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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

方法，采用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系统，首

先确定需要重点监测的巷道；然后在确定的巷道

区域内安装SOS微震监测系统、煤体应力在线监

测系统和地音监测系统，在地面安装冲击地压综

合预警系统，将SOS微震监测系统、煤体应力在线

监测系统和地音监测系统整合至冲击地压综合

预警系上；最后通过冲击地压综合预警平台进行

冲击预警，及时补充数据不断完善系统；该方法

适用于深部矿井含有地质构造区的开拓或准备

大巷冲击地压预警方面，能准确预测冲击，提前

采取卸压措施，避免人员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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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井下重点监测区域安装的

SOS微震监测系统、煤体应力在线监测系统和地音监测系统，SOS微震监测系统、煤体应力在

线监测系统和地音监测系统分别连接冲击地压综合预警系统，冲击地压综合预警系统位于

地面；还包括电源模块，电源模块分别连接各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SOS微震

监测系统、煤体应力在线监测系统和地音监测系统分别采用SOS微震、KJ24煤体应力在线和

ARES-5/E地音监测系统。

3.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方法，采用权利要求1～2所述的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

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具体按以下步骤实施：

步骤1，确定需要重点监测的巷道；

步骤2，然后在经步骤1确定的巷道区域内安装SOS微震监测系统、煤体应力在线监测系

统和地音监测系统，在地面安装冲击地压综合预警系统，将SOS微震监测系统、煤体应力在

线监测系统和地音监测系统整合至冲击地压综合预警系上；

步骤3，然后通过冲击地压综合预警平台进行冲击预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综合预警

系统原理为深部矿井冲击地压周期性预警方法，包括静载荷积聚位置、静载荷积聚周期、动

载荷来源、动静载叠加时间四要素。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具

体内容包括：采用地震CT技术实测地质构造区冲击危险源分布特征及危险程度，地震CT技

术具体可采用24通道PASAT-M型便携式微震探测系统进行探测，利用得到的分布图形，划定

巷道冲击危险区域，即静载荷积聚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具

体内容包括：

步骤2.1，在重点监测区域每个区域附近安装不小于4个微震检波探头和2个地音探头，

位于强冲击危险区域前后50m范围内安装若干组GZY60W矿用本安型钻孔应力传感器，

GZY60W矿用本安型钻孔应力传感器的组间距20m，每组孔深按不同深度的2个测点组合，组

内应力计间距1m，孔深分别为8m和12m，孔径42mm；

步骤2.2，GZY60W矿用本安型钻孔应力传感器将检测到的重点监测区域煤层内部应力

场的变化，采用无线通信的通讯方式，将测量数据发送到KJ24-FW矿用本安型压力子站，同

时该监测子站与上位基站连接，将监测数据传送到井上KJ24应力在线监测系统，完成对井

下因采动影响煤层内部应力场变化的实时监测；

步骤2.3，根据相邻矿井应力计危险阀值或者将该区域冲击地压前最大煤层应力的

80％作为危险阀值，然后建立台账，统计两次危险阀值之间的间隔作为静载荷积聚周期，探

究历次积聚周期之间的规律。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具

体包括：具体分析动载荷来源，然后结合地质条件、开采因素，确定动静载荷叠加时间，初步

确定冲击地压预警时间，通过冲击地压综合预警平台进行冲击预警。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动静载荷

叠加时间通过ARES-5/E地音监测系统监控和SOS微震监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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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煤矿安全监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系统。

[0002] 本发明还涉及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冲击地压是指煤矿井巷或工作面周围煤岩体由于弹性变形能的瞬间释放而产生

的突然、剧烈破坏的动力现象，常伴有煤岩体瞬间位移、抛出、巨响及气浪等。目前，冲击地

压监测预警的方法主要包括微震法、电磁辐射法、煤层应力法、钻屑法等。

[0004] 微震法基于岩体破裂过程中所发射的微波信号，是一种区域监测方法，但只能监

测微震发生后发生的数据，不能提前进行预警。电磁辐射法的原理为煤层中应力水平与其

电磁辐射量存在一定关系，但现场由于大型设备的电磁辐射，其精度也达不到冲击地压预

警的要求。目前采用的煤层应力法仅能监测煤层中应力增量，无法获得煤层真实三维应力，

且对较硬煤层数据变化不明显。钻屑法受人员操作影响大，精度低。传统的监测预警系统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很好的进行冲击地压预警。

