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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涌水量渗透系数构造分形优化研究
徐 慧１，２ ，牟 义１，２ ，牛 超３

（１．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全分院，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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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１０００１３；

７１００５４）

要：精准的水文地质参数在矿井涌水量预测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其中渗透系数是水文地质

中最常用的参数，不仅是含水层富水程度评价的重要指标，更是矿井涌水量预计、信息融合突水预测、
岩体稳定性评价等定量计算的重要指标。 为提高矿井涌水量的预测精度， 采用分形理论，以分维数
中的容量维为基本特征量，以赵庄二号井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选用网格覆盖法定量评价赵庄二号井矿
井构造的复杂性，给予断层和褶皱不同的权重分形维数，并优化构造分形维数，得出修正公式。 在此
基础上，运用相关分析法，发现构造复杂程度与抽水试验所得渗透系数呈正相关关系，并对“ 大井法”
的经验公式中的渗透系数取值进行了优化。 研究结果表明：定量评价了赵庄二号井的构造复杂程度，
计算出赵庄二号井全区的容量值为 １．１６６ ５，表明赵庄二号井内构造相对复杂，从全区构造网络容量

维叠加图中可以看出，区内构造复杂程度具有明显的不均一性；将优化结果运用到赵庄二号井 ２３０９

工作面“ 大井法” 涌水量预测过程中，误差从 ４２．５％降到 ７．８％，“ 大井法” 采用优化后的渗透系数进行
矿井涌水量预计极大提高了准确率；将分形理论中的容量维引入煤矿构造复杂程度的评价中，实现了

构造复杂程度定量的评价及渗透系数优化，为水文地质参数较少的矿区预测矿井涌水量提供了一种
较为便捷的方法。
关键词：分形理论；构造定量评价；渗透系数；涌水量预测
中图分类号：ＴＤ７４２．１；Ｐ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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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等：矿井涌水量渗透系数构造分形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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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言

笔者在总结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

渗透系数是水文地质中最常用的评价参数，不

将分形理论运用到赵庄二号井内的构造复杂程度定

仅是含水层富水程度评价重要指标，更是矿井涌水

量化评价及构造分形与渗透系数指标关系研究方

量预计、信息融合突水预测、岩体稳定性评价等定量

面。 首先以分维数中的容量维为基本特征量，通过

计算的重要指标。 在矿井水防治过程中，构造应力

选用网格覆盖法定量评价赵庄二号井矿井构造的复

场的影响无处不在，导致断层、褶曲等构造具有分区

杂性，利用分形维数能很好地反映出地质构造复杂

和不均一性，而断层、褶曲的不同发育程度决定着岩

程度这一特点，在网格中将断层、褶皱等构造的走

层渗透率的变化，影响到矿井涌水量预测精度。 因

向、尺寸及范围等构造指标的情况标记出来，并给予

此，能否用数学语言准确定量地描述地质条件的复

断层和褶皱不同权重的分形维数，较传统数学统计

杂程度对了解特定区域（ 采区、巷道、工作面等） 内

方法，能更精细地进行构造复杂程度定量化评价；将

的岩体渗透性至关重要。

研究成果应用到赵庄二号井，对该矿井的构造复杂

目前，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针对渗透系数优化
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 张道勇

［１］

程度进行定量分析评价，采用相关系数法分析了构

发现了从传统意

造分形指标与渗透系数指标的关系，优化修正了渗

义上的抽水试验或室内模拟试验获得的渗透系数值

透系数，将优化后的渗透系数用于矿井涌水量的预

作为参数计算会带来较大误差，渗透系数尺度效应

测，提高涌水量预测的准确性。

带来的这种误差具有普遍性，如何利用分形理论找

１

到实际含水层渗透系数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肖红宇
等 ［２］ 将土体孔隙比表面积分形模型引入土体渗透
性的研究。 褚卫江等

