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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新时代“绿水青山”发展理念为指引,分析“美丽地球”建设过程中煤炭地质勘查的工作方向及工作

内容,提出煤炭地质勘查应坚持“绿色勘查”“精准勘查” “智慧勘查”的工作方向。 建议加大“绿色煤炭资源”勘查

评价,以及煤系“共伴生矿产”综合勘查开发,以精准的煤炭地质勘查成果服务煤矿井“全生命周期”,保障煤矿开

发对环境的“近零损害”,支撑煤矿“透明矿井”建设,从而科学监测、防治煤炭开采中瓦斯、矿井水、采煤沉陷、矸石

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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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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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丽地球”建设发展方向的提出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

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 “绿水青山”发展

理念核心是生态环境问题,党的十八大把建设“蓝

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的“美丽中国” 作为

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宏伟目标,并成为我国特色

社会主义“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战略。 “美丽中

国”建设离不开洁净能源,我国是一个以煤炭为主

体能源和重要工业原料的发展中国家,煤炭在一

次能源结构中将长期占主导地位,未来相当长时

间内煤炭资源依旧是安全性最好、保障程度最高、
供应最稳定的能源。 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煤
炭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与以煤炭作为主体能源需

稳定供给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 据中国煤炭工业

协会 2019 年统计数据,2018 年中国原煤产量为

36. 8 亿 t,同比增长超过 4. 5%,全国煤矿井数量减

少至 5
 

800 ( 千万吨级煤矿 42 处) 个左右,其中

90%煤矿为井工开采。 煤炭井工开采引发的大气

污染、水资源破坏、土地沉陷、矸石堆放等环境问

题是煤炭产业践行“绿水青山” 理念的瓶颈问题,
也是“黑色煤炭”向“绿色煤炭”转变迫切需要克服

的难题。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以为国家提供绿色能

源为己任,以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地

质与生态文明建设企业集团为战略目标,于 2019
年 1 月提出“透明地球、美丽地球、数字地球”建设

的科学布局与科技创新发展方向,以地质灾害治

理、环境修复为依托,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者,
奉献“美丽地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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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丽地球”建设中的煤炭地质勘查工作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煤炭将长期是

