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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矿井水防控与资源化利用的研究进展、问题和展望
武 强
(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摘

要:为了更好地推广应用现有技术和探索研发新的技术方法,在全面总结我国目前矿井水防控

与资源化利用理论方法、应用技术、工程实践和技术标准等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该领域在基础理论、
水文地质( 补充) 勘探与水害预测预报、井下水害超前探测( 放) 与监测预警、矿井水害主要预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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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技术等方面的最新科研进展和取得的成果,指出了矿井水防控与资源化利用面临的挑战、存在
的问题和与我国快速、集约、规模化发展的煤炭工业要求存在的差距,探讨分析了其发展趋势,展望
了今后创新研究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与方法及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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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of mine
water and reutilization in China
WU Qiang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al Resources and Safe Mining,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the theory and method,application technology,practical engineer-

ing and technical standard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of mine water disaster as well as its reutilization in

China at pres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of basic theory,
hydrogeology ( supplement) exploration,advanced detection and monitoring as well as early warning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application of current technologies and develop new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And pointed out the challenge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field,the gaps with requirements of fast,intensive,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 in China,and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trends,future important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key technologies.

The prospects of th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were also forecast.

Key words: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of mine water,reutilization of mine water;research progress;existing
problem;development trend

我国在世界各国煤炭资源地质储量方面位居第

3,但从 21 世纪开始已是世界上第 1 产煤大国。 由于

上煤矿水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据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统计,水害在煤矿重、特大事故中是仅

我国是一个由多个构造板块经多序次地质构造运动

次于瓦斯爆炸的重大灾害。 水害矿难不仅容易造成

拼接而成的陆地,故地质构造条件十分复杂,是世界

井下作业人员重大伤亡,而且在经济损失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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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抢险救援难度和恢复矿井生产所需时间等方面

疑点,现场工程技术人员和专职探放水工肯定会即刻

在煤矿灾害事故中最为突出。 此外,水害事故发生面

进行超前探放水,查清疑点或隐患后再进行采掘。 但

广,凡涉及矿山开采特别是井工开采的各类矿种的矿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发现水患疑点? 如何提前判断水

山企业或涉及地下工程开挖的各类行业部门均普遍

害隐患? 这是矿山企业和现场工程技术人员目前急

面临 该 问 题, 故 社 会 影 响 面 广, 国 内 外 关 注 程 度
高

[1-5]

。

深部和下组煤煤炭资源开采的水害问题随着浅
部和上组煤易采资源储量逐渐枯竭日益严重,矿井充
水水文地质条件日趋复杂,突水影响控制因素增多,

需解决 的 重 大 难 题。 针 对 此 难 题, 《 煤 矿 防 治 水 规
定》 第 3 条提出了我国矿井防治水的新的“ 十六字”

基本原则,即“ 预测预报、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治

后采” ,即通过科学的预测预报方法和手段,首先发

现矿井水患疑点,对其疑点或隐患必须坚持超期探放

突水机理和类型复杂多变。 许多矿井不仅面临顶板

水,先探放后掘进,先治理后回采。 这样,“ 十六字”

因浅部资源开采或关闭大量不具备安全生产的小煤

基本原则就对矿井水害防治工作概括形成了一个完

矿形成的老空积水的透水威胁,而且面临着底板高承

整地闭合技术思路。 另外,配合新的“ 十六字” 原则,

压碳酸盐岩地下水的突水胁迫,同时煤层中还常伴随
有瓦斯等有害气体爆炸或煤瓦斯与地下水等的突出,

项水害综合防治措施,即“ 防、堵、疏、排、截” 。

(2) 在系统总结与分析我国近年来矿井重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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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煤层采掘环境处于水害的“ 顶威、底迫、中突” 中。

《 煤矿防治水规定》 第 3 条还提出了与其相配套的 5

近年来我国在煤炭产量大幅增长、开采强度不断

水害案例特征基础上,补充完善了矿井水文地质类型

加大情况下,煤矿水害控制形势继续保持总体稳定、

划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了我国矿井水

10 亿 t 增加到 2013 年的 37 亿 t,13 a 产量翻了 3． 7

类型划分的目的是分析矿井水文地质条件,有针对性

持续好转的发展态势。 全国煤炭产量从 2000 年的近
倍;与此同时,我国煤矿水害事故发生总起数和总死

亡人数分别从 2000 年的 104 次与 351 人下降至 2013

年的 21 次与 89 人,分别下降近 80% 与 75% 。 根据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2012 年的调查统计,近年全国
煤矿每年实际排水量达 71． 7 亿 m ,全国共有 61 处
3

煤矿的矿井正常涌水量超过 1 000 m / h,矿井水资源
3

文地质类型划分依据的新方案 [9-11] 。 矿井水文地质

地指导矿井水文地质补充勘探和水害预防、控制和治
理工作。 由于我国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受水害威
胁的煤炭资源比重大,水害类型齐全,故水文地质类
型划分对保障矿井安全生产意义重大。 考虑到我国
老空积水分布范围广,大部分老空积水区具体范围、
位置与形状不清,以及近年来连续发生多起由老空积

化利用率逐年提高。 这些数据说明,我国近年来在矿

水诱发的重特大透水矿难,同时考虑矿井在建设、生

井水防控与资源化利用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和研

产过程中是否发生过突水事故和发生突水的突水量

究成果

[6-8]

。 但由于我国煤田地质条件类型多,构造

复杂,矿井突水隐蔽致灾因素与机理多变,特别是随

着深部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水害防治形势依然十分严
峻,存在诸多难题,面临众多挑战,煤矿地下水控制与
资源化利用仍将是我国煤矿安全生产和科学开采研
究的一个重大科研课题。

