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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规划与设计策略探讨

葛书红, 王向荣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摘要: 煤矿废弃地在我国矿业废弃地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环境影响和土地破坏严重,治理修复的需求十分迫切。
以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煤矿废弃地所具有的潜在景观功能和利用条件,探
讨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模式的可行性和实现途径,从而总结出具有规律性、可以推而广之的规划设计原则和方法。
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涉及众多方面的问题,需要探讨跨学科、系统性的整合研究方法。 以风景园林学的理论为基

本依据,以跨学科的干扰理论、区位理论等构成理论框架,探讨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模式的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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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Planning and Design Strategies for Landscape
Regeneration of Abandoned Coal Mine Land

GE Shu鄄hong, WANG Xiang鄄rong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100083, P. R. China)

Abstract:摇 The abandoned coal mine land (ACML) accounts for a large proportion in Chinese mining
waste land, has serious 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causes land destruction, so the demand for its
remediation is urgent. Having landscape regeneration mode of ACML as the major object of study, we
analyzed the potential landscape functions and usage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types of ACML, explore the
feasibilities and approaches of landscape regeneration of ACML, and summarize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principles and methods which are regular in patterns and can be applied widely. The landscape
regeneration of ACML involves many aspects and problems, and requires comprehensive research methods
that are interdisciplinary and systematic. 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s well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mposed of interdisciplinary disturbance theory and location theory,
explored the ways of implementing landscape regeneration for ACML.
Key words:摇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bandoned coal mine land; landscape regeneration

收稿日期: 2015鄄09鄄14
第一作者: 葛书红,博士生,高级工程师。 主要研究方向: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电话:010鄄68672506摇 Email:ge_66@ 163. com摇 地址:100083 北

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责任作者: 王向荣,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Email:wxr@ dyla. cn摇 地址:100083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摇 摇 我国是煤炭生产和消费大国,长期以来,采煤损

毁的土地引发了诸多的环境问题和一系列的社会问

题。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将成为影响

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影响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和环

境安全战略、加剧人地关系矛盾的重大因素。 我国

长久以来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未来对

煤炭持久的刚性需求(袁亮,《煤炭开采与生态环境

治理》,2014 北京国际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研讨

会),导致煤矿废弃地在我国将不可避免地长期存

在,并呈现总量庞大、逐年递增的态势。 因此,煤矿

废弃地的治理修复需求十分迫切。 借鉴、学习国外

的先进理念和经验,探索煤矿废弃地的最佳利用方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4 卷

式,正在为政府各相关部门、机构,各学科领域日益

关注。
矿业废弃地的生态修复,不仅是赋予曾经废弃

的土地以新的用途,使其获得再生,更是一种采矿后

新景观的创造,应当关注采后土地的美学要求。 风

景园林设计思想和手段可以在矿业废弃地治理修复

的过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风景园林学科

的发展,其内涵和应用范围愈加多元和丰富,跨学科

的综合性特征以及与生态和环境的密切关系,使得

景观设计师在参与矿业废弃地再利用的过程中,能
够在保护矿场的历史遗产和文化特征、恢复矿场的

生态功能和环境适应性、赋予矿场创新性的用途、获
得社会效益和公共服务功能等方面,发挥重要的学

科优势。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的不断拓展使得煤

矿废弃地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讨论煤矿废弃地

的土地盘活和景观再生不能仅仅局限在煤矿废弃地

本身的范围内,而应当着眼于城市和区域,把局部地

块的利用放到城市用地布局和空间结构中整体考

虑,统筹安排,统一规划,在城市和煤矿废弃地两个

层面制定不同尺度下的规划设计和控制要求。 因

此,实现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的目标需要从规划到

设计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分

别解决规划定位、设计方法和修复方式等问题。

一、煤矿废弃地概述

(一)煤矿废弃地的概念、类型和典型危害

1郾 煤矿废弃地概念

煤矿废弃地(abandoned coal mine land),指煤矿

开采过程中以及关闭后,由于挖损、塌陷、压占破坏

遗留的、非经整治而不能利用的土地,包括露天矿

坑、采煤塌陷区、排土场、煤矸石山、采矿生产作业用

地等。 我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及能源结构特征使我国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 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我国矿山开采累计毁损土地 386郾 8 万

