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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Xuzhuang Coal Mine in Datun has been seriously affected by water damage and
many water inrush accidents occurr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normal production of the mine, according to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rea geological data,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main sources of water inrush in Xuzhuang coal mine were fracture-karst
water of seam roof, fourth ash water of Taiyuan formation, limestone water of Ordovician system,
fault water and goaf water. On this basis, water prevention measures such as keeping waterproof
coal pillar and hydrophobic pressure lowering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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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屯徐庄煤矿近年来受水害影响较为严重，发生多起突水事故。为了保证矿井生产正常进行，通过综合
调查研究区地质资料，得知徐庄煤矿的突水来源主要有矿井顶板砂岩裂隙水、太原组四灰水、奥陶系灰
岩水、断层水以及老空区积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留设防水煤柱、疏水降压等防治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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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矿井水是煤矿生产的五大灾害之一。随着矿井开采范围的不断增加，生产水平的逐渐延深，矿井水
对煤矿生产的威胁更加严重。根据矿井水的不同来 源，因地制宜，分别采取不同的矿井防治水措施，是
煤矿生产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本次研究选取徐庄市大屯徐庄煤矿，该煤矿位于江苏省徐州
市西北约 72 km 处，位于江苏省沛县大屯镇和山东省微山县西平乡境内，徐庄煤矿初步设计生产能力为
90 万吨/年，服务年限 97 年，于 1970 年 10 月破土动工，1979 年 12 月投产。井田位于华北平台东南部
鲁西隆褶带和徐蚌褶皱束之间，构造复杂程度中等，煤系地层属石炭、二叠系，可采煤层 20 余层，其中
7 号，8 号，17 号，21 号煤层为主采煤层。近年来，徐庄矿井 7、8 号煤开采顶板及底板砂岩突(涌)水时
有发生，个别事故突水量较大。由于顶底板稳定涌水量较小，导致充水含水层易于疏降或疏干。采掘工
作常受水害影响，正常情况下不受奥灰突水威胁，根据现有的地质生产资料分析，矿井水文地质复杂程
度亦为中等。虽然徐庄煤矿至今没有发生水害伤亡事故，但是在掘进巷道和回采工作面发生的顶、底板
涌水，老塘、老峒以及断层突水等事故已经对矿井安全生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以徐庄煤矿为研究
对象，系统分析了主要六种突水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应可行的防治水措施，分析结果对徐庄煤矿
防治水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1] [2] [3] [4]。

2. 矿井开采主要水害类型分析
2.1. 矿井顶板砂岩裂隙水
煤层顶板砂岩含水层主要为裂隙水，以静水储量为主，裂隙发育不均一，连通性较差，大部分区域
富水性较弱，总体看来涌水量较小，易于疏干，但该含水层对矿井正常生产的影响具有点多面广的特点，
特别是在断层导通情况下的突然出水，对矿井生产具有较大的危害性，例如徐庄矿的−550 m 集中巷曾发
生过断层附近出水而淹没综掘机的事故。

2.2. 太原组四灰水
太原组 L4 灰含水层为岩溶裂隙含水层，岩溶裂隙发育极不均一，受地下水运动及断裂构造的影响，
浅部区域以及构造影响区域含水比较丰富，往深部含水性逐渐减弱。根据徐庄矿以往各水平探放 L4 灰水
资料以及邻矿资料分析得出，西翼 L4 灰观测孔出水量 3 m3/h，水压为 0.1 MPa 左右，该段区域 L4 灰水
位在−740 m 左右；西翼其他受断层影响的独立块段，L4 灰水水位不明，需巷道施工至附近时进行钻孔
监测[2]。

2.3. 奥陶系灰岩水
该含水层为区域性强含水层，奥灰距离山西组 7、8 号煤层比较远，一般情况下对目前的开采活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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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但在断层或陷落柱等构造的影响下，使得奥灰含水层与开采煤层接近或直接导通，对矿井开采
具有严重威胁。从奥灰水文长观孔观测数据可知，奥灰水位每年都在下降，说明奥灰水已在疏放，奥灰
水已成为矿井间接充水水源[1]。

2.4. 断层水
井田内断层导水性相对较弱，大多不含水或含水微弱，断层导水性普遍较差，仅有少数断层在采掘
面揭露时发生明显出水。例如，F14 断层是井田东翼的一条落差大于 60 m 的断层，既可使上盘的 7 号煤
层与下盘 L4 含水层产生“对接”关系，也可使下盘的 7 号煤层与上盘的分界砂岩产生“对接”关系，该
断层在实际揭露过程中表现较为突出，深部采掘活动中可能对生产构成一定程度的水害威胁。

2.5. 老空水
老空水是指已回采的工作面采空区积水。徐庄煤矿基本上为单斜构造的地层，采区和工作面布置大
都由浅至深进行设计和布置，上方工作面开采后产生了冒落，形成了“两带”高度的裂隙，大范围沟通岩
层裂隙水，形成采空区水。近年来由于综采放顶煤技术的普及使用，工作面开采规模越来越大，导致工
作面采后积聚一定量顶板砂岩水或注浆水。一些废弃时间较长的老巷道，由于长时间接受顶底板出水或
其他水源来水，常常形成一定量的积水，给附近的采掘活动造成威胁。

