶梁是否会倒塌。

更重要的是，该模型还可在限制最大地面下沉和临界水平应变的基础上评估充填的时变强度和刚度参数。为

分析回填对矿顶梁挠曲的刚度效应，作者设计了3个不同的充填参数，并对基于BEF建模和FEA建模的分析结

果进行了对比。对比显示，BEF模型可用于采矿业。

本文展示了上述模型及充填性质在中国国内某矿山的应用。该矿山拥有典型的地理采矿条件。

美国煤矿废弃物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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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 Skousen    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教授

Peter Kumble    捷克布拉格生命科学大学教授

摘要    1950年以前的露天开采是没有复垦活动的，为历史遗留的废弃土地。自此以后，政府的法律法规开

始逐渐健全，要求矿山企业充填开采区并进行植被恢复。在1977年美国露天开采和复垦法颁布以后，要求矿

山企业进行开采前对矿区的分析，并对开采后的土地利用进行规划。成功的土地复垦应该能够满足今天的社

会需求，要求工程设计和对开采干扰区域有目的的重建，包括土地和水系。美国现代煤矿的高效土地复垦与

开采活动紧密结合。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对矿区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有重要意义。在美国公认的土地利用类

型为：1）开采前的利用类型；2）牧草地；3）生物燃料作物；4）林地；5）野生动物栖息地和6）建筑用地。每种

用地类型的政策法规以及相关实践都已经较为完善。复垦后的采矿废弃地应该能够为生态系统提供服务并

能够为社会生活提供生产需要。

摘要    每个景观都有灵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每个景观都是独特的。景观的认为精神维度与景观的记忆有

密切的关系，而景观的记忆反应其历史发展轨迹。景观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保护，更是对历史的发展。当原有的

景观变为大范围的矿区时，同时，景观也变成了另外一种。甚至开采的过程也是一场新的灵魂建立的过程。尽

管如此，将景观这种新的特性进行恢复也是一种挑战。本研究关注开采和开采后景观精神维度的变化，为采

矿景观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美国阿巴拉契亚煤矿区的土地利用与复垦方案

矿区景观的人文精神维度研究

K. Broemme   H. Stolpe   C. Jolk   S. Greassidis   A. Borgmann    B. Zindler

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波鸿市鲁尔大学环境工程和生态学院

T. Mien    越南河内市越南煤炭矿产工业集团

摘要    对矿区而言，采后土地使用规划是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将其纳入采矿的总体规划并降低恢复费用，

应尽早进行该规划。在越南广宁省，无烟煤的开采已经约有160年的历史。矿区已融入了下龙湾附近快速发展

的城市地区，下龙湾是越南的旅游胜地之一。采矿方式逐渐从露天开采转变为地下开采，这里随处可见由旧

采场和废石堆构成的人造景观。采矿和环境研究协会关于采矿后土地使用规划的研究项目主要研究适合该景

观和周边环境的采矿后土地使用问题。采矿和环境研究协会由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资助，由波鸿鲁尔大学

的EE+E环境工程与生态学院协调。该项目的实施基于采矿和环境研究协会与越南煤炭矿产工业集团之间的合

越南广宁省市区煤矿采矿后土地使用规划方法制定





议题1：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的政策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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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旭   周妍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杜振州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

赵怡晴   王波   李仲学   李翠平   张玲     北京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

摘要    在大流域尺度，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实施生态修复的对象是哪些，面积比例

应该是多少，在流域中如何布局，需要考虑的因素不单是如何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禁牧、舍饲养殖及综合

治理等各种措施，还需要考虑与区域水土流失特点、水土保持现状、经济发展需求和目标相结合。本文基于海

河流域水土流失现状和特点、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对海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要点

和保障措施进行了思考和探索。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对象的明确、范围的划定、分区、总体布局和修复重点的确

定对于充分发挥生态自我修复能力、加快流域植被恢复与生态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    矿山闭坑作为促进矿业可持续发展和矿山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途径之一，已受到国际社会高度

关注。本文旨在通过总结国际矿山闭坑机制的最佳实践与方法，找出闭坑机制及其运行的关键因素，推动资

源依赖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闭坑能力建设。内容上，本文系统地分析了世界银行、欧盟等一些国际组织发

布的闭坑指南，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部分典型国家和国际采矿及金属协会等行业机构出版发行的相关文

献资料。从中提取了主要的矿山闭坑主题和解决方法，包括闭坑核心要素、管理框架、闭坑计划的制订、利益

相关方参与、采后土地利用、资金保障、闭坑计划的实施、闭坑标准、采后监测与维护以及矿地责任交接等。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矿山土地复垦监管体系探析

国内外可持续矿山关闭实践的研究进展

杜振州    白中科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周妍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摘要  截止2005年底，我国因采矿活动形成采空区面积约80.96万公顷。针对矿区土地损毁严重，土地复垦

监控内涵不清，国土资源部拟构建了“国家-省-市-县-企业”五层级土地复垦监管体系。矿山企业土地复垦

管理是复垦监管的末梢神经，是高效落实复垦义务、掌握复垦实施情况重要手段。借鉴了澳大利亚及美国的

土地复垦阶段管理的经验，分析了我国矿山土地复垦的特点及矿山企业复垦管理存在的问题，构建了矿山企

业“决策-管理-执行”三级土地复垦管理层级，并划分了规划计划管理、招投标管理、施工过程管理、基础查

验管理四项复垦管理核心环节，目标旨在提高土地复垦效率。

矿山企业土地复垦管理层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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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宁   付梅臣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摘要    我国矿山开采完毕后留下的废弃地，面临着资源利用转型的困扰。以矿业为经济产业的矿业地区，

随着采矿业的不断发展，矿产资源也日益衰竭，将不可避免的面临经济发展的瓶颈，采矿废弃地地区的生态

修复产业化及其运行模式便成为了土地复垦研究的热点。本文以南京冶山国家矿山公园为例，从采矿废弃地

的修复入手，融入旅游产业化的修复理念，并针对矿山公园内部的生态修复领域进行了功能分区，同时考虑

到了旅游修复对其它各产业的推动作用，解决了矿山的经济可持续问题，并对这一旅游产业化的生态修复模

式进行了探讨。

矿区土地生态修复产业化





议题2：土壤、植被与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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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 Darmody   J.C. Marli    伊利诺伊大学自然资源和环境科学系

陈保冬   张莘   伍松林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摘要    湖泊、水库和海港的疏浚是为了保持并提高其经济和环境质量。这一活动也必然伴随着与之相对的

一项活动，即疏浚泥的处理。在美国，疏浚弃土过去曾被视为废物，以最廉价的方式进行处理。处理地点通常

位于距离疏浚很近的地方，一般是在开阔的水面或附近的湿地。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人会考虑到

受污染的沉积物的再悬浮，或沼泽、河口以及泛洪区湖泊的损失。人们对疏浚和沉积物处理带来的社会和环

境问题的关注也让有效利用干净的疏浚底泥变得有利可图。与此同时，对水资源短缺的担忧也让人们注意到

淡水湖和水库的沉积作用，这也促进了疏浚活动的增加。为了保护淡水资源，人们对开发创新型疏浚设备和制

定沉积物安置策略的需求越来越高。最初对有效利用疏浚底泥的尝试主要集中在使用沉积物来重建沙滩，或

用于覆盖露天矿或垃圾填埋场。也可将未受污染的细粒底泥用作表层土。数项研究表明，淡水沉积物能有效

地改善沙质土壤，并能改善老商业和工业地区或“棕色地带”的已退化土壤。得益于处理技术的提高和不断

变化的认知，疏浚底泥的有效利用很有可能会为更多人所接受。挑战在于制定出更好的项目设计和疏浚和沉

积物处理技术。在未来，沉积物可能成为在离疏浚地几百公里以外用于重建生态、农业和城市景观的重要商

品。我们的研究表明，未受污染的中等质地的淡水沉积物可在重建露天矿、废弃工业场地等受损区域时用来

代替表层土壤。

摘要   丛枝菌根真菌（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AMF）是在自然和农业生态系统中广泛存在的一类共

生土壤微生物，能够与大多数陆地植物形成共生关系。很多研究表明，AM共生体系对于植物适应各种逆境胁迫

（如贫瘠、干旱、环境污染等）具有重要作用。在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下，AM真菌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植物

对重金属的吸收、累积和解毒过程，并对植物产生保护效应。围绕AM对土壤-植物系统中重金属迁移、转化和

累积过程的影响机制，本报告介绍了金属元素种类及污染程度、宿主植物和AM真菌种类，以及土壤理化性质

等因素对AM植物吸收累积重金属的影响，并从AM真菌对土壤-植物系统中重金属行为的直接作用（包括菌丝吸

收和固持，以及改变根际重金属形态等)，及AM真菌改善植物矿质营养促进植物生长从而间接增强植物重金

属耐性两方面讨论了AM增强植物重金属耐性的机理。最后，对菌根技术在农田和矿区重金属污染土壤生物修

复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以河流沉积物作表土复垦棕色地带和其它区域的方法

丛枝菌根真菌在重金属污染环境生物修复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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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 Saragih   S. M.Bellairs   P.A.S. Wurm    澳大利亚查尔斯•达尔文大学

摘要   采金业是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主要工业之一。大部分采金活动都位于季风性热带树林，主要植被覆

盖为桉属植物和金合欢属植物物种，其下层植被为青草。受采矿影响严重的所有区域都需要进行恢复，且通

常需要进行稀树草原植被恢复。采矿后，恢复措施包括播撒桉属植物、金合欢属植物和其他树种以及草种的

混合物，这是采矿后进行植物再种植的常见方法。对矿山恢复中的植被建造进行评估非常重要。这是恢复成

功或失败的早期迹象之一。恢复区域初步种植之后的树苗更新也是判断恢复系统是否出现持续变化证据（古

尔德，2012年）的一个指标。初步建造后，持续的更新非常重要，以确保恢复植被群落的可持续性。该研究评

估了矿山恢复中树木更新的情况，并将其与天然林地进行了比较。有关树木更新与环境参数之间的关系，也将

在两种地表形态中进行调查。常用方法是证明小范围因素如何影响采金恢复中的树木更新。将在14个恢复点

和7个相似地点对树苗密度、树幼苗密度、草地生物量和土壤覆盖层进行测量。

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覆盖次冠层叶簇对金矿损毁季风林地的
修复作用

徐良骥    黄璨      安徽理工大学

Helmut Meuser   Ruediger Anlauf      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技大学

摘要    本文以德国北部煤矸石堆积地区和燃煤电厂粉煤灰堆积地区为例，通过对研究区域的土壤进行分

层分块采样并分析后得知：煤矿废弃物堆积地区受长期风化等自然因素和不断有新矿渣堆积等人为因素的影

响，表土的相关理化性质有较大变化。以Ibbenbueren地区为例，其表土容重平均值大于1g/cm3、饱和导水率

平均值小于1cm/sec，且呈现酸碱度异常（pH<4或pH>8）、营养元素匮乏（有效钾、有效磷及总氮含量分别低于

正常值5g•m2•a-1,1.3-1.7g•m2•a-1和5-6.5g•m2•a-1）等不利于植被生长的情况。实验结果显示，煤矿废弃物

堆积地区土壤的理化性质随年份的增加呈现越不利于农作物生长的趋势。其作为农耕地应加强人工活动的影

响，增加施肥和加强田间管理等。

基于煤矸石基质充填复垦重构土壤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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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   王琼   周连碧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摘要  多年来，矿山无序开采形成的大量松散堆积体，不仅严重影响区域生态环境的安全，而且植被恢

复与重建的难度也极大。本文以华北地区——北京市黄院废弃采石场为研究对象，采用样方法对人工恢

复植被群落特征和植物种组成进行调查，采用综合优势比排序方法划分出不同立地类型下植物种的群落

类型，并分析植物群落多样性变化和演替特征，对今后废弃采石场生态环境的改善有重要的科学指导价

值。主要结论如下：1）该区植物种有25科、43属、58种，主要有菊科、藜科、旋花科和禾本科，草本植

物占绝对优势，占70%以上，乔木占10-15%，灌木和藤本最为稀少，但有着逐渐向草灌及乔灌层演替的趋

势；2）适宜于废弃采石场植被演替的2种主要群丛类型；3）该区植物群落多样性变化特征为：压实区盖

度和多样性指数最高，其次是平台区和边坡区。

华北地区废弃采石场人工恢复植被演替规律研究

W. K. Chapma    不列颠哥伦比亚林地与自然资源运作部研究处

R. Bravi     特拉福拉马环境有限公司

摘要    通常，当在森林环境中工作的时候，复垦目标是重新建立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其特点与受侵扰前的

森林相似。在北部的森林中，松属物种被普遍认为是早期演替系列物种（查普曼等，2012年），但是很少被视

为复垦的选择物种。最近关于美国黑松（小干松）的工作表明，有了正确的共生有机体，该物种就能够固氮，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高干扰环境中，它是其范围中主要的先锋物种（保罗等，2006年）。众多其他生理学特