[0005] 煤矿大巷区域一般距采空区较远，受采掘活动影响较小，以往的应力监测法、钻屑

法、电磁辐射法及微地震监测法均不能有效的监测大巷区域的冲击地压。井下环境相对于

地面更为复杂，一旦出现冲击地压灾害，往往会造成人员无法及时救治而死亡，对井下设备

也会造成较大的破坏。因此，如何有效地解决煤矿大巷冲击地压灾害预警等问题，是目前本

领域技术人员急需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系统，适用于深部矿井含有地质

构造区的开拓或准备大巷冲击地压预警方面，能准确预测冲击，提前采取卸压措施，避免人

员伤害。

[0007]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方法。

[0008] 本发明所采用的第一个技术方案是，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系统，具体包括

井下重点监测区域安装的SOS微震监测系统、煤体应力在线监测系统和地音监测系统，SOS

微震监测系统、煤体应力在线监测系统和地音监测系统分别连接冲击地压综合预警系统，

冲击地压综合预警系统位于地面；还包括电源模块，电源模块分别连接各系统。

[0009] 本发明的第一个技术方案的特点还在于：

[0010] 其中SOS微震监测系统、煤体应力在线监测系统和地音监测系统分别采用SOS微

震、KJ24煤体应力在线和ARES-5/E地音监测系统。

[0011] 本发明的第二个技术方案是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方法，采用上述的一种煤

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系统，具体按以下步骤实施：

[0012] 步骤1，确定需要重点监测的巷道；

[0013] 步骤2，然后在经步骤1确定的巷道区域内安装SOS微震监测系统、煤体应力在线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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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系统和地音监测系统，在地面安装冲击地压综合预警系统，将SOS微震监测系统、煤体应

力在线监测系统和地音监测系统整合至冲击地压综合预警系上；

[0014] 步骤3，然后通过冲击地压综合预警平台进行冲击预警。

[0015] 本发明的第二个技术方案的特点还在于：

[0016] 其中综合预警系统原理为深部矿井冲击地压周期性预警方法，包括静载荷积聚位

置、静载荷积聚周期、动载荷来源、动静载叠加时间四要素；

[0017] 其中步骤1具体内容包括：采用地震CT技术实测地质构造区冲击危险源分布特征

及危险程度，地震CT技术具体可采用24通道PASAT-M型便携式微震探测系统进行探测，利用

得到的分布图形，划定巷道冲击危险区域，即静载荷积聚位置；

[0018] 其中步骤2具体内容包括：

[0019] 步骤2.1，在重点监测区域每个区域附近安装不小于4个微震检波探头和2个地音

探头，位于强冲击危险区域前后50m范围内安装若干组GZY60W  矿用本安型钻孔应力传感

器，GZY60W矿用本安型钻孔应力传感器的组间距  20m，每组孔深按不同深度的2个测点组

合，组内应力计间距1m，孔深分别为8m和12m，孔径42mm；

[0020] 步骤2.2，GZY60W矿用本安型钻孔应力传感器将检测到的重点监测区域煤层内部

应力场的变化，采用无线通信的通讯方式，将测量数据发送到  KJ24-FW矿用本安型压力子

站，同时该监测子站与上位基站连接，将监测数据传送到井上KJ24应力在线监测系统，完成

对井下因采动影响煤层内部应力场变化的实时监测；

[0021] 步骤2.3，根据相邻矿井应力计危险阀值或者将该区域冲击地压前最大煤层应力

的80％作为危险阀值，然后建立台账，统计两次危险阀值之间的间隔作为静载荷积聚周期，

探究历次积聚周期之间的规律；

[0022] 其中步骤3具体包括：具体分析动载荷来源，然后结合地质条件、开采因素，确定动

静载荷叠加时间，初步确定冲击地压预警时间，通过冲击地压综合预警平台进行冲击预警；

[0023] 其中动静载荷叠加时间通过ARES-5/E地音监测系统监控和SOS微震监测确定。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5] 本发明的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方法，克服了单一冲击地压监测系统的缺