hm2,其中 80%为煤矿破坏的土地面积,而我国目前

的矿区复垦率仅为 15% ,所以,煤矿废弃地是我国

所占比例最大、遗留问题最多的矿区复垦领域[1]。
我国大部分煤矿城市的特点是“先煤后城冶,

“城冶“矿冶关系密切。 城市因煤炭开采而聚集人口,
经历了从煤矿到矿区、从矿区到城市的发展过程。
从区位上看,有相当多的煤矿废弃地位于城市的边

缘、近郊,或者本身就在城区范围内,也有一定比例

的煤矿废弃地位于城市的远郊。 可以说,在空间结

构上,煤矿开采造成的废弃土地与城市有着非常密

切的关系。

2郾 煤矿废弃地的主要类型

煤炭开采方式包括露天开采和井工开采两种方

式。 开采方式不同,造成的土地损毁类型不同,相对

应的修复技术和治理重点亦不相同。 露天开采对土

地的破坏主要是剥离挖掘和外排岩土的压占,造成

的受损土地主要包括露天矿坑和排土场;井工开采

对土地的破坏主要是采空区沉陷和煤矸石压占[2],
造成的土地损毁面积要远大于露天开采。 我国目前

超过 90%的煤矿采取井工开采。 我国典型的煤矿

废弃地类型包括露天矿坑、煤矿塌陷地、排土场和煤

矸石山。
3郾 煤矿废弃地的典型危害

煤矿废弃地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

题,如地表生物量减少,生态服务功能减弱或完全丧

失;压占、破坏土地资源,加剧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
破坏地表景观,使原有地表形态、自然外貌特征发生

巨大改变;破坏植被,或者使土地退化,难以支撑植

物生长;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释放有毒气体和

扬尘,造成大气污染;造成滑坡、崩塌、塌陷、地裂、泥
石流等引发地质灾害,影响矿区工农业生产和居民

生活,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等等。
(二)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规划的主要问题

1郾 规划设计的研究与实践不足

在我国,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属于矿业废弃地

治理修复的新型模式,相关的理论研究和规划设计

实践还没有广泛展开,缺乏示范项目的引领和辐射。
这对我国煤矿废弃地存量和年增幅大、治理修复模

式多样化的发展需求,以及风景园林学科自身与时

俱进的发展要求等方面来说,都是很大的不足。
2郾 风景园林学科的介入及角色作用发挥不足

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工业废弃地更新的实践表

明,景观设计师在矿山修复中可以大有作为,在治理

修复各个阶段的介入可以发挥风景园林学科更大的

影响力和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我国,风景园林学科

在煤矿废弃地治理修复或景观再生的全过程中,仅
能够在末端进行限制条件下的方案设计,难以发挥

更大的作用。
3郾 规划设计理念和建设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现有为数不多的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实践来

看,规划设计理念和建设水平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比如,多学科协作互补不足,较少运用综合性的设计

方法;更重视视觉景观的营造,刚性工程多,人工干

预大,忽视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和自我维持能力的

建立;场地条件和景观资源的利用不够充分合理;未
与当地绿色基础设施和休闲体系形成网络,吸引力

和宣传推广不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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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郾 管理建设机制存在缺陷

我国矿业废弃土地属于多头管理,导致一些待

复垦土地的现状信息和空间基础数据不清、不精,缺
乏数据和信息共享平台;各规划间的协调性较差;废
弃地闲置期长,一旦立项则开始救火式的治理修复,
留出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时间不够充分,来不及详细

论证、调研、比对方案的合理性、适宜性;对公众意见

和公众参与程度重视不够,社会效益不显著。

二、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的
内涵和功能

(一)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的内涵

近些年,在对一些工业遗址改造的案例研究和

实践中,出现了景观再生( landscape regeneration)的
提法,相似的概念还包括景观再造、景观重建、景观

复兴、景观利用、景观修复等,国外对应的英文概念

有 landscape regeneration、 landscape rehabilitation、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landscape strategy、recovering
landscape 等。 这些类似概念的含义和应用对象大

