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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西部矿区深埋工作面涌

水量预测方法，包括：步骤1：确定深埋工作面顶

板直接充水含水层水文地质条件及参数；步骤2：

确定深埋工作面顶板直接充水含水层水文地质

条件演化特征；步骤3：确定西部矿区深埋工作面

涌水量计算公式。由此，通过对研究区典型工作

面顶板地质沉积、水文地质条件和覆岩破坏规律

探查，在掌握顶板导水裂缝带发育高度的基础

上，查清工作面顶板直接充水含水层空间展布特

征；对工作面回采过程中采空区涌水量进行实测

统计，确定工作面涌水量的变化特征；开展工作

面回采过程中顶板直接充水含水层降落漏斗形

态和变化特征研究，建立一种西部矿区深埋工作

面涌水量预测公式，实现对西部矿区深埋工作面

涌水量的准确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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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西部矿区深埋工作面涌水量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通过建立深埋工作

面涌水量计算公式，实现准确预测深埋工作面涌水量；具体包括：

步骤1：确定深埋工作面顶板直接充水含水层水文地质条件及参数；

对深埋工作面顶板地层进行多钻孔划分与对比，建立层序地层格架，分析不同地层单

元的砂泥岩空间展布特征，获得煤层厚度MC；从地面或井下施工工作面回采两带高度探查

孔，确定导水裂缝带发育高度H；在工作面顺槽施工顶板预疏放钻孔，探查导水裂缝带范围

内出水点位置、水量、压力；综合确定煤炭开采的直接充水含水层初始水位H0、含水层底板

至煤层底板距离h0、含水层厚度M、渗透系数K；

步骤2：确定深埋工作面顶板直接充水含水层水文地质条件演化特征；

工作面回采过程中，随着顶板岩层垮落和裂隙发育，采空区成为巨型疏放水井，水井半

径为rw，直接充水含水层将涌入采空区，形成巨型井径条件下的降落漏斗，其中，井中水位

为hw，利用水位监测系统掌握降落漏斗承压区影响半径R变化特征；

步骤3：确定西部矿区深埋工作面涌水量计算公式；

结合步骤1和步骤2中获得的参数，建立深埋工作面涌水量Q的计算公式(3)：

式中：K—渗透系数；H0—含水层初始水位；h0—含水层底板至煤层底板距离；M—含水层

厚度；R—承压区影响半径；rw—水井半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西部矿区深埋工作面涌水量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1中，确定煤层顶板地层中砂岩、粗砂岩和砾岩为含水层，泥岩、砂质泥岩、粉砂岩和细砂岩

为隔水层；

研究区导水裂缝带发育高度H与煤层厚度MC关系为：H≤25×MC。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西部矿区深埋工作面涌水量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3中，井中水位已经降低至煤层底板，此时井中水位hw＝0.0m，无压水区边界水头为M+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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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西部矿区深埋工作面涌水量预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地质、水文地质、采矿工程和地下水动力学的综合应用技术领域，尤其

涉及一种西部矿区深埋工作面涌水量预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煤炭资源开采正逐渐向深部和西部转移，而作为开发重点的西部深埋煤炭资

源，则存在多种水害问题并存的现象(特别是顶板水害)。工作面生产过程中防治水工作的

开展，必须查清工作面顶板水文地质条件，掌握工作面回采过程中采空区涌水特征，并准确

预测工作面涌水量，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准确预测深埋工作面涌水量，一方面可以更加科学

地制定煤矿防治水针对性措施，另一方面可以作为工作面回采过程中排水系统相关设备和

材料选型的依据。因此，在科学合理地制定矿井和工作面防治水措施之前，必须首先建立科

学的西部矿区深埋工作面涌水量预测公式，实现对工作面回采过程中涌水量的准确预测，

但是鉴于地质沉积、水文地质演化、地下水动力学承压-潜水井公式的局限性，往往又难以

建立科学准确的一种西部矿区深埋工作面涌水量预测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缺陷和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西部矿区深埋工作面涌水量预

测方法，解决了现有技术难以科学准确预测西部矿区深埋工作面涌水量的问题。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5] 一种西部矿区深埋工作面涌水量预测方法，该方法通过建立深埋工作面涌水量计