点和微生物共生有机体有助于适应高干扰环境。根据主要的成土原则，生物群和环境共同作用使得支持逐渐

复杂的晚期演潜系列群落所必需的土壤条件逐步形成。人类干预加速成土作用，可能导致土壤变得不稳定且

需要持续干预。认识并使用先锋物种，比如美国黑松，其适合森林环境，能够在将人类干预降低到最小的情况

下，重建复杂和具有恢复力的森林生态体系。

我们描述了使得美国黑松能够作为先锋物种发挥作用的特点，并讨论了在复垦中直接播种美国黑松的早期结

果。由种子成长而来的黑松，其根部结构较之移植的黑松更好，且无需合适的微生物菌落。由于美国黑松拥

有高度的内部氮循环，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壤肥力养成，生成耐久的高C/N比死被物，这会抑制草种的入侵并

减少含氮阳离子浸析可能性。本文对三个独立的研究进行了简短地总结。这些研究测试了在受到非常严重的

森林火灾影响区域直播美国黑松，在有菌根接种的未经处理的砂金矿直播美国黑松，以及在尾矿直播。直播

美国黑松生成了充足的成苗，它也因此被视为潜在的有效复垦技术。

因地制宜选的选取先锋物种开始成土过程并以此促成稳定
复杂的森林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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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占斌   孙朋成   陈静   钟健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A. Hamanaka   N. Inoue   H. Shimada   T. Sasaoka     K. Matsui   日本福冈县福冈市九州大学

摘要  重金属固化是原位修复污染土壤和提高农产品质量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盆栽实验方法，研究环境材

料（煤基营养材料HA、高分子保水材料SAP、煤基废弃材料FM及吸附材料FS）及其复合对作物（玉米、大豆）生

长及其对土壤重金属Pb、Cd（土壤Pb≤150mg/kg、Cd≤10mg/kg）吸收影响。结果表明，单个环境材料及复合材

料较对照都明显减少作物对土壤重金属Pb、Cd吸收量，并促进作物生长。除个别处理外，大部分处理较对照

的玉米地上部分减少土壤重金属Pb、Cd吸收51%-71%和66%-84%；所有处理较对照的大豆地上部分减少对土壤

重金属Pb、Cd吸收54%-76%和33%-58%。高分子保水材料SAP 及其复合材料F2能降低玉米和大豆对土壤重金属

Pb、Cd吸收达80%和50%以上，可作为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剂。

摘要  露天煤矿进行的采矿作业对周边环境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土壤流失是热带地区露天煤矿造成的主

要环境问题之一。因为表层土的减少，土壤流失导致了恢复失败（万特岑和摩尔，2013年）。为了恢复成功，必

须准确预测恢复区域的土壤流失条件。土壤流失方程是预测土壤流失的一个高效方法，也是林业领域内使用

最为广泛的方法（胡德等，2002年）。不过，恢复区使用这一公式时需要进行充分的考虑，因为这些地区的情

况与林业环境大相径庭。

为了讨论土壤流失方程的稳定性以及不同条件下的土壤流失，我们进行了一项实验室研究，以通过使用人造

模拟降雨装置对不同土壤条件下的总土壤流失进行预测，我们在实验室中准备了该装置。图1比较了人工降雨

试验下的试验值与土壤流失方程下的计算值。

根据这些结果，可以说泥土的试验值和计算值相符，而泥沙中土壤流失的试验值远远超过其计算值，尽管这

些数值中的R都更低。此外，泥沙中降雨造成的土壤流失以更快的速度在增长，因为每一份土壤的土壤密度都

显示出相似的数值，而且这些颗粒的大小大于泥土的颗粒大小。

为了根据USE准确预测土壤流失值，考虑到现场条件，比如土壤成分与气候条件，需要进行更多关于一些修正

的讨论。此外，还要考虑将侵蚀风险降到最低的及时措施，因为由于土壤特点，恢复区域内的土壤侵蚀风险

急剧增加。

环境材料对作物吸收重金属Pb、Cd固化效应的研究

试验性研究——评估印度尼西亚煤矿恢复区域内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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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银丽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

摘要  本报告针对我国西部干旱半干旱煤矿区生态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如土壤贫瘠、气候干旱、沉陷导致

裂隙发育，加剧了水土流失，使该地区的土壤更加贫瘠，生态更为脆弱，生物多样性受到极大的影响。菌根真

菌等微生物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能够与植物形成互惠互利共生关系的一类有益微生物，对于生态修复与土壤

改良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报告系统论述了西部矿区生态环境的变化规律及生态演替过程，找到了促进生态修

复的微生物关键技术，并系统研究了微生物修复对土壤改良和生态后效影响及其生态意义，成果已经在西部

煤矿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生态应用，取得了较好的生态修复效果。为我国西部矿区生态修复的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技术基础与理论依据。

中国西部矿区的微生物复垦技术

B. Tóth   L. G. Nagy   L. Nagy   Sz. Veres   L. Lévai

德布勒森大学农业与食品科学和环境管理系作物科学学院农业植物学与作物生理学专业
匈牙利德布勒森市

摘要  肥料生产成本高，且需要大量能源。降低肥料成本已日益被视为作物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

个原因就是在副产品等其他工业活动中，生产质量很高，其中含有大量的植物所需营养物。除了高昂的肥料价

格，使用生产废弃物也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最后，减少肥料使用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对肥料的不合理使用可

能导致环境污染。

我们检测了玉蜀黍的成分含量和生理效果（比如，嫩芽和根部的固形物、相关的叶绿素成分与光和色素成分）

以检验所用废弃物和副产品（污水污泥-堆肥、罂粟蒴果压榨物、污水污泥和冶金石灰渣）的效果。

依据测得的生理参数，所测废弃物对植物生长和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在所用工业废弃物处理法的影响之下，

有毒成分在嫩芽的积聚不明显。铝、镉、铬、锰、钠和锌含量与罂粟蒴果压榨物以及冶金石灰渣处理法下的对

照值并无很大差异。在有些案例中，根部的有毒成分含量高于对照植物中的含量。从根到嫩芽的有毒成分运

输受到阻碍，因为在嫩芽部分测到的有毒成分含量低于根部。在使用试验物质进行处理时，测量了第二片和

第三片玉米叶中叶绿素的相对含量。在罂粟蒴果压榨物处理法下，光合色素含量下降，而在污水污泥-堆肥、

污水污泥和冶金石灰渣处理法下，这些数值呈上升趋势。

利用工业废弃物促进农业生产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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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波    黄伟   吴世红   刘长兵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摘要  矿山复垦与生态修复是综合考虑经济和环境，促使矿山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人类活动。不幸的是，

由于缺少恢复监测技术，矿山复垦与生态修复的验收工作难以指标化。数字图像处理技术（DigitalImage 

Analysis,DIA）可以有效的用于植被盖度测量，已经在精准农业、草坪管理以及自然环境生态调查等领域得到

了较多的应用。然而，绝大多数的DIA技术需要人工干预，因为不同的图像的拍摄条件（光照环境，拍摄高度，

地物组成）、使用的相机（分辨率、焦距等）以及参数设置（快门速度、光圈大小、感光度等）各不相同。本文

中，我们介绍了一个自主研发的具有创新性的全自动盖度测量软件VegCover，希望能对矿山植被恢复监测有

所帮助。

VegCover：一个可以用于植被恢复监测的盖度测量软件

摘要    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通常与人类活动有关。采矿工程或重工业附近的区域通常都受到了有毒金属的

严重污染。因为污染物可能被转移到食物链，所以这些被污染的土壤几乎不能用于农业生产。可使用植物修

复技术来避免污染物的传播，此类技术可固定或减少污染物。在进行植物修复时，选取合适的植物种类和已

知的农业技术是非常重要的，所选取植物应具有金属耐性，且有着较高的生物产量。上述条件符合木本植物、

稻科植物类和作物。生物质作物相关的主要利益现在集中在了能源作物上，比如巨芒、柳属、杨属、玉米、高

粱属。高粱属是已被广泛用作饲料作物的C4稻科类植物，也是全球第五大重要谷类植物。对使用生物炭来改

善土壤性质的研究越来越多。这些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土壤中碳封存的潜在利益、土壤改良、增加作物产量、

减少养分淋溶、以及去除有机污染物。生物炭的吸附作用能够降低土壤中某些有机和无机污染物的流动性（

比斯利等，2011年）和危害植物的毒性（比斯利等，2010年），所以能够摆脱植物修复的限制。

用生物炭培育高粱作物以吸附重金属的方法
P. Soudek   I.M. Rodriguez Valseca   Š. Petrová   T. Vaněk   

捷克科学院实验植物学院植物生物技术实验室

宋静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环境与污染修复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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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永恒   张建军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摘要    生态用地对于维持地区生态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它却总是被采矿活动所破坏。为了探索采矿活

动对于生态用地的干扰强度，本文以矿业城市——武安市为例，利用2005、2009，2期土地利用现状图提取出

生态用地分布情况，从而计算景观连通性，进一步得到景观连通性重要值与斑块破碎化之间的变化趋势。考

虑到采矿活动对生态用地的干扰强度与影响距离有关，因此将研究区划定为距离矿区分别为3km和6km的两

个梯度值内，并分析了每个梯度内生态用地景观连通性重要值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矿区及其周边土地整体

景观连通性呈下降的趋势；2.矿区对生态用地的干扰强度与时间和地点有关。

基于景观连通性的采矿对生态用地的干扰强度分析

王同智   内蒙古煤炭建设生态环境研究院

黄先栋   中国矿业大学

包玉英   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摘要  选取6个样地，协同样方法采样，对内蒙古黑岱沟露天煤矿排土场与原始植被地的植物及土壤因子进

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1）通过TWINSPAN划分法得到8个植物群落，经DCA法分析核实，与TWINSPAN划分结果

一致；（2）油松+蒙古冰草复垦模式比新疆杨+紫花苜蓿复垦模式生态适应性差，紫花苜蓿丧失优势种地位，

被拂子茅取代；（3）剔除频度小于5%，获得228×74的样方-物种原始数据矩阵，对11个环境因子测定，采取“

前向选择”和“MonteCarlo检验”确定了7个代理变量，形成228×7的样方-环境因子数据矩阵，经DCCA分析

群落分布、格局及组成主要受土壤有机质（第1轴）、土壤密度（第2轴）两因子影响。第1轴特征值0.895，贡献

率58.7%，沿着第1轴群落依次从类型Ⅷ、Ⅶ、Ⅴ、Ⅲ、Ⅳ、Ⅱ、Ⅰ土壤有机质逐渐变大。第2轴特征值0.356，贡献率

17.4%，沿着第2轴，群落Ⅰ、Ⅱ、Ⅴ、Ⅶ土壤密度依次变小；（4）排土场群落物种组成较原始群落简单，现有群落

既未向复垦设计的方向发展，也未向原始植被方向演化。

不同复垦方式排土场植物群落与土壤因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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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举   闵祥宇   山东农业大学

摘要   本试验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依托建立模拟实验区，在试验区内对煤矿区土地复垦的主要类型进

行施工模拟。经两年自然熟化，采取表层（0~20cm）土样进行土样分析，探究不同施工机械碾压和不同

碾压次数下的土壤容重、孔隙度、温度、盐分和含水率的变化规律，找到最优处理条件。该试验对矿区

土地复垦工作有很重要的作用，并对今后的复垦工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结果表明使用不同机械碾压，

土壤中环境因子的变化各不相同，其中采用“履带式推土机×碾压3次”的组合，土壤中物理性质与正常

土壤最为接近，表明此种处理为最优处理。

不同施工机械和碾压次数对矿区复垦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

李媛媛   陈龙乾   张婷   周天建   中国矿业大学环境与测绘学院

摘要  土壤微生物是土壤肥力水平的活性指标,在土壤生态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研究矿区复垦土

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利用454 焦磷酸测序法,以采煤塌陷地与复垦地为研究区域，对比分

析了两个样区的土壤细菌多样性及群落结构。结果表明: 454测序共得到13,369条细菌16SrRNA 基因序列,细

菌的主要类群为：变形菌门、酸杆菌门、放线菌门、绿弯菌门、拟杆菌门、芽单胞菌门、浮霉菌门、硝化螺旋菌

门、厚壁菌门和疣微菌门。两个样地之间的土壤细菌群落构成在门、纲、属分类水平上均存在差异，复垦地土

壤细菌具有相对较高的物种丰富度,塌陷地土壤细菌群落的丰富度、均匀度和多样性指数均低于复垦地。相

关性分析表明,土壤有机质与总氮是影响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因素。复垦地有机肥的施用以及“豆科-禾

本科”混播种植能够改善土壤理化特性，恢复土壤肥力，提高细菌群落多样性。本研究可为评价矿区复垦影响

下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调控和优化矿区废弃土壤的微生态环境以及识别优势群落提供客观、可靠依据。

采煤塌陷地复垦对土壤细菌多样性的影响分析

李子轩   马志尊   李玲霞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

王东伟  中国航天工业科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摘要    在大流域尺度，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实施生态修复的对象是哪些，面积比例

应该是多少，在流域中如何布局，需要考虑的因素不单是如何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禁牧、舍饲养殖及综合

治理等哪种措施，还需要考虑与区域水土流失特点、水土保持现状、经济发展需求和目标相结合。本文基于

海河流域水土流失现状和特点、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对海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要

点和保障措施进行了思考和探索。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对象的明确、范围的划定、分区、总体布局和修复重点的

