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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岩巷道掘进突水过程红外时空演化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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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了获取软岩巷道掘进工作面突水过程的红外时空演化特征 ，为实际工程巷道开挖过程中突
水事故以及隧道渗漏水的时空预测与遥感监测提供理论基础 ，研究了粉砂岩双轴加载突水过程的红
摘

外辐射特征，从时、空要素综合预测识别突水信息。试验结果表明： ①根据突水量的大小，将粉砂岩突
水演化过程划分为“渗水→滴水→淋水→涌水”4 个阶段； ②粉砂岩突水不同阶段红外辐射温度曲线
特征各不相同，其中升温速率加快可作为突水量增大的前兆 ，最低辐射温度出现骤升骤降预示突水的
发生； ③加载过程中，高温异常区即为渗水的发生位置，也是最终突水位置。 渗水前 10 s 左右，对应
渗水部位会出现高温异常，渗水发生后，高温异常转低温异常，且随着水量增大，降温幅度越大。利用
红外热像仪，从时空综合预测角度研究突水的识别和监测预报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实际工程中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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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事故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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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frared time － space evolution features of water inrush process in
mine soft rock roadway h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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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get the infrared time－space evolution features of the water inrush process of soft rock roadway heading face and to
provide certain theoretical base to the time－space prediction and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and measuring on water inrush accident during
the excavation process of the mine actual engineering roadway and the water leakage of the tunnel，the paper had a study on the infrared
radiation features of the siltstone during the water inrush process of the biaxial loading and the water inrush information were comprehensively predicted and identified from the time－space factors． The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based on the size of the water inrush，the water
inrush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siltstone was divided in to seepage → dripping water → water spray → water inrush four steps； ② the infrared radiation temperature curve features of the siltstone water inrush was individually different at each different stage，the temperature rising rapidly would be a precursor of the water inrush volume increased and a sudden rising or a sudden dropping of a min radiation temperature would be a predicted water inrush occurred； ③ during the loading process，a high temperature abnormal zone would be the location of
the seepage occurred and would be the final water inrush location． Before about 10 s of the seepage occurred，the related seepage location
would have an abnormal high temperature． After the seepage occurred，the abnormal high temperature would be changed to an abnormal
low temperature and with the water volume increased，the temperature reduction would be highly reduced． An infrared thermal imager was
applied to study the water inrush identification and the monitoring and measuring prediction from a view of the time－space comprehensive
prediction． On a certain degree，the loss by the water inrush accident could be reduced in the actual engineering project．
Key words： mine soft rock roadway； water inrush from heading face； infrared radiation； evolution law； time－space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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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S1 － 6。 用 钻 孔 机 在 试 样 表 面 中 心 钻 直 径 为 45

言

矿井水害是与瓦斯、顶板等并列的矿山建设与
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安全灾害之一 。在我国煤矿重特
大事故中水害事故在死亡人数上仅次于瓦斯事故 ，
居第 2 位； 在发生次数上也紧随瓦斯和顶板事故之

mm，深度为 90 mm 的圆孔作为注水孔，在与其相对
的表面中心钻相同直径，深度为 50 mm 的圆孔作为
观察孔。将两受载端面仔细打磨，使两端面的不平
整度小于 0. 05 mm，试样模型如图 1 所示。

后，居第 3 位。同时，隧道中渗漏水也是较为常见的
灾害，被称为隧道的“天敌 ”，常成为工程成败的控
［1－6］
。
制因素，严 重 影 响 和 制 约 着 工 程 建 设 的 发 展
因此，对矿井及隧道进行动态监测和灾变预警是保

证工程正常运行以及防灾减灾的关键 。
红外技术作为一种非接触无损检测的方式，目
前国 内 外 有 众 多 学 者 对 此 做 了 研 究。M. Ｒ. Clark
［7－8］

图1

试样模型

Fig. 1

Test model

等

1. 3

红外检测均证实了红外技术检测渗漏水的可行性 。

试验采用双轴加载方式，侧向压力以速率 0. 3
mm / min 加载 到 200 kN 并 保 持 不 变，轴 向 预 加 载
100 kN，将水压加至 0. 5 MPa 保持不变，之后轴向以