我国主要能源,对煤炭的注意力不能分散”。 李克

强总理指出“煤炭清洁开发利用作为能源转型发展

的立足点和首要任务”。 煤炭产业“十三五”规划纲

要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坚持绿

色开发与清洁利用相结合,推动绿色发展,形成集

约、安全、高效、绿色的现代煤炭工业体系”。 煤炭

地质单位围绕“美丽地球”建设的勘查工作将作为

贯穿煤炭产业全过程的主要工作之一,为“绿水青

山”建设发挥地质保障作用。
2. 1　 绿色勘查

绿色勘查是“美丽地球” 建设中对勘查工作的

基本要求,推动煤炭绿色勘查,综合考虑勘查区生态

特征、环境承载力。 充分考虑煤炭勘查对环境的影

响,合理选择节约、成熟、高效的勘查技术,开展煤系

多矿种协同勘查、评价,最大限度降低勘查工作对生

态环境的扰动,最大限度的降低勘查工作成本投入

及勘查人员劳动强度,以最少的成本取得预期的勘

查目标与成果。 加大区域成矿背景分析与研究,通
过对地层、构造、沉积特征以及聚煤规律研究。 勘查

过程中环境扰动与环境修复同时推进,保障绿色勘

查对环境近零污染与可控扰动,在技术经济合理的

条件下最大限度修复环境。 依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历

年地勘成果报告显示,自 2006 年以来,平均每年约

20 亿元的煤炭地质勘查投入,平均每年煤炭勘查钻

探约 100 万 m 以上,峰值为 2011 年的 987. 76 万 m,
后逐步下降至 2017 年的 96 万 m。 地质勘查过程中

槽探、钻探、坑探等工程对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破坏与

扰动,并产生大量固、液废弃物。 据初步测算,普通

钻探工程每百米钻进约产生 2. 5t 岩屑固废;施工中

使用的泥浆、示踪剂、油料等化学物质以及人类活动

垃圾对环境产生的污染成为约束煤炭绿色勘查的主

要问题。 在推动“美丽地球”建设过程中,煤炭地质

“绿色勘查” 亟待开展, 绿色勘查标准体系亟待

建立。
2. 2　 精准勘查

精准勘查在“美丽地球”建设中作用重要,通过

精准勘查全面了解地质环境特征,最大限度减少对

环境的扰动。 近年来,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为努力践

行“美丽地球” 建设,逐步形成了服务于煤矿开采

“全生命周期”的煤矿区环境地质勘查与煤矿灾害

防治技术,开展了许多矿山环境治理与勘查评价项

目。 如;地-井-巷联合精细探查技术广泛应用于小

断层、多层含水层富水性的探查,在潞安集团司马矿

导水断层精细探测工程中,探查出断距 5m 的伴生

断层。 老空区积水精细探测综合技术应用于山西大

同塔山煤矿三盘区风井疏放侏罗系采空区积水钻探

工程,圈出 8301 工作面异常区,查明老窑积水范围

及积水量。 倾斜多煤层水平开采综合勘探技术应用

于黑龙江鹤岗矿区水文地质补充勘探工程,探测导

水裂缝带高度与顶板突水危险性预测,还应用于山

西潞安集团孟家窑煤层顶板危险性评价。 瞬变电磁

超前探测技术应用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白云乌素煤

矿,探明了 1806 工作面内顶底板的 4 个富水异常区

域的水文地质情况。 顶板松散层突水溃沙固沙预防

技术应用于陕西石圪台煤矿 22303 工作面松散层注

浆工程,对基岩厚度小于 41. 3m 的富水区进行注浆

加固,达到顶板加固、防止溃水溃沙的目的,保障了

工作面的安全回采。
煤炭地质勘查、探测精度应有效支撑煤炭矿井

“全生命周期”的开采安全,保障资源勘查精度满足

矿井设计、建设、开采需求,使得地质条件精准评价、
矿井灾害的精准预测,为“透明矿井”建设提供有效

支撑。 做到勘查工作精准决策、勘查技术精准选择、
勘查工程的精准布置、勘查过程的精准控制、勘查条

件的精准分析、勘查成果精准评价。
2. 3　 智慧勘查

智慧勘查是“美丽地球”建设的主要表现形式,
“互联网+”背景下,煤炭地质勘查信息化工作方式、
内容及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煤炭地质勘查成果

由非结构化数据转变为可用二维表结构来逻辑表达

的结构化数据,使得地勘成果数据量成几何基数增

长[1] 。 利用结构化地勘成果数据进行深层次挖掘

与集成,创造出新的地质勘查成果成为煤炭地质勘

查信息化工作的重点。 推动“美丽地球”建设,需本

着绿色、集约的勘查理念,依托勘查成果共享、透明、
数据化的支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分析手段结合

沉积学、矿床学等理论,将煤炭地质成果进行集成与

创新,替代原始的实物工作量投入,实现“数据勘

查”,传统的勘查手段仅作为对数据勘查成果的验

证与补充通过数据勘查,实现资源共享,为智慧勘查

奠定基础。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煤炭资源勘查

专家系统,近年来,人工智能的算法逐步成熟,人工

智能技术被应用到各行各业中帮助人们解决实际问

题。 在大数据、云计算、三维地质建模、人工智能等

新兴技术支持下,煤炭地质勘查工作效率获得极大

提高,如:煤岩层对比、构造分析、沉积环境分析、开
采条件评价、开采环境影响评价等自动化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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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显现出雏形。 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驱