［３］

１．１

矿井地质概况
地质概况

在固结算例中优化了分形

赵庄二号井位于山西沁水煤田东南部，地层由

渗透系数模型，将模型通过数值计算，显示具有良好

老至新为：震旦系、寒武系、奥陶系、石炭系、二叠系、

的规律性。 齐钒宇等

［４］

将分形理论应用到矿床和

古近系、新近系及第四系。 赵庄二号井内地表大部

元素的预测评价中，寻求分布和富集规律。 张彦洪

分区域被第四系黄土所覆盖，仅西部出露二叠系上

等

［５］

通过采用信息维数来寻找裂隙密度与渗流的

相关性。 韩启迪等 ［６］ 利用 ＤＬＡ 模型对不同情况下
成矿流体的渗透过程进行模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
了成矿流体渗透过程的分形生长机制。 杨阳等

［７］

将分形理论应用到单轴压缩下饱水粉砂岩破裂过程
中，寻找红外辐射规律。 何若象等

［８］

运用数值方法

预测混凝土水的渗透系数。 段祥宝等
判断土体的渗透变形形式。 贺拿等

［１０］

［９］

用分维数

运用试验手

段寻找渗透系数 Ｋ 与分维值 Ｄ 之间的关系，发现有
明显相关性，为泥石流启动的临界雨量预测研究提
出新的思路。 尹尚先等

［１１］

将分形理论运用到“ 大井

法” 矿井涌水量预测中，优化了渗透系数取值，与实
际更加符合。 胡建军等

［１２］

统上石盒子组上段（ Ｐ ２ ｓ ３ ） 地层，零星出露二叠系上
统上石盒子组中段（ Ｐ ２ ｓ ２ ） 地层。 赵庄二号井主要可
采煤层山西组 ３ 号煤层和太原组 １５ 号煤层。

１．２

水文地质概况

沁水盆地东南部处于黄河水系丹河流域和海河
水系浊漳河流域的交界处，水文地质系统隶属于延河

泉岩溶水、三姑泉岩溶水和辛安泉岩溶水 ３ 大系统。
赵庄二号井内主要含水层从上到下有：第四系松散层
孔隙含水层组、新近系基岩风化带裂隙含水层、二叠
系 Ｋ８ 砂岩裂隙含水层、二叠系砂岩裂隙含水层、石炭

系岩溶裂隙含水层、奥陶系石灰岩岩溶裂隙含水层。
二叠系各砂岩含水层之间和太原组各薄层灰岩含水

引入分形理论研究金属

层之间都存在厚度不等的由泥岩、砂质泥岩、粉砂岩

矿山采空区形状特征，为复杂采空区形状特征研究

组成的隔水层。 在没有构造沟通情况下，这些隔水
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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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可有效地阻隔各含水层之间的水力联系。
１．３

