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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为克服传统多源信息融合方法在评价含水层富水性中多采用单一主尧客观赋权的不足袁以徐庄

煤矿为例袁在充分考虑影响 7 煤顶板渊即山西组 7 煤至下石盒子组底界之间的层段冤砂岩含水层富水性
各因素的基础上袁确定了断裂分维尧平面变形系数尧断层强度尧砂岩含水层厚度尧砂泥比尧岩芯采取率尧钻

孔冲洗液消耗量尧井下涌渊突冤水点涌水量作为影响其富水性的 8 大主控因素曰采用 AHP 法和独立性权
系数法分别计算了各主控因素的主尧客观权重袁通过乘法合成归一法得到综合权重袁结果表明院褶皱平面

变形系数尧断裂分维对 7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富水性影响大袁钻孔冲洗液消耗量尧岩芯采取率尧砂泥比对其

富水性影响小曰 建立了基于 AHP 与独立性权系数法综合确权的含水层富水性指数法评价模型袁 通过

ArcGIS 得到了研究区含水层富水性分区图袁并通过已知突水点的分布袁对该评价模型进行识别与检验袁

验证了该模型评价效果的准确性袁圈定了顶板防治水的重点靶区遥本研究成果为预测矿井含水层富水性
强弱尧防治顶板水害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遥
关键词院煤层顶板曰层次分析法曰独立性权系数法曰含水层富水性曰多源信息融合
中图分类号院TD745

文献标识码院A

正确评价顶板充水含水层的富水性袁 对于防治顶
遥 作为顶板突水发

[1-2]

板水害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章编号院1000-0852(2020)04-0040-06
不得而知袁因此如何合理确定各主控因素的权重直接
关系到对含水层富水性评价结果遥 以往在计算多因素

生的物质基础袁顶板充水含水层的富水性越强袁越容易

指标权重时袁大多采用主观或客观的单一赋权方法进

导致突水事故的发生遥 但是含水层的富水性分布规律

行含水层富水性研究遥 主观赋权方法易局限于专家的

受控于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袁 具有复杂的控制机理与

经验知识而可能得不到客观真实的评价结果袁客观赋

非线性特征袁 即对含水层富水性进行分区评价是一个

权方法又过于强调各主控因素数据之间的内部变化

对多源信息综合分析的过程 遥 国内外诸多学者都对
[3]

而可能得到与事实相悖的结果[8]遥 因此单一赋权方法

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 [4-7]袁其中武强 [5]

得到的含水层富水性评价结果与真实结果之间往往

GIS 进行多元信息融合的富水性指数法袁 在目前的含

基于此袁在充分考虑影响含水层富水性的主控因

提出的先对多种主控因素的权重进行求解尧 再基于

水层富水性评价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遥一般来说袁针对具
体某一含水层袁 考虑影响其富水性的主控因素个数越

存在较大的误差遥
素的基础上袁采用目前较为成熟且应用广泛的 AHP 法
来确定各主控因素的主观权重袁采用能避免各主控因

多袁反映出的真实地学信息就相对越多袁对其富水性评

素之间重复信息且操作方法简单的独立性权系数法

价也相对客观尧科学遥但是各主控因素对富水性的影响

来确定客观权重袁而后主尧客观有机结合得到综合权

程度各有不同袁 各主控因素之间存在多大内部联系也

重袁进而对顶板砂岩含水层富水性进行评价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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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目标决策分析及综合评价方法袁 通过将决策者

