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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北方露天煤矿水资源存储及调配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1)7月以后，在内排土场并列布

置两块矩形储水区；底部铺设人工隔水层；各个

储水区的人工隔水层相互连接；(2)人工隔水层

上方铺放含水层；在每个储水区边缘布置阻水挡

墙，中部布置垂直取水井；(3)随着内排土场推

进，连续并列布置两个储水区；(4)当年秋末最低

气温下降后，将矿坑排水输送至储水区，至表层

出现积水时停注；(5)冬季冰冻时期，继续向储水

区注水；(6)次年春季使用水泵从取水井中将储

水抽取输送到矿区需水地点。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为：储水区靠近水源及用水地点，水资源存储及

调配距离短，且储水系统构建与露天矿剥离物排

弃一体化，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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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北方露天煤矿水资源存储及调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几个步骤：

(1)在北纬40.5°以北地区范围内的露天煤矿，当年7月以后，在露天煤矿内排土场(4)

排弃至距离地表高度8米-10米高度时，在内排土场(4)并列布置两块矩形储水区(1-a、1-

b)；在其底部铺设厚度为3米-5米的压实粘土层，为人工隔水层(8)，所述人工隔水层(8)下

表面与上表面分别布置水分传感器(12)；每块储水区(1-a、1-b)内的人工隔水层(8)设置水

利坡度，储水区(1-a、1-b)中心的人工隔水层(8)水平高度最低，储水区(1)边缘的人工隔水

层(8)水平高度最高；各个储水区(1-a、1-b)的人工隔水层(8)之间相互连接，且人工隔水层

(8)在位于露天矿端帮(5)底部位置与原始地层中的隔水层(13)相连接，各个储水区周围均

留出施工道路；

(2)人工隔水层(8)上方继续铺放排弃的沙质土或者沙土作为含水层(9)，所述含水层

(9)经排弃至距离露天矿内排土场(4)地表高度0.5-1米位置时停止；在储水区(1-a、1-b)地

表边缘使用露天矿泥状剥离物堆砌高度20-30厘米、底宽1米的阻水挡墙(11)；同时在每个

储水区(1-a、1-b)中心位置布置垂直取水井(2)，所述取水井(2)井筒底部安装过滤网(14)，

所述过滤网(14)底部与人工隔水层(8)上表面相平，井筒采用直径为1米的预制混凝土管，

取水井最上部混凝土管上表面高出所述含水层(9)表面0.5-1米；

(3)随着内排土场(4)在露天矿推进方向不断延伸，再与两块已有储水区(1-a、1-b)连

续并列布置另外两块储水区(1-c、1-d)，且露天矿推进方向由所述内排土场(4)指向采场

(6)；

(4)当年秋季末期，露天矿剥离工作停止，待空气最低温度下降至零下5度到零下10度

后，将地表径流或者坑底涌水通过管路输送至储水区(1)，直至储水区(1)表层出现5-10厘

米积水且取水井(2)中的水面与含水层(9)上表面相平时停止注水；

(5)冬季冰冻时期，储水区(1)表层冰层消失或取水井(2)中的水面高度低于含水层(9)

上表面时，继续向储水区(1)注水，确保储水区(1)表层出现5厘米-10厘米冰层厚度或取水

井(2)中的水面与含水层(9)上表面相平时再停止注水；

(6)次年春季储水区(1)内冰层融化，使用水泵从取水井(2)中将储水抽取输送到矿区

需水地点，取水先从靠近采场(6)的储水区(1)开始；储水抽取后，将取水井(2)掩埋，所述阻

水挡墙(11)拆除，将矿区地表腐殖土或腐殖土的替代材料排弃至含水层上部作为复垦层

(10)；所述复垦层(10)铺设完成后，内排土场(4)完成全部排土计划，实际排土高度达到最

终高度，在复垦层(10)上部种植草木，进行露天煤矿内排土场(4)的复垦工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北方露天煤矿水资源存储及调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1中的所述水利坡度设置为3‰—5‰的倾斜角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北方露天煤矿水资源存储及调配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

任何一块储水区人工隔水层(8)上下表面的所述水分传感器(12)数值相差小于80％时，停

止向储水区(1)注水，且次年抽水时，首先从该储水区(1)抽取。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北方露天煤矿水资源存储及调配方法，其特征在于，每一

年秋季最后设置的储水区边缘与内排土场(4)靠近采场一侧的边坡坡顶线之间设置安全距

离(3)，长度为50-80米。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北方露天煤矿水资源存储及调配方法，其特征在于，相邻

年份构筑的人工隔水层(8)的连接处50米范围内以及靠近端帮(5)附近的人工隔水层(8)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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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原始地层中的隔水层(13)连接处50米范围内的人工隔水层(8)厚度增加2-3米，保证

各类隔水层之间接续充分，防止各类隔水层不均匀沉降造成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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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北方露天煤矿水资源存储及调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煤矿水资源存储调配方法，具体是一种北方露天煤矿水资源存储

及调配方法，属于煤矿开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露天煤矿内排土场是指将剥离物运输排弃至采空区而形成的一种排土场。通常情