动与影响下,煤炭地质勘查行业蕴藏着巨大的创新

空间和与创新需求。 地勘数据共享需求与透明程度

随着“互联网+” 思维引入得到很大提升,“互联网

+”服务平台(如:地质云)对地质勘查数据结构化深

度加工、挖掘、融合,将简单、零散的地勘数据成果汇

集成数据流、决策流,最终创造出新的、更大的地质

成果。 传统煤炭地质勘查针对地质信息的采集、汇
总、解释、评价,将随着信息化提升变革为基于原始

煤炭地质勘查数据的集成、挖掘、创新和验证的智慧

勘探。 大数据、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分析等技术借助

互联网、云计算,将地球动力学系统、成矿系统、勘查

系统和专家智能分析系统充分运用到地质勘查工作

中,通过“互联网+地质”平台共享零散的煤炭地质

勘查数据,并集成、融合形成新的地勘成果信息,引
导煤炭地质勘查向着“智慧勘查”转变。

3　 “美丽地球”建设中煤炭勘查的工作内容

我国煤炭资源勘查开发理论研究、煤炭资源

开采技术领先于世界,但粗放型勘查开发利用付

出的环境代价高,采中瓦斯、水、应力灾害防治支

出高,采后采煤沉陷灾害治理、生态环境恢复成本

高,以上现状无法契合“绿水青山”发展理念要求。
将“绿色”的勘查理念与先进的勘查技术手段结合

起来,统筹解决煤系、煤盆地内矿产协同的勘查与

开发,及在煤矿区地质灾害防治、矿山环境恢复等

问题,做到煤炭资源绿色勘查、绿色开发、绿色利

用、恢复绿色[2] 。
3. 1　 服务煤矿“全生命周期”

1978—2018 年, 全国煤炭年产量净增长 4. 8
倍,煤矿数量由 1998 年的 8 万多处减至 2018 年的

5
 

800 处以下,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下降 95%左右,重
特大事故下降 98%,百万吨死亡率由 9. 71 降至

0. 093,下降 99%。 煤炭地质勘查工作为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供应和国民经济健康,以及煤矿灾害防治做

出了重要贡献。 在“美丽地球” 建设发展方向引导

下,煤炭地质勘查思维方式从寻找煤炭资源向着勘

查绿色资源、防治煤矿地质灾害、保障矿井安全的

“全生命周期”服务转变[3] 。 将传统的以煤炭资源

勘查为核心的“煤田地质勘探”发展为以煤为主,共
伴生矿综合勘查、综合评价、综合开采。 为服务绿色

煤炭资源开发、绿色矿山建设和关闭矿山绿色恢复

等提供技术保障。
3. 2　 保障环境“近零损害”

我国煤炭井工开采为主,且开采技术条件复杂,
瓦斯、矿井水、采煤沉陷、煤矸石等灾害、环境问题凸

出。 推进煤炭资源勘查、开发对环境“近零损害”是

解决煤炭产业环境约束的最终目标。 “美丽地球”
建设引领煤炭地质勘查工作方法由粗放型勘查施工

向着“零扰动”“可恢复”的方向发展,改变传统煤炭

地质勘查对地表生态、土地、水资源的扰动与破坏,
保障煤炭资源高产、高效、绿色开采。 通过勘查技术

的革新推动煤炭地质勘查往绿色勘查转变,运用先

进、成熟的、经济、合理的勘查技术,保证煤炭地质勘

查工作对环境近零损坏,扰动可控。 通过前期的精

准勘查、数据勘查,预控煤矿开采的地质灾害的发

生,从根本上解决煤矿开采对环境的影响。 实现生

态近零损害、污染物近零排放,有效减少碳排放,建
成绿色、安全、高效的煤炭开发利用体系。
3. 3　 支撑建设“透明矿井”

我国煤炭安全开采瓦斯、顶板、水害等事故时有

发生,2018 年全国煤矿共发生事故 224 起、死亡 333
人,煤矿百万吨死亡率 0. 093,仍远高于美国等发达

国家水平。 新时代煤炭地质勘查应推动改善煤矿严

峻的安全形势,建立安全高效的“透明矿井”,大幅

降低煤矿安全生产事故。
以绿色勘查、精准勘查、数据勘查为支撑,推动

煤炭矿井向着“智能化” “无人化” “透明化”开采转

变[4,5] 。 综合利用遥感、钻探、测井、物探等勘查技

术,并结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

段,综合布置勘查工程,利用高精度三维动态地质模

型构建“透明矿井”实现精准掌握煤层赋存条件,实
现地质构造、陷落柱、瓦斯等致灾因素的高清透视;
煤炭精准开采及灾害预警监测数据快速分析,建立

煤矿灾害致灾机理及灾变理论模型,实现对煤矿灾

害的自适应、超前、准确预警。
3. 4　 勘查评价“绿色煤炭”