［10］

刘善军等 对内含水体的混凝土试样进行单轴压
缩加载，利用红外热像仪观测加载过程中试样的红

外辐射特征，研究了混凝土破裂与渗水的红外异常
［11］
前兆。张艳博等 对花岗岩破裂渗水过程中的红
外辐射特征进行研究，获得了花岗岩破裂渗水的红
外异常前兆。然而对于实际工程而言，矿井突水的
发生与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以上学者的研究成
果并未涉及对矿井突水阶段性变化过程的红外时空
演化特征加以研究。 鉴于此，笔者利用红外热像仪

进行双轴加载下粉砂岩突水观测试验，探索粉砂岩
巷道掘进工作面突水过程的红外辐射特征 ，获取粉
砂岩突水的时空前兆异常，对红外热像仪监测各突
水阶段的红外特征进行研究分析，以期为红外遥感
监测突水灾害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

1
1. 1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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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红外技术应用到混凝土桥梁等渗漏水检测
［9］
的研究； T. Asakura 等 对隧道衬砌渗漏水的车载

试验设计
试验设备

0. 3 mm / min 速率加载至试样发生破裂突水。 将热
像仪安装在距试样约 1 m 处，进行加载过程中试样
表面的红外温度场变化观察和数据采集 。利用摄像
机拍摄加载过程的录像。为便于试验数据的整理与
分析，试验前对所有试验设备的时间进行同步校正 ，

各设备同时开始记录，同时结束记录。
试验中为减少周围环境对岩石表面红外辐射的

干扰，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如禁止人员在试验现场
走动、关好门窗、拉上窗帘等，每一个试样试验前，先

利用热像仪观测试样表面的红外辐射变化 ，待岩石
表面温度稳定后开始试验。

2

软岩巷道掘进工作面突水演化过程

矿井突水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
程，通过分析摄像机拍摄的模拟粉砂岩巷道掘进工
作面加载突水过程录像可知，粉砂岩掘进工作面突

试验加载设备选用 ＲLW － 3000 伺服压力试验
机，其轴向最大载荷为 3 000 kN，水平最大载荷为

水过程按水量由小到大，经历了明显的 4 个阶段，限
于篇幅，笔者以 KFS1 － 2 试样为例说明粉砂岩掘进

1 000 kN。红外辐射探测装置采用美国 Flir SC3000
红外成像系统，空间分辨率为 320 × 240 像素，光谱

工作面突水的演化过程，如图 2 所示。
加载初始，巷道掘进工作面呈干燥状态，随着时

为 8 ～ 12 μm，测温为 － 40 ～ + 500 ℃ ，温度灵敏度达
0. 03 ℃ 。水压由具有自动补压功能的 3D － SY 型电

间的延长，掘进工作面中心部位出现一个潮湿的水
点，即为渗水点，渗水点的出现表征着渗水开始发

动压泵控制，以保持水压稳定。
1. 2 试样制备

生。渗水发生后，以渗水点为中心潮湿面积逐渐向
四周蔓延扩大，此过程历经 50 s 左右，掘进工作面

将试验所用粉砂岩加工成尺寸为 150 mm × 150
mm × 150 mm 的立方体，共 6 块，编号为 KFS1 － 1—

大部分面积处于湿润状态，随后水量开始增大，内部
水体以水珠的形式向外冒出，水珠沿着掘进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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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砂岩突水阶段

Water inrush phase of siltstone

向下滴落，此过程持续约 1 min。 水量继续增大，此
时在掘进工作面中间部位可以看见 1 条明显的裂
纹，此裂纹穿过最初的渗水点，水体呈细小水流沿裂
隙向外流出，持续约 30 s 后，水量忽大忽小，并出现
间歇性停止出水，随后细流渐渐增大，又经过 20 s
左右，试件沿裂纹破裂，水以水柱形式向外喷射，突
水发生。

巷道掘进工作面突水过程红外辐射时空
演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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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矿井掘进工作面开始，
发展到突水的逐渐变化

的过程中，
在工作面及其附近显示出某些异常现象，
这些异常称为突水前兆。识别和掌握这些预兆，
可以
及时采取应急措施，
撤离险区人员，
防止伤人事故。

图3

突水阶段红外辐射特征曲线

巷道掘进工作面突水过程红外辐射时序特征

Fig. 3

Infrared radiation characteristic

3. 1

红外热像仪可以采集被观测物表面的最低辐射

curves of water inrush phase

温度、最高辐射温度及平均辐射温度，分别代表某一
时刻观测区域内所有像素点温度的最小值、最大值

温度陡降回至陡升前的温度值，随后温度继
量增大，
续下降一段时间后回升至原温度，继而温度缓慢上

和 平 均 值，反 映 红 外 辐 射 特 征 随 时 间 变 化 的 规
［14－18］
。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最低红外辐射
律

