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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邢东矿 2222 工作面深部带压开采接近临界值且局部受隐伏断层等构造影响，可能出现底板突水的问题，采用

ESG 微震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导水裂隙带形成过程，并利用研发的 CMMA-3D 微震分析系统获得了 2222 工作面底板导水裂隙
带的空间位置，为针对性注浆治理和安全开采提供了重要指导。基于断裂力学分析了隐伏断层活化突水机制，推导出隐伏断
层扩展长度计算公式。获得了不同类型隐伏断层（正断层和逆断层）的扩展规律：正断层扩展长度l 与承压水压力 p 和侧压
系数  均呈正相关；逆断层扩展长度∆l 随承压水压力 p 的增加呈现出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底板导水裂隙带渗透性随采空区
垮落岩体压实度的增加而降低，阐明了 2222 工作面突水量后期逐渐减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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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eismic monitoring on fractured zone and water inrush mechanism
analysis of deep mining above aquifer in Xingdong coal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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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loor water inrush coefficient of No.2222 mining face is close to the critical value and a high possibility of floor water
inrush occurs due to insidious faults in Xingdong coal mine. This paper aims at solving the above problem, and ESG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system was applied to monitor the forming process of water inrush pathway. Besides, the space location of water inrush
pathway was obtained by a developed micro-seismic analysis system CMMA-3D. Hence, this provides significant guidance for
targeted grouting and safe mining above the confined aquifer. The mechanism of water inrush through insidious faults was analyzed
based on fracture mechanics and then a formula was deduced to calculate insidious fault propagation length. The propagation laws of
different types of faults, including normal fault and reverse fault, were achieved. When the insidious fault is a normal fault, its
propagation length l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nfined water pressure p and lateral pressure coefficient  . When the insidious
fault is a reverse fault, its propagation length l presents the variation tendency of decrease-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confined
water pressure p. The permeability of floor fractured zone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compaction degree of caving rocks, which
reveals the reason for water irruption reduction of a later stage in No.2222 mining face.
Keywords: deep mining above aquifer; water inrush pathway;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insidious fault

1 引 言
矿井突水是威胁煤矿安全生产的重大灾害之

一。我国 600 余处国有重点煤矿中受水害威胁的约
占 47.5%[1]。另据不完全统计，2000 年以来共发生
重特大突水事故 473 起，
死亡失踪人数达 2 635 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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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邯邢矿区近年发生多起突水事故，给矿井
的安全高效开采造成严重威胁。这主要是由于该地
区石炭二叠系煤层的下部为奥灰组含水层，且受断
层、陷落柱等复杂地质构造和开采扰动影响，加剧
了底板突水的危险性[36]。
微震能够利用岩体破裂伴随的声发射来远距离
准确定位[79]，故邢东矿采用微震监测导水裂隙带的
空间位置，避免盲目注浆封堵。近年来，我国学者
对声发射、微震及其应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唐春安
等[10]认为，损伤变量与声发射事件累积数一致。赵
毅鑫等 [11] 对煤岩组合体变形破坏的前兆信息进行
声发射试验研究。姜福兴等[12]采用高精度微震对煤
矿突水进行现场监测。窦林名等[13]提出了突水分区
分时微震监测法。戴峰等[14]建立了微震时频特征与
坝肩岩质边坡稳定性的关系。蒋金泉等[15]采用微震
监测了高位主关键层破断失稳。Wang[16]采用微震成
功进行现场围岩失稳的监测预报。肖亚勋等[17]采用
微震探究了不同开挖方式下不同强度即时型岩爆孕
育过程的频谱演化特征。黄晓红等[18]提出全相位相
位差法时延估计，通过小波分解与全相位频谱分析
相结合求解相位差定位岩石声发射源。
但目前对底板隐伏断层活化机制和影响因素，
以及微震监测底板导水通道形成过程的研究较少。
本文利用 ESG 微震监测系统和研发的 CMMA-3D
（Crack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Analysis-3D）系统
分析获得了 2222 工作面底板导水裂隙带的空间形
态及位置，为针对性注浆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导。基
于断裂力学揭示了底板隐伏断层压剪和拉剪活化突
水机制，推导出隐伏断层扩展长度计算公式，并分
析了隐伏断层扩展长度受承压水压力和侧压系数等
的影响规律。阐明了 2222 工作面突水量呈剧增—
平稳—减小变化的原因。

