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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水闸墙设计施工技术综述与展望
隋旺华，杭 远
（ 中国矿业大学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要： 综述了国内外煤矿中广泛应用的水闸墙的技术发展现状 ，介绍了目前常用的水闸墙结构类型
及适用条件、水闸墙设计与施工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进程 。随着开采深度的加大，煤矿水闸墙设计施工
摘

面临着水压高、围岩破碎和施工环境恶劣等困难。提出了水闸墙设计、施工中的关键技术问题，例如
选址、选型、计算、安全系数选取与规范化施工等。提出了水闸墙快速施工、水闸墙长期封堵酸性水、
水闸墙物理与数值模拟、封堵水的综合利用、水闸墙有关法规建设等方面水闸墙工程技术的发展趋
势。研究表明： 水闸墙设计与施工技术仍需要从多学科角度不断创新与应对 ，应特别重视从力学强度
和抗渗性能两方面进行深部高压水闸墙的设计与施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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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 and prospect o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mine water bulk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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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16，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n the technical status of the mine water bulkhead widely applied to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s coal mines，
the paper introduced the present conventional structure type and application condition of the mine water bulkhead，the regul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water bulkhead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With the coal mining depth increased，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water
bulkhead faced with the high water pressure，broken surrounding rock，adverse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and other difficulties． The key
technical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water bulkhead were provided，including the location selection，type selection，calculation，safety coefficient selected and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and others． The paper proved the rapid construction of the water
bulkhead，acidic water long term sealed with the water bulkhead，physic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water bulkhead，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the sealed water，the regulation and law of the water bulkhead construction and other water bulkhead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 tendency．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the water bulkhead would still require a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handling from a view of the multi sciences and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deep depth high pressure water bulkhead
should give high attentions to the mechanics strength and impermeability performances．

Key words： water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ater bulkhead； high pressurized water； soft and weak surrounding rock； gro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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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和建设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和研究
南非的 Garrett 和 Campbell 在金属矿中进行的水闸

设计并修建水闸墙是预防和治理煤矿突水的常
用措施，水闸墙的重要作用是把水淹部位和正常生

墙的试验是目前能见到的较早的文献 ，给出了 3 种
基本的水闸墙类型，即平板嵌入式、平行非嵌入式和

产部位进行隔离以提供安全生产空间 。水闸墙的设

楔形嵌入式，并根据高达 46. 9 MPa 水压的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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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了一个水闸墙的设计曲线

。 之后的研究者

大多采用这一设计曲线计算水闸墙的水力坡度以确
［2，
5－6］
。Garrett 和 Campbell 还强调
定其渗透稳定性
应该把水闸墙的渗漏作为高水压条件下水闸墙稳定
［7］
性和适宜性设计的主要因素来考虑 。Hartei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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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如图 1 所示。其中，矩形结构水闸墙通常不需
要掏槽，主要依靠与围岩的黏结力抵抗静水压力 ，多
用于抵挡较小的静水压力； 板状结构水闸墙厚度相
对较薄，需嵌入围岩，墙体的强度和稳定性取决于墙

Dolinar 的研究指出，水闸墙设计要考虑的最重要因

体和围岩两者的抗压和抗剪强度，当围岩强度较弱
时，也难以抵挡较大的水压。文献［12 － 13］指出“圆

素是水闸墙与围岩之间的接触面以及水闸墙所承受
［4］
的水压 。Samuel 等在广泛调查和统计诸多煤矿

柱形结构和楔形结构的水闸墙多用于承受水压 P
小于 1. 6 MPa 的水闸墙，而倒截锥形结构应用于承

水闸墙运用情况的基础上，完成了美国煤矿的水闸
［8］
墙的设计与建设规范 。

受水压大于 1. 6 MPa 的水闸墙 ”。 倒截锥形水闸墙
承受水压大，相对于其他结构的水闸墙与巷道围岩

我国采煤历时悠久，约 90% 的煤矿为井工矿，
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多变。随着开采深度的不断

接触更为紧密，可增大水闸墙的稳定性和安全可靠
性，在我国涌水量大的矿区采用较多。

［9］
增加，深部矿井水害越来越严重 。 另一方面，为
调整优化煤炭产业结构，通过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

能，关闭了大量小煤矿，这些煤矿一旦废弃积水，又
将构成煤矿安全生产的重大隐患 。为了有效预防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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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突水事故的发生，或者矿井突水后为了保证其他
工作面的生产安全，控制矿井突水的灾害程度，《煤

