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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研究采动影响下断层活化规律，利用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对工作面推进过程中断

层面的应力状态进行监测。采用物理相似模型模拟工作面从上、下盘向断层推进的过程，制作
2个岩性参数和断层构造相同、推进方向相反的相似材料模型，模型中埋入垂直、倾斜传感光
纤，获得了断层面的应力变化、采场覆岩变形以及断层相对滑移实验数据。实验结果表明，工
作面从下盘向断层推进时，引起断层面的附加剪应力集中程度远大于工作面上盘推进时，约为
上盘推进时的2.2倍；断层面上部岩层先于下部受到工作面采动影响；下盘推进先于上盘推进发
生断层活化失稳危险，断层活化失稳危险性最高时工作面与断层距离约为上盘推进时的1.8
倍。利用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验证了相比上盘推进，下盘推进时采动影响下断层更易活化的
理论推理。断层区域工作面优先布置在上盘，有利于矿压控制，保证安全高效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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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law of fault activation influenced by mining，
the Brillouin Optical Time-Domain

Analysis (BOTDA) was applied to monitor the stress state of the fault plane of the working face propulsion process.
The physical similarity model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process of mining the working face from the hanging wall and
the foot wall to the fault. Two similar material models with the same lithology parameters and fault structure but
opposite mining direction were produced. Vertical and inclined sensing optical fibers were embedded in each model.
The stress variation of the fault plane，the overburden deformation of the stope and the relative slip of the fault were
obtain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working face was pushed from the foot wall to the fault，the
additional shear stress concentration of the fault plane would be much greater than that the one pushed from the
hanging wall to the fault，which was about 2.2 times that of the hanging wall. The upper strata of the fault plane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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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ed by mining before the lower strata. The risk of fault activation instability occurs when the foot wall advances
before the hanging wall. When the risk of fault activation instability got to the highest point，the distance between
working face and fault was about 1.8 times that of the hanging wall. The BOTDA was applied in first time to verify the
theoretical reasoning that the fault influenced by mining from the foot wall is more susceptible to activate. The
working face of the fault area is preferentially placed on the hanging wall，which is beneficial for mine pressure
control and ensuring safe and efficient mining.
Key words：normal fault；distributed optical fiber sensing；similarity simulation experiment；overlying strata movement；activation
煤岩体断层引起的冲击地压是指由于煤矿开

物理模型实验能够直观反映围岩与工程体的

采活动引起断层上盘和下盘的突然相对错动而猛

相互作用过程，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可以对外界的

烈释放能量的现象，具有释放能量多、震级高等特

应变、应力等参数的变化做出及时响应，并且光纤

点，已成为世界采矿重大地质灾害之一，影响地下

本身具有耐久性好、高敏、可实现内部应力应变测

矿产资源的安全高效开采

-

 

。断层活化是导致断

量 等 优 点 ，广 泛 应 用 于 各 个 领 域 。 柴 敬 等



将

层区域煤岩系统结构失稳而诱发冲击地压，以及矿

BOTDA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应用于三维立体模型

井突水、顶板事故、煤与瓦斯突出等伴生灾害的重

试验监测，提出了分布式光纤频移平均变化度的概

要诱因

-

 

。研究断层错动型冲击地压发生的机理

和活化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念，得出光纤频移平均变化度可以反映工作面上覆
岩层变形、来压及其变化情况；毛江鸿

国内外学者对采动诱发断层活化失稳机理进



将BOTDA

技术应用于隧道结构健康检测，得出分布式光纤对

行了大量研究，潘一山等 建立扰动响应稳定性判

隧道异常的变形可以作出及时响应；张丹等

别准则，通过黏滑失稳模型，证实了断层冲击地压

BOTDA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用于淮南矿区某工作

的间歇性；姜耀东等 通过构建库仑剪切模型，

面覆岩变形监测，揭示覆岩变形与破坏规律并得到

分析了不同煤矿开采方式条件下的断层活化危

垮落带和裂隙带发育高度。应用分布式光纤传感

险程度；林远东等 将梯度塑性理论引入断层带模

技术能实现实时、大范围、全分布式监测。













将

型，通过定义“断层带等效剪切刚度”给出了断层活

本文通过相似材料模型实验，以光纤传感监测

化判据；宋义敏等 通过双轴加载方式对一种花岗

技术作为主要监测手段，研究正断层条件下不同推

闪长岩进行直剪摩擦滑动实验，得出侧向压力对

进方式下采场上覆岩层运动、断层运动的共同演化

断层活化滑移有重要影响；王存文等 从构造形成

特征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对不同推进方

机制的角度对构造区的应力环境进行分析，得出断

式下引起的断层活化特征进行分析。









层构造应力与采动应力叠加会诱发冲击地压灾害；
JI H G等

 