70 m3/h。

2 邢东矿 2222 工作面概况

开采对底板破坏深度（m）[21]。

岩性

厚度/ m 综合柱状

岩 性 描 述
灰白色,夹黑色条带,厚层状,粗粒砂状结构

粗粒砂岩 13.20
粉砂岩

12.80

砂质泥岩

5.80

黑灰色,深灰色家灰白色,厚层状,粉砂状结构
灰白色夹黑色条带,厚层状,粗粒砂状结构

粗粒砂岩 12.90

深灰色,厚层状,细粒砂状结构,局部夹有薄层

细粒砂岩 13.20

灰白色,厚层状,粉砂状结构,局部夹有薄层细砂岩

2煤

3.95

黑色,玻璃光泽,以镜煤成份为主,结构简单无夹矸

砂质泥岩

5.70

深灰色,中厚层状,泥质结构,岩芯较破碎

中粒砂岩

3.90

灰色,局部夹深灰色条带,中厚层状,中粒砂状结构
黑色,中厚层状,粉砂状结构,平行层理

砂质泥岩 11.00

灰色,中粒砂状结构,近水平平行层理

泥质粉砂岩 17.50
泥岩

13.20

厚层状,粉砂状结构,夹有泥岩及细砂岩薄层

粉砂岩

3.85

灰白色夹深灰色条带,中厚层状,粗粒砂状结构

泥质粉砂岩 6.15

夹深灰色细砂岩薄层,厚层状,中粒砂状结构

细粒砂岩

8.85

浅灰色,泥质结构,夹有细砂岩薄层,均匀层理

泥岩

6.15

灰色,细粒砂状结构,局部夹有薄层中砂岩和泥岩

细粒砂岩

4.20

深灰色,泥质结构,局部夹有粉砂岩薄层
夹深灰色细砂岩薄层,厚层状,中粒砂状结构

泥质粉砂岩 7.20

图 1 煤岩层综合柱状图
Fig.1 Integrated strata histogram

3 2222 工作面底板突水危险性评价
煤层底板突水危险性与承压水压力、隔水层厚
度、煤层开采对底板破坏深度以及地质构造等密切
相关 [19] 。底板突水危险性可用突水系数来定量评
价，其计算公式为[20]
Ts 

p
M h

（1）

式中：Ts 为突水系数（MPa/m）
；p 为底板承压水压
力（MPa）
；M 为底板隔水层厚度（m）；h 为煤层
 

邢东矿 2222 工作面位于二水平二采区，
主采为
2 号煤层，
平均煤厚为 3.7 m，
平均埋深约为 1 000 m，
煤层倾角为 10°～18°，工作面走向长度为 698～
724 m，宽度为 170 m。2#煤层底板标高-1 180 m～
-980 m，其距离下部奥灰组含水层平均约为 181 m，
奥灰组含水层的承压水压力约为 10 MPa。其中，煤
岩层综合柱状如图 1 所示。
2222 工作面突水情况：2015 年 3 月 1 日，工作
面推进 186 m 时，发生初次出水，出水量约 20

m3/h；

h

0.015H cos   4  2  tan 
e
 
2cos   
4 2

（2）

式中：  为内摩擦角（°）
；H 为煤层埋深（m）
。
根据式（2）得知，煤层开采对底板的破坏深度
与煤层埋深 H 呈正相关。由于邢东矿 2222 工作面
埋深达到千米，这大大增加了底板的采动破坏深度，
导致底板突水系数较大。邢东矿 2222 工作面埋深
H  1 000 m、内摩擦角   25°、底板含水层水压