构造概况

赵庄二号井位于晋（ 城） －获（ 鹿） 褶断带南段的
韩店至高平间褶断带西侧，武（ 乡） － 阳（ 城） 凹褶带

东侧。 新华夏构造体系主要控制区内构造，北北东

走向，为倾角 ５°左右，倾向北西的单斜构造，并伴有

次级宽缓褶曲和小型断裂。

赵庄二号井共发现大小褶曲 ９ 条，多数集中在

赵庄二号井的东北部和中部区域。 赵庄二号井内落

图２

差大于 ３０ ｍ 的断层有 ２ 条，为兴旺庄南正断层和庄头

正断层，兴旺庄南正断层由西南至东北穿过整个赵庄
二号井，走向 ＮＥ，倾向 ＳＥ，倾角 ７０° ～ ８０°，赵庄二号井

内最大落差 ３０ ｍ，控制长度 １ ３１０ ｍ；庄头正断层位于

赵庄二号井的南边界，全长 ２６ ｋｍ，倾向北北西，倾角

７５°，落差 ２９０ ｍ；通过三维地震勘探探明赵庄二号井内
落差在 ３～１８ ｍ 的断层 ２０ 个，陷落柱 ９ 个。

２

矿井构造定量化评价
以赵庄二号井为例，具体介绍运用分形理论对

矿区构造复杂程度进行评价的方法。
２．１

分形计算

分形（ Ｆｒａｃｔａｌ），属拉丁语 Ｆｒａｎｇｅｒｅ，由芒德布罗

（Ｂ．Ｂ．Ｍａｎｄｅｌｂｒｏｔ） 在 １９７３ 年创造［１３］ 。 Ｆｒａｃｔａｌ 表示不

２．２

构造定量评价

响不同，查阅大量相关资料与文献，结合矿上实际情

况，对断层和褶皱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断层为 ０．６，
褶皱为 ０．４，得出构造分形维数的修正公式：Ｄ ＝ ０．６ａ
＋ ０．４ｂ，其中 ａ、ｂ 分别表示断层与褶皱的分形维数。

通过分区计算出赵庄二号井单元构造区的断层

容量维和褶皱容量维数据，然后根据修正公式中断
层和褶皱不同权重值得出整个赵庄二号井的构造分
维数，见表 １。 分维维数分别表示所在分区单元中心

点数值，从而可以看出不同细化的分区单元对赵庄二
号井内的构造网格复杂程度进行不同程度的量化。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描述分形的基本特点，常用的分形维数有相似维数、

以赵庄二号井收集到采矿、地质资料为基础，使用
容量维数中的网格覆盖法对赵庄二号井构造进行统
计，分别计算各单元各分区的分维值（容量维数）。 断
层网格的容量维数计算方法［１４］ 如下：分别用面积为
１ ０００ ｍ×１ ０００ ｍ、５００ ｍ × ５００ ｍ、２５０ ｍ × ２５０ ｍ、１２５ ｍ ×
１２５ ｍ 的方形网格叠加到地质构造图上，形成密集度呈

赵庄二号井构造分形维数计算结果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Ｚｈａｏｚｈｕａｎｇ Ｎｏ．２ Ｍｉｎｅ

几何学。 分形维数是分形几何学中的重要参量，用来

用容量维数对赵庄二号井构造复杂程度进行评价。

Ｆａｕｌｔ ｇｒｉｄ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在矿井构造中，断层与褶皱对含水层富水性影

规则形状，而分形几何学就是研究不规则几何形态的

豪斯道夫维数、容量维数、计盒维数等。 这里研究采

断层网格分区划分

Ｆｉｇ．２

地区
全矿

回归方程

分形维数

相关系数

ｌｇ Ｎ（ ｒ） ＝ Ａ＋（ －Ｄ） ｌｇｒ

Ｄ

Ｒ２

１．１６６ ５

０．９９６ ８

ｙ ＝ －１．１６６ ５ｘ＋４．６９６ ８

注：Ｎ（ ｒ） 为断层迹线穿过网格的数目；ｒ 为网格边长；Ａ 为回归
系数。

结合赵庄二号井全区和分区双对数线性回归分

析结果，赵庄二号井容量维值为 １．１６６ ５（ 图 ３） ，相

关系数大于 ０．９９，表明赵庄二号井构造网格均匀分
布在全区，单元数据相关性较好。 把分区中心点的

指数级增加的方形格网，分别统计含有断层迹线的网
格的个数，具体方法如图 １ 和图 ２ 所示。

Ｆｉｇ．１

２３０

图１

赵庄二号井构造分形评价单元分区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图３

全区分单元双对数拟合

Ｆｉｇ．３

Ｆｕｌｌ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 ｆｉｔ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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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等：矿井涌水量渗透系数构造分形优化研究