1
1． 1

水文地质类型划分原有 4 项依据基础上,增补了“ 矿
井及周边老空水分布状况” 和“ 矿井突水量” 这 2 项
类型划分的新依据。

(3) 水体下和周边不同条件下安全开采的技术

要求和规定的技术标准不断完善 [9-10] 。 随着我国煤

炭资源开采强度增大和浅部资源逐渐殆尽,除了加大

研究进展和取得的成果

深部资源开发外,在过去技术条件下一般不宜开发的

基础理论

(1) 完善了矿井防治 水 基 本 原 则, 提 出 了 新 的

“ 十六字” 防治水基本原则和与其配套的“ 防、堵、疏、

排、截” 五项水害综合防治措施

大小与矿井充水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相关,在矿井

[9-10]

。 我国原有的矿

井防治水基本原则是 “ 有疑必探、先探后掘” 的 “ 八
字” 方针。 “ 八字” 原则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特别是

海、湖、河、水库、老空积水区和强富水含水层等大型
水体下与周围的开采活动日益增多。 对于有疏干条
件的矿井,应首先对威胁采掘工作面生产安全的各类
水体进行预先疏排,在排除积水、消除危险隐患后方
可进行采掘工程活动;如因各种原因无法排除水体、
但需在其下或附近开采倾斜、缓倾斜煤层的矿井,则

随着近年来国家对矿山生产安全的高度重视和所出

必须查明充水水文地质条件,按照《 建筑物、水体、铁

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与惩罚条例等、矿山企业在安全

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程》 中有关水

生产上的意识与管理水平大幅提高,以及采掘一线矿

体下开采规定,编制专项开采设计,组织相关技术人

工自身对安全的重视,如果矿井生产现场发现了水患

员研究讨论,确定安全可靠的防隔水煤( 岩) 柱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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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全防范措施,由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审批后,可

件分析方法是以点、线、平面、剖面等为基础,通过推

进行采掘工程活动,但要密切加强动态监测,如发现

算预测,形成对矿井充水水文地质条件二维空间的了

异常情况,立即停产撤人;对在水体下或附近开采急

解与认识。 这些方法不能真实反映与刻画自然界复

倾斜煤层的矿井,鉴于急倾斜煤层开采后诱发的抽冒

杂的三维充水条件和现象,缺乏动态处理和时空分析

机理、抽冒发育规律和发育高度预测以及抽冒控制等

能力,存在很大局限性。 三维水文地质可视化建模与

理论和工程技术问题目前仍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因

模拟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它可以

此,严禁在水体下或附近开采急倾斜煤层。

提供统一的三维显示通道,支持地面水文地质勘探、

(4) 剖析了突水系数计算公式演化历史,明确了

突水系数概念和水文地质意义,提出了突水系数计算
公式。 突水系数计算公式 T = p / M 是我国在 1964 年

试验和井下探测以及采掘工程揭露等数据的全方位、
一体化显示与管理;可进行任意地层剖面分析,各种
水文地质参数查询;可实现应力应变分析、地下水流

焦作水文地质大会战期间借鉴匈牙利工程师韦格弗
伦斯的相对隔水厚度( T = M / p) 概念而提出,并依据

模拟、突水危险性评价、水量预测计算和防治水对策

焦作、峰峰、井陉、邯郸、肥城和淄博等大水矿区出现

化分析平台将成为地面与井下水文地质勘探与测试

的大量底板突水案例和基础数据,计算得出了正常地

数据处理、充水条件物理概念模型分析、水流模拟评
价、水害预测预报和防治水方案制定等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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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块段临界突水系数值为 0． 1 MPa / m、构造块段为

方案优化比选等。 矿井三维充水水文地质条件可视

0． 06 MPa / m。 相比韦格弗伦斯的相对隔水层厚度计

1． 2

倒数。 这个倒数从数学上看似非常简单,但本文认为

手段有所创新,勘探程度有所提高 [2-6,13-15] 。 针对我

算公式,显然,我们提出的突水系数计算公式是他的

其水文地质意义重大,因为突水系数反映了水文地质

学中地下水渗流最基本的规律———Darcy 定律的核

心思想,即煤层底板充水含水层地下水在水压 p 的驱
动条件下渗透通过煤层与充水含水层之间隔水段厚
度 M 的距离、最终突入采掘场地时所消耗的能量,它

水文地质( 补充) 勘探与水害预测预报

(1) 矿井水文地质补充调查与勘探理念和技术

国大部分矿井或开拓延深区以往水文地质勘探程度
偏低和充水水文地质条件不清等问题,特别是西北、
东北和华北西部矿区的水文地质勘探程度明显满足
不了矿井高强度开发需求,《 煤矿防治水规定》 第 29