况下，在露天煤矿采矿与剥离工程保持动态平衡时，内排土场的高度与地表高度相同或者

十分接近。

[0003] 我国北方地区冬季寒冷，春季多风，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该地区露天煤矿在春季、

夏季内排土场复垦时需水量较大，地表水与地下水供应量有限，尤其是春季植物生长需水

较大时，矿山自身的供水量很难满足矿山土地复垦用水，需进行水资源的调配工作。这样一

方面会使得矿山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冬季寒冷，内排土场复垦工作停止，同时，为

避免对冻土层的穿孔爆破过程，剥离工作同时停止，矿山生产和生活用水需求减少，地表径

流与地下水涌出量不变的情况下，矿区富裕水量增加。为保证矿山生产的安全性，一般将富

裕水排弃至矿区地界以外，造成了水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矿坑水还可能影响周围环境。因

此急需通过技术改造对矿区水资源进行综合调配，满足不同季节的用水需求，降低矿山生

产成本。

[0004] 另外，粘土作为具有较强黏性的一种土壤，有着较好的可塑性，尤其是经压实后隔

水效果良好；沙土也具有土质疏松，空隙大，透水透气性好等多种优点。但是，我国北方露天

煤矿剥离物中含有大量的粘土以及沙土，目前均采用直接排弃的方式，很少会对黏土及沙

土回收再利用，这也造成了浪费。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北方露天煤矿水资源存

储及调配方法，以提高露天煤矿水资源的存储和调配，利用内排土场，减少对煤矿土地面积

的浪费，降低水资源调配的成本。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北方露天煤矿水资源存储及调

配方法，包括如下几个步骤：

[0007] (1)在北纬40.5°以北地区范围内的露天煤矿，当年7月以后，在露天煤矿内排土场

排弃至距离地表高度8米-10米高度时，在内排土场并列布置两块矩形储水区；在其底部铺

设厚度为3米-5米的压实粘土层，为人工隔水层，所述人工隔水层下表面与上表面分别布置

水分传感器；每块储水区内的人工隔水层设置水利坡度，储水区中心的人工隔水层水平高

度最低，储水区边缘的人工隔水层水平高度最高；各个储水区的人工隔水层之间相互连接，

且人工隔水层在位于露天矿端帮底部位置与原始地层中的隔水层相连接，各个储水区周围

均留出施工道路；

[0008] (2)人工隔水层上方继续铺放排弃的沙质土或者沙土作为含水层，所述含水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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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弃至距离露天矿内排土场地表高度0.5-1米位置时停止；在储水区地表边缘使用露天矿

泥状剥离物堆砌高度20-30厘米、底宽1米的阻水挡墙；同时在每个储水区中心位置布置垂

直取水井，所述取水井井筒底部安装过滤网，所述过滤网底部与人工隔水层上表面相平，井

筒采用直径为1米的预制混凝土管，取水井最上部混凝土管上表面高出所述含水层表面

0.5-1米；

[0009] (3)随着内排土场在露天矿推进方向不断延伸，再连续并列布置另外两块储水区，

且露天矿推进方向由所述内排土场指向采场；

[0010] (4)当年秋季末期，露天矿剥离工作停止，待空气最低温度下降至零下5度到零下

10度后，将地表径流或者坑底涌水通过管路输送至储水区，直至储水区表层出现5-10厘米

积水且取水井中的水面与含水层上表面相平时停止注水；

[0011] (5)冬季冰冻时期，储水区表层冰层消失或取水井中的水面高度低于含水层上表

面时，继续向储水区注水，确保储水区表层出现5厘米-10厘米冰层厚度或取水井中的水面

与含水层上表面相平时再停止注水；

[0012] (6)次年春季储水区内冰层融化，使用水泵从取水井中将储水抽取输送到矿区需

水地点，取水先从靠近采场的储水区开始；储水抽取后，将取水井掩埋，所述阻水挡墙拆除，

将矿区地表腐殖土或腐殖土的替代材料排弃至含水层上部作为复垦层；所述复垦层铺设完

成后，内排土场完成全部排土计划，实际排土高度达到最终高度，在复垦层上部种植草木，

进行露天煤矿内排土场的复垦工作。

[0013] 优选的，步骤1中的所述水利坡度设置为3‰—5‰的倾斜角度。

[0014] 更进一步的，其中任何一块储水区人工隔水层上下表面的所述水分传感器数值相

差小于80％时，停止向储水区注水，且次年抽水时，首先从该储水区抽取。

[0015] 更进一步的，每一年秋季最后设置的储水区边缘与内排土场靠近采场一侧的边坡

坡顶线之间设置安全距离，长度为50-80米。

[0016] 更进一步的，相邻年份构筑的人工隔水层的连接处50米范围内以及靠近端帮附近

的人工隔水层与该地区原始地层中的隔水层连接处50米范围内的人工隔水层厚度增加2-3

米，保证各类隔水层之间接续充分，防止各类隔水层不均匀沉降造成断层。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人工隔水层采用露天煤矿剥离物中的粘土为底料，剥离物