致相同。 本文所指的景观再生,是指基于风景园林

学的基本原理,利用风景园林在不同尺度下协调人

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户外空间营造的多种手段,对煤

矿废弃地进行修复和再利用的方式。 景观再生的复

垦目标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复垦为城市绿地系统中

作为城市绿色公共开放空间的公园绿地,这个层面

的含义可以使位于城市边缘或中心城区内大量遗

留、急待复垦的煤矿废弃地复垦为新型采掘景观和

休闲娱乐绿地,为城市绿地的开发建设提供契机,缓
解我国城市绿色生态空间发展容量受限的压力,并
完善城市绿地系统和绿色基础设施网络,也是景观

再生的主要复垦目标;二是运用风景园林设计理论

和手法复垦为其他用地类型,使复垦后的用地综合

发挥景观、生态、经济等多种功能。
(二)基于风景园林学的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

的功能

风景园林学从内容来说,包括风景园林规划和

风景园林设计两个层面;从过程来看,涉及规划、设
计、建设、管理、维护等不同阶段;从尺度来看,实践

范围大至跨区域的国土尺度,小至庭院微景;从目标

来看,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审美和休闲游憩的属

性,还包括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实现,以及社会文

化价值的承载。 风景园林的学科特征是科学、艺术

和技术的统一。 因此,基于风景园林的煤矿废弃地

景观再生策略,是一种跨学科、从宏观到微观系统的

研究方法,着眼于煤矿废弃地土地复兴、生态健康、
景观恢复、游憩完善,具有生态、景观、经济、文化等

多种功能。 景观再生策略可以使煤矿废弃地得到恰

当的修复和利用,创造出尊重场所精神、目标多样、
可持续利用、景观协调的采后土地景观,其主要功能

和作用包括:淤在视觉上降低采掘对地表破坏的不

良后果,通过多用途的、创新性的景观规划和设计,
使采掘疮疤和破坏的土地变成新型采掘景观。 于有

助于保护和展示矿场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使矿业设

施和遗迹具有展示、教育和延续历史文脉的功能。
盂最大化利用场地现有条件,赋予现有废弃材料最

优化的用途,并减少材料的采购和运输成本。 榆为

野生动物再造良好的栖息地,为植物提供有益的小

气候条件,有助于修复后生境自然演替的建立。 虞
可以更好地理解场地的限制性因素和可利用的条

件,选择最佳开发利用方案。

三、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的
规划与设计策略

(一)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的规划策略

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规划策略是基于城市宏观

层面的规划控制要求,是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目标

实现的重要环节和前提。 矿业用地的利用是一个动

态化的管理过程,其取得、开采、废弃闲置、收回、复
垦再利用涉及诸多因素。 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目标

的实现涉及城市的用地结构布局、土地配置、城市生

态空间体系、矿产资源利用计划、当地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目标等方面。 因此,只有在城市宏观规划体系

下统筹协调、相互衔接,解决好跨部门、不同责任方

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调合作,才可能更加合理地

确定煤矿废弃地以景观再生为目标的规划定位

问题。
1郾 基于复垦条件的景观再生途径

所谓复垦条件,指的是影响和决定煤矿废弃地

复垦目标的内在和外在客观因素,包括法律法规、所
处的复垦类型区状况、废弃类型等。 煤矿从勘探、申
报、开采,直至闭矿、土地复垦的每个方面,都是在各

个层面的法律、标准、条例、规范的规定和指导下进

行的。 在进行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的研究和实践过

程中,应当透彻地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法律规

定对景观修复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目前,我国

有多部法律法规对煤矿废弃地复垦目标和利用方向

进行了原则上的规定。 其中,国家行业标准《TD / T
1036—2013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以下简称“标
准冶)针对不同的废弃地类型、不同的土地复垦区的

复垦方向制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标准冶按照大

中型煤矿和金属矿山的分布、自然地理单元、地貌类

型、气候及植被的地带性规律划分了 10 个土地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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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类型。 10 个类型区均有煤矿分布。 图 1 是笔者