条规定了在 7 种情况下必须进行矿井水文地质补充

描述了煤层底板突水的整个动力学过程。 同时,明确

勘探。 近年来在我国东北、西北和开拓延深区等矿

了突水系数计算公式中水压( p) 为煤层底板隔水层

井,水文地质补充勘探程度有所提高,勘探理念有所

底界直接承受的水压,而不是煤层底界承受的水压。

突破,勘探技术手段和方法有所创新,在地质构造、充

后期随着人们对采掘工程活动诱发的煤层底板

水水源、导水通道、老空区探查和矿井涌水量预测等

矿压破坏现象、隔水段岩层岩性组合和底板承压地下

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如地质构造勘探的地面高分

水原始导升发育现象等认识的不断深化,陆续出现了

辨率三维地震技术;含水层富水性和充水通道水力性

突水系数的不同计算公式,这些公式更加真实地描述

质及导含水构造勘探的地面瞬变电磁、高密度电法、

了我国煤层底板突水的水文地质物理概念模型,但所

提出的临界突水系数值仍然采用的是 1964 年未考虑

频率测深、可控源声频大地电磁测深( CSAMT) 、磁偶

源频率测深和钻孔无线电波透视等技术;老空区和积

这些现象时提出的临界值。 显然,这是不妥的。 因

水老空区勘探的地面高分辨率三维地震技术、地面电

此,《 煤矿防治水规定》 编制本着还原历史的原则,在

法勘探和充电法造影成像;水文地质物理概念模型建

目前尚未提出考虑这些现象的普遍可接受的新的临
界突水系数值之前,突水系数计算公式仍采用 T = p /

立和水文地质参数确定的单孔、多孔、群孔稳定与非

M,将来一旦提出能够考虑这些现象的新的可接受的
临界突水系数值,突水系数计算公式还可重新修订。

稳定流抽( 放) 水试验、示踪联通试验和二者联合试
验、脉冲干扰试验等。

(2) 规定了作为水害预测预报重要内容的井下

(5) 规定了生产矿井必须具备的最基本防治水

突( 透) 水异常征兆信息的处置程序 [16] 。 井下采掘工

15 类台帐是其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防治水基础资

状态前的不长时间段内,在其附近的滴淋水量水质、

资料 [9-10] 。 作为一个生产矿井,3 个报告、5 份图件和

料,其他有关防治水图件和台帐由矿井根据实际需求
编制。 图件和台帐每半年需修正 1 次。

(6) 矿井充水水文地质条件三维可视化分析平

台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

[12]

。 传统的充水水文地质条

作面或其他地点在接近或临处于突( 透) 水极限平衡

煤层或围岩应力变形、水岩温度或气体理化性质等均
会显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即各种各样的突( 透) 水
征兆信息。 这些信息的出现并不可怕,而且信息起始
初值大小也不是关键,关键是要密切观测征兆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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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变化特征。 如征兆信息虽然起始初值不大,但其

等直接手段检查验证物探等间接手段的探测结果,并

动态变化很快,显然比较危险;反之,即使信息初值较

对含水体实施井下放水,决不允许将未经钻探检验的

大,但若其基本无变化或动态变化很缓,应该问题不

物探间接探测成果直接作为采掘工程设计的依据。

大,继续加强动态监测。 一旦井下突( 透) 水异常征

超前探放水工作必须由专职探放水队伍中的专业探

兆信息出现,应当立即停止井下所有作业,报告矿调
度室,并发出警报,撤出所有受水害威胁区域人员,组
织专业技术人员分析原因,开展必要探测工作,做出

放水工使用专用探放 水 钻 机 进 行 施 工, 即 满 足 “ 三
专” 要求。

(2) 井下地球物理超前探测技术 [2-5] 。 经过多年

科学判断。 在原因未查清、隐患未排除之前,不得进

的基础理论研究、现场试验、探测对比和分析提高,井

行任何采掘工程活动。

下地球物理超前探测技术取得了长足发展,基本能够

(3) 矿井水害预测预报理论不断完善,水害评价

的完整技术方法体系日益成熟,不同水害类型预测评
价技术得以更新换代

[17-20]

。 水文地质( 补充) 勘探工

覆盖井下采掘工程的各个环节,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
完整的井下地球物理探测技术体系。 在掘进工作面
超前探测方面,主要方法包括直流电法、瞬变电磁、瑞
利波、激发极化、高分辨二维地震、地质雷达和陆地声

水水源、导水通道和老空区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原始

纳法等,但目前应用效果较好的常用方法主要为直流

地学信息。 但这些有限信息是局部离散的,直接应用

电法和瞬变电磁法。 前者的优点是无探测盲区,且为

这些信息分析水患规律是非常初浅的,无法充分发挥

接触型探测,但不足之处是在井下巷道空间只能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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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矿井构造、主采煤层与含水层沉积结构关系、充

出水文地质勘探成果所蕴涵的价值。 如果采用先进

科学的评价方法和模型将这些原始信息加以分析、统
计、模拟与处理,得出的结果就可以系统整体的评价
预测矿井在采掘生产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诸如顶板、底
板、老空和构造等水害威胁的分区特征和程度。 根据
预测预报成果,即可方便有效地制定出矿井不同类型
水害的防治对策措施和建议。 针对我国普遍面临的

进前方单方向探测,探测距离较短(60 ~ 80 m) ,且体

积效应相对大;后者的优点是在井下巷道可多方向探
测,探测距离相对较长(80 ~ 120 m) ,体积效应相对

较小,但他的不足之处是探测成果存在 20 m 左右盲
区,且为非接触型探测。 在回采工作面超前探测方

面,音频电透视、瞬变电磁、无线电透视 CT( 坑透) 、
槽波地震和弹性波 CT 层析成像等为主要探测方法,

煤层底板突水难题,在原有“ 突水系数法” 评价方法

其中音频电透视和瞬变电磁法主要探测煤层顶底板

基础上,提出了可考虑更多影响因素的“ 脆弱性指数

含水层、烧变岩的富水性和老空积水区分布以及含导

法” 和“ 五图双系数法” 等底板突水综合评价方法;对

于煤层顶板水害,提出了可以同时解决顶板充水水
源、通道和强度三大关键技术难题的“ 三图 - 双预测
法” 。

1． 3

井下水害超前探测( 放) 与监测预警

(1) 井下采掘工作面超前探放水概念明确,其理

论与技术不断完善,探放水工作程序与步骤逐渐具体
化,探放水工作须满足“ 三专” 要求

[9-10]

。 虽然采掘

水构造等,无线电透视 CT( 坑透) 、槽波地震和弹性
波 CT 层析成像法主要探测煤层构造、煤厚变化、岩

浆岩和火烧区等。 目前井下应用新的地球物理探测
技术还包括钻孔窥视、孔巷透视、钻孔测斜、孔深探测
和开孔定向等。

(3) 井下定向钻进、分支造孔技术和采掘工作面

超前定向钻孔探放水技术 [21] 。 钻孔超前探放水是我

国传统但在目前仍被广泛应用的井下防治水的最重

工作面超前探放水是一项传统的井下防治水技术,但

要最有效方法之一,但由于目前井下超前钻孔探放水

在地面工作无法查明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和充水因素

均为直孔,按照煤矿防治水有关技术规定,一个掘进

的情况下,它在预测和避免重特大水害事故突发中仍
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使用价值。 一般采掘工作面超前