确定对于充分发挥生态自我修复能力、加快流域植被恢复与生态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海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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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琨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采设计事业部 国家能源充填采煤技术重点实验室

毕银丽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摘要    煤矿复垦区的土壤，由于采用分层覆盖、分层碾压的工程技术方法，使得其密实程度明显高于普通

土壤，不利于植物的生长。在实验室条件下，模拟三种土壤密度水平，选择丛枝菌根真菌，研究在不同压实密

度土壤中接种菌根对植物生长的促进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通过接种G.m菌，菌根与植物的亲和程度较

高，菌丝长度也有显著的增加，扩大了植物根系的活动空间和作用范围，提高了植物的抗逆性以及生长情况；

显著的提高了植物从土壤中吸收N、P、K等养分的能力以及生长量；使植物在1.65g/cm3密度水平的土壤中生长

的适宜程度提升至与1.35g/cm3密度水平相当，改善植物对土壤密实度的适应性。

接种菌根在不同压实密度土壤中的作用机理及生态效应研究

徐洪雨   高升   宋桂龙   北京林业大学

摘要   以京承高速公路（三期）为例，选择40°、50°和60°岩石边坡，采用“挖掘法”和“液压式拉力计”对

胡枝子根系分布特征及其抗拔力进行研究。根据对Up-slope和Down-slope方向的切根，将根系拉拔试验设置

T1、T2和T3三个处理。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边坡坡度的增大，胡枝子根系的分枝级数逐渐增大，根系长度和

干质量逐渐减小；2）在40°和50°边坡，Up-slope和Down-slope根系分布均匀，Ⅰ级根与边坡成0～10°夹角，

在60°边坡，Up-slope和Down-slope根系分布不均匀，Up-slope方向Ⅰ级根系与边坡的夹增大为30～40°；3）

对于同一切根处理，在不同边坡之间，根系抗拔力无显著差异（P>0.05）。在40°和50°边坡，3个处理之间，根

系抗拔力无显著差异，在60°边坡，T1与T3、T2与T3处理之间，根系抗拔力存在显著差异（P<0.05）；4）根系的

抗拔力大小与其长度和干质量大小呈正相关性，但相关性不显著。

坡度对岩石边坡胡枝子根系生长及抗拔力的影响

杨永健    张卫东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摘要    秦岭沿线分布大量矿山，如华山——少华山风景区周边采石场、金堆城露天钼矿、茶店磷矿等。由于

多年采矿破坏了原有植被，且有重要铁路及公路通过此处，这些矿山边坡严重影响秦岭沿线的视觉效果，被

称为秦岭的牛皮癣。但这些矿山边坡大多岩质较硬，坡高较高，常用的生态修复技术难以奏效。2008年以来，

国土资源部门针对以上生态环境问题，采取了多种治理方式，尽可能恢复生态，还自然以青山绿水。在这些项

目中，主要采用了覆土种植、鱼鳞坑种植、草袋垒堰、打孔植草、生态植被混凝土喷播、轮胎护坡、种植藤类

及乔木遮挡等措施。在施工过程中，多种生态恢复措施显示出了一些不适宜性，但经过现场人员积极探索，努

力寻求解决办法，最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岩质矿山边坡生态修复技术



27

2014北京国际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研讨会

B.K.C. Chan    罗婷   王瑞永   紫金矿业低品位难处理黄金资源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摘要    植物修复受污染土壤是一种有效且具有应用前景的治理措施。本文采用室内盆栽试验和营养液水

培试验研究了龙葵的超积累特性。盆栽试验结果表明，在镉铅锌复合污染土壤中，龙葵各部分优先摄取Zn，其

次是Pb和Cd，其富集Zn的能力大小依次为：茎>叶>根>果实。营养液水培试验结果表明，龙葵中Cd的积累量与

Cd胁迫浓度间均显示显著正相关关系。随着Cd浓度增加，龙葵地上部部分生物量减少，但根系生物量和根长

的影响均不明显。低浓度Cd对龙葵株高和生物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高浓度Cd（浓度＞50mmol/L）抑制龙葵

的生长。同时，龙葵根系中的Cd含量很高，表明龙葵对Cd有较强的耐受力。结果证实，由于龙葵根系发达，它

可有效的修复土壤和水体中的Cd。

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筛选试验研究

M. Yellishetty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土木工程系矿业与资源工程专业

J.Li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应用科学与工程学院

V. Wong   莫纳什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摘要  本文呈现了旨在测试合成土壤效果的盆栽研究成果，这些土壤由废弃表土、发电站灰渣、褐煤以及污

水污泥堆肥组成。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区拉特罗布山谷的露天煤矿预计均面临着大量不足，这些土壤对于弥

补不足至关重要。该研究确定了适合的人工土壤混合比例，该比例最终将以每一种成分的净产酸潜力为基础，

中和AMD和增强营养成分（1份废弃表土、1.23份发电站灰渣以及不定比例的褐煤和污水污泥）。所构造的人工

土壤显示，其保水性得到提高，植被增长也得到加强，混合后有效支持了草类生长。

人工恢复采矿场地的实践——行业共生法





议题3：采煤沉陷地复垦与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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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erger   D. Balmert   J. Richter  德国波鸿ribeka有限责任公司

H.Y.Liu  中国北京ribeka有限责任公司

摘要  综合数据库，即综合数据管理系统和评估系统是有效且可持续的地下水监测的关键方面。为提供质量

可控的、可靠的、可用性高的数据，需要非常专业且便于使用的软件解决方案。

本文所介绍的案例研究介绍了一个综合地下水监测和孔柱管理系统在一个德国大型盐钾矿中的实施情况，一

个基于网络的水监测和预警系统在德国文德林根-乌尔姆高速铁路项目铁路隧道工程中的实施情况，以及一

个地下水和排放监测和管理系统在土耳其埃尔比斯坦一个露天褐煤矿中的实施情况。

水资源的可持续性管理是一项复杂的挑战，且需要对水质、水量和水动态的实际状况和时空变化有全面的认

识。而这仅在综合、有价值的优质数据基础上方才可行。但是，只有当决策者有合适的解读和评估软件时，这

一复杂的数据才能用作面向未来的决策和可持续规划的基础。

ribeka所列出的这些例子体现了用户友好型综合监测系统在不同地下水监测项目中的实施情况，所有系统均

基于ribeka的复杂标准应用（GW-Base/GW-Web）而定制开发。

模拟井工和露天矿地下水的有效方法

R.M. Feng       美国伊利诺斯州卡本代尔市南伊利诺斯大学采矿和矿产资源工程系

Y.P. Chugh     中国北京中国矿业大学海外特聘教授

摘要 长壁开采期间，地表和地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覆层变形。对矿山实施部分或全部充填被认为是保护水

资源、农田、建筑和铁路的一种有效方法。开采程度较高的矿区普遍采用胶结压实充填。为实现岩体变形控

制，必须设计充填刚性和强度参数。鉴于这些参数可能随时间变化，必须同时设计这些参数的初始值和终

值。 

冯和丘格在2013年开发了一种时变刚度有限差模型，用于胶结充填挠曲量化。该模型可用于评估矿顶瞬时挠

曲和地表下沉运动（随矿山充填呈动态发展）。此外，该模型可扩展用于计算最大水平应变，进而评估设计充

填工艺下矿顶梁是否会倒塌。

更重要的是，该模型还可在限制最大地面下沉和临界水平应变的基础上评估充填的时变强度和刚度参数。为

分析回填对矿顶梁挠曲的刚度效应，作者设计了3个不同的充填参数，并对基于BEF建模和FEA建模的分析结

果进行了对比。对比显示，BEF模型可用于采矿业。

本文展示了上述模型及充填性质在中国国内某矿山的应用。该矿山拥有典型的地理采矿条件。

控制地表和地下采矿相关运动所需的充填设计参数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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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元庆    河南省国土资源科学研究院

摘要  本文全面分析了河南省煤炭生产造成的挖损地、塌陷地、压占地等三大类损毁土地利用现状面积及分

布，论述了河南省采煤损毁土地复垦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取得的成效，总结出了集约化农业生态利用、果草林

生态利用和农林渔禽生态利用等三种土地复垦模式，为河南省下一步大力推进采煤损毁土地复垦工作提供

借鉴。

河南省采煤损毁土地复垦模式研究

李树志    鲁叶江    中煤科工集团唐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冯玉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摘要  高潜水位矿区采煤沉陷导致地表大范围积水，将采煤沉陷积水区开发建设成为次生湿地是实现绿色

矿区与生态宜居城市的重要举措。水域是湿地生态系统稳定与湿地功能发挥的决定性因素，采煤驱动条件下

沉陷积水区演变、水域合理构建与稳定维系是采煤沉陷次生湿地建设成败的关键。本文以唐山大南湖采煤

沉陷次生湿地建设的研究成果与实践，介绍了采煤驱动下生态水循环变化特征、采煤沉陷区次生湿地水域构

建技术、采煤沉陷区水污染治理与防控技术、采煤沉陷区次生湿地水循环维系技术等内容。这是目前生态矿

业城市建设中的热点领域，技术研究成果可供同类矿区借鉴。

采煤驱动下沉陷次生湿地水域构建与维系

包玉英    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摘要    晋陕蒙接壤区是生态环境脆弱的大型煤炭能源生产基地，大规模的开发导致了地表沉陷，因此地

表沉陷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以与高等植物共生的AM真菌为研究对象，研究晋陕蒙接壤

区补连塔矿、大柳塔矿和上湾煤矿不同年代序列的采煤沉陷区AM真菌及菌根植物资源、AM真菌种群及分布特

征，研究沉陷区AM真菌的生态分布与土壤微生物、土壤理化性质等因子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晋陕蒙接壤区采

煤沉陷区植物群落菌根植物比例约占80%，多年生草本和灌木类植物均发育AM共生结构，群落建群或优势种

植物均具有菌根侵染特性，菊科、禾本科、豆科等植物菌根侵染率较高。从3个矿区样地共分离出AM真菌9属

20种，其中无梗囊霉属（Acaulaspora）4种、近明球囊（Claroideoglomus）1种、多孢囊霉属（Diversispora）2

种、内养囊霉属（Entrophospora）1种、Funneliformis1种、球囊霉属（Glomus）6种、Rhizophagus1种、盾巨孢

囊霉属（Scutellospora）1种、Septoglomus3种。其中未鉴定种3种，无梗囊霉属2种（Acaulaspora sp1、A.sp2

），球囊霉属1 种（Glomussp1）。AM真菌孢子密度、物种丰富度、频度和香农-威纳(Shannon-Winerindex)随着

采煤沉陷年代序列、土壤层、季节变化，并与土壤理化性质、土壤酶活性以及土壤微生物数量相关，但未呈现

出显著的相关性。不同煤矿研究区表现的趋势不同，均表现出AM真菌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本项研

究为该地区AM真菌和AM菌根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为探索沉陷地表植被与土壤AM真菌相互作用关系和煤炭

开采对生态系统的损伤机制，以及开采沉陷区的植被恢复和土地复垦提供理论基础。

晋陕蒙接壤区采煤沉陷区AM 真菌多样性及其种群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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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秋计   郝琪    西安科技大学

摘要    煤炭开采导致地表沉陷，对地表耕地的正常生产造成影响。本研究利用生态位理论，构建了沉陷区

耕地生态位适宜度评价模型，对开采沉陷造成的耕地质量下降进行了定量评价，从生态学的角度探讨了耕地

损毁的原因。耕地生态位适宜度可定义为它的现实资源生态位与其最适宜生态位之间的贴近度。本研究选取

了有机质、全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及酸碱度等5个资源条件作为主要评价指标，采用模糊数学方法计算度

量耕地生态位适宜度。与对照田块的耕地生态位适宜度相比，沉陷地各部分的生态位适宜度都有所降低。该

方法为指导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开采沉陷对耕地生态位适宜度的影响研究

刘端举   夏建军   赵玉华   边岱印   长城煤矿

摘要   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行循环型生产方式，要求加快推行清洁生产，从源头和全过程控制污染

物产生和排放，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煤炭开采是内蒙古的重要支柱产业，而内蒙古生态

环境脆弱。如果继续采用先前粗放式的煤炭开采方式，必将会导致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严重，泥石流滑坡

等地质灾害频繁，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也与之相伴而行，造成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采用新型循环型和

资源节约型生产方式势在必行。

长城煤矿作为在内蒙古的一个新型的现代化矿井，在坚持“黑色煤碳、绿色开采”、“高碳企业、低碳发展”办

矿理念的同时，打造草原生态矿井，积极探索高效采煤、充填、留巷新工艺。高效采煤充填留巷一体化技术解

决煤炭开采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等问题，在内蒙西部矿区打造出一座“矸石不升井、出煤

不见煤、污水不外排、垃圾不落地”现代化的绿色生态矿井，真正做到“让开发变保护、让矿井变花园、让荒漠

变绿洲”，走出了一条创建新型高效矿井的长城特色之路。

草原地区煤矿高效采煤充填留巷一体化技术研究与实施

张瑞娅   肖武   杨洁   任俊涛   蒋舒   王鹏飞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研究所

