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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动影响下前伏断层活化突水的数值模拟
段旭龙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贵州 兴义 562400
摘 要: 本文以某煤矿采煤工作面前伏正断层为背景，建立了采动影响下前伏断层活化突水的数值计算模型，分析了

前伏断层岩体的应力、位移、塑性区和孔隙水压力随工作面回采的变化规律，揭示了前伏正断层采动活化导水机理。

研究结果表明：（1）断层在距离采煤工作面 70 m~10 m时间范围时，位于工作面前方的岩体会产生显著的应力集中

区，最大应力集中系数为 2.5；（2）工作面回采至距离断层 40 m~10 m时，断层最大位移达到 100 mm，出现了显著

的断层活化现象；（3）当断层距离采煤工作面小于 10 m时，断层与采空区产生导水通道，易发生突水事故。

关键词: 采动; 突水; 数值模拟

中图法分类号: TD7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24(2019)06-1039-04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Water Inrush Induced by Activation of
Anterior Volt Fault under Mining
DUAN Xu-long
Xingy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ngyi 562400, China
Abstract: In front of a certain coal mining work anterior volt normal fault as the background, numerical calculation model of
water inrush was set up with anterior volt normal fault. The change law of the stress, displacement and plastic zone and pore
water pressure along with the mining face was studied in rock anterior volt normal fault. The mechanism of mining activation
water inrush in anterior normal fault is reveal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Working face 70 m to 10 m, from fault face
appeared in front of the rock mass stress concentration significantly, the maximum stress concentration coefficient is 2.5; (2)
When the working face is 40 m~10 m away from the fault,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 of the fault reaches 100 mm, showing
significant fault activation. (3) When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working face and the fault is less than 10m, a water diversion
channel between the fault and the goaf occurs, resulting in water inrush ac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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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五大灾害分别是矿井水害、火灾、瓦斯、粉尘和动力地质灾害[1]。其中，矿井水害造成的

人员伤亡最多，经济损失仅次于瓦斯灾害[2]。矿井水害按照出水层位进行划分，又可以分为顶板水

害、底板水害和周边水害[3,4]。我国华北和西北等主要煤炭生产基地的顶板含水层主要以砂岩裂隙含

水层为主，大型矿井水害发生的概率较低[5]。而底板多存在厚层石灰岩岩溶含水层，易发生大型的

矿井水害[6]。统计数据显示，80%以上的底板水害与断裂构造有关[7]。特别是张拉为主的正断层，在

采动影响下易发生活化，成为含水层与煤层之间的导水通道，引发大型的矿井水害[8]。因此，本文

以某煤矿为工程背景，构建采动影响下前伏正断层的相关数值模型，分析应力、位移、塑性区和孔

隙水压等水害关键指标，研究采动影响对断层的活化作用规律，揭示前伏正断层采动活化导水机理。

1 工程概况

该矿采煤工作面埋深为 800 m，煤层平均厚度为 2 m。采动影响范围内，煤层上方由下往上依次

为 10 m厚的泥岩层、13 m厚的粉砂岩层以及 30 m厚的砂质泥岩层；煤层下方由上往下则依次为 15
m厚的泥岩层、10 m厚的细砂岩层、26 m 厚的中砂岩层以及 90 m厚的灰岩层。其中，灰岩层岩溶

裂隙发育，地下水丰富，水压约为 4.0 MPa。在工作面前方存在一个倾角为 45°、落差为 10 m、破碎

带宽度为 5 m的导水正断层，该正断层直接与含水灰岩层连通，对工作面的安全开采形成巨大威胁。

采煤工作面各层岩石以及断层的物理力学参数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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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采煤工作面各层岩石及断层的物理力学参数表

Table 1 Physical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every rock layer and fault on mining working face

