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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疏干水水量分析与计算
金!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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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建设项目所在地区水资源条件&针对抚顺热电厂取用水要求&采用西露天矿矿井疏干水作为

水源&按照 &(^保证率年排水量与逐日最小疏干水量两种方法&分析计算矿井疏干水排水量&考虑损失与其他用水

户&计算了矿井疏干水可利用水量&并进行了可靠性分析&为抚顺热电厂取用水提供了保证(

"关键词#!矿井疏干水) 排水量) 可利用量) 抚顺热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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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为确保抚顺市城区居民冬季供

暖安全"解决与城市发展相配套的集中供热问题"缓解

辽宁地区电力供应紧张矛盾"优化电网结构"加快东北

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建设抚顺热电项目"工程年生产

取水量为 (&(T% 万 H

+

"日最大取水量为 +T)& 万 H

+

#

目前"浑河流域地表水开发利用程度已达到 ))^"已

超过国际公认的 *#^的警戒线"流域内地下水开采率

已达到 $$(^"超过地下水可开采量# 根据当地水资

源开发利用条件和发展规划"为了节约'保护和优化配

置当地地表水资源"热电项目应优先使用城市污水和

矿井疏干水# 根据国家火电行业发展规划及方针政

策/$0

"并结合建设项目所在地区水资源条件"该工程采

用西露天矿矿井疏干水作为水源# 本文通过分析矿井

疏干水水量"论证其可行性及可靠性#

$(水文地质条件

西露天矿位于抚顺市浑河南岸"由于煤矿开采需

进行矿坑疏干"使局部地下水位下降"形成一定范围的

人工流场"从而局部改变了地下水径流方向"浑河补给

地下水# 西露天矿水文地质条件是渗透性较强的第四

系冲积层覆盖于渗透性较差的裂隙基岩上"北部以浑

河作为补给边界"南部以西露天矿采场北帮边坡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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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泄边界"大气降水'工业废水'民用污水从不同方向

渗入# 西露天矿主要有三个含水层!第四系冲洪积孔

隙潜水含水层(第三系基岩裂隙含水层(白垩系基岩裂

隙含水层#

#(来水量及排水量分析

西露天矿矿区含水层的水文地质特征及露天开采

方式"决定了该矿区矿坑充水水源以浑河与古城子河的

地表水'地下水和大气降水为主# 西露天矿现状共有 (

座泵站"其中"直排泵站 ) 座"分别是马架子泵站'十五

段泵站'九段泵站'l&泵站和l%(泵站(井下泵站 "座"

分别是V()泵站'新老泵房# 近 "$ 年间西露天矿的排水

量呈现出一定的波动"但排水量均大于 "### 万 H

+

-年"

平均值为 ")** 万H

+

-年"排水量充足,见表 $-#

表 $(西露天矿 #$ 年排水总量统计

年 份 排水量-H

+ 年 份 排水量-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矿区排水量预测分析

西露天矿的地下水补给主要为侧向补给"年补给

量约为 $*$& 万H

+

"若不进行排水"将严重威胁西露天

矿矿区边坡的稳定性"造成滑坡等地质灾害"威胁生产

安全# 而且"西露天矿疏干水排水量主要受降雨量及

河流侧向入渗补给量的影响"不受原煤产量的直接

影响#

+T$!天然降水来水量与矿井排水量关系分析

根据资料"抚顺地区丰水年 "#^的降雨量为

''$HH"平水年 )#^的降雨量为 (+%HH"偏枯年 ()^

的降雨量为 %+$HH"对比实际降雨量,见表 "-"可知

"##) 年和 "#$# 年降雨量大于 ''$HH"为丰水年("##%

年和 "##' 年降雨量大于 (+%HH小于 ''$HH"为平水

年""##( 年'"##& 年为偏枯水年""#$$ 年为枯水年#

统计数据表明"西露天矿的排水总量受天然降雨

来水量影响显著"二者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 而其

他补水量主要为地下水补水量"从表 + 可以看出"枯水

年的补水量以地下水为主"在 "##( 年和 "#$$ 年地下

水补水量超过了降水来水量""##& 年地下水补水量与

降水来水量基本相等#

从多年平均看"以地下水为主的其他补水量占总

补水量的 *"^ _%*^"枯水年里地下水补水占主导

地位#

表 #( #**D(#*$$ 年 降 雨 量 分 析

年!份 "##) "##% "##( "##' "##& "#$# "#$$

降雨量-HH &)$T) '%(T" %')T% (&)T% (#"T& $$*'T% %#(T)

丰'枯
g''$HH"

丰水年

''$ _(+%HH"

平水年

(+% _%+$HH"

偏枯水年

''$ _(+%HH"

平水年

(+% _%+$HH"

偏枯水年

g''$HH"

丰水年

n%+$HH"

枯水年

表 %(西露天矿 #**D(#*$* 年排水总量与降雨来水量的关系

!!!!年份

类别!!!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排水总量-万H

+

"&+"T&+ ""%%T$* ")#%T'$ "$*&T*" "##*T+" "''%T&( "**%T#%

降雨来水量-万H

+

$+(&T%' $")(T** &&*T$" $$)+T%" $#$&T"$ $%%)T*( ''#T''

其他补水量-万H

+

$))+T") $##'T(# $)$"T%& &&)T'# &')T$$ $""$T)# $)%)T$'

+$'+



+T"!&(^保证率的年排水量计算

工业用水保证率为 &(^

/"0

"因此依据西露天矿历

年实际排水量数据计算 &(^保证率下的矿井排水量

值# 通过对西露天矿 $&&$."#$$ 年 "$ 年的排水资料

进行统计分析"西露天矿多年平均年排水量为 ")**T(

万H

+

""##& 年为排水量最少的一年"年排水量 "##*T+

万H

+

# 经 RV

!