我国煤炭资源总量丰富,绿色煤炭资源储量低、
绿色资源总体勘查程度较低[6] ,可供规划建设的基

础储量不足,亟需提升经济可采绿色储量规模。 我

国绿色煤炭资源暂未有准确预测,部分学者初步预

测绿色煤炭资源基础储量约为 8
 

764 亿 t,经济可采

的绿色储量更低仅为 4
 

575 亿 t[7] 。 亟待提升绿色

煤炭资源的勘查程度,尤其是绿色煤炭资源勘查与

评价。
煤炭地质工作注重成本与效益,注重煤炭资源

勘查开发与评价过程中包含资源勘查成本、开采成

本、清洁利用成本、环境恢复成本等构成的“全成

本”评价。 其中,勘查成本包含“绿色勘查”投入成

本,开采成本应为煤矿井“绿色、高产、高效”条件下

的开采成本,清洁利用成本包括不同煤质、不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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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资源在转化、利用过程中清洁投入与节能减排

成本。 以煤炭资源条件、煤质等为基础,在当下开采

技术与环境治理技术基础上,开展煤炭资源综合评

价,依据“绿水青山”发展理念评价形成“绿色煤炭

资源”,以便有计划开发煤炭资源,杜绝非经济的、
高绿色恢复成本的非绿色煤炭资源开发。
3. 5　 综合勘查与评价“共伴生矿产”

我国含煤地层分布广、建造厚度大,成煤时代完

整,煤田沉积、构造条件复杂多样,赋存丰富的煤炭

资源。 2014 年,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组织开展了全国

“煤系矿产资源综合调查与评价”,得出我国煤系矿

产资源包括了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等,
种类繁多,资源潜力巨大。

“绿水青山”发展理念下煤系共伴生矿产资源

协同勘查是煤炭地质勘查的重要工作内容。 通过协

同使用各种勘查技术手段、方法,优化勘查管理实现

勘查技术与方法优势互补,协调勘查工程实施过程

的关系,保证煤系多矿种同步勘查与评价;协同不同

矿种勘查的经济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周密的进行经

济效益评价,选择出最佳勘查、开发方案。 同沉积条

件、同地层的多种矿产协同勘查,固、液、气矿产协同

勘查、协同开发,最少的勘查投入获得最佳找矿

效果。

4　 结论

“美丽地球”建设是新时代煤炭地质工作的一

项主要工作,本文提出煤炭地质勘查新的工作方向

与工作内容,目的是在确保煤矿井安全生产的基础

之上,最大限度减小(或消除)煤矿开采引发的环境

负面效应,坚持“绿色勘查、精准勘查、智慧勘查”煤

炭地质勘查工作方向,加大“绿色煤炭资源”勘查评

价,以及“共伴生矿产”综合勘查开发,以精准的煤

炭地质勘查成果服务煤矿井“全生命周期”,保障煤

矿开发对环境的“近零损害”,支撑煤矿“透明矿井”
建设,从而科学监测、防治煤炭开采中瓦斯、矿井水、
采煤沉陷、矸石等问题。

我国煤炭地质勘查通过 60 多年的勘查实践,已
建立了一整套针对不同地形、地物条件的地质填图、
山地工程、遥感、物探、钻探、化验测试等勘查技术体

系;具有科学布置各项勘探工程,综合分析研究各类

地质信息,编制数字化煤炭地质勘查报告的先进的

煤炭地质综合勘查技术体系;总结出了一整套针对

与我国特殊煤炭地质条件的煤炭地质综合勘探理论

和方法。 并且建立了以《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
(DZ / T0215-2002)为核心,以地质填图、遥感、地震、
电法、钻探、测井、水文地质、煤质评价等其它专业规

范为补充的煤炭地质勘查标准化体系。 涵盖了资源

勘查、矿井建设、煤矿开采、采后治理等多个方面,为
新时代中国煤炭地质勘查事业绿色、持续、高效发展

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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