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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煤矿矿震分类缺乏定量化指标、矿震传播规律不清楚、危险性矿震难以判别等问题，综合

采用数值模拟、理论分析及现场实测的方法，对煤矿矿震进行了分类，通过 ＵＤＥＣ 数值模拟再现了震

动波在节理岩体中的传播过程，结合微震监测数据，统计分析了矿震震动波传播过程中质点峰值速度
和震动波能量的衰减规律，初步探讨了危险性矿震判别方法。 结果表明：煤矿矿震可分为采动破裂

型、巨厚覆岩型和高能矿震型 ３ 种，其中高能矿震型又可细分为煤体内爆型、顶板失稳型和断层活化
型。 根据矿震是否对井下人员或设备造成危害，又可将矿震分为正常矿震和危险性矿震 ２ 大类。 矿

震震动波传播受多种因素影响，煤岩体中的不连续面对震动波传播作用明显。 揭示了不连续面对震
动波应力传递的阻断机制：当震动波传递的应力与原岩应力叠加超过不连续面强度时，不连续面发生
破坏，出现一定位移，介质的不连续性阻断了震动波应力传播。 矿震传播过程中，质点峰值速度与震
动波能量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峰值速度、能量均与传播距离呈负指数型关系。 实测表明：某矿区实体
煤区域和采空区区域的质点震动速度吸收系数分别为 ０．００３ ７５ 和 ０．００７ ６，震动波能量吸收系数分别

为 ０．００７ ５、０．０１５ ２，２ 种区域内震动波衰减差异明显，不连续面对震动波传播影响显著，验证了数值

模拟的正确性。

关键词：矿震类型；震动波；能量衰减；冲击地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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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和互联网等技术，搭建了矿震冲击灾害远程在线预

言

警平台，并成功应用于现场。

采矿诱发地震是指地面或几百米浅层和上千米

同时矿震危险性的判别值得关注。 煤岩体中原生节

。 但少数强矿震发生后，

波传播影响显著，理论分析及有限元数值模拟研究

和煤与瓦斯突

方法存在一定局限性。 笔者分析了多个矿区不同地

等灾害，有时甚至导致地面晃动、地表塌陷、

质和开采条件下矿震震源信息、波形和井下矿压显

煤矿中，矿震与冲击地压不能一概而论，矿震不一定
会导致冲击地压的发生

［２］

可能 诱 发 煤 矿 井 下 冲 击 地 压
出

［６－７］

建筑物损坏等严重后果

［８］

［３－５］

，在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

损坏的同时，容易引发社会问题。

目前，针对煤矿矿震类型与特征、发生机制、传
播规律及监测预警技术，国内外学者开展了诸多研
究。 朱佩武

［９］

区分了矿震、天然地震和爆破的震相

特征，并据此将矿震分为冲击型与重力型 ２ 类。 李

铁等

已有的矿震分类多是定性描述，缺乏量化指标，

。 在

深层的矿山开采引起的地震活动，简称矿震

［１］

［１０］

对海孜煤矿 ９ 个强矿震进行震源机制分析，

结合区域地应力测量结果，提出了海孜矿强矿震发

生机理及防治思路。 曹安业 ［１１］ 通过矩张量反演方
法研究了采动煤岩震源破裂机理，结果表明该方法
［１２］

理、采动裂缝以及地质构造等不连续面对矿震震动

现情况，根据矿震震动特征及危险程度对其进行分

类。 采用 ＵＤＥＣ 数值模拟研究了节理岩体震动波传
播规律，揭示了不连续面对震动波应力传播的作用
机制。 提出了矿震震动波能量衰减拟合分析和危险
性矿震判别方法，以某矿为工程背景，分别分析了实
体煤区域和采空区内矿震震动波衰减特性。 结果表
明，现场实测与模拟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１