摘要   通过对淮北市的采煤塌陷地进行实地调研、预测分析，并查阅采煤塌陷地复垦治理的相关文献，

分析了淮北市采煤塌陷地分布的空间特征，并对未来塌陷进行了预测。总结归纳出了目前用于淮北市采

煤塌陷地治理的5种主要技术模式，分别为：综合养殖模式、平原水库模式、湿地生态公园模式、山水生

态城市模式、边采边复模式。在此基础上，根据淮北市煤层特点及地面自然条件等因素，将淮北的采煤

塌陷地划分为五个治理分区，研究成果为淮北市未来采煤塌陷地的复垦治理提供了依据，并为我国其他

地区的采煤塌陷地复垦治理提供了参考。

淮北市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现状分析及模式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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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晶   赵晓霞   李文玉   刘俊廷   静国斌

摘要    在采后土地利用规划和决策中，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是必不可少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本文以巨野

矿区某塌陷盆地为例，构建了高潜水位采煤沉陷区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沉陷积水区边界测

算方法和复垦适宜性指数模型，借助ArcGIS中空间叠加分析功能，对各评价单元进行复垦适宜性评价。结果

表明：预测至2025年累计塌陷土地中，适宜复垦为耕地的塌陷地面积为694.4hm2，相对适宜复垦为建设用地

和保留水域的塌陷地面积分别是203.2hm2和122.7hm2。

巨野矿区采煤塌陷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研究所

白国良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唐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杨忠东  黄宝柱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于庆   马金荣   中国矿业大学

岛田英树   笹冈孝司  日本九州大学

摘要 随着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煤炭开采对地表生态环境影响的日益关注，厚松散层下开采沉陷的准确预测

成为各煤矿生产企业和研究机构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本文结合开滦矿区百年开采岩层移动研究成果，对开

滦矿区厚松散层下开采地表下沉系数、边界角、移动角、拐点偏移距、主要影响角正切等岩移参数特征进行了

分析，探讨了各岩移参数的影响因素。结合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基于地下水动力学和固结理论对厚松散层下

开采岩移机制进行研究，分析了井工开采对地下水渗流场的破坏及松散层土体固结对岩层移动和变形的作用

机理。研究成果对厚松散层下地表沉陷准确预测、开采损害的防治及开采规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摘要 为了找出在含水层失水情况下，土层厚度对地面沉降的作用，本文对鲍店煤矿的地质情况进行了分析，

并建立不同厚度土层的二维模型对含水层失水影响地面沉降进行了模拟。主要的模拟参数包括含水层厚度

和上覆土层厚度。结果显示，含水层的失水可以导致地面沉降；工业广场的沉降特点是随着井筒的距离而变

化并在一定距离后趋于稳定；井筒可以起到阻止周围一定范围内土层的沉降；水位下降值的大小是煤矿工业

广场地面沉降量不同的主要原因，成一定正比关系。

开滦矿区厚松散层下开采岩移参数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

深厚冲积层中含水层失水对不同土层沉降影响的二维模拟





议题4：固体废弃物与酸性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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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正富   中国矿业大学土地资源学院

摘要    煤炭以其储量丰富、价格低廉、便于运输、储存和燃烧等诸多特点在能源利用过程中扮演者十分

重要的角色，并且在未来仍将是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亚太地区的主要能源。采矿技术、煤炭使

用效率、碳捕捉和储存技术在过去的十年中有了长足的进步，使得原本污染严重的煤炭资源变成越来越

清洁的能源。采矿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是煤矿产业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其产生量占煤炭生产量的10%-

20%，占中国工业废弃物产生总量的11%强。为减少采矿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必须对其来源和性质加以

细致的研究，从而根据其性质特点选择合适的地点进行处理。研究表明采矿过程中废弃物完全可以转变

成资源加以利用。

煤矿废弃物的再利用

A. Mikhailov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矿业学院

摘要    本次工作采用来自于阿拉斯加格林·克里克矿山的尾矿，计划于此矿山关闭时在尾矿库上种植植被，

以天然泥炭土作为土壤。格林·克里克矿山尾矿的颗粒呈粉砂级，主要由黄铁矿、白云石、石英和重晶石构

成。为尽量减少矿山永久关闭后进入尾矿的空气和水的量，海克拉格林·克里克矿业公司在尾矿处理设施上

设置了4层经设计的土被。该矿山的尾矿处理设施（TDF）关闭计划对特别设计用于减少尾矿内覆层下方有效氧

数量的土被作出了规定。此类土被初步设计用于防止蒸汽状态的氧气扩散到尾矿内。此类土被内加入水饱和

层的目的是限制氧气进入尾矿的流量（氧气进入尾矿后，会被水溶解和吸收）。最终，矿山关闭时土被的水通

量将决定氧气入侵尾矿的速度，后者则决定黄铁矿氧化的速度。泥炭土样本取自10号尾矿库的3个地点。此泥

炭矿床的地层厚度为3m，体积约为63120m3。作者对每份样品的泥炭土类型、水分含量、pH、灰分含量和分解

度R进行了分析。TDF西南角处的露天湿地属沼泽，从露天泥地沼泽（主要由黑松（扭叶松）、铁杉、拉不拉多茶

树（加茶杜香）、岩高兰（红莓苔子）、云莓（野生黄莓）和数种泥炭藓组成）逐渐变成由数种矮型苔草和圆叶

茅膏菜（圆叶毛毡苔）组成的露天沼泽。取自沼泽的泥炭土代表的是快速可再生有机物来源。泥炭沼位于格

林•克里克矿山尾矿附近。泥炭覆层材料可为植被层形成和维护提供顶层保护。

利用天然泥炭土实现尾矿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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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Vanek  P. Soudek   P. Marsik    捷克科学院实验植物学院植物生物技术实验室

T. Hudcova     捷克德雷托维奇市Dekonta a.s.

J. Syrovatka3     捷克克尔欣市齐兰切农场

摘要     非甾体类抗炎药是全球销量最大的药物，广泛用于治疗一些疾病的许多非特异性症状。许多非甾

体类抗炎药也属于非处方药，所以大部分人可以很容易地买到此类药物。除上述特性外，低生产成本、

每剂含量高、以及人体排泄物中较高比例的原型药物都使得几种非甾体类抗炎药水污染物变得极为重

要。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一类非甾体类抗炎药就是最古老工业生产的阿司匹林（乙酰水杨酸），而在最

近，布洛芬凭借着更低的副作用取代了阿司匹林。在捷克，布洛芬在所有非甾体类抗炎药中销量最高，

也是捷克市场中第二畅销药物。萘普生、酪洛芬以及双氯芬酸和消炎痛等卤代化合物也都是人类医学中

其它较为常用的非甾体类抗炎药。

本文旨在证明使用人工湿地来消除废水中的药物及其降解产物的可能性。使用离体培养的拟南芥、草木

犀和大黄进行的室内试验证明了含有普通非甾体类抗炎药的栽培介质中存在多种普通氧化代谢物。已取

得的成果表明，植物细胞至少能够使人用和兽用药物完成最初的解毒步骤。在芦苇的细胞、组织和整棵

植物中已验证了这些成果，并在人工湿地中按真实规模进行了最终验证，这些人工湿地为垂直流-水平流

组合人工湿地，用于净化农业废水。

药品残留物对水环境的影响——问题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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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Nawa    日本北海道札幌北海道大学

H. Ogawa   日本九州大学

摘要     骨料的生产量大，在混凝土制造和道路施工中的消耗量也很大。另一方面，拆除老化混凝土结构导致

了大量的混凝土浪费。前者包括在提取骨料的过程中，带来了对自然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消耗，而后者包括一系

列的问题，比如，缺少垃圾填埋空间。提供新的垃圾填埋点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会受到附近社区的抗议。

鉴于上述考量，使用再生骨料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之一，因为这有助于降低对天然骨料的消耗，推动对废弃

混凝土的有效利用，并减少与缺少垃圾填埋地相关的问题。由废弃混凝土制成的再生骨料，将成为新混凝土

中第一次使用的骨料的有效替换方案。不过，将再生骨料用作新混凝土的骨料时，混凝的性质相较于使用全

新骨料的混凝土可能会较差。此外，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再生骨料制造方法，该方法并未把大部分的浆从再生

骨料中分离出来，而是仅仅去除这些再生骨料中脆性较大的部分。使用新方法生产的再生骨料的混凝土在性

能上与使用全新骨料的混凝土相似，而再生粗骨料的水泥浆附着力高于传统的再生骨料。我们的新方法叫做

缺陷去除法。骨料粒原浆中含有裂缝、气孔和空隙，缺陷去除法可以有选择性地去除其中易碎的部分，且不会

造成新的缺陷。因此，理论上而言，再生骨料的数量可以超过全新骨料。

本研究探讨了提高再生细骨料质量的缺陷去除法。再生细骨料经由三种类型的处理程序制造，其作用机制各

不相同，包括颚式破碎机、球磨机以及制粒机。

选择性去除法提高再生细骨料质量的方法

夏清   胡振琪   赵艳玲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摘要    针对红外热像技术探测自燃煤矸石山表面温度误差大、精度低等问题，设计了距离、风速两个主要影

响因素对煤矸石山表面温度探测的试验。分析单一影响因素距离、风速对红外温度探测的影响，对试验数据

处理建立各自的温度补偿数学模型。同时，进行综合影响因素趋势分析，利用双因子方差分析及相关性分析

法对试验数据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显著性水平α=0.01时，二者对红外测温精度影响极显著，距离、风速与

温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3、-0.150，呈反相关关系，且距离的反相关性大。其研究结果对建立煤矸石山表

面温度真实模型，提高红外温度探测精度具有指导性意义。

距离和风速对自燃煤矸石山表面温度探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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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 Kusuma   D. Permata   R.S. Gautama   D. Firgiani

摘要    热液铅锌矿床勘探表明，矿体和围岩中均含有大量硫化矿。这意味着利用地下采矿法开采此类矿床

时可能发生酸水外排（ARD）。本次研究对酸水外排的潜势进行了量化，并对矿山开发时的未来矿水量进行了

模拟。此外，作者收集矿石和围岩样本，通过一系列静态和动态测试对岩石进行了地球化学特征化。

作者利用酸碱计算和净产酸量法确定了岩石产酸潜势，并通过浸出试验确认了静态测试的酸水外排潜势特征

和浸出液的化学性质。

基于地下水质数据、浸出液化学性质和通过XRD确定的岩石样本矿质组成，作者利用PHREEQC第2版软件对矿

水水质进行了模拟。该模拟采用了代表不同开矿配置（如在主岩中开矿、在矿体中开矿）的多个场景。

这些场景的模拟结果显示，地下水与矿石和主岩接触时，会产生pH值接近中性的矿水。了解这一点有利于针对

采矿操作和闭矿计划实施适当的矿水管理。

以水质模拟预测井工矿酸性废石潜力的方法

印度尼西亚万隆市万隆理工学院采矿工程系

朱亦珺   周连碧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摘要    从某铜矿选矿废水中筛选分离出一株在强酸性条件下对铜去除能力较高的菌株克雷伯氏杆菌，经

鉴定为克雷伯氏杆菌。考察了碳源、氮源、pH值、温度、吸附时间、投菌量等因素对菌株克雷伯氏杆菌生长量

及吸附Cu2+的影响。结果表明，菌株克雷伯氏杆菌的最佳碳源为乙酸钠，其最佳用量为3g/L；最佳氮源为硫酸

铵，最佳用量为1.2g·L-1。在投菌量为4g·L-1、温度为30℃、吸附时间为4h的条件下，菌株克雷伯氏杆菌对pH=3

、Cu2+100mg•L-1的废水吸附效果最优，Cu2+去除率达到59.7%。菌株克雷伯氏杆菌对Cu2+的吸附过程能很好地用

吸附模型Langmuir方程描述，菌株克雷伯氏杆菌去除的铜离子，说明菌株克雷伯氏杆菌对铜离子的去除主要

为表面吸附。

克雷伯氏杆菌对矿山酸性废水中重金属铜吸附能力的研究



40

报告摘要  

王瑾   广西农科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摘要    煤炭是我国主要的能源物质，然而煤炭开采产生的煤矸石和粉煤灰两大主要固体废弃物，长期暴露

于空气中堆存，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而且严重污染大气、土壤、水体环境。煤矸石和粉煤灰中蕴藏着植物

生长的营养元素磷资源，回收这部分资源，不仅能有效减轻环境污染，而且能促进农业生产和矿区生态恢复。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溶磷菌在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中的应用前景越来越广阔。文中介绍了我国煤矿固

体废物的资源概况及其危害，概述了溶磷菌的作用机理，例举了溶磷菌对煤矿固体废弃物的利用及在生态复

垦中的应用，并对其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溶磷菌对煤矿固体废弃物的利用及在复垦中的应用