坐标值和容量维值录入计算程序中，编制出赵庄二

号井断层网格容量维叠加图（ 图 ４） 。

图４

赵庄二号井构造网络容量维叠加

Ｆｉｇ．５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ｐｌａｎ

从图 ４ 可以清楚地看到红色区域基本集中在赵

布村背斜、应城向斜、应城背斜、南张向斜、南张背斜

等，还分布着 ５ 条落差在 １６ ｍ 以上的断层：ＤＦ３（ 长

构造容量维与渗透系数拟合曲线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Ｑ ＝ １．３６６Ｋ ∗

庄二号井的东北和西南部条带，构造分形维数均在

１．４ 以上。 在东北条带上遍布着褶皱，如布村向斜、

图５

影响半径，ｍ；ｒ ０ 为大井的引用半径，ｍ。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７０°，落差 ３６ ｍ） 和 ＤＦ５５（ 倾角 ７８°，落差 ３６ ｍ） ，更

实测涌水量

差 ４０ ｍ） 、ＤＦ５４（ 倾角 ７３°，落差 １６ ｍ） 、ＤＦ３２（ 倾角

预测

条带除了发育着郭家庄向斜、郭家庄背斜和 ＤＦ４０

和西南部断裂发育。
东北区和西南区条带中内构造发育较其他分区
丰富，容量维值明显高于其他断层发育较弱的分区，
赵庄二号井全区的平均容量维数为 １．１６６ ５，说明该

赵庄二号井范围内构造相对复杂，但从图 ４ 中可看
出区内构造复杂程度明显具有不均一性。

３
３．１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ｆｌｏｗ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４

结

涌水量 ／ （ ｍ３ ·ｍｉｎ －１ ） 相对误差 ／ ％

常规预测
优化参数预测

７．３

１０．４

７．８７

—

４２．５
７．８

论

１） 定量评价了赵庄二号井的构造复杂程度，计

算出赵庄二号井全区的容量值为 １．１６６ ５，表明赵庄

二号井内构造相对复杂，从全区构造网络容量维叠
加图中可以看出，区内构造复杂程度具有明显的不
均一性。

２） 利用相关性分析法发现构造容量维与渗透

渗透系数优化

系数间呈正相关性，从而对渗透系数进行了优化，并

渗透系数优化

２３０９ 工作面“ 大井法” 涌水量预测过程中，相对误差

获得 优 化 公 式。 将 优 化 结 果 运 用 到 赵 庄 二 号 井

构造发育程度对岩层渗透性能具有控制作用，
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联系。 为解决这个疑问，笔
者找出抽水孔所在位置的分形维数与该孔测出的渗
透系数，通过比较，发现构造容量维与渗透系数之间
存在相关性，且呈正相关关系，通过曲线拟合形成构

造容量维与渗透系数的关系式（ 图 ５） ，优化修正了
渗透系数 Ｋ。 优化公式，得
Ｋ ∗ ＝ ０．００３ ９ｅ １．８９１ ９Ｄ

式中：Ｋ ∗ 为渗透系数 Ｋ 的优化值。
３．２

涌水量预测对比

分类

有庄头正断层自南边界穿过。 在赵庄二号井西南部

条次生构造。 以上数据表明赵庄二号井的东北条带

（２）

式中：Ｈ 为水柱高度，ｍ；Ｍ 为含水层厚度，ｍ；Ｒ ０ 为

度 ３５０ ｍ，倾角 ７５°，落差 １８ ｍ） 、ＤＦ３１（ 倾角 ７５°，落

（ 倾角 ７０°，落差 ２４ ｍ） 这种大的构造还伴随着数十

（２Ｈ － Ｍ） Ｍ
ｌｇＲ ０ － ｌｇｒ ０

（１）

涌水量预测

将此优化公式运用到赵庄二号井 ２３０９ 工作面

的涌水量预计中去。 预测方法采用“ 大井法” ，计算
结果见表 ２。 计算公式为

从 ４２．５％降到了 ７．８％。 实践表明，“ 大井法” 采用优
化后的渗透系数进行矿井涌水量预测，可以提高准
确率。

３） 以赵庄二号井为例，将分形理论中的容量维

引入煤矿构造复杂程度的评价研究中，实现了矿州
构造复杂程度定量的评价及渗透系数优化，对赵庄
二号井的矿井防治水及瓦斯防治等方面有重要的
意义。
致谢：感谢山西晋煤集团赵庄二号井地测科提
供相关资料，同时感谢山西晋煤集团物探工程分公
司以及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全分院晋城
项目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２３１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张道勇． 渗透系数尺度效应的研究［ Ｊ］ ． 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学