依据杜振洲《层次结构法在采矿企业土地复垦管理

中的应用》(2014 北京国际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研

讨会大会报告)改绘的我国土地复垦区类型区划

图。 其中,黄淮海平原区、长江中下游平原区等东部

区域由于井工开采、气候温和、高潜水位等特征,可
以以公园、人工湿地等公共绿地的形式作为景观再

生的目标;而黄土高原区、西部干旱区等西部区域由

于大部分地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生态脆弱,煤矿开

采容易引发和加重土地荒漠化等问题,因此,土地复

垦应该强调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功能,运用景观再

生的内涵和方法,在空间塑造、场地规划、植物运用

等方面促进场地的自我生态演替,更好地发挥生态

功能[3]。

图 1摇 我国土地复垦区类型区划图

针对煤矿废弃地类型的复垦方向,“标准冶亦有

规定,即凡是积水性的露天采场及塌陷土地,均应以

渔业用地、人工水域、公园等为复垦方向。 概括地

说,基于复垦条件的煤矿废弃地复垦目标首先由第

一层面的法律法规、废弃地类型、复垦类型区划决

定,此外,还受到城市规划体系下的相关规划、原土

地类型、权益人意愿、技术及资金等综合条件制约

(见图 2)。
2郾 城市规划框架下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的协

同机制

我国城市现行规划体系主要由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三大规

划组成。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定城市发展方

向、生产力布局、重点建设项目、资源开发利用等内

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协调城乡一体化、有序发展

的前提下为城市发展提供用地;城市总体规划确定

城市的功能分区和结构布局,指导城市的开发建设。
矿业城市中由于矿产资源的分布和开采是城镇发展

图 2摇 煤矿废弃地复垦目标的多重决定因素

的主导因子,影响矿业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
因此,对矿业城市来说,城市用地布局和土地利用管

理是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城市总体规划和矿产资源规划等 4 部规划综合

决定的。 4 部规划应当充分衔接、相互融合,来盘活

城市存量土地,使闲置的矿业废弃地重新得到恰当

的利用。
从国外的空置土地,包括大量棕地的利用实践

中也可以看出,规划和立法是解决空置土地问题的

核心所在,特别是城市空间层面的规划,能够保证废

弃土地从协调城市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角度得到

合理的统筹安排和重新利用,并提高土地的价值。
从城乡开发强度的角度出发,应当根据煤矿废弃地

在城市中的区位,确定恰当的利用方向(见表 1)。

表 1摇 基于城乡空间开发控制强度的煤矿废弃地利用方向

开发强度

控制区
煤矿废弃地主要利用方向 城市用地类型

已建区 建设用地、公园绿地 城市建设用地

适建区 建设用地、公园绿地 城市建设用地

禁建区 耕地、林地、牧草地、园地、湿地等 非城市建设用地

限建区 林地、公园、其他休闲娱乐用地等 非城市建设用地

摇 摇 可以说,城市规划在煤矿废弃地再利用的环节

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和引领作用。 在场地评

估基础上编制的早期规划,有助于从城市的宏观发

展层面统筹安排土地,并据此制定出针对土地用途

的污染治理计划,制定合理的治理修复时序,留出充

足的时间,便于废弃土地后续的开发建设和有效

利用。
(二)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的综合设计策略

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的综合设计策略是以风景

园林学科的理论作为核心和统领,以多因素综合评

价方法、干扰和重建理论、场所构建原理、美学理论、
生态工程技术、数字模拟技术等作为支撑,来解决煤

矿废弃地景观再生目标如何实现的问题,涵盖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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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废弃地景观再生模式中观和微观层面的主要

问题。
1郾 综合评价

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是在被采煤破坏后的土地

上进行修复性的景观再造。 环境的潜在风险、地质

的稳定性、规划设计的符合性和适宜性、景观的可持

续性、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节能力等方面都

是影响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成败的关键因素。 因

此,综合评价是煤矿废弃地综合设计策略的首要问

题,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可持

续发展评价。
1)环境影响评价包括煤炭矿区总体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和煤炭矿区开发环境影响后评价两个类

型。 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的是从宏观层面考虑

煤矿开采总体规划的布局、决策、开采顺序,论证规

划的方向性和适宜性,从决策源头预防控制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把煤炭开采限制在环境可承载的范