尹瑞恒   李希铭   宋桂龙   北京林业大学

摘要    以植物生物量衡量镉对四种草本植物生长的抑制程度；用叶片叶绿素含量、游离脯氨酸含量等生理

指标探讨镉的毒害机理和植物的抗性；并测定了四种植物各部分的镉含量，探究四种植物对镉的吸收和积累

特性。结果表明，四种草本植物生长受镉胁迫的抑制程度依次为：紫花苜蓿>商陆>紫茉莉>高羊茅。商陆和紫

茉莉的叶绿素在高浓度镉处理条件下受到破坏，高羊茅和紫花苜蓿的叶绿素未受影响。脯氨酸含量随镉浓度

的升高的变化因植物而异：高羊茅无显著差异，商陆与紫花苜蓿先升高后降低，紫茉莉在高浓度处理水平脯

氨酸含量显著提高。四种植物的镉积累特性有差异，对镉的积累量：高羊茅>商陆>紫茉莉>紫花苜蓿,高羊茅

对镉的耐性明显高于其他三种植物，对镉的转运系数：商陆>紫茉莉>紫花苜蓿>高羊茅，而植物修复系数：高

羊茅>紫茉莉>商陆>紫花苜蓿。综合各类测定指标，高羊茅和紫茉莉对于镉耐性较强，生物量大，无严重受毒

害症状，且对镉积累量较高，有应用于镉污染植物修复的潜力。

四种草本植物对镉胁迫的生理响应与镉积累特性

孙伟博    王燕    西安科技大学

摘要    根据西部地区生态特点，结合我国煤矸石利用现状，分析了西部地区煤矸石直接利用、提质加工和

资源化综合利用的途径，提出了煤矸石多级复用方法。对于已经采出的煤矸石按照其特性首选高附加值利用

途径，然后根据发热量分类，高发热量进行煤矸石发电、低发热量根据硅铝比和其所含的微量元素再进行划

分，多层筛选后的煤矸石及多级应用后的废渣用于矿山膏体充填的原料的煤矸石综合利用方法。有效利用煤

矸石，能减少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对西部地区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西部地区煤矸石综合利用途径



议题5：矿区土地与环境损伤的监测、预测
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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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翀    陆春辉   煤矿生态环境保护国家工程实验室

摘要  淮南矿区的采矿活动所引起的地面动态沉陷，造成地表水域范围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地面变形与垂向

沉降导致积水区域内水量、水质与其他地表水之间以及下部浅层地下水之间在横向和垂向上水流关系发生了

根本性改变。以淮南潘谢矿区为研究对象，研究地表水与浅层地下水水量转化关系，为沉陷区水资源保护与

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共设置13个观测孔，通过建立符合客观实际的开放式、封闭式平原沉陷区模型，以及浅层

地下水观测系统，实时动态地获取野外观测数据，采用有限单元方法及波振方法编程计算了地表水与地下水

量的相互转化，研究结果表明，封闭式沉陷区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关系为地下水补给地表水，其补给量相

对较小；开放式沉陷区的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补、排泄量呈现互为补排特征。

淮南潘谢矿区煤矿开采对水环境的影响分析

M.Minaei Mobtaker    伊朗沙赫鲁德大学

M. Osanloo    伊朗阿米尔卡比尔理工大学（原德黑兰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  在当今这个拥挤不堪的世界，采矿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活动。它为工业提供基础原料，并支持全球经济

的增长。世界人口目前的增长率为2%。为了生产日益膨胀的人口所需的商品和服务，自然资源开发日益深化。

数量庞大的采矿活动引起了人们对其负面环境影响的关注。本次研究的目的是探究采矿活动对环境的积极影

响。本次研究结果表明，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现代采矿对环境（土地、空气、水）、经济和社会有积极影响。在

矿山整个服务年限内，可持续景观可使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最大化，提高生活质量，并为当地社区提供可持

续的工作机会。采矿活动对地区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包括：提供进入新区域的通道，取水（作为采矿活动的副

产品）、旅游观光、缓解全球变暖等。作者在本次研究中注意到，矿物虽属不可再生资源，但可供重复使用。例

如，据国际铜研究小组（ICSG）2011年估计，超过30%的铜来源于回收。本次研究通过福尔基法计算了各项正面

影响的权重。采矿活动对环境的整体影响权重为299.6，社会影响权重为200，经济影响权重为99.7。这些结果

表明，理想的采矿计划（以SD法现代采矿为基础）对环境有更为积极的影响。此外，研究还表明，尽管采矿活

动对经济的贡献日益增加，但其对社会的积极影响才更为重要。这些结果表明，最佳采矿操作可以提供更好

的环境，从而改善社会生活质量和经济形势。

开采活动对环境的积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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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卉   张建军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摘要    矿业城市生态环境脆弱，矿山开采引发的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较为明显，一旦破坏难以恢复，由此引

发的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研究其生态系统固碳问题意义重大。基于武安市1996年、2005年、2009年三期土地

利用现状图，通过ARCGIS提取土地转移矩阵，对比分析武安市矿山开采引发的土地利用变化；Invest模型根

据不同土地类型固碳速率结合面积分析其固碳能力，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固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研究

区土地类型变化较为复杂，固碳能力总体呈下降趋势。提出碳补偿建议保持其碳储量稳定并趋向碳汇发展，

促进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提出相应的生态修复措施，改善矿业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其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矿业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固碳的影响研究

罗广芳  张建军   李胜男   黄卉

摘要    矿业城市生态环境评价是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城市建设的前提和基础。针对矿业城市—武

安市生态环境特点，从矿业城市生态系统空间结构、矿业经济、生态功能和协调度4个方面构建矿业城市评价

指标体系,利用指数综合评价方法和层次分析、专家打分法等方法,建立了矿业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模型,为

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文章提出来影响矿业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限制因素，并为矿业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矿业城市生态环境评价-以武安市为例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赵淑芹   牛云帆    石家庄经济学院

摘要    【目的】从矿山微观尺度揭示当前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制度实施中，在损毁土地适宜性评价环节面

临复垦土地用途多宜性选择风险，并提出解决策略，对提高复垦方案编制的科学性，有效规避复垦风险

以及丰富土地复垦理论有现实意义。【方法】从拟损毁土地预测入手，根据复垦区土地损毁方式、损毁

程度及土地利用现状，结合复垦工程及周边景观划分评价单元，利用地形坡度、土壤质地、有效土层厚

度、排水条件、土壤有机质、土壤养分含量、道路通达度等限制性因素，采用极限条件法对拟损毁土地

适宜性进行评价。【结果】损毁土地复垦方案存在多宜性，复垦权利人选择高价值的；复垦义务人选择

投资少、易复垦的；土地复垦面临土地复垦义务人主导复垦方案编制风险。【建议】建立土地复垦方案

编制主体制度、土地复垦替代方案制度和土地复垦全程公众参与制度，提高土地复垦的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

基于矿山尺度的矿区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风险及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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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阳   张建军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徐琴   张建军   黄卉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摘要    矿业城市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和驱动力研究是LUCC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利用遥感技术对矿业

城市武安市2001年-2010年的土地利用进行了动态变化监测，定量分析了矿区生态环境和土地利用的动态变

化，发现武安市耕地和水域的面积不断减少，而城乡建设用地和工矿用地以及林地则处于持续增加状态。在

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了14个与土地利用变化相关的驱动指标，构建主成分分析模型，将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相

关的驱动指标归结为人口和经济因素、产业结构和交通因素，并结合土地利用变化对驱动因素进行分析。此

外，由于政策因素的难以量化和不可忽略性，仅对其进行定性分析。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有效信息，提高矿业

城市环境的监测效果，以及为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给予参考。

摘要    矿山开采改变原始地表覆被，并产生大量的废弃物长期堆积、存放、占用和毁坏生态土地，使生态环

境面临威胁。本文通过解译三期遥感数据，用以获取土地利用转换矩阵，并构建土地利用净变化量、交换变

化量和年变化率的计算方法，深层分析研究期内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情况。基于以上研究过程，综合分析矿山

开采所带来的土地覆被变化情况，为合理配置矿区的土地利用提供依据，为矿业开采活动中的环境保护提供

指导性建议。

基于主成分分析模型的矿业城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驱动
力分析

基于采矿活动的矿业城市土地利用覆被

王宁  万保华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

张鹏          青岛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杜学领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摘要  随着露天煤矿的持续开发，越来越多的露天煤矿已从露天开采逐渐转变为井工开采。针对安太堡露天

矿西北帮边坡工程，介绍了边坡的工程背景和滑坡现状。采用FLAC3D数值模拟软件，借助数值模拟技术探讨

了露井联采条件下陡帮边坡的变形响应特征。模拟分析结果表明，露天开采形成的陡帮边坡，在4#、9# 煤井

工回采完成后出现了一定的变形响应和张拉裂缝，位移矢量方向变化明显，最大沉陷变形可达3.12m，坡面向

临空侧的最大位移可达0.48m。根据分布在坡表的位移监测点的位移曲线，坡表位移随季节呈周期性变化，雨

季时边坡上部的张拉裂缝成为雨水的渗流通道，是边坡变形最为剧烈的时期。通过研究露井联采边坡变形发

展过程，明确了边坡位移发展特点，可以为下一步有针对性的边坡综合防治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地下开采对露天矿边坡变形发展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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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俊莲   徐向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摘要    据统计我国约有32.56%的基本农田下储藏有煤炭资源，煤炭开采不可避免的要对农业生产产生影

响。在煤炭开采过程如何减少或避免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理清煤炭开采对农业

生产的影响机理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关键。针对这一问题，文章从微观视角研究煤炭开采对农业生产的

影响机理，分别从生产资料矛盾和农户决策两个角度论述了影响的途径，生产资料的矛盾主要指煤炭开

采中会对农业生产要素土地、水、劳动力、资金产生挤出效益。对农户决策的影响是指煤炭生产带来的

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效应使得自然要素的禀赋下降导致农作物减产，同时也影响当地农民的健康，进而影

响到农户的生产决策；并提出了相关对策，为系统认识煤炭开采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

基于微观视角的煤炭开采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分析及其对策

陈浮   马静   渠俊峰   张绍良    中国矿业大学低碳能源研究院

郝绍金   曾远文    中国矿业大学环境与测绘学院

摘要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肥力核心指标，能够有效地反映生态修复和矿区土地复垦的状况。传统方法监测土

壤有机质变化太过耗时耗力且效率低下，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方法能够提供一个有效便捷的监测手段，本研

究利用LandSat ETM+影像反演了徐州北部采煤塌陷区土壤表层有机质含量的空间格局，对采样点各波段光谱

反射率进行数学变换，并将所得结果与有机质含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挑选出敏感波段，建立了表层土壤有机

质含量的光谱预测模型。结果表明：（1）研究区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与第五波段和第七波段反射率呈极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r为-0.585和-0.543和P<0.001)；（2）对反射率进行数学变换可以改善其与有机质之间的相关

性；用第一波段反射率对数的倒数和第五波段反射率的倒数建立二元回归方程(R2=0.6162，P<0.001)对研究区

土壤有机质有很好的预测能力(R2=0.6162，RMES=0.89)；（3）有机质含量在10~15g/kg范围的图斑面积最大占

研究区总面积的50.44%，表层土壤有机质随开采沉陷坡度的增加呈减少的趋势，煤炭开采沉陷对表层土壤有

机质含量的扰动属于失碳效应。

利用遥感反演模型监测徐州北部矿区表层土壤有机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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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洋   肖武   付艳华   龙精华    刘俊廷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研究所

叶珊珊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

摘要    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然而，在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的背景下，低效、粗放等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引发区域生态系统失衡，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持续健

康发展。土地整治作为一项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经济因素为一体的复杂系统工程，通过对土地资源

及其利用方式的优化配置，能够有效的改善土地利用方式、提高耕地质量，进而对区域生态系统类型、结构

和功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正效应。同时，随着科学发展观日益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已经成为人类正

确处理人地关系的行动准则。因此，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土地整治的全过程，

立足于改善生态环境，在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工程实施、监督管护等环节和过程中进一步强化生态理念

及景观建设技术，不断将土地整治与城市化发展、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使之成为统筹城乡土地配置、推动中国

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战略部署。本文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研究背景，通过对土地整治相关研究现状予

以阐述，探讨当前本领域研究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与之对应的政策与建议，以期为行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帮

助和指导。

土地整治研究现状与展望

付艳华    李文玉    张建勇    蒋舒    马逯    张鹏

摘要    我国是煤炭大国，煤炭资源十分丰富，其生产数量和消费数量也居世界前列。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

采在支持国家能源工业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对改变了原有的景观格

局，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开采活动严重的影响了乡村景观，也很大程度上改变

了农民的生活方式。乡村景观规划是改善矿区环境，减弱开采对环境及景观影响的有效方法，而准确的评价

能为科学合理的景观规划提供重要的依据。本文以山东某矿区为例，以采煤影响分析为基础，建立了压煤村

庄的景观综合评价体系，采用开采影响后的指标值，综合评价了压煤村庄景观的生产功能，生态功能以及美

学功能。评价结果表明压煤村庄的景观生产功能“较差”，得分46.34，生态功能“一般”，评价值为65.27，美

学功能“一般”，评价值为70.36，综合评价值为56.94，可见，研究区的景观功能较差，规划任务艰巨，景观规

划对区域内村庄的可持续发展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压煤村庄的景观评价——山东某矿区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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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俊峰  王坤  李钢

中国矿业大学

摘要  人类采矿活动与矿区景观、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密切相关，高潜水位煤矿开采导致地表沉陷、积水，由

于水动力条件的改变，矿区由原来的陆生生态环境演替为水陆复合的生态环境；大面积常年和季节性积水区

域具有湿地独特的水文、土壤和生物多样性特征，高潜水位采煤沉陷区湿地的演变主要表现为景观格局和过

程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相互作用，该过程对矿区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以及物种迁移产生了作用，