工作面如仅需探测煤层底板水,至少需打 3 个直孔以

上;如探测顶、底板水,所需探放直孔数量就更多了。

探放水的手段包括物探、化探、钻探和坑探等,物探和

大量的超前钻探工作量严重影响了掘进工作面掘进

化探为无损性探测,而钻探和坑探为扰动破坏性探

速度,超前探放水与掘进速度相互间产生了尖锐矛

测,物探和钻探为主要常用手段。 采掘工作面超前探

盾,这种矛盾严重影响了井下超前钻孔探放水技术的

放水的概念就是必须采用钻探或坑探等直接手段进

推广应用。 因此,在保证超前探放水质量和效果前提

行探放水,绝不允许应用物探或化探等间接手段直接

下如何减少探放水钻孔数量的技术变革就显的尤为

探水。 探放水具体工作程序与步骤应该首先采用廉

重要。 由于超前定向钻孔探放水技术具有人为定向

价、快速、能够对整个采掘工作面大范围实施超前探

和钻孔钻进轨迹可按照预先设计要求延伸到达预定

测的物探手段进行总体宏观探测,然后必须应用钻探

目标等功能,一个定向钻孔探放水效果可代替多个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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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可大大减少掘进工作面超前探放水钻孔数量,而
且可将定向探放水钻孔开孔位置放在掘进工作面后
部,这样就能解决钻孔超前探放水与掘进工作面掘进
速度相互间的冲突和矛盾。 这种井下定向探放水钻
孔具有开孔密度小、钻进轨迹可控性高、一孔多方位、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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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水害主要预防与治理技术

(1) 煤层底板注浆加固和含水层注浆改造以及

注浆封堵导水通道技术。 这项技术是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自主研发并逐渐应用于煤层底板突水
预防处理的一项注浆防水方法。 当煤层底板充水含

无效进尺少、可与掘井同时平行作业互不影响、探测

水层富水性强、水头压力高、且煤层隔水底板厚度薄、

目标点准确和排水效率高等诸多优点,他是对传统井

或遇构造破碎带和导水断裂带,无法采用疏水降压方

下探放水技术装备的一次革命。 此外,由于井下定向

法保障安全开采,或疏排水费用太高、浪费地下水资

钻进和分支造孔技术的独特优势,在回采工作面底板

源且经济上不合理时,采用底板隔水层加固和含水层

定向注浆加固隔水层与改造充水含水层、在超前预探

改造及局部封堵导水通道的注浆防水方法实属上策。

放顶底板充水含水层地下水和老空水、在地质构造和

该项技术主要针对煤层底板水害的预防问题,利用回

煤厚变化等不良地质异常体探测与治理方面,具有好

采工作面已掘出的上通风巷道和下运输巷道,应用地

的应用前景。

球物理勘探和钻探等手段,探查工作面范围煤层底板

(4) 基于水文地球化学、水压和水温等多源信息

隔水岩层裂隙发育规律和含水层富水性状况,确定裂
隙发育和富水段,采用注浆措施加固底板隔水层并同

程的任一涌( 突) 水点,往往均是由于接受了诸如大

时改造含水层富水性,进一步提高其隔水强度并使其

气降水、地表水、地下水或老空水等不同类型水源的

富水性大幅降低。 该项技术采用人为注浆工程手段,

补给、经径流后排泄于井下而形成,由于不同类型水

解决了在自然条件下无法保障安全开采,或采用人为

源在其形成、径流和排泄等过程中受到不同地质环境

疏降水措施无法实施安全开采的我国普遍面临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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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井下涌( 突) 水源快速综合判识技术。 井下采掘工

和人为因素等影响与干扰,其水源的水文地球化学背

层底板突水难题。 但应该清醒认识到,目前这项技术

景特征、水温和水位( 压) 各不相同。 这些在矿井现

主要应用在井下单工作面回采前的煤系薄层灰岩含

场收集到的在水化学、水温和水压( 位) 等方面不同

水层的注浆加固和改造方面。 随着华北型煤田下组

的大量样本点,可为井下涌( 突) 水点补给来源的快

煤和深部开采规模逐渐扩大,如何将煤层底板从一工

速判识数学模型建立提供极其重要的水源样品和基

作面一治理转变为区域治理、从回采工作面形成后再

础数据库。 根据井下涌( 突) 水点水压( 位) 、水温实

治理转变为形成前的预先主动治理、从以井下治理为

测值和水样水化学分析结果,应用基于大量实测数据

主转变为以地面治理为主、从以煤系薄层灰岩含水层

所建立的判识数学模型和信息系统,即可快速准确地

作为主要治理对象转变延伸到以奥灰含水层顶部作

判识出井下任一涌( 突) 水点的补给水源。

为主要治理对象? 这些问题是该项技术进一步研发

(5) 采动条件下矿井地质构造活化、煤层顶底板

破裂高度和水害监测与预警技术

[2-4,22]

。 在采动条

解决的方向和内容。

(2) 注浆技术 [2,23] 。 随着采深加大和下组煤开

件下,矿井水害的形成和发生都有一个从孕育、发展

采,矿井水害事故频发,潜在水患加剧,地面和井下整

到发生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在应力

体或局部注浆技术在快速封堵治理突水灾害、消除潜

应变( 特别是地质构造部位) 、水压( 水位) 、涌水量、

在水害隐患方面,显示出了明显的优势,例如帷幕截

水化学和水温等方面均会释放出对应的突( 透) 水征

流注浆在矿井地下水集中补给带和地下水排泄区强

兆,及时、准确、有效地监测这些征兆信息,建立一个

径流带等水害隐患处的封堵截流,局部预注浆改造充

集矿井水害监测、判识和预警技术于一体的完整体

水含水层富水性和封堵导水通道,地面定向注浆在岩

系,对于预防重特大水害事故发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溶陷落柱上部建造“ 堵水塞” 切断深部奥灰补给水源