2.6. 封闭不良钻孔水
徐庄煤矿历经多次勘探，井田范围内共施工有效钻孔 229 个，根据本井田内钻孔实际封闭情况，考
虑到以往各勘探阶段施工的老钻孔封闭质量要求不一，按照要求进行对比，徐庄井田的钻孔封闭质量存
在以下问题：全孔未封闭、浓泥浆封闭或封闭资料不清(包括无封闭资料)，7 煤层上封段距较小等。因此
生产采掘邻近老钻孔时要提高防范意识，以免封闭不良钻孔沟通上下含水层成为向矿井工作面充水的直
接通道。

3. 主要水害类型防治措施
3.1. 煤层顶板砂岩裂隙水
工作面设计尽可能采用仰采，并在低洼处布置放水巷，对一些掘进过程中发现涌水较大的工作面，
回采前可采取提前顶板打钻疏放水的措施，把集中涌水改为分散疏水。条件不允许的工作面，回采前
必须建立相应的排水系统，以确保工作面安全回采。新开拓区域以及下山巷道必须配备相应的排水
设施以防意外突水事故发生从而影响生产。采掘工作面附近存在含水体或含水、导水构造时，必须坚持“预
测预报、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防治水原则，排除水害隐患[5]。

3.2. 太原组四灰水
由于 L4 灰水基本以静储量为主，补给量不大，对该含水层的防治方法主要以疏干为主。
井田深部 L4 灰岩岩溶发育程度较低，一般对矿井安全生产威胁不大，但本着“预测预报、有疑必探、
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原则，当采掘工作面靠近 L4 含水层时，可根据探放水需要适量布置探水钻孔，
防止含水不均一或构造等因素导致 L4 灰岩含水层形成局部富水区而造成突水事故。2010 年安徽理工大
学的《徐庄煤矿深部采区 8 煤底板突水危险性分析及防治》研究报告表明，徐庄井田−550 m 至−750 m 水
平 8 号煤层与 L4 灰顶板实际间距在 40.12~57.49 m 之间，平均 48.2 m，在大部分地段小于计算得的临界
隔水层厚度 56.1 m (水头压力 2.0 MPa 时计算所得，
−750 m 东部 8 号煤层与 L4 灰间临界水压为 1.55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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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根据已知的水文地质资料显示，井田深部的 L4 灰富水性相对浅部较弱，但由于 L4 灰富水的不均一
性，为保证生产安全，建议在深部煤层开采过程中，特别是在一些异常地段需要提前采取探放水疏水降
压措施[6]。

3.3. 奥陶系灰岩水
奥灰水一般通过断层、陷落柱等构造向矿井突水，必须事先查明井田内的构造发育情况[7]。可采用
多种手段(如物探、钻探、化探等探测技术)查明断层位置、落差、含导水情况，查明奥灰水水位标高，通
过计算突水系数，分析判断奥灰水对生产的威胁程度，开采遇断层落差大，可能导通奥灰水的部位，必
须留设断层防水煤岩柱[8]。

3.4. 断层水
当工作先制定探放水措施，或利用超前物探方法探明具体位置，设计探放水钻孔，根据疏放的水量
和测得水压的数据，分析断层导水、含水的程度，间接判识断层及其上下盘 L4 含水层或分界砂岩的富水
性特征以及出水的水源，然后结合探查结果，对富水性强、水压大难以疏放的断层水，依据《煤矿防治
水规定》有关公式，计算断层防水煤柱留设的距离，留设相应的防水煤柱，最后需查明富水断层在平面
上和剖面上的分布特征和变化规律，并利用物探方法并结合一定的钻探工程技术，进一步查明断层带两
侧次生小断层分布规律，分析水压、水量以及瓦斯气体的变化关系，为进一步做好类似断层的预测与预
报工作奠定基础[9]。

3.5. 老空水
第一，在新采区工作面设计和掘进过程中，首先要考虑水的自流问题，尽量避免给深部工作面造成
积水威胁。第二，在采空积水附近进行采掘活动时，要充分分析已采工作面的详细资料，需要的时候结
合探测工程技术，分析上方老塘、老硐水体的空间位置、积水体最高点最低点标高和范围，留设足够的
隔离煤柱进行探放。第三，对一些无法准确判断是否有积水的采空区，它具备条件但又没有证据证明其
没有积水时，必须按照有积水的采空区进行对待，制定合理的探放水方案进行放水[10]。

3.6. 封闭不良钻孔水
一般情况下，为了防止封闭不良钻孔带来的水害，通常采用启封钻孔或在相应煤层留设煤柱。启封
钻孔需要考虑地面地物对启封工程的影响，如：钻孔在水体中，钻孔附近有建筑物，钻孔附近有重要高
压线、通讯线等，或者在复杂条件下找不到钻孔的位置，这时从地面启封钻孔非常困难，需要留设煤柱。
对于矿界外的封闭不良钻孔，对徐庄井田煤层开采无影响[11]。

4. 结语
1) 徐庄煤矿历经多年开采，在已采区域形成了多个采空区，这些采空区域大多彼此连通，矿井工作
面回采结束后在采空区低洼处存在的老空积水对临近的采掘活动构成一定威胁，必须进行探放水，研究
结果揭示，老空水是今后威胁矿井生产安全的重要水害之一。
2) 根据已有资料分析，含水不均一或构造等因素可能导致 L4 灰岩含水层形成局部富水区而造成突
水事故，并且在断层或陷落柱等构造的影响下，可能出现奥灰含水层与开采煤层接近或直接导通的情况，
并对矿井开采产生严重威胁，这种情况需要加以重视。
3) 目前只研究了突水水源的问题，若要使防治水建议更加合理、准确，还需进一步探讨导、突水通
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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