针对断层下盘工作面平行和垂直于断

1

层，通过数值模拟研究了断层附近应力的变化特
征；M. ALBER等



利用二维有限元手段，分析了开

挖位置与断层切向位移增量的关系；王涛等



通过

采动影响下断层失稳机制
煤层未开采前，断层上下盘岩体处于平衡状

态；开采后，地应力及开采扰动应力叠加条件下，断
层面产生附加剪应力





，当工作面与断层距离较远

数值模拟研究了不同推进方式下断层两盘接触应

时，断层受采动影响较弱，附加剪应力小，此时断层

力状态的演化过程；赵毅鑫等

采用数值模拟及岩

上盘和下盘岩体的应力值在峰值强度以内，处于稳

石力学的方法研究了逆断层下盘工作面向断层的

定状态；随着工作面逐渐靠近断层，上覆岩层裂隙

开采过程；李志华等

发育导致承载能力降低，载荷向周围岩体转移，断





运用相似模拟试验及数值模

拟，研究了断层面滑移失稳对冲击地压的影响。目

层附加剪应力增大；当工作面开采到某一位置时，

前对断层应力应变分布规律的研究以数值模拟为

总应力大于峰值强度，断层变为非稳定状态，断层

主，而边界条件和本构模型的选取影响数值模拟的

将失稳发生活化 。

准确性。



工作面开采方向与断层倾向之间的关系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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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种，一种是工作面位于下盘向断层推进；另

力。剪应力越大，断层受采动影响越易活化。工作

一种是工作面位于上盘向断层推进，断层影响区顶

面从下盘向断层推进对断层构造的影响大于从上

板平衡结构力学模型如图1所示。

盘推进时的影响。由于断层构造的复杂性，断层面

断层面

B

的正应力与剪应力均难以测试，长期以来常采用数

θ



值模拟来获取。光纤传感技术为获取断层面的剪

T



θ

下盘回采

F

A

F

y

应力提供了可能性。

x

F







2

PPP-BOTDA 分布式光纤测试原理

O
O

F

F
F
( a ) 工作面位于下盘向断层推进




F

Time Domain Analysis)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



F



上盘回采

断层面
B

PPP-BOTDA(即Pulse-Pre-Pump-Brillouin Optical



F

浦光)之前，加载适当的脉冲预泵浦光，预先激发声

x

子的一种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与普通的BOTDA

θ

F

F





技术相比，该技术的布里渊增益谱的半值全宽更

T



F

O

小、频率分辨率更高、布里渊频移也更加准确，其对

θ

F



，即脉

冲预泵浦布里渊光时域分析法，是在导入脉冲光(泵
y

A





F



应的分辨率大为提高，可达到5 cm的空间分辨率和

( b ) 工作面位于上盘向断层推进

图1
Fig. 1

7.5με的应变测试精度。当被测物体应变及温度发

岩块平衡结构力学模型

生变化时，布里渊频移变化量可表示为

Mechanics model of rock-mass balance structure

VB  CVT T  CVε 

( 1 ) 工作面位于下盘向断层推进
工作面位于下盘向断层推进时，采动覆岩载荷
影响下，下盘岩块B受水平力F 和垂直力F 。垂直断


层面法向力T





与沿断层面方向剪切力F



为

Tdown  Fh cos   Fv sin  h

 Fdown  Fh sin   Fv cos

式中，∆V 为布里渊频移量，MHz；C 为布里渊频移
&

'(

温度系数，MHz/℃，这里取1.07 MHz/℃；C ε 为布里
'

渊频移应变系数，MHz/με，这里取0.049 7 MHz/με；
∆T为温度变化量，℃；∆ε为应变变化量。

(1)

由式( 5 )可知，布里渊频移量结果受到温度和应
变的共同作用。实验表明，模型实验中由应变引起

工作面下盘开采断层平衡条件为

( Fh cos  Fv sin  ) tan  Fh sin   Fv cos

 Fh sin(   ) Fv cos(   )
F / F
 v h tan(   )

的布里渊频移大于100 MHz，因此，温度变化5 ℃以
(2)

!