岩层
Stratum

密度/kg·m-3

Density

弹性模量/GPa
Elasticity
modulus

泊松比
Poisson’s
ratio

内聚力/MPa
Cohesion

内摩擦角/°
Internal

friction angle

抗拉强度/MPa
Strength of
extension

渗透系数/m·s-1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孔隙率
Porosity

砂质泥岩 2150 4.3 0.3 2.5 32.6 1.3 3.0×10-8 0.22
粉砂岩 2550 6.5 0.25 3.8 41.1 1.8 1.3×10-8 0.14
泥岩 2250 3.0 0.32 1.8 31.4 1.2 2.0×10-8 0.18
煤岩 1350 1.5 0.35 0.62 28.5 0.8 2.1×10-6 0.3

细砂岩 2560 7.0 0.27 3.4 39.8 1.6 1.5×10-8 0.15
中砂岩 2600 6.3 0.29 3.2 37.5 1.5 1.8×10-8 0.2
灰岩 3000 12.6 0.2 5.9 38.4 3.8 5.0×10-5 0.35
断层 1500 0.5 0.42 0.5 22.3 0.3 3.0×10-5 0.4

2 数值模拟模型

为研究前伏导水断层对采煤工作面安全开采的影响，使用 FLAC3D建立了如图 1所示的断层采

动活化突水数值模拟模型。该模型宽度为 280 m、高度为 150 m、厚度为 1 m，共划分为 45750个单

元。模型边界条件设置为四周法向约束、底面固定、顶面施加应力 18.2 MPa、灰岩层施加水压力 4.0
MPa。模拟煤层开采时，从模型左侧开始，每次开采距离为 10 m，直至开采到断层位置。

图 1 断层采动活化突水数值模拟模型
Fig.1 Numerical simulation model of fault mining activation water inrush

3 计算结果分析

3.1 前伏断层煤层采动应力演化特征

工作面距前伏断层不同距离条件下，煤层周边岩体的竖向应力变化如图 2和图 3 所示。由图可

知，当工作面距离断层较远时，由于煤层的开采会导致采空区周边围岩应力的重新分布，此时，围

岩在工作面前方约 5 m位置产生一个范围约 40 m的应力集中区，最大集中应力约为 45.0 MPa，是原

岩应力的 2.25倍。随着工作面逐渐向断层靠近，工作面前方围岩最大集中应力值逐渐增大而集中应

力范围则有所减小。当工作面距断层距离为 40 m时，工作面前方围岩最大集中应力达到整个采动过

程中的最大值，为 49.8 MPa，约为原岩应力的 2.5倍。当工作面继续向断层推进，由于工作面与断

层之间的煤柱塑性屈服范围逐渐增大，其有效承担荷载量逐渐变小，致使工作面前方围岩最大集中

应力值开始逐渐减小；当工作面距离断层 10 m 时，工作面前方围岩最大应力集中值约为 40 MPa，
这说明煤层采动应力开始向断层上盘围岩转移，断层对围岩采动应力影响逐渐减弱。由此可知，断

层对煤层采动应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开采工作面距断层 70 m~10 m这个时间范围内，具体表现为，

断层的应力阻隔作用致使工作面与断层之间的围岩应力迅速增加，进而断层煤柱迅速屈服破坏而释

放大量弹性势能，诱发断层冲击地压。

(a) 距断层 100 m (b) 距断层 70 m (c) 距断层 40 m (d) 距断层 10 m (e) 距断层 10 m

图 2 采动影响下断层周边岩体的竖向应力分布图
Fig.2 Vertical stress distribution map of rock mass around the fault under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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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采动影响下断层岩体的位移变化规律

煤层采动过程汇中断层岩体的水平位移变化分布曲线如图 4所示。当工作面距离断层大于 100 m
时，工作面的推进对断层岩体影响很小，此时断层各处岩体基本没有活化，其位移基本为 0。当工