算公式，实现准确预测深埋工作面涌水量；具体包括：

[0006] 步骤1：确定深埋工作面顶板直接充水含水层水文地质条件及参数；

[0007] 对深埋工作面顶板地层进行多钻孔划分与对比，建立层序地层格架，分析不同地

层单元的砂泥岩空间展布特征，获得煤层厚度MC；从地面或井下施工工作面回采两带高度

探查孔，确定导水裂缝带发育高度H；在工作面顺槽施工顶板预疏放钻孔，探查导水裂缝带

范围内出水点位置、水量、压力；综合确定煤炭开采的直接充水含水层初始水位H0、含水层

底板至煤层底板距离h0、含水层厚度M、渗透系数K；

[0008] 步骤2：确定深埋工作面顶板直接充水含水层水文地质条件演化特征；

[0009] 工作面回采过程中，随着顶板岩层垮落和裂隙发育，采空区成为巨型疏放水井，水

井半径为rw，直接充水含水层将涌入采空区，形成巨型井径条件下的降落漏斗，其中，井中

水位为hw，利用水位监测系统掌握降落漏斗承压区影响半径R变化特征；

[0010] 步骤3：确定西部矿区深埋工作面涌水量计算公式；

[0011] 结合步骤1和步骤2中获得的参数，建立深埋工作面涌水量Q的计算公式(3)：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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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式中：K—渗透系数；H0—含水层初始水位；h0—含水层底板至煤层底板距离；M—含

水层厚度；R—承压区影响半径；rw—水井半径。

[0014] 具体的，在步骤1中，确定煤层顶板地层中砂岩、粗砂岩和砾岩为含水层，泥岩、砂

质泥岩、粉砂岩和细砂岩为隔水层；

[0015] 研究区导水裂缝带发育高度H与开采厚度MC关系为：H≤25×MC。

[0016] 具体的，在步骤3中，井中水位已经降低至煤层底板，此时井中水位hw＝0.0m，无压

水区边界水头为M+h0。

[0017]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有益的技术效果是：

[0018] (1)本发明建立了鄂尔多斯盆地深埋煤田区煤层顶板层序地层格架，开展了沉积

相和岩相古地理研究，掌握了砂泥岩空间展布特征。

[0019] (2)本发明通过两带高度探查孔确定了导水裂缝带发育高度；通过工作面顶板预

疏放钻孔，结合步骤1中确定的砂泥岩空间展布特征，确定了工作面直接充水含水层层位、

富水性等参数。

[0020] (3)本发明掌握了工作面回采过程中，采空区作为巨型疏放水井，及由此形成的直

接充水含水层降落漏斗形态和变化特征，并建立了深埋工作面涌水量准确预测的计算公

式，可以实现对研究区范围内深埋工作面涌水量的准确预测。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一种西部矿区深埋工作面涌水量预测方法构建框架图；

[0022] 图2为工作面回采过程中采空区型巨型疏放井形成和演化示意图；

[0023] 图3为工作面回采过程中涌水量计算值和实测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参见图1、图2，本发明给出一种西部矿区深埋工作面涌水量预测方法，需要解决的

技术难题包括：对煤层顶板地层进行多井划分与对比，建立层序地层格架；开展沉积相和岩

相古地理研究，分析砂泥岩空间展布特征；施工工作面回采两带高度探查孔，确定导水裂缝

带发育高度；在工作面顺槽施工顶板预疏放钻孔，确定煤炭开采的直接充水含水层层位、富

水性等参数；根据工作面采空区和含水层水位变化特征，以及回采过程中采空区涌水量，建

立深埋工作面涌水量准确预测的计算公式，实现对矿井涌水量的准确预测。

[0025] 由此，为实现本发明的具体目的，西部矿区深埋工作面涌水量预测方法包含如下

步骤：

[0026] 步骤1：确定深埋工作面顶板直接充水含水层水文地质条件及参数；

[0027] 对深埋工作面顶板地层进行多井划分与对比，建立层序地层格架，分析不同地层

单元的砂泥岩空间展布特征，获得煤层厚度MC；从地面或井下施工工作面回采两带高度探

查孔，确定导水裂缝带发育高度H；在工作面顺槽施工顶板预疏放钻孔，探查导水裂缝带范

围内出水点位置、水量、压力；综合确定煤炭开采的直接充水含水层初始水位H0、含水层底

板至煤层底板距离h0、含水层厚度M、渗透系数K；

[0028] 步骤2：确定深埋工作面顶板直接充水含水层水文地质条件演化特征；

[0029] 工作面回采过程中，随着顶板岩层垮落和裂隙发育，采空区成为巨型疏放水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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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半径为rw，直接充水含水层将涌入采空区，形成巨型井径条件下的降落漏斗，其中井中水