内时，其引起的光纤布里渊频移即可忽略。本次模
型实验在室内进行，温度变化量仅为±2 ℃，可忽略
温度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此时认为光纤的应变即为

( 2 ) 工作面位于上盘向断层推进

岩块产生的应变。

工作面位于上盘向断层推进时，上盘岩块A垂

图2为位于断层面的光纤受力状态。模型铺装

直断层面法向力T 与沿断层面方向剪切力F 为
Tup  Fh cos  Fv sin 
(3)

 Fup  Fh sin   Fv cos
工作面上盘开采断层平衡条件为
"#

(5)

"#

( Fh cos   Fv sin  ) tan  Fv cos  Fh sin 

 Fh sin(   ) Fv cos(   )
F F
 v h tan(   )

σ

+
)

断层面
σ

σ

,

τ

)

+

)

σ

+
-

σ

τ

,

,

σ

-

σ

τ
-

*

+

$

$

σ
*

(4)

τ
*

σn

+

%

煤层
回采方向

式中，θ为断层面与垂直面的倾角；φ为岩块间的摩
擦角。

σn

τn

光纤

综上可知，影响断层滑移的主要因素是其断层
面上的正应力、剪应力以及岩块B的水平力、垂直
013018-3

图2
Fig. 2

断层面光纤的受力状态

Stress state of optical fibers on fault 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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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后，光纤埋设于断层面，岩层对光纤的握裹力

型尺寸均为150 cm×70 cm×20 cm(长×高×宽)。模型

使得光纤截面产生挤压应力σ。假定工作面开采方

Ⅰ模拟工作面从断层下盘向断层推进；模型Ⅱ模拟

向为下盘回采，则随工作面向断层面推进，断层上

工作面从断层上盘向断层推进。模型几何相似常

盘不动，下盘沿断层面向下运动。由于岩层与光纤

数为200，容重相似常数为1.67，应力相似常数为

之间紧密接触，下盘岩体对光纤的摩擦力会对光纤

334 。 实 验 模 拟 上 覆 岩 层 厚 度 137 m ，煤 层 厚 度

产生沿断层面向下剪切应力τ，使得光纤受到轴向压

10 m，断层倾角60°，上、下盘高度落差8 m。

应力从而产生负应变，因此，可通过沿断层面布设

3.2

传感光纤反映断层面的剪应力变化。

3

实验测试系统
( 1 ) 光纤测试系统
模型Ⅰ、Ⅱ分别埋入2根垂直于岩层的分布式

相似材料模型实验

光纤传感器和1根沿断层面的倾斜分布式光纤传感

相似材料模型构建

器，用以测试覆岩垂向应变和断层切向应变。模型

实验原型选取河南义马千秋煤矿2号煤层

Ⅰ中的传感光纤编号为V11、V12、F11，模型Ⅱ中的

21221综放工作面以及位于义马煤田南部的F16正

传感光纤编号为V21、V22、F21，其中F11和F21沿断

断层作为模拟对象，搭建2个岩性参数以及断层构

层面布置，分布式传感光纤系统及具体布置方式如

造相同的二维平面应力模型，并进行对比实验。模

图3所示。

3.1

图3

相似材料模型传感器布置以及推进示意

Fig. 3

Sensor layout and mining for similar models

光纤测试系统中传感光纤的具体位置如图4所

置。

示，测试系统长度分别为18.553 m和25.523 m，实验

为精准获取岩层内部变形信息，NBX-6055应

前 采 用 水 域加 热 法 确 定模 型 中 光 纤传 感 空 间 位

变分析仪参数设置为空间分辨率5 cm，平均化次数

013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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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mp
0
18.553