围内;环境影响后评价指矿区开发建设实施以后,依
据项目开发建设的实际情况和环评情况,评价矿区

开发的实际环境影响,验证以往环评预测结果的准

确性、环境补偿措施的有效性,指导后续的采矿活动

和环境保护行为[4]。
2)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内容一般包括:淤对

评估区内地质环境特征、地质灾害成因、规模、危险

性进行评估;于对规划建设可能引发、加剧的危害程

度进行预测评估;盂分区确定危害类型和等级,作出

规划建设适宜性评价,提出预防地质灾害的措施和

建议[5]。
3)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是

一个包含多项指标,以定性分析为主,结合定量分析

的综合性目标评价,包括视觉景观、环境、生态、经济

和社会等多个方面。 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应当基于

系统和历史的观点来看待和评估景观的进化和改

变,评估是否可以为社会发展带来福利和经济增长

机会,资金投入能否持续维持景观的水平,景观的改

变是否可以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是否可以带来

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的稳定,等等。 通过评估来使

景观再生的有益影响最大化,并不断制定动态的解

决策略。
2郾 干扰理论的应用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干扰机制贯穿着整个生态

过程,消极干扰使作用对象和系统发生衰退,积极干

扰能够促进群落正向演替,使系统达到稳定和平衡

的状态[6]。 开采煤矿使原有稳定的自然或城市生

态系统受到剧烈干扰和破坏,是系统外部因子消极

干扰的结果。 煤矿废弃地形成以后,需要进行治理

修复,以恢复土地的活力和生态服务功能,这一阶段

属于积极、正向的人工干扰。 对于景观再生模式来

说,积极干扰因子或措施的引入包括场地整理和保

护、土壤改良、植被恢复、空间营造、设施配备、文化

引入等,以建立一个具有适应能力、持久吸引力和可

以有效维护的景观。 干扰理论的研究有助于在煤矿

废弃地修复再利用的过程中,了解土地损毁的原因

和规律,识别消极干扰因子并抑制、恢复负面干扰产

生的影响和破坏,预测土地发展状态,在此基础上引

入积极干扰因子,将土地的修复目标和演替方向置

于人为控制之下(见图 3)。

图 3摇 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的干扰机制

3郾 师法自然的地貌塑造技术

师法自然(geomorphic reclamation)的生态修复

理念和技术来自于美国[7],是一种景观重塑技术。
相比于传统人工化的生态修复,师法自然的生态修

复技术能够创立更加多样化的植物生境和野生动物

栖息地,模拟自然的地形地貌、水文条件、排水方式,
使地表外貌和功能近似自然。 场地逐步具有仿自然

生态修复过程的能力,有利于保蓄水土、减少维护、
促进生态演替,更好地恢复自然景观和生态功能,提
高视觉吸引力(张成梁,《矿山废弃地师法自然生

态修复技术与实践》,2013 中国矿区土地复垦与生

态修复论坛)。 表 2 是师法自然的生态修复方式

和传统生态修复方式的对比,可以看出,师法自然

的生态修复方式在各方面体现出优越性和先进

性,对我国的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工作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4郾 场所恰当设计和利用场地条件

就景观设计而言,其实质是场地的空间设计,包
括场地条件的利用、景观要素间的协调等。 煤矿废

弃地的限制性条件和潜在影响,加之尺度的变化幅

度,使得景观设计师在场所塑造、景观元素整合、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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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表 2摇 师法自然生态修复方式和传统生态修复方式的对比

传统生态修复 师法自然生态修复

地形特征 水平梯形坡面、线性的人工地貌 富于变化的仿自然式地貌

景观特征 与周边景观不协调、人工痕迹重,呆板、单调 与周边景观协调兼容,有趣,富有视觉吸引力

技术特征 刚性工程,废料较少循环利用 柔性工程,较多弃料、弃渣的循环利用

排水特点 直渠排水 仿自然式沟壑排水

生态功能 弱,单一 强,动植物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景观异质性丰富

植物种植 简单规则式或装饰性种植,植物品种少 仿自然植物群落的自然式种植,植物品种更加多样,适于乔木生长

水土保蓄能力和稳定性 地质不稳定,易冲刷、坍塌 地质稳定,保持水土能力强

维护成本 高,人工投入大 低,可自然演替,自我调节和维护功能强

地条件利用的过程中,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创新利用

的机会。 首先要对场地进行恰当设计,即适合的、经
济的、多赢的、效益最大化的设计,包括功能与形式

的统一、保证生态成功的可能性、降低修复成本、场
地条件的适应性利用等。 其次是景观资源的整合,
既包括废弃地现存的场地要素,也包括为场地修复、
景观提升、功能完善而引入的常规景观设计要素。
两个体系的景观资源,需要采取不同的设计原则和