月 15 日，水量增

p  10 MPa、底板隔水层厚度 M  181 m，联立式

月 26 日之

（1）、
（2）并将上述参数代入得 2222 工作面突水系

后，突水量逐渐降低，到 7 月底突水量降低到约

数 Ts  0.062 MPa/m。该值接近邯邢矿区隔水层突水

3 月 3 日，水量增至 100
大至 230

m3/h；3

m3/h，之后保持相对稳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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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值 0.066～0.076 MPa/m[20]，且考虑到该工作面

12# 10#
#
11# 8 7#

开采区域隐伏断层等构造较为发育，2222 工作面带
压开采可能会有一定的突水危险，故邢东矿采用微

2#煤

ESG 检波器

6#煤
7#煤
8-9#煤

4# 5#
3#

震监测底板导水裂隙带形成过程。

2337

2#

2 222 工作面

1#

奥灰组

4 2222 工作面突水微震监测分析
4.1 ESG 检波器布置

断层
红点

邢东矿 2222 工作面 ESG 检波器最低检测频率

导水裂隙带

为 15 Hz。其主要布置于二水平皮带（轨道）下山
与下山斜巷，该区域断层较为发育，受其影响底板

(a) 导水裂隙带空间位置及形态

突水危险性较高，并且该种布置方式既能监测 2222
工作面的底板突水情况，又能监测到二水平下山另
外一侧的 2123、2124、2125 等多个工作面突水情

采空区突水

况，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微震监测系统的作用。其中，

底板突水

共布设 12 个 ESG 检波器，两通道检波器 9 个（其
编号为 1 、2 、4 、5 、6 、8 、10 、11 、12 ）
，
三通道检波器 3 个（其编号为 3#、7#、9#）
，如图 2

未突水

#

#

#

#

#

#

#

6#

7#
8# #
11

#

3#

#

5#
2 222 工作面

所示。
断层

(b) 2222 工作面突水分区

图 3 邢东矿 2222 工作面底板微震事件空间分布
Fig.3 Space distribution of floor micro-seismic events of
No. 2222 mining face in Xingdong coal mine

4.2.2 能量指数与累积视体积的变化规律
2222 工作面微震监测底板突水过程中的能量
指数和累积视体积的变化规律如图 4 所示。从图中
图 2 邢东矿 2222 工作面 ESG 检波器布置图
Fig.2 Layout of ESG detectors of No.2222 mining
face in Xingdong coal mine

可知，底板突水与能量指数和累积视体积密切相关，
当 2222 工作面初次突水或突水量阶段性增加时，能
量指数和累积视体积均出现突变。底板隔水层微震

4.2 微震监测结果及分析

能量 可能经历 了能量积累 →能量释 放→能 量转

4.2.1 导水裂隙带空间分布特征
震数据，
三维直观呈现出 2222 工作面底板导水裂隙

件数量和震级越靠近工作面越大，导水裂隙带空间

0.0
2
-0.5

中分为 3 个阶段：未突水、底板突水和采空区突水，
微震事件主要分布于底板突水阶段。CMMA-3D 系
统准确定位导水裂隙带的空间位置，为针对性注浆
封堵提供了重要指导。

1.0

1
0. 5

上呈漏斗状，说明导水裂隙带在底部有一个薄弱带突
破口，可能是隐伏断层或岩溶陷落柱。其中，图 3(b)

1

Lg(EI)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2222 工作面底板的微震事

2.0

1.5

带的空间位置及形态，如图 3 所示。其中红点越大，
表示震级越大，表明岩石破坏越严重。

1－累积视体积
2－能量指数 EI

2

初次突水

累积视体积/ (104 m3)

0.5

采用 CMMA-3D 系统读取邢东矿底板 ESG 微

突水阶段性增加

-1.0

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时间/ d

图 4 2222 工作面微震能量指数和累积视体积变化规律
Fig.4 The variation laws of energy release index and
accumulated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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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动态过程，故能量指数和累积视体积的突变可