V11

V12

6.964

7.664

8.860

单位:m
9.560

Probe

12.926

断层面

关键层2

F11
12.146

( a ) 模型Ⅰ
Pump
0
25.523

V21

V22

10.400

11.100

13.634

关键层1

14.334

57 cm

F21

Probe

21.005

20.205

( a ) 推进至57 cm

( b ) 模型Ⅱ

图4
Fig. 4

33 cm

光纤监测系统中传感光纤位置
关键层2

Position of sensing optical fiber in optical fiber

断层面

monitoring system

2×10 和采样间隔1 cm。实验选用光纤传感器直径


关键层1

2 mm 的 单 模 聚 氨 酯 紧 套 光 纤 ，其 弹 性 模 量 为

15 cm

75 cm

300 kPa，剪切模量为3.3 kPa，密度为25 g/cm 。根据


( b ) 推进至75 cm

应变标定实验得出光纤应变标定系数C ε为
'

图5

0.049 7 MHz/με。

Fig. 5

模型Ⅰ实验现象

Experimental phenomenon of model Ⅰ

( 2 ) 位移测试
在模型背部安装位移测试的百分表，在下盘煤
层上方10.06，27.32，44.64 cm断层处布置3组百分表

断层面

测点 A ，B ，C ，每组布置2个垂直断层面间距10 cm的

关键层2

百分表用以测试断层面的相对滑移量，模型Ⅰ中百
关键层1

分表编号为B-11～B-16，模型Ⅱ中百分表编号为
33 cm

B-21～B-26。
3.3

实验过程及现象

57 cm
( a ) 推进至57 cm

模型留设10 cm的边界煤柱后进行开挖实验。
模 型 Ⅰ完 成26 个 开采 循环 ，每 次 推进 3 cm，采 高

断层面

关键层2

5 cm，总共推进78 cm；工作面推进至57 cm时，距离
断层33 cm，关键层1破断；推进至69 cm时，距离断
90 cm

层21 cm，关键层2破断；推进至75 cm时，覆岩垮落

关键层1

至模型上端；推进至78 cm时，距离断层12 cm，下盘
( b ) 推进至90 cm

整体沿断层面产生大幅度的滑移，断层失稳。模型
图6

Ⅰ实验现象如图5所示。
Fig. 6

模型Ⅱ完成30个开采循环，总共推进90 cm。

模型Ⅱ实验现象

Experimental phenomenon of model Ⅱ

推进至57 cm时，距离断层33 cm，关键层1破断；推

纤获得的应变变化如图7所示，下部横坐标表示沿

进至78 cm时，距离断层12 cm，关键层2破断；推进

断层面长度，上部横坐标表示模型覆岩高度，不同

至90 cm时到达断层，覆岩垮落至模型上端，上部岩

推进距离下断层面上监测光纤的应变值分布不同，

层结构相对完整，形成明显的铰接结构，断层并未

且随着工作面不断推进，应变呈逐渐增大趋势，表

出现明显失稳现象，如图6所示。

明采动影响下断层面产生附加剪应力。

4
4.1

图7( a )中，模型Ⅰ工作面推进至42 cm，监测光

实验结果及分析

纤的应变逐渐增大至-326.57με，表明断层面附加剪

断层面剪应力变化

应力增大；当推进至57 cm时，关键层1破断，下盘煤

随着工作面的推进，断层面上布设的分布式光

层 上 方 9.14 ～ 29.06 cm 光 纤 的 应 变 增 加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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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断对断层有影响；推进至90 cm时，光纤应变降为

覆岩高度/cm
55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411.69με，断层面剪应力变化的位置与关键层1位

0

置范围对应，总体呈逐渐增大趋势，表明断层面处

-300

于一定的应力状态，说明工作面推进过程中对断层

-1 500
-1 800

ε
μ

-2 100
80

推进6 cm
推进33 cm
推进42 cm
推进54 cm
推进57 cm
推进63 cm
70

60

50 40 30 20
断层面长度/cm
( a ) 模型Ⅰ F11光纤

与图6( b )的覆岩破断形成稳定的铰接结构有关。
随着工作面与断层距离减小，不同推进距离下

推进69 cm
推进72 cm
推进75 cm
10

光纤应变峰值变化曲线及应变峰值位置对应的覆
岩高度如图8所示。

0

覆岩高度/cm
60 55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5
200
100
0
-100
-200
-300
-400
推进69 cm
推进6 cm
-500
推进78 cm
推进33 cm
-600
推进84 cm
推进54 cm
-700
推进63 cm
推进90 cm
-80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断层面长度/cm
（ b） 模型Ⅱ F21光纤