义和实用价值。 目前在采动条件下能够实时、动态、

通道,地面综合注浆工艺和技术在充水巷道建立“ 阻

面状诊断并立体显示煤层顶底板变形破坏过程和断

水墙” 等,这些成套的配合注浆技术实施的快速定向

层与陷落柱等地质构造活化强度、烈度以及相关时空

钻进及分支造孔技术、不同工艺和方法的地面与井下

参数的高精度微震监测技术,在我国应用效果较好。

注浆技术、各种注浆堵水效果评判方法和准则等,为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采用水压( 位) 、水温
和三分量应变光栅类传感器,应用光纤光栅通信技术

矿井水害预防与治理提供了强大的技术保障。

(3) 综合机械化充填采煤技术 [2-3,24] 。 该技术利

研发的多参数点状矿井水害监测预警技术,在我国许

用煤壁、支架和充填体对直接顶的不间断接力支护,

多矿山也得到应用。

限制直接顶变形,使直接顶转变为基本顶,改变了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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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压力岩梁传递作用岩层,控制了矿压显现,稳定了

沟通矿井充水水源与其采掘工程之间水力联系的主

煤层顶底板含水层结构,从而达到了预防控制煤层顶

要导水通道。 近年来,煤矿的采深、采高和采掘工作

底板水害的目的。 此外,综合机械化充填采煤技术在

面尺度均在不断加大,井巷工程掘进和工作面回采速

控制地表沉降、消除矿井地面矸石山、杜绝采空区瓦

度不断提高,水害诱发条件、形成机理以及威胁程度

斯积聚、根除煤层自然发火隐患和减少矿山环境地质

都在发生变化。 然而,针对复杂的水文地质背景、大

问题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尺度的采掘工程和高强度的生产要求,我国目前的水

(4) 大功率、高扬程、大流量矿用潜水电泵技术。

害探测和防治水技术手段以及小型隐蔽性致灾通道

过去一直依赖于进口的矿用潜水电泵由于价格高昂

的超前精细探测定位技术与装备仍无法完全满足工

等原因,有限数量的进口潜水电泵一直只能应用于突

程实践要求,缺乏对水情的高精度实时探测预报和水

( 透) 水事故发生后应急抢险救援的排水,但随着我

害的有效监测预警,现代高新技术在煤矿水害探测和

国科学技术进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功率、高扬

防治方面应用有待提高,许多探测和防治技术问题未

程、大流量潜水电泵技术已逐渐成熟,大量物美价廉、

能得到根本解决。

性价比高的国产矿用潜水电泵为我国矿山水害预防
与治理的普遍使用提供了物质保障,为圆满解决水文

空区探测与定位技术方法体系 [28] 。 老空水害是老空

区积水突入矿坑造成的灾害,是近年来我国煤矿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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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条件复杂和极复杂矿井井底车场周围设置防水

(4) 尚未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老空区和积水老

闸门困难与国家原来刚性技术标准要求的相互冲突

重特大水害事故的主要类型。 老空水害的发生主要

难题提供了技术支撑,为确实不具备建设防水闸门条

是老空区的防水煤( 岩) 柱被采掘工程扰动破坏后不

件的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极复杂矿井提供了一个替代

足以抵抗老空积水水压所致。 破坏原因:一是积水老

技术的选择。

空区位置和底界面标高不准,积水范围不清,水位和

2

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1) 矿井防治水基础工作薄弱,水文地质调查和

水量不知,又不做有效的超前探放水工作,采掘时误
入积水老空区所致;二是开采积水老空区煤柱,许多
资源枯竭煤矿以开采废弃煤柱延长矿井服务年限,开

勘探程度偏低,严重滞后矿井建设速度和生产强度。

采时对其相邻煤矿的积水老空区位置不清,缺乏有效

矿井防治水必备的基础资料、图纸和台帐不健全,矿

监测和保护措施,酿成透水灾害。 因此,老空区和积

井及周边废弃关闭小煤矿的古空与采空区范围不准,

水老空区成套有效探查、定位技术方法的研究与开发

积水区域不明,充水水文地质条件不清,充水含水层

意义重大。

水文地质参数缺乏,致灾通道特别是隐蔽致灾通道不
明,制定的防治水措施缺乏针对性,水害预测预报与
水患排查治理制度不落实,水害隐患心中无数。

(2) 矿井突水机理认识不足,缺乏大型相似材料

(5) 采煤、控水、保生态 3 者优化结合的管理理

论和成套技术方法尚未建立与形成 [29-31] 。 我国西北
和华北型煤田西部早中侏罗纪煤田地处干旱半干旱

气候区,年降水量仅有 250 ~ 450 mm,自然生态环境

。 随着采深加大和下组煤大

十分脆弱,该地区煤层厚,埋藏浅,地质构造条件相对

“ 四高” 问题逐渐显现,影响矿井突水因素随之增多,

的“ 一控、二保” 约束压力非常大;我国中东部矿区受

物理再现实境模拟

[25-27]