［10］
矿防治水规定》 第 56 条提出“有突水历史或带压
开采的矿井，应当分水平或分采区实行隔离开采 ”

图1

Fig. 1

的技术要求。水闸墙作为典型的隔离工程，能够有
效隔绝充水或突水区域，保障矿井其他区域的生产
［11］
安全，并以其经济实用的优势而被广泛应用 。
多年来，我国在利用水闸墙防治矿井水害以及

充分利用矿井水资源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
是，我国在水闸墙在设计、施工、研究及法规建设等
方面，与国外先进水平对比，仍有一定的差距。特别
是我国遇到的在深部开采高水压、高水温等困难地

质条件也是采矿界遇到的新课题。 国际上，在水闸
墙渗透稳定性、水闸墙接触界面抗渗性、水闸墙快速
应急施工、
信息化监测及法规建设等方面，也面临很
多新的挑战。因此，在水闸墙的研究、设计及施工等

方面仍需进一步创新和发展。笔者主要结合国内外
水闸墙设计、
施工、
研究及法规建设方面的现状，
探讨
其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并提出需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煤矿水闸墙的应用现状

1
1. 1

水闸墙结构类型多样

煤矿常用的水闸墙结构类型

Types of water bulkhead commonly

used in underground coal mines

1. 2

水闸墙设计施工规范化

作为煤矿井下重要的防治水工程措施，水闸墙
均应有足够的强度，不能发生破坏和透水。因此，煤

炭行业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在多年实践基础上 ，本着
严格控制水闸墙设计与施工质量的原则 ，颁布了多
项规范与文件，并不断地改进与修订。《煤矿防治
水规定》要求，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极复杂的矿井，

或 者 有 突 水 危 险 的 采 掘 区 域，应 当 设 置 水 闸 墙
（ 门） 。《煤矿安全规程》也强调，防水闸墙的设计经
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批准后方可施工，投入使用前
应当由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组织竣工验收 。 此外，
［12－13］

有关规范和手册

也针对圆柱形、楔形和倒截锥
形等不同类型的水闸墙提出了设计依据 、设计原则、

计算方法和实例等，促进了我国水闸墙设计与施工
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8］

美国的煤矿水闸墙建设规范规定

，煤矿构建

煤矿井下水闸墙结构形式多样，种类繁多。 早
期的水闸墙有板状、锥形和矩形结构，后来又产生了

水闸墙之前需先向有关管理部门申报，经过严格的
审核才能投入施工和运行，审核的内容包括与水闸

球形、锥楔形和倒截锥形等，其中楔形结构又可分为
单楔形和双楔形。 目前，常用的水闸墙形式有矩形

墙有关的矿井地质条件、水闸墙选址依据、水闸墙结
构设计方案和图纸、水闸墙结构设计资质、混凝土水

结构、板状结构、圆柱形结构、楔形结构和倒截锥形

闸墙和钢筋混凝土水闸墙材料的选取、水闸墙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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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溶隙等，在高压渗透水压的作用下容易产生渗流
绕过水闸墙，甚至产生渗透破坏，这样水闸墙就形同

核的内容，如日常监测项目、排水系统和监测系统的
工作性能、渗漏量的观测、墙体变形量等。 总体上，

虚设，起不到隔离水患的作用。因此，这种情况下必
须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通过合理选择水

该规范除明确指出水闸墙结构设计的要求外 ，还强
调了水闸墙在施工和运行环节应注意的事项 ，内容

闸墙构筑位置、围岩加固改造、优化水闸墙设计选型
等。例如，峰峰矿区黄沙矿、陕西董家河煤矿在软弱

全面。相对而言，我国煤炭行业的规范，大多将水闸
墙作为井下硐室的一部分，仅提出了不同形式水闸

煤（ 岩） 巷道中构筑水闸墙均实现了矿井分区隔离，
［19－21］
； 山东齐西煤矿通
防治了底板奥陶系石灰岩水

墙的结构和厚度的计算公式，还有些规定虽要求水
闸墙应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但没有明确