图7
Fig. 7

-1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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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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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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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峰值位置对应的
覆岩高度
应变峰值

-2 000

-1 000
-500
0

-800
-7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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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面与断层距离/cm
( a ) 模型Ⅰ

10

应变峰值位置对应的
覆岩高度
应变峰值

0

24
21
18

-400

15

-300

12

-200

Testing results of fiber in the fault plane

-100
0

-1 437.89με，此位置对应关键层1的范围，表明关键
层1的破断对断层有影响，使得断层面剪应力增大；
图8
Fig. 8

19.53 cm 光 纤 的 应 变 产 生 大 幅 增 加 达 到

70

-500

断层面光纤测试结果

当推进至69 cm时，关键层2破断，煤层上方16.07～

80

覆岩高度/cm

-1 200

有影响，但受采动影响较模型Ⅰ下盘推进时小，这

覆岩高度/cm

-900

μ
ε

μ
ε

-600

9
6
80 75 70 65 60 55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工作面与断层距离/cm
( b ) 模型Ⅱ

工作面与断层不同距离下断层面剪应变峰值变化
Peak variation of shear strain at different distances
between working face and fault plane`

-1 984.13με，此位置对应关键层1的范围，表明随着
煤层开采断层面上剪应力逐渐增大，关键层2破断

随着工作面与断层距离减小，工作面下盘推进

对断层有影响；推进至75 cm时，覆岩垮落至模型上

和上盘推进的光纤应变峰值均呈现先增大后减小

端，监测光纤的最大应变减小至-1 053.42με，此时

的规律。工作面下盘推进时，工作面与断层距离为

应变值减小是由于断层上、下盘已经产生微弱裂

48 cm时，光纤应变峰值增大，表明断层面产生附加

缝，应力得到释放，应力集中程度减小，使得应变大

剪应力，断层受采动影响至煤层上方30.1 cm处的断

幅度减小。但是总体上断层面剪应力增大明显，表

层面，因此，断层对工作面的影响范围为断层前方

明断层产生滑移的可能性存在，断层进入“解锁”失

48 cm处；光纤应变峰值在工作面距离断层21 cm处

稳状态。

达到最大，为-1 984.13με，表明此处断层剪应力集

图7( b )中，模型Ⅱ工作面推进至54 cm时，监测

中程度达到最大，断层最易活化，其位置位于煤层

光纤的最大应变增加到-161.01με；推进至69 cm时，

上方15.38 cm处，此处断层活化失稳危险性较高；光

上 盘 煤 层 上 方 8.99 cm 高 度 处 的 光 纤 应 变 增 加 到

纤最大应变所在覆岩高度随着工作面靠近断层逐

-574.04με；推进至78 cm时，关键层2初次破断，光纤

渐降低，断层面上部岩层先于下部受到采动影响，

应变达到极值-710.29με，位于煤层上方7.99 cm高度

与文献[13]工作面下盘推进过程中断层矿震特征

处，此位置对应关键层1的范围，表明关键层2的破

实测结果一致。工作面上盘推进时，断层对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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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影 响 范 围 为 工 作 面 前 方 33 cm 处 ，煤 层 上 方

图9( a )中，工作面推进0～51 cm阶段，光纤呈负

20.24 cm处的断层受到采动影响；应变峰值在工作

值即覆岩处于压应变状态

面距离断层12 cm处达到最大，为-710.29με，断层活

V12监测光纤上的应变逐渐由原来的压应变转为拉

化失稳危险性较高处位于煤层上方8.99 cm处。

应变状态；推进69～72 cm时，V12监测光纤在煤层

由以上分析可知，关键层破断与断层运动有密

 