状态；当两者相割时，底板隔水层破坏，发生突水。

能是底板突水的重要预兆。

由于邢东矿 2222 工作面底板承压水渗透压较大，加

4.3 工作面突水量实测分析

剧了底板隔水层卸荷破坏的程度和突水的危险性。

2222 工作面实测突水量随工作面推进度的变

作面推进约 180 m 时，发生初次突水，这与图 4 中

顶板岩层
采空区突水

煤层

底板采动破坏区

能量指数和累积视体积均出现突变相对应；当工作
面推进到约 280 m 时，最大突水量达到约 260 m3/h；

底板隔水层
隐伏断层

当工作面推进约 340 m 后，突水量整体逐渐减小，
这可能是由于采空区重新压实，导致底板隔水层的

未突水

底板突水

h

量整体呈现出剧增－稳定－减小的变化趋势。当工

d

化关系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工作面突水

奥陶系灰岩含水层

导水裂隙带的渗透率大大降低。同时，采空区垮落
矸石对突水也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图 6 2222 工作面底板隐伏断层突水模型
The model of floor water inrush through insidious
fault of No. 2222 mining face

突水量/ (m3/h)

Fig.6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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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80


摩尔包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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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330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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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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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

工作面推进距离/ m

Fig.5

图 5 2222 工作面突水量变化实测
The measured variation of water irruption
quantity in No. 2222 mining face

O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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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3  p  3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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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未受采动和承压水作用摩尔圆；Ⅱ－仅受采动作用摩尔圆；

5 2222 工作面突水变化机制分析
5.1 底板隐伏断层活化突水机制
5.1.1 2222 工作面底板突水模型
底板隐伏断层突水模型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
以看出，煤层开采和隐伏断层对底板隔水层产生破
坏作用，使得底板局部有效隔水厚度 d 减小。图中
隐伏断层附近是底板突水最危险的区域。当该区域
内有效隔水层所承受的极限压力小于底板承压水压
力时，就会发生底板突水。
当 2222 工作面推进到隐伏断层上方时，
底板隔
水层发生卸荷破坏，其在承压水和采动共同作用可
用摩尔圆来描述，如图 7 所示。图中， 1 为未开采
时的垂直应力， 3 为水平应力， c 为开采卸荷后的
垂直应力。煤层开采后，底板隔水层垂直方向发生
卸荷，其应力状态由 I 转化为 II；当底板隔水层受
其下部承压水作用时，底板隔水层进一步卸荷，岩
体的应力状态由 II 转化为Ⅲ，并且底板承压水渗透

Ⅲ－受采动和承压水共同作用摩尔圆

图 7 开采卸荷与承压水对底板隔水层破坏原理
Fig.7 Floor rock failure mechanics under mining
unloading and aquifer

5.1.2 隐伏断层扩展长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选取图 6 中隐伏断层附近的隔水层为研究对
象，将隐伏断层可视为具有一定摩擦效应的裂缝，
将断层的活化等效为裂纹扩展[22]，建立隐伏断层扩
展的力学模型，如图 8 所示。受超前支承压力影响，
工作面前方垂直应力为最大压应力，裂纹沿着最大
压应力方向扩展，即断层尖端将垂直向上扩展。将
隐伏断层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分解成 3 种基本类型
（剪应力、承压水和正应力）
，如图 8 所示。然后将
分解的应力强度因子叠加，得到隐伏断层尖端扩展
的复合应力强度因子。裂纹扩展力 G 与应力强度因
子 K 之间存在如下关系[23]：
G  ( KⅡ2   KⅠ2p  KⅠ2 ) E
n

n

（3）

压越大，底板隔水层的应力摩尔圆越往左移动，其

式中： KⅠp 为承压水产生的应力强度因子； KⅠ 为

与摩尔包络线之间呈现出相离→相切→相割的变

正应力产生的应力强度因子；KⅡ 为剪应力产生的

化趋势。当两者相切时，底板隔水层达到临界破坏

应力强度因子；E 为弹性模量。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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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1   ) cos 2 ] 






2

(1   )
n 
 1 sin 2
2

（4）

（5）

式中： l 为裂纹长度；  n 、 n 分别为裂纹面的正应
力和剪应力； 1 为垂直应力； 为断层倾角；  为

其中：

侧压系数，±分别表示正、逆断层。
1
n
n

3

n

p

n

(d) 正断层(拉应力)

n



p

(b) 剪应力

(c) 承压水

n

n

(e) 逆断层(压应力)