煤矿矿震类型
矿震是煤矿采掘过程中煤岩体对区域或局部应

基

力调整的一种响应，通常伴随着能量释放与震动，其

于煤矿现场微震监测，结合覆岩空间结构理论，分析

本质原因是煤岩体中存在高应力或高应力差。 如图

可以较好地揭示矿震震源破裂特征。 魏东等

得到了相邻采空区下工作面回采关键层失稳诱发矿
震机理及防治方案。 王树立等

［１３］

研究了超厚高位

红层砂岩破断矿震活动规律，强矿震的发生和红层
破断密切相关。 陈学华等

［１４］

研究了地垒构造区域

内工作面矿震分布特征，认为断层活化导致矿震能
［１５］

１ 所示，在煤矿开采中，煤体宏观破裂及失稳、岩层

破断及运动、断层活化等均会引发矿震。 因此，采
深、断层、褶曲、煤柱、坚硬顶板以及回采速度等是影
响矿震频次和能量的重要因素。

基于 ＳＯＳ 微震监测系统及矿井矿震远程在线

对一例异常矿震信号

监测预警平台，捕获并积累了大量不同地质、开采技

进行深入挖掘，提出矿震震动破坏诱发高应力区发

术条件下煤矿开采过程中的矿震震动信号。 在海量

量及频次升高。 苗小虎等

［１６］

分析了矿震震动波

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对矿震能量、波形特征、震源位

能量的传播模式并给出了矿震诱冲的条件。 为进一

置、震动时煤壁震动速度以及煤矿井下矿压显现特

生冲击地压机理。 曹安业等

步精确描述矿震震动波传播过程，潘一山等

［１７］

基于

均匀各向同性介质假设，通过直接求解三维波动微
分方程得到了描述震动波在三维空间中传播的三维
激震模型。 朱广安等

［１８］

通过数值模拟发现断层对

矿震应力波起着明显的阻隔和衰减作用。 高明仕
等

［１９］

通过在不同介质中进行震动波传播试验，得出

岩土介质中能量与传播距离呈乘幂关系衰减。 为了
准确预测矿震冲击灾害，窦林名等
２４

［２０］

结合微震监测

征等的综合分析，提出将矿震分为采动破裂型、巨厚
覆岩型和高能震动型 ３ 种类型，见表 １。 其中采动

破裂型矿震是指采掘过程中由煤层及附近顶底板岩
层破裂产生的矿震，其能量一般小于 １０ ４ Ｊ，属于采

掘状态下采场周围煤岩体破裂有序释放能量的正常
现象；巨厚覆岩型矿震是指距煤层 １００ ｍ 以上、厚度
大于 １００ ｍ、岩石强度相对不大的巨厚岩层在采空

区上方破断、滑移产生的矿震，能量大于 １０ ５ 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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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矿震大部 分 能 被 地 震 台 网 记 录；高 能 震 动 型 矿

震是指能量 １０ Ｊ 以上，且震源位于采掘工作面附
４

近实体煤及 其 顶 底 板 岩 层 之 中，此 类 矿 震 也 可 能

Ｆｉｇ．１

断层活化型。

图１

矿震成因示意

表１

煤矿矿震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ｔｒｅｍｏｒ

煤壁震动速度 ／

波形特征

震源位置

矿压显现情况

＜１０ ４

＜２００

Ｐ、Ｓ 波不清晰，持续时间短，主

采掘工作面煤层及其 ５０ ｍ 范围

煤炮 声， 采 掘 工 作 面 有 轻

内顶底板岩层

微震动，地面无震感

＞１０ ５

１００ ～ ４００

Ｐ、Ｓ 波清晰，持续时间长，主频

工作面 采空区上 方 距 煤 层 １００

井上 下 均 有 震 感， 地 震 监

ｍ 以上的巨厚覆岩中

测系统有响应

＞１０ ４

２００ ～ ４００

Ｐ、Ｓ 波清晰，持续时间长，主频

采掘工作面附近实体煤及其顶

井下有强烈震动与声响，地

矿震类型

震动能量 ／ Ｊ

采动破裂型

高能震动型

动型矿震进一步细分为煤体内爆型、顶板失稳型和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ｔｒｅｍｏｒ