点，分源整合了各监测系统的优点，精度更加准确；成本低，各监测系统为冲击地压所需配

备的基本监测系统，无须购买其他监测系统；数据可视化。通过可视化软件，能直接掌握某

区域的冲击地压危险等级；该系统可以不断更新数据来进一步提高预警准确度，具有自我

完善的功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系统，具体包括井下重点监测区域安装

的SOS微震监测系统、煤体应力在线监测系统和地音监测系统，  SOS微震监测系统、煤体应

力在线监测系统和地音监测系统分别连接冲击地压综合预警系统，冲击地压综合预警系统

位于地面；还包括电源模块，电源模块分别连接各系统，其中SOS微震监测系统、煤体应力在

线监测系统和地音监测系统分别采用SOS微震、KJ24煤体应力在线和ARES-5/E地音监测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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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警方法，采用一种煤矿冲击地压预测预

警系统，具体步骤如下：

[0029] 煤矿大巷冲击地压综合预警方法是一种基于动静载叠加诱冲原理，综合分析井巷

围岩动静载荷及其他因素，实现冲击地压预警的工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步骤1，确定需要重点监测的巷道；

[0031] 通过矿井地质资料、开采现状等资料，确定大巷重点监测区域，主要包含断层、向

斜、背斜等地质构造区；

[0032] 深部矿井冲击地压主要是高静载情形，巷道或者采场围岩原岩很高，巷道开挖或

工作面回采导致巷道或者采场附近周围高静载荷应力集中，此时应力水平虽未超过但已接

近临界载荷，远场矿震产生的微小动载增量便能满足冲击条件，此种情况下在动静载叠加

诱冲机理中静载荷起主导作用，动载荷起诱发作用；通过分析动、静载荷来实现冲击地压区

域性预警，具体来说主要有静载荷积聚位置、静载荷积聚周期、动载荷来源、动静载叠加时

间；

[0033] 构造区在地质运动过程中就积聚了大量的构造应力，故地质构造区是整个矿井静

载荷主要积聚点，这种特点是“与生俱来”的，根据损伤力学的观点，一个区域内发生过一次

破坏后，将形成不可逆的损伤，该点成为整个区域的薄弱点，该点附近围岩强度低于其他区

域，抵抗破坏变形的能力下降，再次发生冲击地压时，极易可能在该点附近显现，导致地质

构造区一旦发生过一次冲击地压后极易在该区域发生后续多次冲击；

[0034] 为掌握地质构造区应力分布状况，提前了解高应力区分布特征，采用地震CT技术

实测地质构造区冲击危险源分布特征及危险程度，具体可采用24  通道PASAT-M型便携式微

震探测系统进行探测，现场探测时，激发端为在构造区一侧巷道布置一定数量的激发炮孔，

另一侧巷道布置一定数量的检波器作为接收端，探测放炮从外段向里顺序激发，通过获取

探测区域内部介质的波速或衰减系数等，依据一定的物理和数学关系反演物体内部物理量

的分布，最后得到清晰的、不重叠的分布图形，从而识别探测区域内部的结构及力学性质进

而推断煤体内部地质构造、应力异常区域、煤层厚度变化等典型异常区域的分布情况，精确

划定巷道冲击危险区域；

[0035] 步骤2，然后在经步骤1确定的巷道区域内安装SOS微震监测系统、煤体应力在线监

测系统和地音监测系统，在地面安装冲击地压综合预警系统，将SOS微震监测系统、煤体应

力在线监测系统和地音监测系统整合至冲击地压综合预警系上：

[0036] 当某构造区发生冲击地压后，瞬间释放大量能量，造成周围巷道的破坏，同时形成

一个短暂的应力降低区。但随着地应力重新分布，该区域内的静载荷会逐渐积聚，直至积聚

至原水平附近。从静载荷释放到重新积聚至原水平附近的时间称为静载荷积聚周期；

[0037] 步骤2.1，在重点监测区域每个区域附近安装不小于4个微震检波探头和2个地音

探头，通过PASAT精确划分的煤层冲击危险区，位于强冲击危险区域前后50m范围内安装若

干组GZY60W矿用本安型钻孔应力传感器，  GZY60W矿用本安型钻孔应力传感器的组间距

20m，每组孔深按不同深度的  2个测点组合，组内应力计间距1m，孔深分别为8m和12m，孔径

42mm；

[0038] 步骤2.2，GZY60W矿用本安型钻孔应力传感器将检测到的重点监测区域煤层内部

应力场的变化，采用无线通信的通讯方式，将测量数据发送到  KJ24-FW矿用本安型压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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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同时该监测子站与上位基站连接，将监测数据传送到井上KJ24应力在线监测系统，完成