过优化调整水闸墙的结构形式，成功地在软弱围岩
中构建多道水闸墙，有效阻隔了相邻闭坑积水矿井

规定水闸墙施工质量的控制要求和运行后的监测要
求等。因此，要全面保障水闸墙的设计与施工质量 ，

［22］
的水力沟通，解放可采煤炭储量近 1 000 万 t ； 开
滦范各庄矿 11 号煤层底板为高岭土质胶结的细砂

确保水闸墙运行可靠，我国的有关水闸墙设计和施
工规范还应进一步完善。

岩，遇水膨胀后松软破碎，通过注浆改造围岩使水闸
［23］
墙成功抵御了 4. 7 MPa 的奥陶系石灰岩水 。

1. 3

我国水闸墙工程技术难点
1. 3. 1 高水压

注浆防渗漏技术已成为水闸墙相辅相成的重要
工程技术措施之一。 经常采取预埋注浆管，待水闸

随着煤矿采深加大，煤层底板高承压地下水的
突水威胁越发严重，尤其是我国华北型煤田带压开

墙砌筑完毕后进行壁后注浆，其技术难点是如何有
效地封堵裂隙和溶隙，提高围岩强度和整体性，达到

采一旦突水，常易引发大型水害事故。因此，利用井
下水闸墙抗灾减灾时，势必面临高水压的技术难题。

防治渗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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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设计、应急预案、水闸墙的施工方法和质量控制方
案等。此外，水闸墙运行过程中的监测工作也是审

目前，经过多年的摸索与实践，已有不少煤矿成功实
现了高承压水闸墙的建设和应用 ，如徐州董庄煤矿、

淮北桃园煤矿、皖北祁东煤矿、肥城陶阳煤矿等通过
［14－16］
。
构筑 水 闸 墙 成 功 抵 挡 了 4 ～ 5 MPa 的 水 压

［24］

。 通常，水闸墙构筑好后，可调

节突然增大的出水量、避免高水压动水条件下注浆
［25］
的跑浆问题，为壁后注浆提供有利条件 。 例如，

黄沙煤矿调整水闸墙泄水阀门，通过协调平衡压力
［26］
法实现了煤壁巷道的堵水截流 。 近年来，水闸墙

2002 年 10 月，徐州三河尖煤矿发生底板突水灾害，

壁后注浆材料和注浆方法的探索与创新 ，提升了水
闸墙的防渗性能，如超细水泥 － 水玻璃双液浆液、改

通过对治理方案的优化，采取在煤层巷道中砌筑水
闸墙封堵特高压奥陶系石灰岩水的治理技术 ，有效

性脲醛树脂等化学浆液等以其流动性好 、黏度低、可
注 性 好、扩 散 充 填 良 好 等 特 点 逐 渐 被 煤 矿 采

降低了奥陶系石灰岩水水害对矿井开采的影响 ，在
实践中封堵了压力达 7. 6 MPa、温度高达 50. 5 ℃ 的

［27－28］
。
用
1. 3. 3 施工环境恶劣

［17］

奥陶系石灰岩水

。 徐州旗山煤矿运用综合防治
3

水措施治理了最大突水量达 13 800 m / h 的灾害，
［18］
并建立了加固水闸墙等长效防范工程 。 相对而
言，国际上的非煤矿山，已经具备建设更高水压水闸
墙的经验，例如南非的金矿曾经试验抵挡近 50 MPa
［1］

水压的水闸墙 。
1. 3. 2 软弱破碎围岩
水闸墙主要通过墙体与围岩接触面提供的反力
来抵挡封堵水体的水压。水闸墙最好设置在围岩稳
定的岩石巷道中，但是，由于含煤地层的地质及水文
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巷道经常布设在软弱破碎的围
岩或煤层中。当围岩的抗剪、抗拉等力学强度较低
时，所提供的反力就不足以抵抗较高的水压对接触
面产生的破坏。如果围岩破碎，存在透水性裂隙或

煤矿深部构建水闸墙施工过程还面临着高温、
高湿、空间狭窄、通风困难等恶劣环境的考验。 因
此，在矿井深部水闸墙施工中，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全
的施工环境，不能对施工人员健康和安全造成威胁 。

例如，三河尖煤矿 21102 工作面突水后，初始突水量
2 170 m 3 / h，稳定水量 1 020 m 3 / h，突水点水温高达
50. 5 ℃ ，空气湿度达到 90% 以上，而且巷道断面仅
10 m 2 ，施工空间狭窄。 此外，混凝土水闸墙浇筑过
程中，将散发大量的水化热，导致环境温度更高，而
较高的环境温度又不利于水化热的释放 ，最终会影
响水闸墙的施工质量。除采用隔热、加大风量、洒水
降温、局部制冷等常规降温措施外，还通过疏导水流
为水闸墙施工创造条件外，降低环境温度。另外，优
化普通混凝土的配合比，将水闸墙分段分节浇筑，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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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大体积水闸墙浇筑过程中水化热的释放量 ，
［29－30］
。
保证了水闸墙的顺利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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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材料控制，水闸墙自身可视为不透水结构，而且水
闸墙具有一定的厚度，又嵌入围岩一定深度，因此可