1
(a) 隐伏断层受力状态

Fig.8

图 8 不同类型隐伏断层扩展应力强度因子分解图
Decomposition of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insidious faults extend

裂纹扩展阻力 R 是关于裂纹扩展量的函数，其

影响。根据 2222 工作面地质资料，取隔水层内隐伏

1

(l  l0 )  m

R  Gcm 
m 


（6）

式中：Gc 为岩体的能量释放率临界值；m 为材料常
数；l0 为初始裂纹长度。
当 G＞R 时，裂纹发生扩展，G 和 R 均随裂纹
的扩展而增大。但两者的增长速率不同，G 与裂纹
扩展量呈线性增长，而 R 的增长速率逐渐减小。当
、
（4）、
（6）
G  R 时，裂纹停止扩展。联立式（3）
得如下方程：
m

 4 n2  4 p 2  n2 
l
m

 Gcm （7）

 (l0  l ) 
E
E 
m


式中： l 为断层扩展长度。
如果确定了底板隔水层的各项物理力学参数便
可求解方程（7）
，得到断层垂直扩展长度 l 。当断
层垂直扩展长度 l 达到有效隔水层的厚度 d，即
l  d 时，表明隐伏断层扩展裂纹贯穿底板隔水层，

就会发生底板突水。假设 m  2 ，则根据式（7）可
得断层垂直扩展长度 l 的表达式为
l 

根据式（8）可知，隐伏断层扩展的影响因素有
很多，下面主要分析承压水压力 p 和侧压系数  的

理论表达式为[23]

1  4 Dl0  1  8Dl0  16 DGc2
4D

（8）

其中：
D  [(4 n2  4 p2 ) E   n2 E]2

（9）

断层长度 l0  50 m、断层倾角   60°、最大主应力

 1  25 MPa、底板隔水层的能量释放率临界值
Gc  1.5×104 MN/m、弹性模量 E  40 GPa，由式（8）
可得不同侧压系数  （0.2、0.4、0.6、0.8）条件下，
隐伏断层（正断层和逆断层）扩展长度 l 随承压水
压力 p 的变化趋势，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
不同类型断层的垂直扩展长度∆l 的变化趋势存在
较大差异。当隐伏断层为正断层时，其∆l 与 p 和 λ
呈正相关。并且 l 的增长率也随 p 的增加而增大。
当隐伏断层为逆断层时，其 l 随承压水压力 p 的增
加呈现出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承压
水作用力和水平地应力方向相反，初期断层扩展是
由水平地应力起主导作用，后期承压水对断层扩展
起主导作用。在中间某个状态，隐伏断层不发生扩
展，此时有利于带压开采，并且断层不扩展时的承
压水压力随侧压系数的增加而增大。由此可见，逆
断层时即使在高承压水上开采，只要侧压系数较大，
也可进行带压安全开采。
5.2 采空区渗流突水机制分析
当 2222 工作面推过图 6 中的隐伏断层上方区域
后，工作面突水主要来自后方的采空区。随着工作
面的继续推进，采空区顶板发生垮落，并逐渐被重
新压实，使得底板岩层由垂直方向开采卸荷状态逐
渐转变为垂直压缩状态，并且垂直应力逐渐增大，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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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2
2－  0.4
3－  0.6
4－  0.8

30

断层扩展长度/ m

25
20

4

力

学

2017 年

式中：k0 为初始渗透率；n  b B ，b 为裂隙的开度，

1

2

3

土

B 为岩层厚度；  为应变，其与垂直应力  z 的关系
为

15

 z  n2 E[ 2  2  2(1   )ln(1   )]  P(1  n2 2 )

10

（11）

5
0

0

5

10

15
20
25
承压水压力/ MPa

30

式中：P 为孔隙水压力。

35

根据式（10）可得岩石内部接触型裂隙在峰前

(a) 正断层

压密阶段的渗透率随垂直应力的变化关系曲线，如
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岩石内部接触型裂隙