Ｔａｂｌｅ １

巨厚覆岩型

被地震台网记录，根据发生主体不同，可将高能震

（ ｍｍ·ｓ －１ ）

频大于 １０ Ｈｚ
小于 １０ Ｈｚ

小于 １０ Ｈｚ

矿震是否对井下产生危害与其能量大小及相对
采场的位置有关，并不是所有的高能量矿震均会诱
发冲击地压等矿井灾害。 采动破裂型矿震虽然分布

底板岩层中

面有时有震感，可能诱发冲
击地压，造成井巷破坏

备危害性大小的角度出发，可以将矿震分为正常矿
震和危险性矿震 ２ 类，如图 ２ 所示。

于采场周围的煤岩体中，但震动能量小，属于安全性
矿震；巨厚覆岩型矿震产生的能量大，但距离采掘工
作面较远且位于采空区中，震动波衰减较快，因此一
般情况下对井下工作人员及设备的威胁不大，但在
特殊地质和开采因素下，巨厚覆岩型矿震也具有危
险性；高能震动型矿震震源处于或邻近采场空间，同
时释放能量较大，较强的震动波突然作用于采场周
围煤岩体中的应力场和渗流场时，极易诱发冲击地
压、煤与瓦斯突出、突水等矿井灾害。 结合矿震发生
时煤矿井下矿压显现情况，从矿震对井下人员或设

Ｆｉｇ．２

图２

矿震危险程度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ｄａｎｇｅｒ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ｔｒｅｍｏｒ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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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震震动波传播数值模拟
矿震震动波传播规律是揭示采动动载诱发冲击

地压机理的重要基础 ［２１］ 。 采用 ＵＤＥＣ 数值模拟方
法研究岩体中震动波传播引起的应力响应和不连续
面对震动波传播作用机制。 由于考虑了不连续面的
作用，该数值模拟方法被广泛应用于采矿工程相关

问题研究中 ［２２，２３］ 。 ＣＡＩ 等 ［２４］ 采用 ＵＤＥＣ 研究了多
组平行裂缝对岩体弹性波衰减的影响规律。 ＤＥＮＧ

等 ［２５］ 研究了节理岩体中地下结构在爆炸诱发应力
波作用下的损伤机理。
２．１

图３

数值模型与方案

在 ＵＤＥＣ 数值模型中，煤岩体由一系列块体和

块体间的节理构成，节理按照力学准则允许发生剪
切滑动或张拉位移，节理失效与否取决于其强度与
应力状态，当微观损伤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可观察到

煤岩体的宏观破坏。 数值模型如图 ３ 所示，长６０ ｍ、

高 ５０ ｍ，节理间距设置为 １０ ｍ，模型顶部的箭头代

Ｆｉｇ．３

ＵＤＥＣ 数值模型

ＵＤＥＣ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构关系为 Ｍｏｈｒ － Ｃｏｕｌｏｍｂ 滑移模型，模型物理力学

参数采用试错法进行验证，岩石块体和节理性质见

表 ２，表中 Ｅ 为岩石弹性模量，ｋ ｎ 、ｋ ｓ 分别指节理面的

法向、切向刚度。 将矿震震动波简化为半正弦拉伸

应力波，幅值为 ７ ＭＰａ、频率为 １０ Ｈｚ，如图 ４ 所示。

表所施加应力的方向，为研究震动波传播过程中质

岩石的波速一般为 ４ ０００ ～ ７ ０００ ｍ ／ ｓ，可知该模型

分别为 ５、１５、２５、３５、４５ ｍ。

ｍ，远小于波长的 １ ／ ８ ～ １ ／ １０，震动波参数满足在模

点应力及速度变化规律，共布设 ５ 个监测点，高度 Ｈ
岩层块体采用各向同性的线弹性模型，节理本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项目 密度 ／ （ ｋｇ·ｍ ）
－３

块体

２ ６００

下震动波波长为 ４００ ～ ７００ ｍ，模型最小尺寸为 ０． ５
型中传播的要求。

震动波传播数值模拟参数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ｈｏｃｋ ｗａｖ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ｌｏａｄ