方法区别对待。 现有的场地要素,应当在充分论证

利用的适宜性和技术可行性的基础上,最大化地保

留和利用,使废弃地、废弃物以新的形式和功能进入

到景观再生的体系中,而不是大动干戈地加以改变;
外部引入的景观设计要素则应当遵循最小干预原

则,充分尊重场地特征和条件,不能简单地叠加在现

有的场地要素上。 图 4 显示的是美国某露天煤矿修

复后保留的原有矿山小路作为山地自行车道[8]。
另外,使用矿山设施和场地废弃材料能够增加

场地的景观特征,延续基址的历史文脉,减少运输和

采购成本,体现生态设计理念。 表 3 归纳了废弃矿

山设施及材料的景观利用方式。 图 5 ~ 8 展示的是

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废弃设施和场地的利用状况。 图

5 中的博物馆及其前广场是主景区的核心景点。 图

6 是利用原有场地和厂房布置的室外环境空间,室
外活动场地和景观设施的布置均以满足使用功能为

前提,充分利用现有的场地条件和景观要素。 图 7 ~
8 是利用原有采煤巷道遗址和废弃的采矿设备,展
示了从原始采煤到利用现代化设备进行采煤的演进

过程。

表 3摇 废弃矿山设施及材料的景观利用方式

废弃类型 废弃设施及材料 景观利用方式

矿井及井下采矿设备 科普、展示、探秘

生产作业及管理设施 地面生产作业场地 活动、集散、停车场地

办公及管理建筑 游客中心、博物馆等改造

采矿附属设施
配电及给排水设施 纳入景观绿地配套设施系统

运输道路及铁轨 游览、交通道路、景观构筑物

排放固体弃料

煤矸石、废石
煤矸石砖及砌块作为铺地材料,直接作为路基材料,对原有煤矸石山进行生

态修复、覆绿,建设景观绿地

剥离表土及弃土 妥善存放的剥离表土作为场地的绿化表土,弃土用于地形塑造

遗留地貌形态
露天矿坑及边坡 采掘工业展示、攀岩娱乐

塌陷地 人工湿地、人工湖、景观微地形

5郾 基于美学的景观营造

对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来说,形式美、艺术美的

设计表达,具有一种增值的作用,可以更好地降低视

觉干扰,使场地更具吸引力,也能够为周边区域的发

展和经济转型带来机会。 基于美学的营造包括两个

方面:一方面是通过模仿、模拟自然山水、植物群落

的形态和功能,体现出自然之美,师法自然,尽量弱

化人工痕迹,使修复的景色与周边环境更加协调,自

然风貌更具完整性,这是一种环境补偿的理念,通过

修复和再造,唤起人们的环保思想和对大自然的热

爱;另一方面,在废弃场地通过精心巧妙的设计呈现

出人工之美,表达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氛围,产生

动人的美感,这种艺术美的形式既要遵循美学的基

本法则,也要符合场地的具体情况。
图 9、10 展示的是基于美学原则的煤矿废弃地

景观营造应用实例。 图 9[9]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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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湖(Walden,Colorado)附近一处露天煤矿废弃地

的生态修复,以周边地貌特征和植被特色为修复蓝

本,尽量减少人工痕迹。 修复完成以后,从外观上,
仅可见一处人工设施,即场地中的道路,与周边的自

然景观非常接近,体现了人工再造的自然美。 图 10
是德国重工业基地———鲁尔区盖尔森基兴市的诺德

斯坦公园(Nodstern Park)。 其前身是采煤矿场,现
在是一个环境优美、休闲设施齐全,可以举办各种大

型活动的综合公园。 公园的建设充分利用了低洼

地、废料堆、起伏坡地等原有矿场的地貌形态。 部分

人工设施、景观构筑物的营造则呈现了动人的艺术

之美,与自然景观形成鲜明对比。
6郾 数字技术的应用和生态修复技术的支撑

1)数字技术的应用。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数
字技术在现代风景园林学中的应用愈加广泛。 煤矿