规模开发,高地应力、高水温、高水压和高瓦斯压力等

简单,大采高条件下的控水、保地质环境、保生态系统

突水类型呈复杂多样化特征,延迟滞后突水或离层水

底板奥灰承压岩溶裂隙水威胁严重,水压大,富水性

突水等浅部少见的突水现象逐渐增多。 研究方法过

强,导水通道隐蔽复杂,底板突水时有发生,另外,浅

分依赖数学模拟,忽视了物理模拟,缺乏从多因素、多

部和上组煤开采遗留的资料不清的大量采空积水区,

场耦合和多种模拟手段等方面开展综合研究。

也是威胁我国中东部矿区安全生产的重大危险源隐

全满足高强度快速采掘工程和生产的要求,特别是小

间的尖锐矛盾与冲突问题? 如何实施煤矿区地下水

(3) 相对落后的探测和防治水技术手段未能完

型隐蔽性致灾通道的超前精细探测定位技术与装备
有待进一步提高。 小型隐蔽性致灾通道是指无明显
地表或井下出露和显现特征、发育于岩层内部规模有

患。 因此,如何破解煤矿区采煤、控水、保生态 3 者之

控制、利用、生态环保 3 者优化结合? 变水害为水利,
变废为宝。

(6) 专业技术人员短缺,人才培养与培训缺乏组

限的地质构造,主要包括自然的隐伏断层、裂隙密集

织和长期规划,科技治水能力不足,煤炭企业的产、

带、局部构造破碎带、岩溶陷落柱、岩溶塌落洞和人为

学、研、用结合程度不够,缺少防治水专项资金支撑。

的冒裂带、抽冒带、切冒带、封闭不良钻孔等,他们是

目前,煤矿地质、水文地质和测量等一线专业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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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 从业人员技术培训无长期规划,已有知识严重
过期老化,缺乏新知识、新方法和新技术的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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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生态环保 3 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问题,“ 煤 - 水”

双资源型矿井建设和“ 控水采煤” 技术研发是解决 3

者矛盾与冲突问题的有效方法和具体途径。 该方法

科学技术研究资金有限且研发水平低,研发能力不

核心支撑技术主要包括:① 对于具备可疏性矿井,亦

足。 由于从业人员防治水整体素质和专业知识有限,

采用矿井排水、供水、生态环保“ 三位一体” 优化结合

许多井下突水预兆信息甚至明显的突水预兆信息无

方法。 排水措施可以实施地面排水,也可井下放水,

法及时捕捉并加以准确判识,违章指挥和违规施工现
象时有发生,酿造了许多本应该可以避免的水害事

排水系统,这样可大大减少矿井水的处理成本。 ②

对于可疏性差矿井,亦采用矿井地下水控制、利用、生

故。

3

有时可 2 者相互结合,井下放水最好采用清污分流的

态环保“ 三位一体” 优化结合方法。 地下水控制措施

发展趋势和研究展望
(1) 完善精细智能化的煤矿安全高效开采地质

保障系统研发

[3]

。 煤矿地质安全保障系统应包括两

包括:煤层底板注浆加固与含水层改造;注浆封堵导
水通道;改变走向长壁采煤方法,实施诸如充填开采
法或房柱式开采法等,优化开采工艺;在第四系强富
水含水层下对煤层覆岩实施局部轻微爆破松散,抑制

统。 无论矿井生产还是安全,基础地质保障系统是先

断裂带发育高度;局部限制采用对煤层顶底板扰动破

决条件。 基础地质保障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主要

坏大的一次性采全高或放顶煤等开采工艺;应用“ 三

包括水文地质调查与勘探、水情与水害的预测预报、

图法” 对研究区实施开采适宜性评价,进行开采适宜

地质构造特别是隐蔽性致灾地质构造和充水含水层

性分区,圈定不宜开采地段;建立地面浅排水源地,预

富水性的高精度精细综合探测定位技术与装备、矿井

先截取补给矿井的地下水流;预先疏排诸如强径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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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即生产地质保障子系统和安全地质保障子系

水害快速有效治理和抢险救援的钻探施工技术与装

等地下水强富水地段等。 在对补给矿坑地下水实施

备、矿井充水水文地质条件和采动效应的动态监测与

最大限度控制、最大限度减小矿井涌水量的基础上,

预警等内容,他们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需要根据

将有限的矿井排水分质处理后最大化加以利用。 通

大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是保障煤矿安全生

过对矿井水实施有效控制与利用,保护了矿区地下水

产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

资源,防止了地下水水位大幅下降,避免了矿区生态

(2) 深部和下组煤开采条件下矿井水害防治基

础理论与技术方法

[19-20,30-32]

。 随着我国东部矿区浅

系统和地质环境的恶化,维护了矿区原始生态地质环
境。 ③ 对于具备回灌条件的矿井,可采用矿井水控

部和上组煤煤炭资源逐渐枯竭、西部丰富煤炭资源因

制、处理、利用、回灌、生态环保“ 五位一体” 优化结合

受交通运输和脆弱生态环境约束等外部条件限制,加

模式和方法,首先通过采取各种防治水的有效措施

大中、东部矿区深部和下组煤煤炭资源开发和生产强

后,将有限的矿井水进行井下和地面的水质处理,最

度,是满足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必然

大限度地在井下生产环节和地面供水环节利用矿井

选择。 可以预计,在未来 20 年我国东部矿区许多矿
井将逐步开采 1 000 ~ 1 500 m 深度的煤炭资源。 因

此,应深入开展:深部和下组煤开采条件下的煤层赋

水,最后剩余的矿井水经处理达标后回灌地下,达到
矿井水在地面的零排放目标,实现我国煤炭资源开发
与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统筹规划、协调可持续发展

存规律、高地应力、高水压、高水温和高瓦斯压力的

的最终目标。 ④ 管理层面的组织协调。 由于“ 三位

境下的力学行为演化特征,充水水文地质条件补充勘

环保 3 个相互独立的不同部门,如能使 3 者实施无缝

“ 四高” 特征与分布规律,以及深部岩石在“ 四高” 环

探、深部岩溶水补、径、排特征和底板岩溶水突出机
理、采动岩体裂隙动态演化规律、深部矿井突水动力
灾害致灾机理和触发条件、经济技术可行的深部隐伏
地质构造精细探测定位技术与方法、煤炭资源开发的
多种地质灾害耦合互馈链式反应效应、突水灾害预测

一体” 或“ 五位一体” 优化结合系统涉及矿山、水务、

有效的成功结合,不同层次的政府出面组织协调三部
门相互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保障。
(4) “ 煤 - 水 - 气 - 热” 多资源型矿井建设与开发