报，２０００（２） ：２１－２６．
ＺＨＡＮＧ Ｄａｏｙｏ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ｇ，２０００（２） ：２１－２６．
肖红宇，黄

［９］

［１０］

英，孙宏波． 土体孔隙分形模型及其与土体渗透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ａｖｅｌｌｙ ｓｏｉｌ ｉｎ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

［１１］

齐钒宇，张

志，祝新友，等． 湖南宝山铜铅锌多金属矿床元素

分形特征及其 地质意义 ［ Ｊ］ ． 中国矿业，２０１７，２６ （ Ｓ１） ：２１０－

［１２］

［５］

２０１７，２６（ Ｓ１） ：２１０－２１３．

张彦洪，柴军瑞． 考虑渗流特性的岩体结构面分形特性研究
［ Ｊ］ ．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０９，２８（ Ｓ２） ：３４２３－３４２９．

［１３］
［１４］

［６］

韩启迪，张小桐，申

维． 成矿流体渗透过程的分形模拟［ Ｊ］ ．

［１５］

［７］

杨

阳，梅

［１６］

力，梁启超，等． 单轴压缩条件下饱水粉砂岩红外

（８） ：１６０－１６４．
何若象，胡

浩，郑建军． 骨料分形系数对混凝土水渗透性的

影响［ Ｊ］ ． 建材世界，２０１２，３３（３） ：１６－１９．

ＨＥ Ｒｕｏｘｉａｎｇ，ＨＵ Ｈａｏ，ＺＨＥＮＧ Ｊｉａｎｊｕ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Ｊ］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２３２

（４） ：４４－４６．

４６．

牟

义，丰

莉，姜国庆．基于矿井电法的矿井水害超前探测

技术研究［ Ｊ］ ．煤炭工程，２０１３，４５（５） ：１０９－１１１．

［ Ｊ］ ． Ｃｏ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４５（５） ：１０９－１１１．
何松霖，刘

勇，康向涛，等．盘江矿区煤系地质构造复杂程度

评价研究［ Ｊ］ ．煤炭科学技术，２０１７，４５（６） ：１９６－２００，６０．

Ｐａｎｊｉａｎｇ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 Ｊ］ ．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

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ＭＥＩ Ｌｉ，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ａｌ

［８］

陈建 安． 分 形 维 数 的 定 义 及 测 定 方 法 ［ Ｊ］ ． 电 子 科 技， １９９９

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１６４．

ｕｎｄｅｒ ｕｎｉａｘｉ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 ．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１７，２６

Ｙｏｒｋ：Ｆｒｅｅｍａｎ，１９８３．

ＨＥ Ｓｏｎｇｌｉｎ，ＬＩＵ Ｙｏｎｇ，Ｋ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ｔａｏ，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ｖａｌｕ⁃

温度场的分形特 征研 究 ［ Ｊ］ ． 中 国 矿 业，２０１７，２６ （ ８） ：１６０ －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ＭＡＮＤＥＬＢＯＲＴ Ｂ Ｂ．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 Ｍ］ ．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ｉｎ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ｉｎ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ＡＮ Ｑｉｄｉ，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ｔｏｎｇ，ＳＨＥＮ Ｗｅｉ．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ｓ⁃
２０１７，２６（ Ｓ２） ：１９４－１９８．

２０１４，４０（３） ：３５－３９．

ＭＵ Ｙｉ， ＦＥＮＧ Ｌｉ， ＪＩＡＮＧ Ｇｕｏｑ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中国矿业，２０１７，２６（ Ｓ２） ：１９４－１９８．

ｍｏ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ｏｒｅ－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ｓ［ Ｊ］ ．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义．切片技术在煤矿回采工作面瞬变电磁法探测中的研