Ｅ ／ ＧＰａ
１００

泊松比

项目

０．２６

节理

ｋ ｎ ／ （ ＧＰａ·ｍ －１ ） ｋ ｓ ／ （ ＧＰａ·ｍ －１ ）
４８９．３９

为模拟矿震震动波在节理岩体中传播，将数值

模拟计算分为静态和动态 ２ 个阶段。 在静态计算模

式下，分 别 向 模 型 垂 直、 水 平 方 向 上 施 加 ５． ０、 ７． ５

ＭＰａ 的原始应力，固定模型四周边界，将数值模型计
算至平衡。 待模型静力平衡后，改变边界条件，输入
震动参数，打开动力分析模式进行计算。

１９５．７５

黏聚力 ／ ＭＰａ
１０

内摩擦角 ／ （ °） 抗拉强度 ／ ＭＰａ
３５

１０ ／ ３

的边界条件，将两侧及下部边界设置为黏滞边界，模

型顶部 变 为 应 力 边 界。 阻 尼 采 用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阻 尼，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阻尼可以表示为

Ｃ ＝ λＭ ＋ ηＫ

（１）

式中：Ｃ 为黏性阻尼矩阵；Ｍ 为质量矩阵；Ｋ 为刚度
矩阵； λ 、 η 分别为质量阻尼比例系数与刚度阻尼
比例系数。

对于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阻尼，需要确定 ２ 个参数：临界阻

尼比 ξ ｍｉｎ 和模型的固有频率 ｆ ｍｉｎ 。 其中临界阻尼 比

ξ ｍｉｎ 一般为 ２％ ～ ５％，当模型可能发生大变形或者节

理可能产生大的位移时，应选用较小的临界阻尼比，
固有频率 ｆ ｍｉｎ 通常为输入波的频率 ［２６］ 。 因此，选用
的临界阻尼比为 ２％，固有频率为 １０ Ｈｚ。

Ｆｉｇ．４

图４

为了研究不连续面对震动波传播的作用机制，根

矿震震动波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ｔｒｅｍｏｒ ｗａｖｅｓ

动力分析需选用合理的边界条件和阻尼。 为减
少震动波在模型边界反射的影响，改变平衡后模型
２６

据节理是否发生破坏共设置了 ２ 组数值试验，由于应

力波为拉伸应力，模型更易出现拉伸破坏，因此试验
中仅改变节理抗拉强度，其余参数相同，具体如下：

①模型中设置节理面，节理面抗拉强度为 １０ Ｍ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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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模型中设置节理面，节理面抗拉强度为 ３ ＭＰａ。

２．２

震动波传播应力响应过程

数值模型中的应力响应可以真实地反映震动波

传播过程，选取震动波作用 １ 个完整周期内不同时

刻的应力进行分析，节理面抗拉强度为 １０ ＭＰａ 时
的垂直应力如图 ５ 所示。

在原岩梯度应力作用下，初始模型整体处于压

上部的应力状态首先发生改变，应力降低，表 明 初
始垂直 应 力 与 震 动 波 所 传 递 的 拉 伸 应 力 出 现 叠
加，对原岩应力有较大影响。 随着作用时间增加，
震动波自上而下进行传播，模型中、下部的应力依
次出现波 动，震 动 波 自 施 加 边 界 向 外 部 扩 散。 半
正弦震动波 作 用 １ 个 周 期 内，模 型 中 的 垂 直 应 力
呈现“ 负 － 正 － 负” 变化特征，应力状态也随之显著

应力状态，应力均为负值且绝对值随着监测点高度

改变，由 初 始 受 压 变 为 受 拉， 最 后 又 回 归 到 受 压

Ｈ 的增加而减小。 震动波施加于模型顶部后，模型

状态。

Ｆｉｇ．５

图５

节理面抗拉强度 １０ ＭＰａ 下垂直应力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ｊｏｉｎｔ ｓｕｆａ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１０ ＭＰａ

震动波传播过程中测点处的应力、速度变化曲

线如图 ６ 所示。 模型各点处的应力、速度均与时间

呈半正弦函数关系，与震动波呈相同的波动特征。
但各测点的应力和速度响应也存在差异性，在震动
波作用下，各测点应力及速度响应过程不同，距震动

２．３

Ｆｉｇ．６

图６

波作用处越远，应力或速度发生改变的时刻越晚，具
有明显的传递特征。 当节理面强度较高时，岩体并

没有发生破坏，震动波在全模型中传播，作用 １ 个周

期后，各点处的速度重新恢复为 ０，应力状态也基本
复原。

节理面抗拉强度 １０ ＭＰａ 下测点应力及速度变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１０ ＭＰａ ｊｏｉｎｔ ｓｕｆａｃｅ