研究区概况

的经验判断定量化处理以实现最优化决策的目的遥

徐庄煤矿位于滕沛复向斜的中南部袁 大部分区域

呈一走向 N45毅~70毅E袁 倾向北西的单斜构造袁 倾角为

一般分为 4 个步骤院渊1冤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曰渊2冤构建

相对重要性的比较判断矩阵曰渊3冤计算判断矩阵的最

10毅~36毅遥 根据勘探以及采掘揭露的实测资料袁井田内

大特征根及其相应的特征向量曰渊4冤层次排序及其一

的断层则有 400 余条遥由于受多次构造运动的影响袁在

的特征向量经标准化处理后可作为层次分析评价指

断裂构造较发育袁落差逸20m 断层有 60 条袁落差逸2m

致性检验遥 若通过一致性检验袁则对应于最大特征值

井田中西部发育了魏营背斜尧魏营向斜尧贾庙西向斜尧

标的权重向量曰否则袁需要调整比较判断矩阵袁直到

刘家向斜尧 王坑背斜尧 陈楼东向斜等及次一级波状褶

满足要求为止遥 据此袁得到各决策层对应于目标层的

皱袁 井田东部褶皱现象不发育遥 研究区内的褶皱类型

主观权重遥

属于中等遥 研究区构造纲要如图 1 所示遥

矿井内含煤地层有太原组尧山西组尧下石盒子组袁

可采煤层共 4 层渊7 煤尧8 煤尧17 煤尧21 煤冤遥矿井设计分

2.2 独立性权系数法确定客观权重
独立性权系数法 [11]是一种确定客观权重的方法袁
其基本原理是根据数理统计学中的多元回归分析计

为 3 个水平渊-400m尧-750m 以及-1000m冤袁目前主要

算出复相关系数从而得到权重遥 若得到的复相关系数

8 煤袁-750m 水平也已经开始回采遥 矿井主要含水层自

示该指标越容易由其他指标的线性组合表示袁表明重

开采的是矿井东部地区-400m 水平的山西组内 7 煤和

越大袁 该指标与其他指标之间的共线性关系越强袁表

上而下有院第四系底部砂层孔隙含水层渊组冤袁下白垩-

复信息越多袁则该指标所占权重应越小遥 考虑到复相

上侏罗统底砾岩含水层尧 下二叠统下石盒子组底部砂

关系数与权重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袁选取复相关系数的

岩含水层尧下二叠统山西组煤层顶板砂岩含水层尧上石

倒数作为得分袁然后经归一化处理得到权重值遥 由于

炭统太原组灰岩和奥陶系厚层灰岩岩溶灰岩含水层遥

复相关系数能够反映出各指标之间存在的重复信息

自矿井投产以来袁 对其生产影响比较大的水害为 7 煤

量袁其倒数则反映了某评价指标所包含的不同于其他

顶板 渊文中所指 7 煤顶板为山西组 7 煤至下石盒子组

评价指标的信息量袁因此独立性权系数法适用于各评

采过程中曾发生多次水量较大的突水遥 由于 7 煤顶板

之间重复信息的研究遥

底界之间的层段冤砂岩裂隙水袁在以往矿井东部地区回
砂岩含水层对矿井正常生产的影响具有点多面广的特
点袁 特别是在开采揭露或断层导通强富水性区域下的
突然出水对安全生产具有较大危害袁 因此开展 7 煤顶
板砂岩含水层富水性研究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遥

价指标之间存在错综复杂关系尧需要排除各评价指标
假设有 m 个评价指标项 X 1袁X 2袁X 3袁噎袁X m袁若某评

价指标 X i 与其他评价指标的复相关系数越大袁表明 X i
与其他指标之间的共线性关系越强袁 重复信息越多袁
该指标的权重也就越小袁权重 Di 的计算如式渊1冤~渊2冤

所示[11]遥
R i=

軍冤渊X
軒-X
軍冤
移渊X i-X
姨移渊X i-X軍冤2移渊X軒-X軍冤2
Di=

图1

研究区构造纲要

Fig.1 The structural outline of the research area

2

1
Ri

1
移
R
i=1
i

渊1冤
渊2冤

軒为 X 中除去 X j 的剩余矩阵曰X
軍=mean渊X冤遥
式中院X
2.3 乘法合成归一化综合确权

考虑到主尧客观权重的赋权依据不同袁从兼顾主
客观权重的优点出发袁需要对主客观权重进行组合赋

理论基础

权遥 当评价指标个数较多尧权数分配较均匀时往往采

2.1 AHP 法确定主观权重
AHP渊层次分析法冤

m

渊i=1袁2袁3袁噎m冤

[9-10]