升，
与前两个阶段不同的是，此阶段出现了短暂的反
复式温度骤升骤降，温度变化幅度为 0. 4 ℃ 左右，对

温度可以很好地反映突水各阶段的特征 ，反映突水
过程，因此用最低红外辐射温度作为分析指标 。

比发现此现象的出现对应出水的间歇性停止，随后细
流慢慢增大，温度缓慢降低。最终试样完全破裂，突

对应粉砂岩突水的 4 个阶段，将粉砂岩突水过
程中最低红外辐射温度曲线对应划分 3 个阶段，如

水发生，
内部水体呈水柱喷涌而出，最低红外辐射温
度急剧下降，
温度降低幅度达 1 ℃ 以上。

图 3 所示，分别分析各个阶段的红外辐射温度特征 。
由图 3a 表明，
在刚出现渗水时，最低红外辐射温

对其他试件的分析结果同样有类似的规律，如
图 3b 和图 3c 所示。 即水量增大前升温速率加快，

度出现了突然性的降温，
降温幅度约为 0. 12 ℃ ，
整个
50
s，
渗水阶段持续了近
此阶段最低红外辐射温度在

水量增大瞬间，最低红外辐射温度下降，且水量增大
越多降温幅度越大。 刚出现渗水点时，出水速率最

最初渗水时降到最低，之后平稳性缓慢升温，升温速
率为 0. 000 5 ℃ / s，
在即将进入滴水阶段时，
升温速率

小，水量最小，降温幅度也最小，随着水量的增大，红
外降温幅度依次增大，最终突水发生时出水速率最

迅速加快为 0. 09 ℃ / s。升温速率加快可作为水量增
大的前兆。随后进入滴水阶段，温度再次瞬时降低，

高，水量达到最大，温度降幅在 1 ℃ 以上。突水各阶
段红外时序信息见表 1。

降温幅度约为 0. 21 ℃ ，
在温度降到最低点后，
突然快
速升温，
而后温度曲线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性上升下

各个阶段的红外辐射温度变化特征不同，根据
红外辐射温度曲线特征，可以判定突水阶段； 水量越

降，
但温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在即将进入淋水阶段
时，
温度瞬间陡升 0. 3 ℃ 。进入淋水阶段后，随着水

大，在水量增大瞬间红外辐射温度降幅越大 ，因此可
以根据红外降温幅度大小，分析水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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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水各阶段红外时序信息

Infrared sequential information in water inrush
in different stages

试验阶段 可见光现象
渗水前
渗水
滴水

无明显现象

温度变化幅度 / ℃

前期整体性波动上升，末

0. 1 左右

潮湿面积

期升温加快
突然 降 温 转 平 稳 回 升 继

蔓延扩大
水珠向外

而快速升温
快速 降 温 转 波 动 性 下 降

0. 12
0. 19 ～

冒出滴落

转陡升
陡降、缓 降、反 复 式 骤 升

0. 23
0. 3 ～

淋水

细流水流出

涌水

水柱喷射

3. 2

温度曲线特征

骤降
突然性降至温度最低点

0. 08 ～

0. 4
1 ℃ 以上

巷道掘进工作面突水过程红外辐射空间演化
特征

图5
Fig. 5

红外热像仪还可以获得试件表面辐射温度场的
动态变化信息，对试验加载过程中表面热场分布及

KFS1－3 粉砂岩加载过程红外热像演化特征
Infrared therm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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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KFS1－3 siltstone loading process

其迁移特征进行分析，得到岩石加载过程中红外辐
［19－21］
，预测岩石渗水、突
射温度场的时空变化特征

水位置。为减少试样本身及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将
试验中获取的红外热像图作差值处理，通过分析作
差值以后的图像，得到粉砂岩加载过程中的红外辐
射温度场的空间演化特征，如图 4—图 6 所示。

图6

Fig. 6

KFS1－5 粉砂岩加载过程红外热像演化特征
Infrared therm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o. KFS1－5 siltstone loading process

590 s 时，高温区温度下降，高温区
时升高了 0．4 ℃ ，
中心部位开始出现低温区，形成了高温区包围着低
温区，随后低温区域不断扩大，当低温区漫延整个观
察孔后，在 682 s 时，观察孔温度又整体回升，继而