废弃地再生景观属于新型的采掘类景观,其所承载

的信息量大,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复杂程度也更

高,单纯依靠人工去分析、处理这些庞杂的信息,推
敲景观未来的演进,对比和优选方案等已经不能满

足这一后工业景观的设计要求。 数字技术能够有效

地解决辅助设计、视觉传达、信息分析、实时模拟、土
地适应性评价、环境影响后评价等方面的问题。 目

前,数字技术在矿山生态修复领域的应用正在逐步

增加。 这些数字技术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多
媒体视觉传达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等。 其中,遥感技

术是景观数据收集的主要手段,能够全面准确地收

集、把握地表景观的信息和形态,在美国的露天煤矿

监管、环境影响后评价等方面应用普遍。 全球定位

系统能够快速、高效地定位物体精准的三维坐标及

相关信息,数据及时更新。 地理信息系统是一种直

观的空间分析工具,能够对 RS、GPS 收集的大量信

息进行多维的复合提取分析、管理、运算,建立数据

库查询界面,根据需要编辑、输出各种空间数据和成

果,为煤矿废弃地的修复对策、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和

支持。 多媒体技术的主要功能是视觉的传达,可以

综合处理多种信息,并创造互动景观。 移动计算技

术属于新兴技术领域,利用带有 GPS 功能的移动计

算设备,可以轻松、快捷、准确地采集到场地每一部

分的数据,包括地图和信息,检测场地修复现状,帮
助设计、调整修复计划[8]。

2)生态修复技术的支撑。 煤矿开采使地貌特

征高度改变,土地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在开采前

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疮疤、塌陷、污染、压占,生态

环境破坏严重。 然而,这一系列有害的副作用是可

以补救的。 成功的煤矿废弃地修复实践证明了退化

的土地可以被改变,补救和改变的前提是依赖于生

态修复技术。 煤矿废弃地的场地性质和特征决定了

无论哪种复垦方向都离不开相应的治理和修复技

术,否则复垦方向和土地再利用的目标将成为一纸

空谈。
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需要解决大量的技术问

题。 露天开采煤矿废弃地的生态修复技术主要包括

地貌重塑技术、土壤改良和表土替代技术、植物遴选

和种植技术、排土场治理修复和边坡稳定技术等;井
工开采煤矿废弃地的生态修复技术主要包括煤矿塌

陷地人工湿地构建技术和煤矸石山生态修复技术两

大类型。 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策略首先需要分析、
研究不同类型的废弃地所具有的潜在景观功能,然
后针对挖损、塌陷、压占等各类废弃土地,制定具有

差异化的具体利用目标,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治

理修复技术,把美学、生物、技术几方面结合起来,才
能更好地实现景观功能,发挥综合效益[10]。

图 11 ~ 15 展示的是煤矿废弃地生态修复技术

的应用案例。 图 11[9] 是美国科罗拉多州奥克里克

市(Oak Creek, Colorado)附近的一处露天煤矿地表

排水控制和沉淀池结构技术的应用,按照水体的净

化要求在地表设计多个相连的沉淀池,在达到水质

净化目的的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后技术景观(post鄄
technology landscape)形态。 图 12(R. G. Darmody,
J. C. Marlin, Utilization of River Sediments as Topsoil
to Reclaim Brown Fields and Other Sites,2014 北京国

际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研讨会大会报告)是美国伊

利诺伊河附近的煤矿以河道疏浚底泥作为复垦表土

的应用实例。 伊利诺伊河疏浚出的底泥污染物和重

金属含量低,与当地的农业耕作表土相比,理化性质

和营养成分差距不大,经过恰当的技术处理和时间

的增 加, 表 土 的 品 质 越 来 越 好。 图 13 ( R. G.
Darmody,J. C. Marlin, Utilization of River Sediments
as Topsoil to Reclaim Brown Fields and Other Sites,
2014 北京国际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研讨会大会报

告)展示的是伊利诺伊河疏浚底泥成功地作为煤矿

废弃地生态修复的表土。 向日葵在替代表土上长势

良好,表土替代技术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益。 图 14
(Prof. Wolfgang Wende, Environmental Planning of
Post Mining Landscapes, 2014 北京国际土地复垦与