在维护区域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增加碳汇等方面产生显著的环境效应。

高潜水位采煤沉陷区湿地演变过程及生态效应分析





议题6：减轻损伤的开采方法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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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百胜   贾文杰   李祥春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杨涛     华北科技学院

摘要  向煤层中注入CO 
2
时，通常以超临界CO 

2
的状态注入。由超临界流体性质知，超临界CO 

2
注入煤层过程中

会引起体积膨胀、收缩、孔隙结构变化等一系列力学结构变化，同时会使煤层甲烷吸附、解吸及扩散过程发

生变化。为研究超临界CO 
2
注入不可采煤层过程中煤体渗透性变化情况及超临界CO 

2
对煤层瓦斯的驱替作用规

律，在实验室条件下分别进行了相关实验，并结合理论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相同条件下，煤体对CO 
2
的吸附

能力较对甲烷的吸附能力强；（2）向含瓦斯煤体中注入超临界CO 
2
，会驱替出部分煤层中的甲烷，且驱替效率

相对较高；（3）超临界CO 
2
注入后使煤体孔隙结构发生变化，提高了煤体的透气性，有利于煤层气的抽采。该

研究成果为安全可靠地封存CO 
2
及提高煤层气采收率提供可靠地实验依据。

不可采煤层的CO2封存可行性实验研究

R.科加耶夫   R.贾白杜林   T.科加耶夫    E.科加耶夫

摘要    本文对突出预防和预测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概述。此类研究表明，不同条件煤体的甲烷解吸动力学以

煤层地球动力学条件为特征。

众所周知，甲烷解吸动力学（尤其是释气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面条件。后者则取决于构造作用力的效果（

构造作用力会对煤体造成机械破坏，并同时形成大量细粒）。因此，了解煤体解吸过程动力学是层状矿床断裂

带鉴定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文所述的方法以煤体释气理论研究作为基础，对煤体组成进行了衡量并规定了煤体的地面条件。

从气体过滤速度来看，层状矿床的煤体代表的是孔隙裂缝性介质。在此类介质中，普遍随机的裂隙组将煤体分

成多个独立的部分。介质中的气体和液体过滤速度遵循达西定律。

岩石构造下甲烷释放带界定方法

哈萨克斯坦杰奥马克研究与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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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学领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摘要    煤炭开采所造成的环境损害主要包括由大量采空区引发的地表下沉及地表固体废弃物堆积造成的环

境污染。为了减少这些因素造成的不利影响，本文研究了近距离煤层开采条件下使用固体废弃物作为主要原

料、利用上巷进行充填开采的技术。所述上巷布置在煤层或者岩层中，在开采时首先开采并充填低位煤层。待

低位煤层开采之后，再回采并充填上组煤层。介绍了上巷的巷道布置方案及应用条件，并对近距离煤层开采

时的回采顺序进行优化。此外，还分析了上巷充填开采技术的综合效益。研究表明，上巷充填开采技术有助于

控制地表下沉、减少地表固体废弃物堆积，使用上巷充填开采能够实现最小的采动环境损害。

近距离煤层上巷充填开采技术

S.P.米尔莫伊尼   M.奥桑卢   M.拉曼普尔

伊朗德黑兰阿米尔卡比尔理工大学采矿与冶金工程系

摘要   鉴于矿产品是当前生活的一项重要需求，我们将聚焦贫矿开采。贫矿开采是未来采矿活动的一个

部分。薄矿脉或深处低品位矿物层内形成的矿床被称为贫矿床。根据品位、厚度和深度关系获得的逻辑

数值（即贫矿限制标准）决定了矿物开采的潜力。贫矿限制标准设计用于在尽量扩大矿物生产的同时尽

量减少环境破坏。本文介绍了贫矿限制标准的主要参数——品位、厚度和深度。贫矿限制标准的敏感度

分析结果表明，品位和厚度的影响几乎一模一样，且二者在贫矿限制标准的评价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

色。为获得理论指标，作者研究了伊朗的一些废弃矿山，对从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收集的数据进行

了归类，并计算了各组的损耗百分比。作者确定了贫矿限制标准的另外两个参数——活跃/不活跃系数

（AOI）和矿物涨价指数（MPG），并根据经鉴定的废弃矿山关闭原因对AOI进行了评估。矿石平均品位

的下降或导致贫矿限制标准下降，而深度的增加则会使贫矿限制标准上升。鉴于废弃金属矿山的低损耗

比，作者将金属矿石（锌铅矿床）作为本次研究的主要目标，并选取了伊朗中部亚兹德省的4座锌铅矿

山。作者计算了所选矿山的贫矿限制标准值，并针对所选矿山设计了贫矿限制标准周期。图1显示，上述

活动条件各不相同的4座矿山的贫矿限制标准最大值均落在两个活跃区间内，而贫矿限制标准的最小值均

落在两个不活跃区间内。贫矿限制标准的水平体现了矿址开采、废弃和复垦的可能性。作者将根据贫矿

限制标准数值设计更多的复垦计划。

模拟坡度限制条件并作为伊朗废弃矿复垦规划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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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拉基谢夫   K.谢伊图里   哈萨克斯坦萨特帕耶夫哈萨克国立科技大学（以K.I.命名）

O.S.科夫罗夫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国立矿业大学

摘要  内部表土堆的稳定性是地表采矿技术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其稳定性取决于以下一系列相互依赖的因

素：露天开采工艺操作、岩体物理性质和机械性质、气候因素、地下水位、基础形状和几何学、外部荷载。这些

因素的复杂影响会导致表土堆核心发生可扩张的岩土力学变形，并造成岩滑，进而使得采矿操作更加复杂，

并增加采矿专项支出。因此，对露天矿开采技术和内部表土堆放进行精确评估和有效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工程

问题。

本文利用等效材料法针对“麦库本斯克里”露天矿（位于哈萨克斯坦）的内部土堆稳定性建立了模型。建立具

有不同斜坡倾斜角的内部土堆物理模型采用了专门设计的水平支架和等效沙-油混合物。为模拟斜坡内发生

的滑动过程，作者建立了倾角在40 ~70 范围内（支架内部步长为5º）的等效材料。

根据所获得的结果，内部土堆的斜坡倾斜角临界值可达50°。

露天矿边坡和内部表土堆地质力学稳定性物理建模

王恒方   张东升   赵红超   王毅    新疆大学

刘洪林   中国矿业大学

摘要     新疆伊犁地区煤炭资源与水资源丰富，已成为全国七大煤化工基地之一，伊犁矿区是新疆五大煤

炭生产基地中唯一的“绿洲”矿区，煤炭资源保水开采问题是伊犁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难题。以伊

犁一矿典型的巨厚煤层赋存条件为基础，分析煤层覆岩结构力学特征，通过数值分析的手段研究巨厚煤

层采动覆岩破断规律、采动裂隙发育规律，分析关键层、隔水层的结构耦合关系。研究表明：5#煤层上

分层开采时，在开切眼和停采线附近覆岩裂隙易发育成为导水裂隙。下分层回采时，关键层对隔水层保

护及隔水层对于关键层裂隙发育的抑制作用均显著降低，在距开切眼50m、距停采线25m及工作面走向中

部易形成导水裂隙。导水裂隙发育区域控制是保水开采技术成功的关键。

绿洲矿区巨厚煤层开采导水裂隙发育规律研究

祝怡斌   周连碧   鞠丽萍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摘要     从土壤覆盖层、渗漏液、植被三方面构建酸性废石场土地复垦效果评价体系，土壤覆盖层评价具体指

标包括pH、重金属、粒径、渗透性等指标，渗漏液评价具体指标包括渗滤液产生量、渗滤液pH、重金属含量等

指标，植被评价具体指标包括成活率、覆盖率、植被重金属含量等指标。从酸性废石场渗滤液量变化、渗漏液

pH变化、渗漏水重金属含量变化、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变化趋势，植被生长情况和植被重金属含量等评估酸

性废石场生态恢复效果，为酸性废石场土地复垦提供借鉴。

酸性废石场土地复垦效果评估系统研究



议题7：污染土地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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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文圣    李金天   中山大学生态与进化学院

摘要  中国16.1%国土（19.4%耕地）遭受不同程度的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矿业废弃地则是重金属污染的最主要

来源。通过生态恢复控制矿业废弃地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矿业废弃地生态恢复的传统方法

有两种：表土复原技术和覆土植被技术；由于这两种技术的费用过高，探索第三种生态恢复技术——直接植

被技术是国际研究热点。对于重金属金属矿业废弃地而言，因其很高的重金属毒性和极强的酸性，不利用覆

土的直接植被技术一直被认为是污染与恢复生态学领域的重大挑战。我们系统研究了废弃地的原生演替与基

质改良，废弃物酸化机制与控制原理，植物重金属耐性机制与耐性物种选择等关键理论与技术问题，建立了

重金属矿业废弃地直接植被理论与技术体系。我们先后在广东、江西、安徽省建立了6个总面积超过2000亩的

重金属污染治理与废弃地生态恢复示范基地，多年的实验结果表明，我们发展的矿业废弃地直接植被技术具

有很好的生态恢复效果，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中国金属矿区废弃地修复经验

范天立   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生态修复事业部总裁

摘要   发言者从政策、技术、资金等层面对我国污染土地修复目前存在的问题做详尽的分析；结合十余年的行

业研究及实践经验，并对比中西方污染治理的差异与特点，提供对问题解决的一些崭新的思路与方法途径。

污染土地修复——问题与方法探讨

刘斯文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黄园英   刘晓端       国土资源部生态地球化学

摘要  离子型稀土矿分布于中国的江西、福建等南方省区，是世界上一种独特的稀土矿类型。位于江西省南部

的龙南稀土矿是中国最为典型的离子型稀土矿，被称之为中国的“重稀土之乡”。江西龙南稀土开采始于20世

纪70年代，开采工艺经历了以硫酸铵为浸提剂的堆浸、池浸和原位浸矿等阶段。离子型采矿造成的环境问题

如矿区土地化学污染严重，水土流失严重。由于缺乏有效的污染土壤修复技术，使得污染土壤的修复进展缓

慢。利用地球化学工程技术和柔性结构技术对稀土采矿区的进行稀土矿区污染土壤进行生态修复是一种新

的尝试。本文选择足洞稀土矿区作为研究对象，用于污染土壤的生态修复。在修复区过裸露土壤进行平整，

将其修整为梯田状，斜坡和马道采用不同的修复技术。对于斜坡上的污染土壤通过添加天然的粘土矿物以调

节土壤的pH值，降低污染土壤中有效态铵态氮、硝态氮、亚硝酸态氮的含量。经过添加修复材料改良过的原

始土壤填装在抗自然风化的生态袋中，并利用柔性结构技术将生态袋安装在斜坡上，进行喷播绿化，植物生

态修复。对于马道上土壤的修复则种植遴选的耐酸经济树种。目前，室内实验和野外实验结果利用粘土矿物

改善土壤环境，通过植物修复矿区污染土壤可能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方法。

离子型稀土矿采矿造成的环境问题及其污染土壤生态修复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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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连碧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摘要  有色金属是国民经济发展重要的基础原材料，近年来中国已成为有色金属生产、消费均居世界第一的

大国，产业整体实力显著增强，在国际同业中的地位明显提高，１０种有色金属产量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但

有色金属矿由于品位低、提取工艺复杂，固体废弃物产量大，破坏和压占了大量土地，面临的土地复垦与生态

恢复问题十分严重。本报告主要从一、矿山废弃物堆场的生态影响；二、 尾矿库无土复垦与农作物种植技术 

；三、 酸性废石堆场生态修复技术 ；四、强碱性赤泥堆场生态修复技术 ；五、与发达国家矿区生态恢复的

差距与对策等5个方面介绍了我国有色金属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技术研究与示范工程。

有色金属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恢复

马保国   河北工程大学

胡振琪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摘要  在中国含硫煤矸石山产生的高硫酸盐、富含铁和重金属元素的酸矿水是煤矿区严重的环境问题, 不仅

污染煤矿区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还污染周围的土壤。我们利用从长期受煤矸石污染的黄土中分离的硫酸盐还

原菌防治煤矸石引起的酸和重金属污染，以乳酸钠作碳源，探讨了加不同量碳源量情况下，硫酸盐还原菌防

治煤矸石产生的酸和重金属污染的效果。试验结果表明，利用硫酸盐还原菌防治煤矸石的酸和重金属污染的

思路可行，可使浸液pH从3提高到7左右值，降低硫酸盐和铁离子浓度。接种硫酸盐还原菌后，对重金属Cd和

Zn污染的修复效果明显，最大固定率基本上几乎达100%。加入1%的碳源量为宜。

硫酸盐还原菌防治煤矸石酸与重金属复合污染的试验研究

李叶青   王焕忠   张江   华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摘要  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的污染企业搬迁、POPs农药的大规模使用、矿区粗放型开采、以及固体废弃物肆意

堆存，导致了中国沉重而紧迫的场地修复任务。在国内棕地修复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修复技术仍处于研究