水闸墙设计与施工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以延长围岩中渗流的途径，削减渗流的能量，对渗流
起到一定的阻挡作用。此外，水闸墙运行后，在高压

许多井下防治水工程实例表明，相对于强排疏
水和注浆堵水，水闸墙工程比较灵活，堵水的同时可

水体的浸泡下，围岩的强度和结构也将发生一定的
损失。因此，在水闸墙设计过程中，不能仅单一地考

以控制排水，节省了排水费用，工艺相对简单，能够
应对涌水量突然增大的威胁，安全可靠性比较强。

虑墙体和围岩的力学强度，还应当考虑水闸墙和围
岩的渗透性能。也就是说，除了考虑现有设计规范

但是，水闸墙设计与施工过程中，仍存在水闸墙选址
要求 高、墙 体 设 计 计 算 复 杂、施 工 质 量 控 制 难 等

中提到的巷道尺寸、岩石和水闸墙的力学强度、静水
压力等基本因素之外，还应当重点考虑高压水闸墙

问题。
2. 1 水闸墙的选址

和围岩的渗流问题及影响因素，如动水压力，墙体和
围岩及其接触面的抗渗透性能、墙体和围岩强度遇

水闸墙构筑在巷道中，需嵌入围岩一定深度。
巷道围岩构成水闸墙的支座，其结构强度和稳定性

水软化弱化的程度、墙体嵌入深度对围岩中渗流的
阻挡影响、可能发生渗漏的围岩渗流的临界水力坡

直接影响着水闸墙的受力状态和挡水效果 。水闸墙

度等，从而完善水闸墙的设计依据，提高水闸墙挡水
的安全性能。

2

选址时应避开矿井中的断层和岩石破碎带等导水构
造，考虑各开采水平、工作面之间的导水情况，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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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排水系统，尽量选取围岩厚度大、力学强度高、
结构完整、裂隙不发育、胶结良好、透水性微弱的地
段，便于施工和灾后恢复生产，避开煤层开采影响，
［31］
尽可能设在较小断面的巷道内 。 有时，在水闸墙

选址和建成初期，围岩强度尚有所保证，但长期受到
高渗透水压的作用后，围岩强度可能被软化、弱化，
产生结构破坏，形成渗漏通道，甚至引发集中冲刷，
最终导致水闸墙挡水失效。 因此，水闸墙合理选址
后，仍需要采取相应措施，通过壁后注浆改造或锚杆
加固围岩。
2. 2

目前，运用规范公式计算水闸墙厚度和嵌入深
度时，常用到结构重要性系数、作用的分项系数、安

水闸墙的选型与尺寸计算

全系数等，这些系数对计算结果起到一定的修正和
保障安全的作用。但是，如何选取这些系数，我国的

有关规范中并没有给出确切的依据，仅提供了一定
［8］
的赋值范围。Samuel 等 建议混凝土水闸墙的安
［1］
全系数应不小于 2； Garrett W 等 建议采用他们提
出的渗透变形设计时，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4； Akgun