生态修复研讨会大会报告)是德国某矿山废弃地上

建造的人工构造湿地,在坑底清理、湖底和边坡塑造

及防渗、种植层创建、植物筛选等一系列工程措施的

基础上,形成了近似自然的人工湿地形态。 图 15
(王亚刚,《KLD 环保草毯在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

复的应用》,2013 鄂尔多斯矿山修复论坛)是煤矸石

山铺设生态植生毯后的植被复绿效果。 生态植生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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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图 4摇 废弃矿场现有要素的恰当利用 图 6摇 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的室外环境景观图 5摇 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博物馆及前广场

图 7摇 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古巷

道遗址模拟的原始采煤场景

图 9摇 美国科罗拉多州某露天

煤矿废弃地的生态修复

图 8摇 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古巷道

遗址的现代化采煤设备展示

图 10摇 德国诺德斯坦公园(吴忆明摄) 图 12摇 美国某露天煤矿以河道

疏浚底泥作为复垦表土

图 11摇 美国科罗拉多州某露天煤矿地表

排水控制和沉淀池结构技术的应用

图 13摇 向日葵在河道疏浚底泥

复垦表土上的生长情况

图 15摇 煤矸石山铺设生态植

生毯后的植被复绿效果

图 14摇 德国某矿山废弃地上

建造的人工构造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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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作为坡面防护措施,保证煤矸石山大面积坡

面的整体稳定;另一方面生态植生毯利用稻草、麦秸

秆、棕榈、椰丝等废弃纤维作为原料基底,连同营养

剂、保水剂、草种、低矮乔木或灌木种子、定型网、专
用纸等材料一次性加工完成,因此,也是良好的植物

生长基质,可以在煤矸石坡面上快速建植,覆盖地

表,植生毯数年后可以降解为腐殖质。

四、结摇 摇 论

探索煤矿废弃地的创新性利用方式和恰当利用

方向,需要在完善法律法规、理顺管理机制、转变观

念意识、加强理论技术研究的基础上,多学科、多部

门跨领域合作,长期关注,共同探讨。 本文从风景园

林学科的角度,探索我国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的可

行性、现实意义及实现途径,并在采煤受损土地治理

修复和城市绿地开发建设中找到契合点。 研究的主

要结论包括:淤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模式具有生态、
环保、休闲、娱乐、经济、文化等多重效益,可以使煤

矿废弃地得到恰当的修复和利用,不仅可行,也是值

得倡导的一种生态修复模式和土地利用方向;于讨

论煤矿废弃地的土地盘活和景观再生不能仅仅局限

在煤矿废弃地本身的范围内,而应当着眼于城市和

区域,把局部地块的利用放到城市用地布局和空间

结构中整体考虑,统筹安排,统一规划,在城市和煤

矿废弃地两个层面制定不同尺度下的规划设计控制

要求;盂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

议题,除了风景园林学科以外,还涉及不同领域、不
同专业的知识和范畴,因此,需要进行跨学科的整合

性研究才能保证设计目标的实现;榆煤矿废弃地景

观再生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生态修复技术的支撑,无
论是视觉形态的呈现,还是景观功能的发挥,都依赖

于生态修复技术,否则,景观再生将无法取得成功。
作为一种新型的矿业废弃土地利用模式,煤矿

废弃地景观再生的应用需要在政府政策层面进行倾

斜性的引导,搭建平台,通过示范效应的带动,逐步

推广应用范围和规模。 煤矿废弃地的生态修复和景

观再生也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其长远的生态意

义和可持续发展意义远大于近期简单的视觉复绿,
因此,应当转变只重眼前、急于求成的修复理念和意

识。 风景园林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在煤矿废弃地治理

修复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也为景观设计师带

来难得的机遇,在不同尺度上考虑未来地貌的塑造

和土地更新。 我国应当学习借鉴一些工业发达国家

矿业废弃地治理修复的先进理念和经验,使景观设

计师有更多的机会介入到煤矿废弃地治理修复的过

程中,发挥学科特点和优势,并建立起多专业携手合

作的有效机制。 由于本研究属于新兴领域,加之作

为研究支撑的实证案例不足及能力所限,使现有成

果还存在一些不足,尚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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