不连续面的应力阻断机制

节理面抗拉强度为 ３ ＭＰａ 时的垂直应力如图 ７

所示。 对比图 ５ 可知，震动波作用时间为 ０．０１ ～ ０．０４

ｓ 时，不同抗拉强度岩体中垂直应力分布情况相同，

主要是由于震动初期震动波应力较低，岩体的应力

状态由初始应力与震动波所传递的应力共同决定，

此阶段节理面上分布的拉应力较小，节理面未发生

张拉破坏。 当作用时间为 ０．０５ ｓ 时，震动波应力达
到 ７ ＭＰａ，应力叠加使得模型上部应力状态由初始 ４

ＭＰａ 左右的压应力转变为约 ３ ＭＰａ 的拉应力，上分

层节理面的拉应力超过其抗拉强度时，节理发生张
拉破坏，垂直方向上缺乏来自顶部的约束，中、下部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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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中的 应 力 迅 速 得 到 释 放， 岩 体 中 部 应 力 小 于

１ ＭＰａ。 此时上分层已经脱离下部模型，震动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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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应力逐渐下降，逐渐恢复至压应力状态，但节理破
坏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仅模型上分层中的应力状态

递的拉应力只作用于上分层，导致上分层测点的质

发生变化，其下方各点不再受震动波的影响，不连续

点震动速度在拉应力持续作用下出现突然升高，如

面阻断了震动波的应力传递过程。

图 ８ 所示。 随着震动波作用时间进一步增加，震动

Ｆｉｇ．７

图７

节理面抗拉强度 ３ ＭＰａ 下垂直应力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ｊｏｉｎ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３ ＭＰａ

基于上述规律，可以得出矿震震动波传播过程
中不连续面的应力阻断机制：不连续面为岩体中的

３

矿震传播能量衰减规律与实测

弱面，通常最容易发生破坏。 当震动波传递的应力

为验证矿震震动波传播数值模拟结果，讨论工

与不连续面处的原岩应力相互叠加超过不连续面强

程现场中危险性矿震的判别方法，采用理论分析和

度时，不连续面发生破坏，进而产生位移，介质不连

现场实测的方法，从能量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了矿

续性阻断了应力波的传播。

区内震动波传播过程中的衰减规律。

３．１

Ｆｉｇ．８

图８

节理面抗拉强度 ３ ＭＰａ 测点应力及速度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３ ＭＰａ ｏｆ ｊｏｉｎ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震动波能量衰减规律

煤矿矿震对井下工作面或巷道破坏程度与震动
波在煤岩体中的衰减特性密切相关。 矿震震动波传
播受传播距离、煤岩体介质、不连续面作用以及震源
破裂特征等众多因素影响，采动作用下震源破裂模
式和尺度等震源特征异常复杂，具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 为便于统计分析，将矿震简化为点震源，震动波
从震源到达接收点时，其震动速度的幅值会发生变
化，其变化主要来源于波前的扩散和介质的吸收，前
２８

者与距离 ｒ 成反比，后者与距离 ｒ 呈负指数的关系，
震动波传播过程中微震监测系统台站所记录的质点
震动速度衰减规律为

Ａ ｉ ＝ Ｃ １ ｅ －αｒ ｉ ／ ｒ ｉ
（２）
式中：Ｃ １ 为震源处质点震动速度；α 为速度吸收系
数；ｒ ｉ 为震源至台站 ｉ 的距离； Ａ ｉ 为台 站 ｉ 记 录 的
幅值。
对任意弹性媒介，波在弹性媒介中传播时，各质
点在其平衡位置附近振动，从而使弹性媒介具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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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又因为振动造成了各质点之间的距离发生改变，