位为hw，利用水位监测系统掌握降落漏斗影响半径R变化特征；

[0030] 步骤3：确定西部矿区深埋工作面涌水量计算公式；

[0031] 结合步骤1和步骤2中获得的参数，工作面回采过程中，井中水位已经降低至煤层

底板，此时井中水位hw＝0.0m，无压水区边界水头为M+h0，则无压水区计算公式(1)为：

[0032]

[0033] 式中，Q—动态补给量；K—渗透系数；M—含水层厚度；h0—含水层底板至煤层底板

距离；a—无压水区影响半径；rw—水井半径。

[0034] 承压水区计算公式(2)为：

[0035]

[0036] 式中：H0—含水层初始水位；R—承压区影响半径。

[0037] 在步骤1中，确定煤层顶板地层中砂岩、粗砂岩和砾岩为含水层，泥岩、砂质泥岩、

粉砂岩和细砂岩为隔水层；研究区导水裂缝带发育高度H与开采厚度MC关系为：H≤25×MC。

[0038] 由此，通过上述步骤，本发明通过对煤层顶板地层进行多井划分与对比，建立层序

地层格架；开展沉积相和岩相古地理研究，分析砂泥岩空间展布特征；施工工作面回采两带

高度探查孔，确定导水裂缝带发育高度；在工作面顺槽施工顶板预疏放钻孔，确定煤炭开采

的直接充水含水层层位、富水性等参数；根据工作面采空区和含水层水位变化特征，以及回

采过程中采空区涌水量，建立深埋工作面涌水量准确预测的计算公式，消去公式(1)和公式

(2)中lna，可以得到开采扰动下深埋工作面计算公式(3)：

[0039]

[0040] 式中：Q—动态补给量；K—渗透系数；H0—含水层初始水位；h0—含水层底板至煤层

底板距离；M—含水层厚度；R—承压区影响半径；rw—水井半径。

[0041] 以下给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以下具体实施

例，凡在本申请技术方案基础上做的等同变换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42] 实施例1：

[0043] 本实施例以鄂尔多斯盆地北部侏罗纪深埋煤田区工作面涌水量预测为例进行进

一步说明，该区域位于内蒙古与陕西省的接壤地带，包括新街、呼吉尔特、纳林河、榆横和榆

神等矿区，煤炭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水文地质条件不清楚、矿井涌水量普遍较大、工作面防

治水难度较大等问题，工作面涌水量的准确预测，是制定科学合理的工作面防治水方案的

前提。

[0044] 以鄂尔多斯盆地北部侏罗纪深埋煤田区工作面涌水量预测为例进行进一步说明，

该区域煤层顶板直接充水含水层呈“水压高、水量大”的强富水深埋含水层特征，通过建立

层序地层格架，分析砂泥岩空间展布特征，确定直接充水含水层层位、富水性等参数，掌握

工作面采空区和含水层水位变化特征，以及回采过程中采空区涌水量，并利用这些参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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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深埋工作面涌水量计算公式，实现对矿井涌水量的准确预测。