和 Daemen 曾采用混凝土抗拉拔试验确定水闸墙的
［5］
轴向强度 。因此，设计者仍需参考已有的工程实

例和经验慎重选取。
2. 3 水闸墙施工

根据 水 闸 墙 设 计 水 压 选 取 相 应 的 结 构 形
，一般 1. 6 MPa 以下可采用圆柱形结构和楔

由于水闸墙施工量大，工期紧迫，井下施工条件
差，墙体结构细节多，加大了墙体施工质量的控制难

形结构，承受水压大于 1. 6 MPa 时，需要采用倒截
锥形结构。

度，带来工程质量隐患，甚至导致水闸墙失效。 例
如，施工中掏槽后围岩活渣或破碎带清理不彻底 ，会

设计水闸墙时需重点确定墙体厚度 （ 长度 ） 和
墙体嵌入围岩深度。目前规范给出的多种类型水闸

［32］
导致墙体的支撑力不足 ； 水闸墙混凝土浇筑时，
由于浇筑不连续，导致新老混凝土之间产生分缝，加

墙的计算公式，其原理多从混凝土墙体和围岩的强
度出发，没有考虑墙体和围岩的渗透性能 ，仅把封堵

上混凝土块体内外散热不均，也将产生冷凝收缩缝，
导致混凝土自身强度降低； 注浆管、排水管和观测管

水体的水压看作是一个作用在水闸墙迎水面上的
力，当围岩提供给墙体的反力与水压作用力相等时 ，

没有做好预埋加固，与水闸墙之间存在接触缝，会降
低水闸墙的完整性； 壁后注浆的浆液材料选取不当，

即达到受力平衡，抵挡住了水压，从而建立强度和稳
定性方程，求解出水闸墙的几何尺寸。

注浆压力和时间把握不准确，注浆效果也常难以保
障。例如，徐州三河尖煤矿水闸墙砌筑在半煤半岩

然而，水闸墙封堵的高压水体除了作用于水闸
墙，形成压力之外，还可通过围岩的裂隙、溶隙和破

石巷道中 ，为 提 高 水 闸 墙 的 挡 水 效 果 和 安 全 稳 定
性 ，增强两侧煤体的抗渗性能和强度 ，通过注浆对

碎带渗透进入围岩内部，形成一定的动态流场。 通

两侧煤体和围岩进行防渗和加固处理 ，具体包括 ：

［12－13］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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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锚杆加 固 注 浆 、壁 后 注 浆 、里 加 固 段 帷 幕 注 浆 、
主体墙 的 煤 体 加 固 注 浆 （ 表 1） 。 此 外 ，三 河 尖 煤

的施工周期，为抢险救灾争取时间，将成为今后水闸
墙工程技术发展的趋势之一。2013 年 12 月河南新

矿在水泥注 浆 困 难 的 情 况 下 ，采 用 了 改 性 脲 醛 浆
液 ，实现了围岩微孔和裂隙中注浆 ，防渗加固效果

安煤矿自主研发的 ESW 挡水墙系统快速施工技术
已成功通过压力试验验证，抵挡水压达 7 MPa，且墙

［30］

进一步提高

。

表1
Table 1

三河尖煤矿水闸墙注浆

Grouting in a water retention bulkhead in
Sanhejian Coal Mine

位置

注浆方式
锚杆注浆

施工方法
沿巷道四周布置 2 m 长的锚杆，加
固围岩
每隔 2 m 沿巷道四周布置 1 周 900

里加固段

壁后注浆

mm 长的注浆管，对混凝土体与围岩
间的缝隙进行密实充填

帷幕注浆

主体墙

煤体加固注浆
壁后注浆

锚杆注浆
外加固段

采用 2 m 长的锚杆，沿巷道四周布
置，对围岩进行加固

制带有凹 槽 圆 孔 的 异 形 混 凝 土 砌 块，当 需 要 运 用
ESW 系统紧急挡水时，运用连板和钢筋穿插混凝土
砌块的凹槽和圆孔，并与围岩内基础连接，快速形成
高强度的挡水墙，然后封堵砌块间的缝面。 在挡水
墙施工过程中，还可通过圆孔预埋注浆管、放水管、
水压监测等管路，大幅度缩短了混凝土的浇筑和固
化时间，为抢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煤矿防治水技
［34］
术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 。 由于快速构筑的 ESW
挡水墙存在大量砌块之间的接触缝，砌块之间依靠
连板和钢筋连接，因此，对砌块间的缝面的封处理和
墙体结构受力分析仍需做进一步的研究 。
3. 2 长期封堵酸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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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杆注浆

主体墙前 5 m 和里加固段前段 5 m
内设 2 道防渗帷幕

体无变形破坏，8 h 内成功应急。 这一技术首先在
设计巷道围岩内内施工好水闸墙的基础结构 ，并预

沿煤层每隔 2 m 布置 1 根注浆管，

深 4 ～ 5 m，对煤体进行加固

对主体墙进行壁后充填和围岩加固
沿巷道四周布置 2 m 长的锚杆，加

固围岩

每隔 2 m 沿巷道四周布置 1 周 900

壁后注浆

mm 长的注浆管，对混凝土体与围岩

间的缝隙进行密实充填

注： 煤体中注化学浆，岩体中注水泥浆。

矿井水流经采掘空间后大多含有硫酸根离子，
酸性较强。水闸墙多由混凝土浇筑而成，当酸性矿
井水遇到混凝土时就会发生结晶性侵蚀 ，导致混凝
土强度降低，骨料脱落，排水管路被腐蚀，产生诸多
安全隐患。因此，井下混凝土防渗墙防侵蚀已成为
新的课题。“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关停并转大量低