作面，形成较大的采空区，其余为未开采的实体煤区

媒介发生形变，从而使之具有形变势能。 由于煤岩

域，为监测工作面回采过程中矿震发生情况，沿采空

为脆性材料，震动波在其中传播时所能引起的煤岩

区周围均匀布置了微震监测台站，６３０６ 工作面位置

体形变势能改变量较小，可认为动能是矿震震动波
能量传递的主要部分。 速度与动能 Ｅ ｋ，ｉ 的关系见式

及微震布设如图 ９ 所示。

（３） ，结合震动速度衰减规律，可以得出震动波传播

过程中能量衰减规律为

Ｅ ｋ，ｉ ＝

１
ｍＡ２ｉ
２

（３）

式中： Ｅ ｋ，ｉ 为台站 ｉ 所记录波形的动能；ｍ 为震动岩

体的质量；Ａ ｉ 为台站 ｉ 记录的幅值。

联立式（２） 和式（３） ，得：
Ｅ ｋ，ｉ ＝ Ｃ ２ ｒ ｉ － ２ ｅ －βｒ ｉ ，β ＝ ２α

（４）

式中：Ｃ ２ 为震源震动能量；ｒ ｉ 为震源至台站 ｉ 的距
离；β 为能量吸收系数。

基于微震监测数据，通过拟合可以确定矿井某
个区域一定时期内质点震动速度衰减规律，根据速
度吸收系数 α 计算出能量吸收系数 β，结合微震监

Ｆｉｇ．９

图９

工作面及微震台站布置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基于上述分析，选取 ６３０６ 工作面不同开采时期

测系统中所记录的震源能量，即可得到矿震震动波

的微震数据，分别对实体煤区域和采空区中的矿震

传播过程能量衰减规律。 由于不连续面对震动波传

震动速度衰减规律进行拟合分析，为减小差异性，微

播有重要作用，拟合应分为 ２ 种条件：未开采的实体
煤区域和裂缝场较发育的采空区区域。
３．２

现场实测

某矿主采煤层为 ３ 煤层，平均厚度 ８．４ ｍ，开采

深度为 ５３０ ～ ７８０ ｍ。 采区内已连续回采 ３ 个相邻工

Ｆｉｇ．１０

图 １０

震事件震源位置与能量大小应相近，震源位置及选
用的台站分布如图 １０ 所示。

图 １１、图 １２ 分别为实体煤区域、采空区矿震震

动速度衰减拟合结果，随着传播距离增加，震动速度
呈负指数型衰减。 矿震在实体煤区域传播时，震动

震源位置及台站选取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速度吸收系数平均值为 ０．００３ ７５；当震动波经过采

矿震震源能量、震动波能量吸收系数和巷道抗冲击

空区时，震动速度吸收系数升高，平均值为 ０．００７ ６，

能力 Ｅ ｍａｘ ，根据式（５） 即可求解得出安全距离 ｒ ｓ ，将

值模拟结果的正确性。

实际距离小于安全距离，表明对井下而言，此次矿震

表明不连续面对震动波的衰减作用明显，验证了数
根据震动速度吸收系数与能量吸收系数之间的
关系，可以分别得到实体煤、采空区条件下矿震震动

波能量吸收系数分别为 ０．００７ ５、０．０１５ ２。 如果已知

实际震源至巷道的距离与安全距离进行比较，如果
具有危险性。

Ｅ ｍａｘ ＝ Ｃ ２ ｒ ｓ － ２ ｅ －βｒ ｓ

式中： Ｅ ｍａｘ 为巷道抗冲击能力； ｒ ｓ 为安全距离。

（５）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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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实体煤区域震动速度衰减

图 １２

采空区区域震动速度衰减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ｌｉｄ ｃｏａｌ ａｒｅａ

Ｆｉｇ．１２

４

结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ｇｏｂ

论

１） 综合分析矿震震源信息、波形特征和井下矿

压显现情况，提出将矿震分为采动破裂型、巨厚覆岩

型和高能震动型 ３ 种类型。 根据矿震对采场及巷道

波传播规律以及危险性矿震判别准则，对煤矿矿震
的认知、防控及相关灾害治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是否具有危险性将其分为正常矿震和危险性矿震。

［２］

力与原岩应力叠加超过不连续面强度时，不连续面

５ 和０．００７ ６，能量吸收系数分别为 ０．００７ ５、０．０１５ ２，
２ 种区域内震动波衰减差异明显。

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３］
［４］

４） 提出了基于微震监测数据进行矿震震动波

而言，此次矿震具有危险性。 提出的矿震类型、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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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如果实际距离小于安全距离，表明对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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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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