转为下降，直至 733 s 试样表面辐射温度降至最低。
试验后红外热图像与可见光照片对比发现 ： 红外热

图4
Fig. 4

KFS1－2 粉砂岩加载过程红外热像演化特征
Infrared therm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像图上的升温区与最早出现降温点的位置即为渗水
发生的位置，也是最终破裂突水最严重的位置。 其
他试样结果与 KFS1 － 2 类似。

No. KFS1－2 siltstone loading process

对整个加载过程的热像变化信息进行分析，发
现： 加载前期，观测孔表面的红外辐射温度整体均匀

对图 4 分析发现，在 582 s 之前，整个试样表面
温度呈现较均匀的升高，并且随着加载的进行试样

性上升； 渗水前，观测孔表面会出现局部高温异常
点，渗水时，渗水点会出现低温异常现象，渗水发生

观察孔中间位置出现一个高温异常点，在 582 s 时
此高温点发展成一个高温区，温度相对于加载开始

后，低温区域范围会随着载荷的增加扩大 ，并迁移直
至其辐射温度达到最低点，在突水发生之前，红外辐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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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高温场始终包围低温场如图 7 所示。试样升温区
对应破裂位置，降温点就是渗水点。 突水过程中的

加精准的前兆信息，提高水害预测的准确度。 当红
外辐射温度升温速率由慢变快，同时红外热像出现

红外空间特征信息见表 2。

高温异常即可断定渗水即将发生，根据热像图异常
位置获取渗水发生位置； 当红外辐射温度升温加速，
同时红外热像出现低温分区，即可鉴定突水进入滴
水阶段； 当红外温度出现下降转直线上升，低温区连
接成带，预示进入淋水阶段； 当红外温度反复直线上
升、下降，红外热像高低温交替，预示突水即将发生。
表3
Table 3

粉砂岩突水时空前兆信息

Temporal precursor information of
siltstone water inrush

Fig. 7

spatial in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iltstone water inrush process
红外空间特征

试验阶段

滴水

前期掘进工作面整体较均匀升温，后期掘进工作
面中心部位出现一个高温异常点

渗水位置出现低温异常，低温区面积逐渐扩大

滴水位置温度明显低于非滴水位置，低温区零散
分布于掘进工作面上

淋水

高温区包围带状低温区

涌水

掘进工作面整体处于辐射最低温

4

掘进工作面突水过程红外辐射时空综合
分析
通过分析粉砂岩突水的阶段性演化过程和红外

时空演化特征，总结得出基于红外的粉砂岩突水各
阶段时、空前兆异常信息，见表 3。
从红外时序前兆信息来看，阶段性变化信息主
要有 2 个，分别为升温的加速和突然的转折性变化 ，
仅从时序的特征并不能很准确的断定突水所处阶
段，一旦判断失误，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从红
外空间前兆信息来看，不同阶段的红外空间演化特
征虽然各不相同，但存在交集，阶段性划分不明显，
加之突水后期水量增大极为迅速，也容易对突水的
预测不及时。
基于此，建立红外时、空联合分析预报，获得更
156

渗水

升温加快

高温异常

滴水

快速升温

低温区零散分布

淋水

温度下降转直线上升

低温区连接成带

红外与可见光对比结果

粉砂岩突水过程空间信息特征

Table 2

渗水

空间前兆

涌水

反复直线上升、下降

高低温交替

Comparison results of infrared and visible

表2

渗水前

时序前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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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试验阶段

5

结

论

1） 粉砂岩巷道掘进工作面突水是一个阶段性
演化的过程，根据突水量的大小，将粉砂岩突水演化

过程划分为“渗水→滴水→淋水→涌水”。
2） 粉砂岩突水不同阶段红外辐射温度曲线特
征各不相同，其中升温加快可作为水量增大的前兆 ，
最低辐射温度出现骤升骤降预示突水的发生 。掌握

各个阶段的红外辐射特征，利于对矿井突水进行预
测预报。

3） 加载过程中，高温异常区即为渗水的发生位
，
置 也是最终突水位置。 渗水前 10 s 左右，对应渗
水位置会高温异常，渗水发生后，高温异常转低温异

常，且高温场包围低温场，随着水量增大，降温幅度
越大，突水瞬间温度达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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