作面距离断层小于 100 m时，随着工作面的向前推进，断层靠近煤层位置的一部分岩体开始发生活

化且活化程度逐渐增加，导致其位移开始缓慢增大。当工作面距离断层 10 m~40 m时，断层各处岩

体活化程度急剧增加，其位移开始迅速增大，尤其是靠近煤层位置的断层岩体，此时，断层岩体最

大位移约为 100 mm，出现在距工作面前方约 10 m左右的位置。以上结果表明，采动工作面距离断

层小于 40 m时，断层岩体活化最为剧烈，易对工作面安全开采造成严重威胁。

3.3 采动影响下断层周边岩体的塑性区变化规律

工作面距前伏断层不同距离下，断层周边岩体的塑性区分布如图 5所示。可以看出，当工作面

距断层距离为 100 m时，工作面周边岩体的塑性区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断层岩体因本身抗

剪强度较低，在高原岩应力下产生塑性屈服；第二部是位于采空区前方模型顶部位置的岩体，其在

顶板围岩垮落过程中发生拉伸屈服破坏；另一部分是采空区周边岩体因应力重分布而产生塑性区，

其塑性深度范围在煤层顶板方向为 55 m，工作面前方为 8 m，底板方向为 15 m。随着采煤工作面向

断层靠近，断层岩体塑性区范围基本不变，而采空区周边岩体的塑性区范围则逐渐增大，且沿顶板

方向的增大范围要明显大于底板和工作面前方。当采煤工作面距离断层 10 m时，采空区上方围岩塑

性区深度范围为 75 m，前方围岩塑性区深度范围为 12 m，下方塑性区深度范围则为 18 m；并且此

时，采空区下方岩体的塑性区开始与断层岩体开始连通，连通位置距离煤层底板垂向位置为 7 m，

距采煤工作面距离 6 m。这意味着，采煤工作面距离断层小于 10 m时，断层与煤层底板之间将产生

导水通道，诱发煤层下方灰岩层中的承压水通过断层以及煤层下方的塑性区向工作面发生突水灾害。

因此，如果采煤工作面前方存在导水断层时，应在工作面与断层之间预留一定长度的煤柱以保证采

煤的安全。

(a) 距断层 100 m (b) 距断层 70 m (c) 距断层 40 m (d) 距断层 10 m
图 5 采动影响下断层周边岩体塑性区分布图

Fig.5 The plastic distribution of rock mass around the fault under mining

3.4 采动影响下断层岩体的水压变化规律

图 3 采动影响下围岩支承压力的变化曲线
Fig.3 Change curves of surrounding rock

abutment pressure under mining

图 4 采动影响下断层位移变化曲线
Fig.4 Variation curves of fault
displacement under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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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给出了不同工作面推进距离下断层岩体的水压变化曲线。随着工作面的向前推进，水压和

采动矿压作用下断层内岩体活化范围和活化程度逐渐增大，导致断层的阻水能力逐渐降低，断层底

部灰岩承压水逐渐上升。当工作面距断层距离为 40 m时，断层内水压导升高度最大，此时，煤层正

前方的断层水压达到 0.6 MPa。当工作面距离断层小于 10 m时，断层与采空区产生导水通道，断层

在导水通道上方的水压迅速较小，同时断层内地下水将涌入工作面，从而产生突水事故。

图 6 采动影响下断层内岩体的水压变化曲线
Fig.6 The hydraulic pressure curve of rock mass under mining

4 结 论

（1）采动影响下，工作面前方 5 m~45 m范围产生应力集中区，应力最大值为 49.8 MPa，应力

集中系数为 2.5；断层对煤层采动应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开采工作面距断层 70 m~10 m这个时间范围

内，易出现冲击地压现象。

（2）工作面回采至距离断层40 m~10 m，断层内部出现了显著的水平位移，最大位移达到 100 mm，

出现了显著的断层活化现象。

（3）随着采煤工作面向断层靠近，断层岩体塑性区范围基本不变，而采空区周边岩体的塑性区

范围则逐渐增大，且沿顶板方向的增大范围要明显大于底板和工作面前方。

（4）孔隙水压力随着工作面回采而逐渐上升，当工作面距离断层小于 10 m时，断层与采空区

产生导水通道，发生突水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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