对井下因采动影响煤层内部应力场变化的实时监测；

[0039] 步骤2.3，根据相邻矿井应力计危险阀值或者将该区域冲击地压前最大煤层应力

的80％作为危险阀值(根据以往监测经验，选择最大煤层应力的  80％作为危险阀值能有效

实现2天以上预警时间)，然后建立台账，统计两次危险阀值之间的间隔作为静载荷积聚周

期，探究历次积聚周期之间的规律；

[0040] 步骤3，具体分析动载荷来源，然后结合地质条件、开采因素，确定动静载荷叠加时

间，初步确定冲击地压预警时间，通过冲击地压综合预警平台进行冲击预警：

[0041] 构造区动载荷来源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远方的动载荷，二是近处的动载荷，分别

对应的监测系统为SOS微震监测系统、地音监测系统；具体为：受相邻工作面掘进或者回采

扰动，相邻工作面顶底板断裂造成的动载荷，二是近处断层滑移或者向斜、背斜轴部高应力

区顶底板断裂造成的动载荷；三是受相邻工作面掘进或者回采扰动形成的动载荷影响，导

致近处断层滑移或者向斜、背斜轴部高应力区顶底板断裂造成的动载荷；

[0042] 预警方式具体为：冲击地压综合预警系统包含4个模块，依次分别为第一模块重点

区域冲击地压危险等级、第二模块重点区域煤体应力阶梯云图、第三模块重点区域地音系

统冲击危险等级、第四模块矿井微震分布云图；

[0043] 第二、三、四模块分别对应三套监测系统，均需预警系统将三套系统生成的数据可

视化在矿井巷道底图上，具体为将GZY60W煤体应力计所监测范围投影至水平面上，形成矩

形范围，范围内用不同颜色表示应力计监测到的数据，设定初始危险阀值，大于该阀值时，

显示为醒目红色，该区域发生冲击地压后将截取冲击前1小时内最大值的80％作为危险阀

值，若发生多次冲击地压，则按上述方法取多次冲击最大值的平均数的80％作为最新的危

险阀值，该模块能根据井下现场情况不断完善数据；同时该模块在这三个模块中起决定作

用，只有该模块达到危险阀值时第一模块才有可能发出预警通知，该模块未达到危险阀值

时，无论三、四模块怎样变化，第一模块都不会发出预警通知；

[0044] 第三模块重点区域地音系统冲击危险等级云图以矿井巷道底图为背景，将探头监

测范围以圆状、某种颜色呈现在底图上，旁边图例标注a、b、c、d 四种危险等级对应的颜色。

[0045] 第四模块矿井微震分布云图以矿井巷道底图为背景，将微震事件以圆状、某种颜

色呈现在底图上，旁边图例标注102J、103J、104J、105J、106J及以上微震事件对应的颜色。

[0046] 第一模块综合分析二、三、四模块，得出该区域冲击危险等级。具体为该区域1000m

微震事件频次增加30％以上时或者地音系统显示为d危险等级时，为中等冲击危险性；第二

模块应力计数据达到危险阀值时间段内同时微震事件频次增加30％以上或地音系统显示

为d危险等级，为强冲击危险性；

[0047] 深部矿井冲击地压主要因素为静载荷，发生冲击地压的前提条件是静载荷必须重

新积聚至原水平附近，通过煤体应力监测系统确定煤体静载荷变化情况。静载荷满足条件

后重点监测动载荷，1000m范围内104J时间日频次增加30％以上或者该处地音监测系统出

现d危险等级时立即发出冲击地压预警通知，采取对应措施进行解危；

[0048] 由上述预警方法可知，静载荷的积聚在冲击地压中占主导地位，确定危险阀值的

基础上，对重点区域进行周期性、常态化卸压，保证煤体静载荷得到有效释放。同时减小远

方采掘扰动影响，必要时进行切顶，阻断动载荷传递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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