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用乘法合成归一法将主尧客观权重有机结合[12]袁计算出

各主控因素的综合权重 W i袁如式渊3冤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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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 = nCi窑Di

移C 窑D
i=1

i

渊3冤

7 煤顶板砂岩含
水层富水性评价

目标层渊A 层冤

i

式中院n 为主控因素的个数曰Ci 为第 i 个主控因素的主
观权重曰Di 为第 i 个主控因素的客观权重遥

3

第40卷

准则层渊B 层冤

岩性结构
特征

决策层渊C 层冤

砂
岩
含
水
层
厚
度

基于 ArcGIS 综合确权的含水层富水性评价模型

3.1 主控因素的确定

煤层顶板含水层的富水性受控于诸多地质因素袁
合理恰当地选取影响顶板砂岩含水层富水性的主控因
素袁直接影响到富水性评价模型和评价结果遥在充分研
究徐庄煤矿的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袁 结合已
有钻探以及实际生产资料袁 本文在选取影响 7 煤顶板
砂岩含水层富水性的主控因素时袁 主要考虑了地质构
造尧岩性结构尧水力特征三大方面袁其中地质构造条件
主要包括断裂分维尧平面变形系数尧断层强度袁岩性结
构特征主要包括顶板砂岩含水层厚度尧砂泥比袁水力特
征主要包括岩芯采取率尧 钻孔冲洗液消耗量尧 井下涌
渊突冤水点涌水量袁并通过资料收集尧统计尧计算袁得到了
以上 8 大主控因素的基础数据遥

3.2 归一化处理

归一化处理的目的是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遥 本文
采用最小-最大标准化公式袁 对各主控因素进行归一
化处理时袁 将岩芯采取率数据按负相关的归一化公式
渊4冤处理袁其余各主控因素数据按正相关的归一化公式

渊5冤处理[13]遥 将各主控因素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后袁即

可建立各主控因素专题图遥

xi* = xmax -xi
xmax -xmin
x = xi -xmin
xmax -xmin
*
i

渊4冤
渊5冤

式中院xi 为评价指标数据归一化前的值曰xi* 为评价指标
数据归一化后的值曰xmin 为某评价指标数据中的最小

值曰xmax 为某评价指标数据中的最大值遥
3.3 各主控因素综合权重的确定
3.3.1

主观权重的确定

渊1冤建立含水层富水性层次结构模型遥 根据前述

AHP 法确定权重的原理袁 将研究对象划分为 3 个层

次袁将 7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富水性评价作为目标层渊A
层冤袁将岩性结构特征尧地质构造特征尧水力特征作为准

则层渊B 层冤袁将 8 大具体的主控因素作为决策层渊C层冤袁

建立了 7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富水性评价层次结构模
型袁如图 2 所示遥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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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富水性评价层次结构模型

Fig.2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model of sandstone aquifer waterrichness evaluation in the No.7 coal seam roof

渊2冤构建判断矩阵计算主观权重值遥 分析 8 个主

控因素在 7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富水性评价中所起的
作用袁运用野征集专家评分冶的方法袁根据 1~9 比例标

度方法进行打分袁进行各主控因素对富水性影响大小

的相对重要性排序袁给出 8 个主控因素之间的量化分
值遥 根据最后 8 个主控因素的累计总分比较结果袁形

成专家对 8 个主控因素的评判集袁 据此构建研究区 7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富水性评价的判断矩阵袁 如表 1~4
所示袁姿max 为各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袁CI 为一致性指
表1