理论与技术。 我国相当一部分煤矿同时遭受水害、气
害( 瓦斯) 、热害等灾害的威胁,矿井开发过程中,不

预报理论和治理技术及监测监控预警方法等。
(3) 加强“ 煤 -水” 双资源型矿井建设和开发理论

且瓦斯爆炸、煤与瓦斯突出和高水温、高岩( 煤) 温等

我国大水矿区普遍面临一个采煤 ( 排水) 、 控水 ( 供

采的矿井,三大灾害问题同时并存。 因此,针对这类

与技术研究,以及 “ 控水采煤” 核心技术研发

[29-31]

。

仅面临煤层顶底板和老空区积水突( 透) 水问题,而

灾害难题也同时并存,特别位于地热异常带和深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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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水量大、瓦斯丰富、地温高的矿井,在煤炭资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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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矿井正常排水系 统 的 潜 水 电 泵 研 发 技 术。

全、高效、绿色、健康地开发过程中,将传统被认为灾

由于潜水电泵具有地面可控制和泵房淹没后仍能正

害源的矿井水、瓦斯、地温能实施预先抽放或采用地

常工作等诸多优点,高扬程大流量潜水电泵已在我国

源热泵等技术加以综合利用,将其作为煤炭资源开发

煤矿使用。 但由于缺少长期稳定运行的工程实践,目

过程中的共伴生资源加以开发,应用大系统工程理

前主要用于矿井短期抗灾强排或应急抢险救援使用,

论,使煤炭资源开发与水、气、热资源化利用作为一个

在矿井正常排水系统中应用极少。 对于水文地质条

完整系统加以综合研究,建设“ 煤 -水 -气 -热” 多资源

件复杂或极复杂、涌水量大、有突水危险的矿井,特别

型矿井,是现代煤炭工业实现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是采用传统的吸入式矿用多级离心水泵不能满足吸

途径。

水高度或泵站硐室温度不能满足要求或泵站噪声超

(5) 进一步加强废弃矿井闭坑管理机制与可操

标等情况下,研发应用于矿井正常排水系统的潜水电

造成的不稳定影响和对周围矿井生产形成的重大安

(8) 钻物探无缝一体化的采掘工作面随钻超前

作措施研究。 考虑到大量关闭废弃矿井对周围环境

泵设备和配套装备意义重大。

全隐患,特别是废弃积水矿井,已构成对周围煤矿安

探放水技术研究。 井下采掘工作面超前探放水一般

全生产的严重威胁,近年来已发生了多起严重的重特

主要采用钻探和地球物理勘探两种手段,他们各有优

。 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统计

缺点。 钻探手段优点是直观明了,只要钻孔触及到含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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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透水事故

[9-10,28,33]

资料,2006 年共发生水害事故 99 起,其中一次死亡
人数超过 3 人以上的 45 起水害事故均为老空透水事
故。 为了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 煤 矿 防 治 水 规
定》 第 18 条对废弃矿井应当提交闭坑报告和报告内

水体,即可探明其确切位置并实施放水,达到超前探
放水目的;但其缺点是一孔之见,控制范围有限,存在
勘探盲区,所需工期长,投资大,即如触及不到含水
体,仅仅证明在直径细小探放水钻孔位置不存在含水

容等做了专门规定。 但由于历史原因,过去已遗留的

体,如想探测清楚采掘工作面整个范围的含水体分

废弃矿井无法提交正规闭坑报告,只能根据后期需花

布,必须设计多个钻孔。 地球物理勘探手段的缺点是

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的专门勘探和评估等工作来
弥补;但现在应该是立即采取管理变革措施的时刻
了,绝不允许把现在正在废弃的矿井和采空区、特别

多解,探测精度受探测 范 围 增 大 急 速 下 降 ( 体 积 效

应) ,受探测环境影响大,无论何种方法均存在这些

问题;优点是在较小投资情况下能快速对整个采掘工

是积水矿井和采空区在不编制任何正规闭坑报告情

作面大范围实施超前探测,且在探测范围较小情况

况下不负责任地遗留下来,坚决防止并杜绝把废弃矿

下,其精度较好。 鉴于上述优缺点分析,目前井下通

井的类似问题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常采用先物探后钻探验证的探放水方案,但二者的结

(6) 大采高综合机械化采煤或一次性采全高放

合是属于一种有缝的配合,无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钻

顶煤开采条件下的顶板超高导水断裂带和底板超深

物探无缝一体化探测。 近些年来所研发的先钻探后

矿压扰动破坏带的预测评价理论和现场实测技术方

物探的钻物探一体化探测技术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缝

法研究。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国大部分大型煤

结合,这些技术充分吸收了二者各自优点,克服了各

矿陆续采用大采高综合机械化采煤或一次性采全高

自不足,在钻探完成后或过程中实施随钻物探探测,

放顶煤开采方法实施回采,这些采煤方法在创建高产

将其物探探头置于钻孔内,探头的网口通过网线电缆

高效矿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水文地质问题,这就是

与现场主机网口相连接。 这种钻物探无缝一体化随

超高顶板冒裂带高度和超深底板矿压破坏深度远大

钻超前探测方法目前主要包括钻孔激发极化法和钻

于传统分层开采所造成的高度和深度,使得在传统开

孔电磁波层析成像法等。

采诱发的扰动破坏带以外、对矿井安全生产本不构成
威胁的顶底板充水水源转变为采动破坏带内,对煤矿
安全生产构成了充水威胁。 这些采煤方法所诱发的

(9) 具有采动变形和突( 透) 水潜势监测功能于

一体的矿井水害监测预警技术体系研发

[22,34-35]

。 突

( 透) 水灾害的发生必须同时存在 3 个条件,即补给

煤层顶、底板异常扰动破坏带增加了采掘工程触及煤

水源、导水通道并具有一定强度,如缺少任一条件,均

层顶、底板含水层或老空水或地表水体的概率,增大

不可能发生。 目前微震监测技术虽然能够对导水通

了矿井突水的可能。 因此,大采高综合机械化采煤或

道在采动变形过程中进行实时、面状、高精度定位和

一次性采全高放顶煤开采条件下的顶底板异常扰动

三维展示与分析,可以确定通道类型、通道时空位置

破坏带完全有别于分层开采情况,需要从基础理论和

和变形尺度等,但他本身无法探测并判断采动过程中

现场实测技术两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不断变形的通道是否充水或含水,即微震自身无法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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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并预警突( 透) 水潜势。 因为采动变形再大,如无