；推进57～69 cm阶段，

上 方 31.80 ～ 42.80 cm 的 拉 应 变 增 长 迅 速 衰 减 ，

切联系，剪应力集中范围发生在关键层1的范围内；

29.80～47.80 cm的拉应变大于2 000με。根据大量

同时下盘推进时，断层面产生的附加剪应力约为上

测试研究，光纤的这种变化反映出此时对应覆岩

盘推进时的2.2倍，集中程度远大于上盘推进时，这

14.80 cm范围处于冒落带，上部为采动裂隙带



。

是造成模型Ⅰ断层失稳现象远比模型Ⅱ严重的原

图9( b )中，工作面推进0～51 cm阶段，光纤呈负

因。因此，工作面下盘推进时断层更易活化。下盘

值即覆岩处于压应变状态；推进57～69 cm时，V22

推进工作面受断层的影响先于上盘推进，其影响范

监测光纤仍保持缓慢的压应变增长；推进69～78 cm

围约为上盘推进的1.5倍。下盘推进断层面最易活

时，V22监测光纤的应变曲线呈现出逆S型，即下部

化位置所在高度是上盘推进的1.7倍；断层出现较高

位置的岩层呈压应变状态，上部位置的岩层呈拉应

活化失稳危险时，工作面与断层距离下盘推进约为

变状态；推进至84 cm时，V22监测光纤在煤层上方

上盘推进的1.8倍，说明下盘推进先于上盘推进发生

18.80～42.80 cm的拉应变大于1 500με；对应覆岩范

活化失稳危险。

围处于冒落带，上部为采动裂隙带。虽然图9( a )，(b )

采场覆岩运动规律

的曲线有差异，但其变化规律基本一致，说明模型

模型Ⅰ光纤V12测试结果和模型Ⅱ光纤V22测

Ⅰ、Ⅱ在采动过程中的覆岩移动规律相同。对照图

试结果得出的工作面上覆岩层应变变化曲线如图9

7断层面传感光纤测试结果，相同的覆岩移动，而断

所示，纵坐标表示模型高度。光纤受拉为正，受压

层面的结果明显不同，表明上、下盘推进的断层面

为负。

受力不同，断层所处的应力状态不同，模型Ⅰ的断

70

推进6 cm
推进39 cm
推进48 cm
推进51 cm

模型高度/cm

60
50

层进入“解锁”失稳状态。
4.3

断层相对滑移分析
图10为工作面分别从上盘和下盘向断层推进

40

过程中A，B，C三个百分表测点的断层相对滑移量变

30

化曲线。

20

推进57 cm
推进66 cm
推进72 cm

10
0
-2 000 -1 000

推进63 cm
推进69 cm
推进75 cm

0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5 000
μ
ε
( a ) 模型Ⅰ光纤V12

70

推进6 cm
推进33 cm
推进51 cm

60

模型高度/cm

4.2

从图10可知，模型Ⅰ和模型Ⅱ工作面分别距断
层51，36 cm时断层出现相对滑移；随着工作面推
进，两模型断层滑移均逐渐增大，分别推进至距断
层12～33，0～18 cm时断层滑移速率和滑移量增大
显著，与断层面光纤应变监测结果基本一致。模型
Ⅰ的 A ，B ，C 三个测点最大相对位移分别为0.29，

50

4.33 ，5.20 mm ；而 模 型 Ⅱ 的 3 个 测 点 分 别 为 0.24 ，

40

0.97，0.62 mm，对应点位移两者相差1.2～8.4倍。对

30
20
10
0
-1 000

图9
Fig. 9

0

1 000
μ
ε
( b ) 模型Ⅱ 光纤V22

推进57 cm
推进69 cm
推进78 cm
推进84 cm
推进87 cm
2 000
3 000

比图8可知，中上部区域断层相对位移量均较大，发
生滑移导致剪应力释放，对应断层位置处光纤应变
值减小，解释了靠近断层时断层面光纤应变峰值曲
线下降；同时，下部区域断层相对位移量小，表明下
部剪应力集中，对应光纤应变值增大，这与光纤应

工作面覆岩变形的光纤测试结果

变峰值位置向断层面下部转移的光纤测试结果相

Optical fiber test results of overburden

对应。综合分析断层间相对位移与断层面光纤应

deformation on working face

力，模型Ⅰ中采动使得断层进入活化状态。
013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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