[0045] 步骤1：确定深埋工作面顶板直接充水含水层水文地质条件及参数。在收集整理前

期勘探资料的基础上，利用勘探钻孔资料对煤层顶板地层进行多井划分与对比，建立层序

地层格架；开展沉积相和岩相古地理研究，分析砂泥岩空间展布特征。研究区属于鄂尔多斯

盆地北部侏罗纪深埋区，主采煤层(3-1煤或2煤)埋深普遍大于500m，安定组和直罗组二段

都属于砂泥岩互层结构，共同构成了相对隔水层。由于河流回春的沉积旋回作用，在煤层顶

板的延安组和直罗组地层分别形成了中粗粒的真武洞砂岩和七里镇砂岩。

[0046] 从地面或井下施工工作面回采两带高度探查孔，确定导水裂缝带发育高度；在工

作面顺槽施工顶板预疏放钻孔，探查导水裂缝带范围内出水点位置、水量、压力等，结合步

骤1中确定的砂泥岩空间展布特征，确定煤炭开采的直接充水含水层层位、富水性等参数。

在两个典型煤矿开展的导水裂缝带实测结果分别为103.2m(裂采比18.8倍)和126.0m(裂采

比22.0倍)，考虑到研究区范围内主采煤层厚度<7.0m，因此导水裂缝带发育高度一般不超

过150m，结合研究区范围内其他矿井的导水裂缝带实测高度，最终确定研究区内导水裂缝

带发育高度(H)与开采厚度(MC)关系为：H≤25×MC，可发育至七里镇砂岩段；在导水裂缝带

范围内，真武洞砂岩富水性相对较弱，七里镇砂岩富水性相对较强。通过在不同矿井工作面

顶板施工探查钻孔发现，七里镇砂岩为主要充水层，真武洞砂岩为次要充水层。研究区内某

矿1盘区3个相邻工作面回采过程中采空区涌水量变化具有以下特征：(1)工作面回采初期

(即导水裂缝带未发育至七里镇砂岩关键充水含水层)，涌水量明显偏小；(2)其他阶段，随

着回采进尺增加，涌水量呈“台阶式”增加。

[0047] 步骤2：确定深埋工作面顶板直接充水含水层水文地质条件演化特征。

[0048] 工作面回采过程中，随着顶板岩层垮落和裂隙发育，采空区作为巨型疏放水井，直

接充水含水层将涌入采空区，形成巨型井径条件下的降落漏斗(图2)，利用水位监测系统，

掌握降落漏斗影响半径的变化特征，并观测工作面回采过程中采空区涌水量。传统的承压

水井大降深抽水时，当井中水位低于含水层顶板，井附近的含水层会出现无压水流区，形成

巨型承压-无压疏放井，采用分段法计算流向井的流量，包括无压区和承压区。而工作面回

采过程中，疏放井中水位已经降低至煤层底板。

[0049] 步骤3：确定深埋工作面涌水量计算公式。根据砂泥岩展布特征、导水裂缝带发育

高度、回采过程中直接充水含水层水文地质条件演化特征，以及工作面涌水量观测结果，确

定控制深埋工作面涌水量的关键参数，并建立深埋工作面涌水量准确预测的计算公式(3)：

[0050]

[0051] 式中，Q—动态补给量；K—渗透系数；M—含水层厚度；h0—含水层底板至煤层底板

距离；rw—水井半径；H0—含水层初始水位；R—承压区影响半径。

[0052] 对于工作面回采后形成的采空区，可以视为半径rw的疏放水井：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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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式中，L—采空区走向长度；I—采空区倾向长度。

[0055] 而且实际工作面回采过程中，随着覆岩导水裂缝带对七里镇砂岩关键充水含水层

破坏，导致整个煤层顶板形成巨大的疏放水井(102～103m级)，且大井半径rw逐渐增大，此过

程中影响半径R则基本保持稳定，由此可以计算得到工作面回采过程中涌水量变化曲线，如

图3所示，图3中圆圈构成的趋势为涌水量实测值，图3中的曲线为通过本方案计算得到的涌

水量变化曲线；比较采空区实际涌水量可以看出，两者误差相对较小，证明该深埋煤层工作

面涌水量计算公式(3)，可以准确预测研究区工作面回采过程中涌水量。

[0056] 由此，本发明的一种西部矿区深埋工作面涌水量预测方法具有如下优点：建立了

鄂尔多斯盆地深埋煤田区煤层顶板层序地层格架，开展了沉积相和岩相古地理研究，掌握

了砂泥岩空间展布特征。通过两带高度探查孔确定了导水裂缝带发育高度；通过工作面顶

板预疏放钻孔，结合步骤1中确定的砂泥岩空间展布特征，确定了工作面直接充水含水层层

位、富水性等参数。掌握了工作面回采过程中，采空区作为巨型疏放水井，及由此形成的直

接充水含水层降落漏斗形态和变化特征，并建立了深埋工作面涌水量准确预测的计算公

式，可以实现对研究区范围内深埋工作面涌水量的准确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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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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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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