开发或试验试点的过渡时期，水泥窑协同处置有机污染土技术，由于修复时间短、环境和经济效益高而备受

行业青睐。根据分析，污染土壤除污染成分外，其主要组成与水泥某些原料相似，可作为替代原料用于水泥生

产。通过对现有水泥工艺的改造，协同处置POPs污染土的速率可以提高到22t/h，且避免了其他水泥窑处置工

艺中水制土浆入窑后，增加产业能耗的问题。通过对该工艺各项性能检测表明，在协同处置污染土的同时，生

产的熟料质量并未受到负面影响；水泥窑各类污染物排放浓度均低于中国标准限值要求，其中二恶英的排放

远低于0.1ng TEQ Nm-3；特征污染物DDTs/HCHs的焚毁率DE均大于99.99%，DRE均大于99.9999%。

POPs污染土在水泥工业中的协同使用与污染物的高效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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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颖哲   刘晓娜   赵中秋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摘要 通过试验比较不同种类螯合剂（EDTA、EDDS、AES、IDSA）和AM菌根单一或复合添加对玉米生理生态

的影响，结果表明：接种AM菌根降低了玉米叶片中MDA的浓度，幅度为139%，提高了玉米叶片中SOD、CAT和

APX的活性，其中SOD活性增加了57.2%，APX活性为对照的4.3倍；螯合剂的添加导致MDA含量升高，其中添

加EDTA、EDDS和AES后玉米叶片中MDA的浓度分别比对照增加了65.3%、163.2%和87.4%；复合添加螯合剂和

AM菌根增强了单一添加螯合剂的效果，其中AM&EDTA、AM&EDDS和EDTA、EDDS相比前者比后者MDA浓度分别

减少了30.0%和305.8%，AM&AES、AM&IDSA和AES、IDSA相比前者比后者CAT活性分别增加了166.6%和61.4%

，AM&EDTA、AM&AES、AM&IDSA和EDTA、AES和IDSA相比前者比后者APX活性分别增加了165.2%、51.2%和118.5%。 

螯合剂和AM菌根作用下玉米对重金属毒性的生理生态响应

李青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摘要    目前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技术主要包括物理方法、化学方法和生物方法。物理方法主要包括土壤置

换、土壤分离修复、土壤分隔和热力学修复。化学方法主要包括化学固化、土壤淋洗和电修复。生物法主要包

括植物稳定、植物挥发、植物提取、微生物修复和土壤动物修复。本文简要介绍原理、优点和缺点,每个土壤修

复方法的适用性。采用物理法效果较好、效率很高，但是仅仅是转移污染，还需要进行再次处理；采用化学法

处理成本较高，处理效率较高，可能带来二次污染，采用土壤淋洗的方法需避免对地下水造成污染；采用生

物法其成本较低，不会带来二次污染，但是效率低。今后的研究趋势，不仅仅是提高单个方法的处理技术，而

且还必须将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联合使用，扬长避短，得到一个最优化的处理效果。

矿山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简述

陈宇   五矿矿业控股有限公司

摘要    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金属矿产资源分布及污染现状，阐述了矿区污染的成因和危害，并对国内外重

金属污染修复技术进行了系统梳理。通过以上分析，提出从两个方面加强金属矿区重金属污染治理：一是合

理的利用和管理尾矿，在选矿时对选矿水进行深度处理，从源头上控制金属矿区重金属污染；二是利用物理

化学、植物修复等技术对已经污染了的土壤和水体进行修复治理，以实现矿区土壤的再利用。这些场景的模

拟结果显示，地下水与矿石和主岩接触时，会产生pH值接近中性的矿水。了解这一点有利于针对采矿操作和闭

矿计划实施适当的矿水管理。

我国金属矿区重金属污染现状与治理措施



议题8：露天矿复垦与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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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中科    赵中秋    周伟    王金满    曹银贵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重点实验室

摘要    以首批煤炭国家规划矿区内服务年限近百年、扰动面积340km2、每年运移岩土4亿多方的平朔矿

区为研究对象，结合已复垦30年生态恢复重建的长期实验数据积累，采用师法自然生态修复技术、永久

性固定样地技术、3S技术、空间分析技术，以及系统回顾法、景观功能分析等方法，分析30年已发生的7

个时间段（1985、1990、1995、2000、2005、2010、2015）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地貌形态、可利用植物

资源、温度效应、居民点分布格局，并采用趋势外推法预测未来三个时间段（2020、2025、2030年）空

间的格局演变，系统分析矿区生态完整性、生态承载力、土地适宜性和生态敏感性，研究超大规模煤矿

区生境破碎和整合过程的环境效应。其科学价值与实践意义在于：揭示超大规模矿区土地利用格局的变

化过程，界定超大规模矿区生态系统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居民生存安全新内涵。

超大规模露天采煤剧烈扰动区30年土地利用演变及人居环
境效应

N. Inoue   A. Hamanaka    H. Shimad   T. Sasaoka    K. Matsui 

摘要    2012年，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如今，煤炭生产和煤炭出口量都急剧增长：2000年

起，这些数据的增长都在10%以上。由于这样的情况，印度尼西亚的煤炭公司正在提高煤炭产量并对煤矿进行

再开发，以应对全世界对煤炭的巨大需求。此外，据估计，煤炭生产会持续增长，并在2020年达到3.61亿吨，在

2030年达到4.3亿吨。而且，预测还显示，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印度尼西国内的能源需求也将增加。为了应对

这些需求，印度尼西亚政府将煤炭视作国内一项重要的能源供应来源，他们正在建设新的火力发电厂。因此，

预计主要面向电力生产的国内煤炭需求将快速增长，并到2022年超过出口量（2011年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

发机构）。

不过，火力发电厂排放的工业废弃物中包含了大量煤灰，预计工废弃物量也将随着新电厂的建设而增长（岛

田等，2010年）。煤粉灰通常通过垃圾填埋地进行处理，但是对它们的有效利用也在增长，因为处理点毕竟有

限。在印度尼西亚，煤粉灰占到了煤灰总量的90%左右，其中80%用作了制作水泥的材料，少量在垃圾填埋地进

行处理。因此，考虑到需要准备垃圾填埋地以及所引发的环境问题，讨论出水泥用途外的其他煤粉灰利用方

法非常有意义。

所以，本文讨论了通过实验室的物理和化学分析，在印度尼西亚的露天煤矿（KPC煤矿）将煤粉灰用作表层土

的适用性。

有关印度尼西亚露天煤矿恢复中使用粉煤灰替代表层土的
基本研究

日本福冈九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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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玖   神华宝日希勒能源有限公司复垦绿化公司

摘要    为了推广植被覆盖技术在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中的应用，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和植物纤维毯

技术的应用实例，对该技术的技术原理、技术要点、适用范围进行了完整的介绍，其特点是融合了工程防护和

生态防护，植被覆盖技术可以有效地解决边坡的水土流失，可显著提高土体的强度、增加边坡的整体和局部

稳定性。可维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实现边坡长久的稳定。植物纤维毯在植被恢复初期不但可以

防止扬尘，还可以有效的保护坡面不受雨水冲刷的影响，并且能够为植物种子提供良好的萌发生长环境，加

快自然生态修复的进程；其可降解性又不会产生二次污染。与传统铺设草皮卷相比施工方便，季节性更灵活，

防尘并且避免耕地资源浪费。但是对植物纤维毯的应用还需要加大实验力度，进一步摸索经验使其更好地发

挥作用。

植物纤维毯在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中的应用

S. Matsumoto   H. Shimada   T. Sasaoka   A. Hamanaka   K. Matsui

日本福冈九州大学地球资源工程系

摘要    有些环境问题是由于采矿活动造成的，应当在操作范围内加以预防。在印度尼西亚的露天煤矿，

基于地球化学分析的结果对废石进行分类，并且将其存储于料堆，直到依据覆盖层系统对它们进行回

填。该系统的实施是为了阻止印度尼西亚多发的排泄酸性矿水（AMD）问题；不过，在存储于料堆期间，

气候因素会导致废石风化。岩石种类有两种分类，针对系统岩石进行的地球化学分析决定分类：潜在酸

形成（PAF）是排泄酸性矿水的主要来源，非成酸性并不是其来源。这一情况可能导酸性水的产生。排泄

酸性矿水是采矿活动造成的问题之一。酸性水对环境有负面影响；因此，应当在采矿操作中予以考虑及

预防。

Kaltim Prima Coal（KPC）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煤矿之一，其煤炭生产有望在未来实现增长。环境问题

也有可能随着矿点煤炭生产的扩大而增多。由于采矿操作导致的排泄酸性矿水是该矿点当前面临的最为

严重的问题之一。KPC煤矿位于加里曼丹群岛，临近赤道，位于热带气候区。受高温和多雨的影响，该地

区的气候处于潮湿与干旱的循环之中。受潮与干燥的过程与岩石风化相关，而岩石风化影响到矿物的氧

化反应率，这说明讨论排泄酸性矿水时应当考虑到矿场条件，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热带气候下的矿场。不

过，矿场条件会因为区位和采矿操作的程序而有所不同。在本研究中，取自KPC煤矿的岩石样本用于所有

试验中，以重点研究该矿点的矿场条件。

基于岩石条件的印度尼西亚露天煤矿现有废石处理系统的
评价研究



60

报告摘要  

M. Fazeli   M. Osanloo    伊朗德黑兰阿米尔卡比尔理工大学采矿与冶金工程系 

S. Naghne     伊朗沙赫鲁德理工大学采矿与冶金工程系

摘要  采矿设施选址是露天矿规划过程中最常遇到的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本文论述了一种拟用于采矿设施

选址的多步骤程序。第一步通过初步筛选，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对可安置采矿设施的区域进行鉴定。第

二步对众多分散的候选地点进行鉴定，为每套设施确定3~5个候选地点。第三步通过综合确定各类影响因素

对各类环境组分的影响，对每套设施的各个候选地点实施环境影响评估。之后，利用枢纽位置模型对采矿设

施选址问题进行公式化表达和求解，以尽量减少设施间的总运输成本。

采用新型多步骤程序为露天矿采矿设施选址

D. Zhang   N. Inoue   A. Hamanaka   T. Sasaoka   H. Shimada   K. Matsui

日本福冈市九州大学工程学院地球资源工程系

摘要    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主要排土场安太堡露天煤矿南侧外部的倾倒区于1991年10月29日发生了事故。滑

坡体的体积接近1100万立方米。事故中6人丧命，另有严重的财产损失。1987年后，中国建成了许多大型露天煤

矿。六个露天煤矿区域承担了总共九个露天煤矿的黄土分流。中国已经建立了、并将继续建立大型排土场。必

须加强对主要黄土倾倒区稳定性风险的控制。在东侧露天煤矿进行的实地调查的内容包括地质概况、水文地

质条件、废弃黄土中的含水量、外部排土场的地面条件，以及稳定问题陈述。

我们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测试结果表明，废弃黄土密度随着含水量的增加而增加。杨氏模量和黄土的内

摩擦角度随着含水量从15%上升到25%而出现下降。随着含水量从15%上升到25%，黄土内聚力也急剧下降。在

施工方面，应尽量降低黄土的含水量，以降低运输成本。在主要排土场的道路上，废弃黄土的含水量应当保

持在一个适当值，以提高道路的质量。在主要排土场，在满足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的条件下，应尽可能地降低

含水量。

含水量对主要排土场产生的稳定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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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Dentoni   B. Grosso    G. Massacci

摘要    表层采矿和采石一般都会产生许多环境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景观改变。虽然景观和视觉冲击不

会直接影响公共卫生，但通常会在潜在的观测仪中产生消极反应，有时会影响到周边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

景观和视觉冲击评估包括个体知觉、审美趣味和视觉理解；但是，在客观上可以测量景观改造的某些方面来

量化改变的程度。

本文总结了以往众多欧洲案例中视觉冲击程度（Lvi）法实施情况的研究成果。视觉冲击指标Lvi主要考虑

物理可测参数中的两项：可视改变的程度，以及裸岩和周边景观之间的色彩对比。可通过处理在最重要的

观察点拍摄的并已转化为视觉冲击指标Lvi的一张或多张数字图像，按照以下公式量化这两项参数（邓托尼

等，2004年）：

在此公式中，∆Eµ代表在特定彩色空间内，裸岩和周边景观之间的欧几里得距离；∆EBW代表黑色和白色之间

的欧几里得距离；Ωv代表特定点与改变区域之间的立体角；Ω0 = 8.46 ∙ 10-8sr代表黑白空间中最高对比度

下的可视度临界值。

使用视觉冲击程度法评估地表采矿的视觉冲击

意大利卡利亚里马伦戈路2号卡利亚里大学——土木和环境工程与建筑系

陈彦龙   张桂民    中国矿业大学

冯国瑞    太原理工大学

摘要     我国的大型近水平露天煤矿由于具有较大的采深以及单斗卡车内排工艺下具有较缓的端帮帮坡

角，使得大量的煤炭资源被滞留在端帮边坡之下而无法采出。在传统的开采系统中，端帮下的残煤将被

内排土场重新掩埋而造成此部分资源永久浪费。在充分考虑中国露天矿煤层赋存条件的基础上，本研究

提出了平硐-条带的开采方法，用来回收露天端帮残煤。结果表明，在此开采系统下，条带煤柱的宽度将

随着采洞宽度的增加而增大，但是端帮采煤的回收率将会提高。因此，为了提高残煤的回收率，在满足

开采要求的前提下应该尽量增大采洞的宽度。通过理论与数值分析，在本研究中的开采实例中，优化的

采洞宽度与煤柱宽度应分别为40m和17m。同时，边界煤柱的宽度应不小于30m。

露天矿平硐-条带开采方法与数值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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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党朝   尚志   神华北电胜利能源有限公司