ｍｅｔｈｏｄ［ Ｊ］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 （ ４） ：４４－

ｔｕｒｅｄ ｒｏｃｋ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４２９．

牟

究与应用［ Ｊ］ ．中国煤炭，２０１４，４０（３） ：３５－３９．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 ａｎ．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ｈｏｎｇ，ＣＨＡＩ Ｊｕｎｒｕ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ｆｒａ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９，２８（ Ｓ２） ：３４２３－

ｍｅｔｈｏｄ ［ Ｊ］ ． Ｃｏ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４３（５） ：５３－５６．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ｅ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ＱＩ Ｆａｎｙｕ，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ＺＨＵ Ｘｉｎｙｏｕ，ｅｔ 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ｆｒａｃｔ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慧，等． “ 大井法” 中渗透系数及含水层

ＭＵ Ｙ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ｌｉｃ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２１３．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ａｏｓｈａｎ Ｃｕ － Ｐｂ － Ｚｎ ｐｏｌｙ⁃

尹尚先，张祥维，徐

厚度的优化［ Ｊ］ ． 煤田地质与勘探，２０１５，４３（５） ：５３－５６．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ｑｕｉｆｅｒ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 ｌａｒｇｅ － ｗｅｌｌ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２６（ Ｓ１） ：２６４１－
［４］

［ Ｊ］ ．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４，３５（９） ：２５４３－２５４８．

ＹＩＮ Ｓ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ｗｅｉ，ＸＵ Ｈｕｉ，ｅｔ 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４７．

拿，陈宁生，朱云华，等．泥石流源区砾石土分形特征及其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Ｙｕｎｎ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ｗｅｒ，２００５（６） ：２１－２４，４６．

ＣＨＵ Ｗｅｉｊｉａｎｇ，ＸＵ Ｗｅｉ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ｕ⁃

贺

与渗透 系 数 关 系 试 验 研 究 ［ Ｊ］ ． 岩 土 力 学， ２０１４， ３５ （ ９ ） ：
ＨＥ Ｎａ，ＣＨＥＮ Ｎ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ＺＨＵ Ｙｕｎｈｕａ，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ｐｏｒｅ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ｉｌ ｍａｓｓ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Ｊ］ ．

［ Ｊ］ ．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０７，２６（ Ｓ１） ：２６４１－２６４７．

［ Ｊ］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３，３１（７） ：１００－１０３，２１４．

２５４３－２５４８．

性关系的研究［ Ｊ］ ． 云南水力发电，２００５（６） ：２１－２４，４６．

褚卫江，徐卫亚． 分形介质饱和渗流应力耦合数值模拟研究

超，等． 土体渗透变形及渗透破坏过程中

分形特征初探［ Ｊ］ ． 水电能源科学，２０１３，３１（７） ：１００－１０３，２１４．

ＤＵＡＮ Ｘｉａｎｇｂａｏ， ＬＩＵ Ｙｕｎｈｕａ， ＹＡＮＧ Ｃｈａｏ，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ＸＩＡＯ Ｈｏｎｇｙｕ，ＨＵＡＮＧ Ｙｉｎｇ ， ＳＵＮ Ｈｏｎｇｂｏ．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ａｓｓ

［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２，３３（３） ：１６－１９．

段祥宝，刘运化，杨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ｌｅｖｅｅｓ ｓｏｉｌ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２］

第 ４９ 卷

煤炭科学技术

［１７］

４５（６） ：１９６－２００，６０．
牟

义，徐

慧，马志超，等．带压综采工作面矿井综合物探及

安全性评价研究［ Ｊ］ ．重庆大学学报，２０１９，４２（１２） ：４１－４９．

ＭＵ Ｙｉ，ＸＵ Ｈｕｉ，ＭＡ Ｚｈｉｃｈａｏ，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ａ ｆｕｌｌｙ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ｚｅ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ｅ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２０１９，４２（１２） ：４１－４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