再利用，节约成本；隔水层连续布置，避免现有隔水层中的断层，全面阻断内排土场水分下

渗渠道，减少水分下渗；沙质土或者沙土或块状岩石作为储水的主要介质，充分利用物料空

隙，不占据矿区正常内排空间；冬季储水区表层为冰冻层，减少水分蒸发，同时起到防风固

沙降尘的目的；春季取水结束后，储水层中的残余水为复垦层植物生长提供必要的水分；在

不影响正常生产情况下，对露天煤矿内排土场进行了合理利用，避免了在地表单独设立储

水仓，占用地表面积；本发明方法对内排土场稳定性影响较少；储水区靠近水源及用水地

点，水资源存储及调配距离短，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内排土场储水区布置示意图，

[0019] 图2为图1所示储水区A-A向剖面示意图，

[0020] 图3为图1所示储水区的B-B向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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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4为取水井布置示意图；

[0022] 图中：1.储水区，2.取水井，3.储水区与内排土场边坡之间安全距离，4.内排土场，

5.端帮，6.采场，7.上一期人工隔水层，8.人工隔水层，9.含水层，10.复垦层，11.阻水挡墙，

12.水分探测器，13.原始地层中的隔水层，14.取水井过滤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4] 如图1、2、3所示，1.一种北方露天煤矿水资源存储及调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如下几个步骤：

[0025] (1)在北纬40.5°以北地区范围内的露天煤矿，当年7月以后，在露天煤矿内排土场

4排弃至距离地表高度8米-10米高度时，在内排土场4并列布置两块矩形储水区1-a、1-b；在

其底部铺设厚度为3米-5米的压实粘土层，为人工隔水层8，所述人工隔水层8下表面与上表

面分别布置水分传感器12，其中任何一块人工隔水层8上下表面的所述水分传感器12数值

相差小于80％时，停止向储水区1-a、1-b注水，且次年抽水时，首先从该储水区1-a、1-b抽

取；每块储水区1-a、1-b内的人工隔水层8设置水利坡度，最优选择为3‰—5‰的倾斜角度。

储水区1-a、1-b中心的人工隔水层8水平高度最低，储水区1-a、1-b边缘的人工隔水层8水平

高度最高；储水区1-a、1-b的人工隔水层8之间相互连接，且人工隔水层8在位于露天矿端帮

5底部位置与原始地层中的隔水层13相连接，各个储水区周围均留出20米的施工道路。相邻

年份构筑的人工隔水层8的连接处50米范围内以及靠近端帮5附近的人工隔水层8与该地区

原始地层中的隔水层13连接处50米范围内的人工隔水层8厚度增加2-3米，保证各类隔水层

之间接续充分，防止各类隔水层不均匀沉降造成断层。

[0026] (2)人工隔水层8上方继续铺放排弃的沙质土或者沙土作为含水层9，所述含水层9

经排弃至距离露天矿内排土场4地表高度0.5-1米位置时停止；在储水区1-a、1-b地表边缘

使用露天矿泥状剥离物堆砌高度20-30厘米、底宽1米的阻水挡墙11；同时在每个储水区1-

a、1-b中心位置布置垂直取水井2，所述取水井2井筒底部安装过滤网14，所述过滤网14底部

与人工隔水层8上表面相平，如图4所示。井筒采用直径为1米的预制混凝土管，取水井最上

部混凝土管上表面高出所述含水层9表面0.5-1米。

[0027] (3)随着内排土场4在露天矿推进方向不断延伸，再与两块已有储水区1-a、1-b连

续并列布置另外两块储水区1-c、1-d，且露天矿推进方向由所述内排土场4指向采场6。

[0028] (4)当年秋季末期，露天矿剥离工作停止，待空气最低温度下降至零下5度到零下

10度后，将地表径流或者坑底涌水通过管路输送至储水区1，直至储水区1表层出现5-10厘

米积水且取水井2中的水面与含水层9上表面相平时停止注水；为保证露天煤矿内排土场4

的边坡稳定性，每一年秋季最后设置的储水区1边缘与内排土场4靠近采场6一侧的边坡坡

顶线之间设置安全距离3的长度为50-80米。

[0029] (5)冬季冰冻时期，储水区1表层冰层消失或取水井2中的水面高度低于含水层9上

表面时，继续向储水区1注水，确保储水区1表层出现5厘米-10厘米冰层厚度或取水井2中的

水面与含水层9上表面相平时再停止注水。

[0030] (6)次年春季储水区1内冰层融化，使用水泵从取水井2中将储水抽取输送到矿区

需水地点，取水先从靠近采场6的储水区1开始；储水抽取后，将取水井2掩埋，所述阻水挡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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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拆除，将矿区地表腐殖土或腐殖土的替代材料排弃至含水层上部作为复垦层10；所述复

垦层10铺设完成后，内排土场4完成全部排土计划，实际排土高度达到最终高度，在复垦层

10上部种植草木，进行露天煤矿内排土场4的复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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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9

CN 109057799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