摘要    煤炭开采已成为我国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是大规模的开采活动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露

天煤矿开采对土地和生态的破坏最为明显，主要表现为地形地貌变化、水土流失和原有地表植被损毁。要修

复和重建被破坏的土地和生态，必须要立足实际、科学指导，分步实施矿区土地复垦，并建立起一个社会—

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生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本文在对胜利一号露天煤矿排土场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

上，详细说明了近年来在排土场复垦绿化方面的做法，探索研究出了一套适合胜利煤田气候和土壤特点的矿

区复垦绿化实用技术，对于做好整个矿区生态治理修复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也为草原地区的矿区生态

恢复提供了科学依据。

胜利一号露天煤矿排土场复垦绿化实用技术探索研究



议题9：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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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C. Chan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家重点实验室

 A.W.L. Dudeney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S. Meyer      LEG Saar  

摘要     本文主要阐述了某欧盟项目采用污水污泥混合其它工业废弃物作为覆土层复垦煤矿废弃地，特别

介绍了位于德国萨尔区的瑞登Reden和Duhamel煤矿的平坦和斜坡表面的复垦方案。结果表明，稳定的肥

沃土壤复垦甚至可以用在陡峭的山坡上，经过15年的发展（特别在瑞登复垦点），植被长期长势良好，

本地天然植物逐渐替代选择的种植品种，可见，初期的复垦方案是非常成功的。一些灌木也自然生长，

但是，受限于这15年的发展时间范围内，很少证据显示植被的自然更替包括林地树木。虽然现在德国规

定禁止使用污水污泥进行复垦，但是该技术的成功对各地废弃的棕地进行长期有效的复垦提供了潜在的

经济可行性。

煤矿复垦方案：德国西南部前煤炭开采区的15年矿山复垦

V.Khechadoorian   M.Osanloo  伊朗德黑兰阿米尔卡比尔理工大学采矿与冶金工程系

摘要    矿地使用管理和矿山复垦被视为现代采矿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多标准决策法是一种被广泛使

用的工具，用于各种土地使用场景间的适当取舍及土地适用性分析。但现有研究中针对多标准决策法所设计

的标准多为成本导向型，或仅考虑问题的技术方面。

本次研究引入了一种将主观价值转换成数值（称为D值）的新方法。该方法采用经扩展的登普斯特-谢弗理论，

其优点是可以直接展现问题的不确定值。与VIKOR等其他多标准决策法相比，TOPSIS法的另一个优点是其选择

过程的结果相应的风险值更低。

在将这些模型进行组合的同时保持经典TOPSIS法的优点，可方便决策者对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行处理。该模型

可用于所有不确定性相关问题的决策。

该模型的另一个优点是可展现选择程序的灵活性，从而支持根据决策者制定的政策对选择排序进行变更。该

方法使用的标准在设计时考虑了可持续发展三重底线。出于案例研究的目的，该模型被应用于伊朗萨尔切什

曼铜矿。

用改良的TOPSIS方法选择矿区土地利用类型——以D信息
的输入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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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W. Hobbs   R. T. MacAller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RECON环保公司

摘要    圣玛丽亚河河岸11公里长的堤坝工程是为了提高圣玛丽亚镇的防洪能力。该镇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圣巴巴拉县的西北部。堤坝工程将破坏52公顷的荒地生境，其中包括挖掘一个面积为7公顷的沙石开采坑。

为了弥补对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影响，RECON环保公司的环境管理团队设计并实施了一项为期

四年的综合生态植被恢复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以重建当地的河边和山地生境（RECON 2011年）。该项目

的重点在于制定出基于地形学的缓和方法，该方法需要能够恢复河流水系相连区域的功能和价值，以此在造

成影响前提高相关联的山地和河岸走廊的栖息地价值。该团队的任务是使用适当的技术和专业技能来实施

一项合适的环境策略，以取得最有价值的成果。堤坝工程、深度达15米的底层挖掘、以及填土材料（比如，沙）

的挖掘都会严重破坏土地及与其相关的生境。需要通过该计划进行恢复，以重建当地的生态系统，并恢复有

功能的河流水系。该计划也带来了许多挑战，其中包括项目区域的线形、土壤压实、栖息地类型的混合、以及

河流水系水位的降低。在合适的管理方法下，这些挑战均得以成功克服，这也使得该项目达到了该计划的目标

（RECON 2013年）。

Santa Maria河堤生态修复项目

赵平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生态修复事业部技术总工

摘要  建设美丽中国，需要修复生态、保护生态、维护生态。东方园林是以生态修复为基础、以景观建设为目

标，率先探索国土生态文明建设的践行者。几年来，在矿山迹地的修旧利废、化废为宝，发掘损毁、退化土地

的利用价值，走出狭义复垦的误区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温州、湖州、蓟县、吉林等规划设计案例解读。 

建设创面的生态修复与迹地景观规划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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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重点讨论了通过种植浓密的精选木本植物进行煤矿废弃地恢复的生态方面。基于生态和经济

潜力，选择了四个物种进行种植：大叶合欢、红冷杉、柚木以及牡竹。所选物种均为本土物种，具有多种多样

的生态特点。其中，两个物种是矮小的豆科树木（大叶合欢和红冷杉），一个物种是生长缓慢的成材乔木（柚

木），还有一个物种是生长迅速的木本草类植物（牡竹）。当前研究的目的是评估种植对生物繁殖能力产生的

影响。对种植的影响的测量，大叶合欢、红冷杉和柚木为6年，牡竹为5年。对土壤恢复进行检测，指标包括一

系列化学特征，比如养分浓度、有机碳和全氮含量、矿物氮和PO4-P水平，以及氮矿化率。另外确定了土壤微生

物生物量的发展和微生物营养水平。结果显示，在废弃煤矿地进行的土壤生物繁殖能力恢复与植被生长以及

营养物循环紧密整合，极有可能变得与种植年数联系更为紧密，也表明通过年数不断增长的适当种植实现了

一种几届生态恢复模式。为了理解完整的恢复机制，强烈推荐战略与应用研究。陆地生物圈发生了重大变化，

原因在于急速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以及相关程过程，比如采伐森林、环境污染（辛格等人，1995年；布拉德

肖，1997年；帕洛塔等，2001年；任等，2007年）。工业化的扩张需要大量的能源生产，为此，开采了大量的煤

炭，导致了大范围的景观毁坏。

案例研究：印度热带干旱环境下通过特定的种类的树木对煤
矿废弃地进行生态恢复的方法
A.N. Singh    印度昌迪加尔旁遮普大学植物系

曾德慧     中国沈阳中国科学院应用生态研究所

刘丹红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

许智华      河北省承德市国土资源局

摘要    土地整治模式是从特定区域角度出发，将解决类似问题的整治方式进行抽象总结。黄土高原区土地

利用类型多样，矿业城市大多位于像黄土高原区这样的生态脆弱区域。采矿作业过程影响，矿业城市的土地

破坏及生态环境问题严重。本文以矿业城市朔州市为例，在分析当地土地利用现状及土地利用中存在主要问

题的基础上，结合朔州市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工作的开展，针对农用地、农村居民点、工矿废弃地及未利用土地

等四类典型的待整治土地类型，总结出13种具有区域特色的整治模式，以期通过深入研究和实践形成可供借

鉴的区域典型土地整治模式。同时，模式的总结和应用可以加快当地农业生产的步伐，提高生态、生活、生产

环境质量，实现区域土地生态可持续发展。

黄土高原区矿业城市土地整治模式研究—以山西省朔州市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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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富道    徐信增    姬长兴    赵昌波   内蒙古福城矿业有限公司

摘要    矿山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技术、组织和管理等多个方面的工作。

就地区而言它涉及到土地、矿业公司、环保、国土资源、财政以及农林等多个部门。在矿区环境保护与综合治

理中，土地复垦与植被恢复是最有效的途径。目的就是实现地区的生态修复，形成生态、社会和经济的综合循

环利用。政府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同时正确的引导、指导、激励企业把此项工作做为矿山企业的一个产业化

去经营，合理的协调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过程中“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以生态效益

为基础，经济效益为目的，最终使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产生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实现地

方和企业的双赢效益，造福于民。

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的案例研究

M. Nieto   R.T. MacAller   美国加州圣迭戈雷肯环境有限公司

摘要    地区人口增长、燃料、食物需求、住房、基础设施、原材料、能源以及无数用于维持日益繁荣的人类社

区的其他需求，这些消费性需求会对休憩用地、自然资源、空气质量和水质造成重大压力，并最终导致人类整

体生活质量的下降。不同地区的决策者们正面临相互矛盾的压力（从监管需求到社区需求和商业推动），并正

在努力寻找自然资源与民众经济需求间的平衡。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与全球社区分享这种平衡化行动在加州圣

迭戈市这一不断膨胀的都市社区成功开展和推进的方式。此外，本文将描述该地区面临的独特挑战，并总结

成败经验，为其他地区的平衡化努力提供帮助。在该地区实现这一平衡的关键是通过恢复敏感性生态系统和

栖息地来弥补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采矿活动中失去的部分。栖息地恢复过程中成功采用了创新技术，

目的是修复和减轻经济发展所需的开发活动造成的影响，改善空气质量和水质，为敏感性物种提供栖息地，

并满足市民对休憩用地这一社区重要资源的需求。

为什么要恢复栖息地？—世界某个小角落的案例研究：文化、
监管和公共健康对美国加州圣迭戈栖息地恢复事业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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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Singh    印度昌迪加尔旁遮普大学植物系

摘要    本研究重点讨论了通过种植浓密的精选木本植物进行煤矿废弃地恢复的生态方面。基于生态和经济

潜力，选择了四个物种进行种植：大叶合欢、红冷杉、柚木以及牡竹。所选物种均为本土物种，具有多种多样

的生态特点。其中，两个物种是矮小的豆科树木（大叶合欢和红冷杉），一个物种是生长缓慢的成材乔木（柚

木），还有一个物种是生长迅速的木本草类植物（牡竹）。当前研究的目的是评估种植对生物繁殖能力产生的

影响。对种植的影响的测量，大叶合欢、红冷杉和柚木为6年，牡竹为5年。对土壤恢复进行检测，指标包括一

系列化学特征，比如养分浓度、有机碳和全氮含量、矿物氮和PO4-P水平，以及氮矿化率。另外确定了土壤微生

物生物量的发展和微生物营养水平。结果显示，在废弃煤矿地进行的土壤生物繁殖能力恢复与植被生长以及

营养物循环紧密整合，极有可能变得与种植年数联系更为紧密，也表明通过年数不断增长的适当种植实现了

一种几届生态恢复模式。为了理解完整的恢复机制，强烈推荐战略与应用研究。陆地生物圈发生了重大变化，

原因在于急速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以及相关程过程，比如采伐森林、环境污染（辛格等人，1995年；布拉德

肖，1997年；帕洛塔等，2001年；任等，2007年）。工业化的扩张需要大量的能源生产，为此，开采了大量的煤

炭，导致了大范围的景观毁坏。

印度通过在干旱热带环境实施特定多木种植对煤矿废弃地
进行生态恢复

曾德慧    中国沈阳中国科学院应用生态研究所

张建军   饶永恒   徐阳   付梅臣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

摘要    矿产资源分布带是资源和能源富集区以及采矿活动开展的集中区域，受人类活动的干扰剧烈，景观

变化明显。本文以我国河北省武安市为例，通过对矿产资源分布带与景观资源的叠加，提取得到矿产资源带

的景观信息。在此基础上，选择多个景观指数，并对其粒度（30m, 60m, 90m ,120m, 150m, 180m, 210m, 

240m, 270m 和300m）效应进行分析。由于各指数反映的景观信息不同，其随粒度增加表现出了不同的变化

趋势。依据这种变化趋势，可将景观指数分为干扰性效应指标、连续性效应指标和持续性效应指标，每类景观

指数的粒度效应有其各自的最佳范围。最后，综合比较各类景观指数粒度效应，确定研究区最佳粒度范围。

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矿产资源带的最佳第一尺度域为30-90m，适合粒度由集中采矿前的30-60m变化为60-

90m，而且，分别反映干扰性、连续性和持续性的适合粒度也有集中采矿前的30-60m、30-60m和30-90m变化为

60-90m、60-90m和30-90m。本研究可促进区域土地合理利用和景观资源的优化配置。

矿产资源分布带景观指数的粒度效应——以武安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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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祥君   北京顺天绿色边坡公司

赵平   高彦波   张鑫   东方园林

马亚云   EDSA

摘要   本文描述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基本概念、成功标准、矿区特征；描述了地球表面的生态系统和矿区规

划、设计、实践；我们选择的是神华和神东大柳塔煤矿区域，详细描述了生态修复对矿区采空区的技术路线、

规划、设计、实践过程。我们把这个案例作为中国北方地区的经典案例来推广。

矿山生态修复概念、规划、设计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