重大的意义。 井下两栖救生车必须具备清除或跨越

水源补给,也不会导致突( 透) 灾害。 中煤科工集团

巷道各种障碍物、保证一定运行时间和稳定性等基本

西安研究院研发的基于光纤光栅通信技术的多参数

功能。

然不但能够监测采动变形,而且可通过监测水压和水

究。 矿井发生突( 透) 水事故后,在井下淹没水位标

( 应变、水压、水温) 煤层底板突水监测系统,目前虽

(12) 矿山救护医学 的 基 础 理 论 与 临 床 试 验 研

温来探测判断是否充水,但多参数监测系统只能进行

高以下的采掘空间,一般会被全部淹没,误入这些地

点监测,无法覆盖整个工作面。 因此,研发同时能够

点避灾人员,生还可能性有限;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

面状监测采动变形和充水含水两大特征的矿井水害

如果被淹空间处于诸如独头巷道等的完整封闭的不

监测预警技术体系,是今后水害监测预警领域的另一

漏气隔绝环境,突( 透) 水的高压高速水流通过高度
压缩封闭采掘空间原有空气,并能形成一个气 - 水压

个重要研发方向。 目前基于物联网式的微震与激发
极化高密度电法耦合监测的煤矿突( 透) 水监测预警
方法与装备,可实现采动变形和突( 透) 水潜势同时
面状监测预警的目标。

(10) 进一步加强华北型煤田奥灰顶板古风化壳

位高于该空间顶部标高,被困避灾人员也不会被水淹
没,仍有生存可能。 可以想象,地处一个原有空气被
高度压缩环境的被控人员,究竟能承受多大气压? 不
同气压能够承受的生命极限时间是多少? 另外,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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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充填规律和隔水性能预测评价以及在下组煤安

力相对稳定的平衡界面,即“ 气穴” ,即使外部淹没水

全开采中的水文地质意义研究。 1976 年峰峰地层会
议将中奥陶系分为 3 组 8 段,其中峰峰组 8 段、上、下
马家沟组 5,6 和 2,3 段为相对强富水段,峰峰组 7

段、上、下马家沟组 4 和 1 段为相对弱富水段。 目前

被困人员如无法在井下环境寻找到水源,或虽然找到
水源但水质不适合饮用,在这种情况下,被困人员是
否可饮用自己的小便? 长期不饮水的被困人员的小
便是否含有不利于健康的成分? 此外,在从井下抢救

尚无证据显示,中奥陶系顶部峰峰组因地层原始沉积

并运送长期被困人员时要采取措施,防止突然或太快

变异而致其富水性变差。 但是,由于加里东构造运

改变他们已适应的生存环境,造成不应有的伤亡或人

动,我国华北型煤田近 80 万 km2 的奥陶系碳酸盐岩

体器官损伤,但究竟针对被困时间不同的人员,从井

大范围裸露地表,经历了长期的地表风化剥蚀,在中

下向地面运送速度控制在多少为宜? 另被困期间断

奥陶统碳酸盐岩顶界面形成了古风化壳,后期受各种

绝食物后,在饥饿难忍情况下,是否可嚼食诸如煤块

因素影响又被风化充填。 显然,在碳酸盐岩顶界面被

等杂物充饥? 这些人体体能极限数据对于应急抢险

黏土等物质充填的古风化壳,其渗透性和富水性是相

救援预案科学制定意义重大,需要从人体医学基础理

当有限的。 华北型煤田奥陶系碳酸盐岩顶界面大范

论和临床试验等方面开展研究。

(13) 矿山环境问题突出,修复与治理工作欠账

围存在的低渗透、弱富水的古风化壳对整个煤田下组

煤安全开采具有十分重大的水文地质意义。 因此,研

较多,需深入系统研究 [36] 。 以往长期无序不合理开

究奥陶系古风化壳受古地形、埋藏深度、地质构造和

发,特别是“ 肥水快流” 政策的实施和管理经验上的

地表径流条件等因素控制影响的发育与充填规律,建

不足,采矿工程活动诱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矿山环境问

立刻画奥灰顶部古风化壳隔水性能的指标体系,提出

题。 如何对众多复杂的矿山环境问题实施科学地梳

奥灰顶部古风化壳隔水性能定量评价理论与方法等,

理与分类? 如何有效开展矿山环境调查与勘探? 如

对遭受底板突水严重威胁的煤炭储量巨大的华北型

何对矿山环境进行真实评价与演化趋势预测? 如何

煤田下组煤安全绿色开采意义重大。

制定矿山环境保护和修复治理方案? 这些均是今后

(11) 矿井突水事故应急救援与井下灾情现场实

地勘查的两栖救生车技术和装备研发。 矿井突水事
故一旦发生,往往造成井下工作面或采区甚至整个矿
井全部被淹,被矿井水围困人员与外界隔绝,无法得
到食品、水源和电力等人体生存必须的物质,如果延

矿山环境问题研究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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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科
技总论

碴石

矿山提升[ 学]

矿山卷扬

选煤

洗煤

含

义

呈固态的化石燃料,包括煤、油页岩、石煤、地沥青等。
煤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岩石统称,包括混入煤中的岩石、工作面冒落的岩石以
及选煤过程中排出的高灰分含碳岩石等。
研究矿山中各种提升方式( 包括机械、水力提升,立井、斜井提升,主井、副井提
升等) 的学科。
将采出的煤经人工和机械处理除去非煤物质,并按需要分成不同质量、规格产
品的机械加工过程。 分干法选煤和湿法选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