曲线适线分析"采用 4

=

#̀T$*'41̀

"T)4

=

"求得 )#^'()^'&)^和 &(^频率下的排水量#

分析计算成果见表 *#

表 '( 不 同 频 率 排 水 量

多年平均排水量-

H

+

4

=

4

1

-4

=

不 同 频 率 排 水 量 -H

+

"#^ )#^ ()^ &)^ &(^

")**("*( #T$* "T)# "'+%&$%* ")"+&'$# ""&**($+ $&&%"*(& $&"&"))&

!!经分析"&(^频率下的排水量为 $&"&T+ 万 H

+

"平

均为 )"')%T+H

+

-C#

+T+!逐日最小疏干水量分析

( 个泵站 "##)."#$$ 年的逐月日平均排水量统计

情况见表 )# 该工程采暖期最大日用水量为 $)+'&H

+

"

非采暖期最大日用水量为 +)'&#H

+

"由于电厂最大用

水量发生在夏季的 (.& 月"其余月份均小于最大用水

量"因此应采用历年 (.& 月的最小排水量分析电厂用

水量的可靠性# 由表 ) 可见"西露天矿 (.& 月的排水

量"( 年间以 "##& 年 & 月的日平均排水量最小"

为 ))('"T#"H

+

#

表 D(西露天矿 . 座泵站逐月日平均排水量 单位!H

+

!!年份

月份!!

"##) "##% "##( "##' "##& "#$# "#$$ 电厂用水量

$ )%%)$T%+ %**%%T'( )&$*"T(* )++((T($ *')((T%) ))&'#T)% %&%"%T+* $)+'&

" )&"$#T$( %%)&"T+" )')')T#+ )++*"T*' )#('$T#( )&'%'T$" ($"#*T$' $)+'&

+ )'$))T* %$'&'T$( %$+"*T(* %$$$(T*& )#("(T$& %")&&T"& (%+"$T$$ $)+'&

* )'*#+T$( )&&*"T$ %#("%T'* %##+$T$+ )#%)%T&& )'*&$T'% ("$%&T(" +)'&#

) %)"$'T+ ))#"%T#* ))$%"T&* ))%&(T"% *&&'#T+* ())(*T+$ %+%*)T'& +)'&#

% ("")"T" )%$*)T)% )"""%T%+ %+%(+T+" *&''"T*$ %#'#"T%" %#$)%T++ +)'&#

( '*"&(T+% )&($+T+ $#+"**T( %&**(T%& %+&*&T"% ()#%"T"( %$$%$T"& +)'&#

' $("*()T& '()"#T') $#+$&&T& ('$&*T+ %$($%T$' $"&&')T" %()%(T"' +)'&#

& $$$&'%T) %*(#%T*' ((%'&T)) %$*('T($ ))('"T#" $"*'$+T% ("*&(T%) +)'&#

$# '+"&&T&) %+'(&T#* %&))*T(+ )*#&(T** )'*&*T#) &#&'%T($ %""$'T++ +)'&#

$$ (+(%#T"' %++&*T%) %*(%$T&& )##$+T#+ )&((+T$' '$"#*T)) %)#("T$" $)+'&

$" %%++#T)( *"#*'T&& )%&+(T%+ *)%*#T$) )'$$'T+% ("$&&T() %+##'T"" $)+'&

'(水量可靠性分析

由于西露天矿东西长 %T%QH"九段泵站和十五段

泵站位于西露天矿的东侧"距离最西边的马架子泵站

约 )QH"应考虑其输水损失# 因为九段和十五段的排

水量占 ( 座泵站排水总量的 "*^左右"输水损失按

+^计# 琥珀纸业水预处理损失为 '^# 西露天矿的

总排水量扣除输水损失'预处理损失和某纸业有限责

任公司用水"即为可利用水量# 分别按照以下水量

计算#

0T按最小日平均排水量计算# ( 座泵站非采暖期

(.& 月的最小日平均排水量"以 "##& 年 & 月最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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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

"扣除相对应的自用水量 $*#++H

+

-C"剩余

量为 *$(*&H

+

-C"输水损失为 +##T)&H

+

-C"疏干水预处

理损失为 ++$)T'H

+

-C"纸厂的设计用疏干水量为

+#%H

+

-C"则最小日平均可利用排水量为 +('"%T%$H

+

#

按照电厂非采暖期的最大日用水量 +)'&#H

+计算"尚

余 $&+%T%$H

+

-C"可见按照 ( 年来的最小日平均排水量

计算"电厂用水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AT按 &(^保证率下的排水量计算# &(^保证率

下的年排水量"为 $&"&T+ 万 H

+

"平均为 )"')%T+H

+

-C"

扣除 &(^频率相对应的自用水量 $"%'"T(H

+

-C"为

*#$(+T%H

+

-C# 输水损失为 "'&T")H

+

-C"疏干水预处

理损失为 +$&#T()H

+

-C"纸厂的设计用疏干水量为

+#%H

+

-C" 则 &(^ 保 证 率 下 可 利 用 排 水 量 为

+%+'(T%H

+

-C# 按照电厂非采暖期的最大日用水量

+)'&#H

+计算"尚余 *&(T%H

+

-C"可见按照 &(^保证率

下的排水量核定"电厂用水也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D(结(论

按照 ( 年排水量历史资料的最小日平均排水量和

&(^保证率排水量进行计算"电厂的可用水量分别为

+T('+ 万H

+

-C和 +T%+& 万H

+

-C"电厂最大日取水量为

+T)& 万H

+

-C"完全可以保证电厂的最大日用水量# 因

此"该工程疏干水水量是可靠的'有保证的"以疏干水

作为水源也是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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