产能煤矿，这些煤矿一旦闭坑积水，矿井水水压、酸
性和侵蚀性会持续上升。长期受到高压酸性矿井水

3

水闸墙工程技术的发展趋势

的浸泡和侵蚀，水闸墙的金属管路和墙体材料必然
发生侵蚀破坏，结构强度和抗渗性能降低，最终可能

3. 1

水闸墙工程快速施工
矿井突水水量大而猛，时间紧迫，灾害性强。为

导致挡水失效，引发大规模的酸性矿井水流出，如果
处理不当，将污染地下水资源与环境。因此，改进混

了尽快抢险，将灾害损失降低到最小，通常要求在第
一时间构筑好水闸墙。水闸墙在施工前需要严格的

凝土水闸墙墙体和管路的材料，提升其抗侵蚀性，对

设计与计算，周密组织好人员、材料和设备等。正式
施工时，先在水闸墙巷道围岩掏槽，清理岩渣，必要
时进行煤岩加固； 然后进行水闸墙墙体混凝土或钢

于需要永久封存酸性矿井水的闭坑矿井有着重要的
意义。

3. 3

水闸墙物理与数值模拟技术
水闸墙体型庞大，施工困难，工期较长，一旦建

筋混凝土浇筑； 为了保证施工质量，还需进行水闸墙
壁后注浆防渗补强，最终经压力测试等竣工验收后

成短期内难以改动。 因此，物理模拟和数值模拟可
通过试验过程预测水闸墙运行后的各种工作状态 ，

方可投入运行。通常，整个水闸墙的施工具体可分
为环境保障工程、导水工程、物料运输工程、井巷工

发现墙体与围岩在力学性质和渗流特征方面的变
化，及时获取水闸墙挡水失效的信息，进而完善水闸

程、墙体混凝土浇筑工程、注浆工程和升压试验工程
［33］
共七个子工程进行 。 以上各工程环节都需要一

墙的强度计算和抗渗评价，从而改进和优化水闸墙
的设计方案。

定的时间，尤其是水闸墙墙体浇筑工程周期相对较
长，因此，加快水闸墙的施工速度，有效缩短水闸墙

借助物理模型和数值模拟，将水闸墙周边岩体
的赋存状态、物理力学性质、渗透性能、原岩应力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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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掘工况、突水水压、流量特征等内容概化出符合实
际的地质及水文地质模型； 然后通过合理抽象简化，

仍将面临诸多严峻的考验，包括深部水压大、温度
高、湿度高、煤岩体的完整性差、防渗难度大、施工空

建立物理模型，模拟不同条件下水闸墙挡水后墙体
和围岩可能发生的现象，可以研究墙体和围岩的变

间狭窄、施工环境恶劣等。
2） 针对我国深部煤矿特点，着重探讨了深部高

化规律。数值模拟手段可实现对复杂的工程地质及
水文地质问题的模拟和研究，如复杂结构水闸墙挡

压水闸墙设计施工中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强调了从
水闸墙的力学强度和渗透强度 2 个方面考虑水闸墙

水后墙体与围岩的强度变化规律，墙体与围岩中渗
流的形成机制等。

的强度和安全的重要性。
3） 针对水闸墙的快速施工、长期封堵酸性矿井

3. 4

水闸墙封堵水的综合利用

我国西部煤炭主产区水资源匮乏，东部矿井闭
坑矿井大量积水，借助井巷空间，构建煤矿地下水库
成为很多煤矿综合利用矿井水的新方向 。陆家河较
［35］
早地探讨了利用煤矿采空区建设地下水库 。 顾
［36－37］

大钊等
针对我国西部富煤缺水地区的特点，提
出了“导储用”为核心的煤矿地下水库的概念，提出

水、物理模拟技术和数值模拟技术的应用 、封堵的矿
井水的综合利用、水闸墙技术法规建设等提出了下
一步的研究方向和对策。
4） “十三五”期间，本着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的
方向，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水闸墙防治水工程与技
术应继续创新，进一步保障煤矿生产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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