1－  0.2
2－  0.4
3－  0.6
4－  0.8

断层扩展长度/ m

16
14
12
10

在压密阶段的渗透率随垂直应力的增加近似呈反比
例函数递减。底板渗透率随采空区压实而降低，使

1
2

得底板突水速率也相应减小，这与图 5 中 2222 工作

3

8
6

面实测后期突水速率整体呈现出逐渐减小的趋势基
4

4

本吻合。

2
0

10

20
30
承压水压力/ MPa

40

8

50

(b) 逆断层

图 9 不同侧压系数  条件下, 隐伏断层扩展长度 l
随承压水压力 p 的变化关系
Fig.9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idious fault propagation
length l and confined water pressure p under
different lateral pressure coefficients of 

渗透率/ (1010 m2)

0

6

4

2

0

0

对底板导水裂隙起到压密作用。
岩石的全应力-应变
过程的渗透率变化如图 10 所示。图中 OA 段为压密
阶段，AB 段为线弹性阶段，BC 段为非线弹性阶段，
CD 段为屈服阶段。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在岩石
压密阶段的渗透率随垂直应力的增加而逐渐降低，
并且文献[2425]中的岩体渗流试验也证明了该变
化趋势。

2

4

6
8
10
垂直应力/ MPa

12

14

图 11 压密阶段渗透率-应力关系[26]
Fig.11 Permeability-stress curve for contact compression
fracture at the closing stage

另外，采空区垮落的岩体处于峰后破坏阶段，
即图 10 中 D 点以后，但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随
着采空区垮落岩体的重新压实，其渗透率也逐渐降
低，这对采空区突水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文献[27]

渗透率, 应力

D

也通过大量试验得出：采空区垮落岩块的渗透系数

C

与压应力呈负指数相关，即采空区垮落矸石压实程

B

度越高，其渗透率越低，对采空区渗流突水的阻碍
A

O

Fig.10

作用越显著。

应力-应变曲线
渗透率-应变曲线

6 结 论

应变

图 10 渗透率随轴向应力和应变的变化关系
Variations of permeability and stress versus strain
under uniaxial loading

（1）
邢东矿 2222 工作面理论上满足带压开采条
件，但该工作面开采区域断层等构造较为发育，带
压开采可能会有突水危险。故采用微震监测底板导
水裂隙带位置，为针对性注浆封堵提供指导。

文献[26]给出了岩石内部接触型裂隙在压密阶
段渗透率与垂直应力之间的关系式为
k  k0 (1  n ) (1  n  ) 4.11
2

2 2

（2）利用 ESG 微震监测数据和研发的 CMMA3D 系统得知，2222 工作面底板导水裂隙带空间呈

（10）

漏斗形，约位于采空区见方位置（见图 3）
。可能导

第8期

孙运江等：邢东矿深部带压开采导水裂隙带微震监测及突水机制分析

水裂隙带底部存在隐伏断层薄弱突破口，这为针对
性注浆治理和保水开采提供了重要指导。

2341

and Technology, 2002, 30(6): 1－4.
[6]

何满潮, 谢和平, 彭苏萍, 等. 深部开采岩体力学研

（3）建立了底板隐伏断层扩展突水的力学模

究[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5, 24(16): 2803－2813.

型，采用断裂力学揭示了正、逆隐伏断层的拉剪和

HE Man-chao, XIE He-ping, PENG Su-ping, et al. Study

压剪活化机制，并推导出断层垂直扩展长度的计算

on rock mechanics in deep mining engineering[J].

公式。获得了正、逆隐伏断层扩展长度与底板承压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水压力和侧压系数之间的变化规律。

2005, 24(16): 2803－2813.

（4）基于微震监测导水裂隙带和 2222 工作面

[7]

左建平, 裴建良, 刘建峰, 等. 煤岩体破裂过程中声发

突水机制的分析，认为工作面突水分为 3 个阶段：

射行为及时空演化机制[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1,

未突水、底板突水和采空区渗水。阐明了 2222 工作

30(8): 1564－1570.

面突水量呈剧增-平稳-减小变化的原因。

ZUO Jian-ping, PEI Jian-liang, LIU Jian-feng, et al.
Investigation on acoustic emission behavior an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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