判断矩阵A ~Bi渊i=1~3冤

Table1 The judgment matrix A ~Bi渊i=1~3冤

A

B1

B2渊构造特征冤

2

B1渊岩性结构冤

B3渊水力特征冤

B3

1

3/2

1/2

1

2/3

注院姿max=3.0092袁CI=0.0046袁CR=0.0088遥

表2

B2

1

Ti

1

0.2553

1

0.2809

0.4638

判断矩阵B1~Ci渊i=1~2冤

Table2 The judgment matrix B1~Ci渊i=1~2冤
岩性结构

砂泥比

砂岩含水层厚度

Ti

砂泥比 C1

1

1/3

0.2500

3

砂岩含水层厚度 C2

注院姿max=2.0000袁CI=0袁CR=0遥

表3

1

0.7500

判断矩阵B2~Ci渊i=3~5冤

Table3 The judgment matrix B2~Ci渊i=3~5冤
平面变形系数
1

1/3

2

0.2493

断层强度 C5

1/2

1/3

1

0.1571

断裂分维 C4

3

注院姿max=3.0536袁CI=0.0268袁CR=0.0516遥

断裂分维 断层强度

Ti

构造特征
平面变形系数 C3

1

3

0.5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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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判断矩阵B3~Ci渊i=6~8冤

砂岩含水层厚度尧断层强度遥

Table4 The judgment matrix B3~Ci渊i=6~8冤
水力特征

岩芯
采取率

岩芯采取率 C6

1

钻孔冲洗液消耗量 C7
井下涌渊突冤水点涌水量 C8
注院姿max=3.0000袁CI=0袁CR=0遥

3.4 含水层富水性分区

钻孔冲洗 井下涌渊突冤
液消耗量 水点涌水量
1

1

1

5

5

1/5

1/5
1

将由 AHP 法和独立性权系数法算出的综合权重

Ti
0.1429

0.1429

0.7143

值赋予各主控因素袁 应用 ArcGIS 对各主控因素专题
图进行叠加计算袁得到综合反映 7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

要富水性指数袁 如式
富水性相对强弱的评价模型要要

渊6冤所示遥 反映研究区范围内的某一栅格位置上袁由各
主控因素共同作用而表现出的含水层富水性强弱袁富
水性指数值越大表明富水性越强遥

标袁CR 为一致性比例遥

n

W t =移W i A i 渊x袁y冤

通过计算袁 所有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比例 CR<0.1袁

满足一致性要求[10]遥 从而得到影响 7 煤顶板砂岩含水
层富水性的 8 大主控因素的主观权重袁如表 5 所示遥
3.3.2

客观权重的确定

根据前述独立性权系数法原理袁 本次所选 8 大主

控因素的复相关系数计算结果如表 6 所示遥 复相关系

数反映出各主控因素之间存在的重复信息量袁 其数值
大小与权重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袁 而其倒数则反映了
某主控因素所包含的不同于其他主控因素的信息量袁
因此可进一步求得复相关系数的倒数袁 然后对复相关
系数的倒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后袁 即可得到影响 7 煤顶
板砂岩含水层富水性的各主控因素的客观权重 Di袁如

表 6 所示遥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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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权重的确定

评价 7 煤顶板砂岩富水性的评价指标个数较多袁

根据前述乘法合成归一法公式渊3冤计算出各主控因素
的综合权重 Di袁如表 7 所示遥

由表 7 可知袁 平面变形系数和断裂分维值的大小

对 7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富水性影响大袁 钻孔冲洗液消

式中院i 为第 i 个主控因素曰n 为主控因素的个数袁本次

取 8曰W i 为第 i 个主控因素的综合权重值曰A i渊x袁y冤为第
i 个主控因素的归一化数值袁渊x袁y冤为地理坐标遥

据此袁得出研究区 7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富水性指

数法评价模型如式渊7冤所示院

W t =0.2665A 1渊x袁y冤+0.2664A 2渊x袁y冤+0.1646A 3渊x袁y冤

+0.1063A 4渊x袁y冤+0.0873A 5渊x袁y冤+0.0373A 6渊x袁y冤
+0.0364A 7渊x袁y冤+0.0352A 8渊x袁y冤

渊7冤

根据上述 7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富水性指数法评价
表6

各主控因素的客观权重

Table6 The objective weights of the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主控因素
渊i=1~8冤

岩芯采取率
钻孔冲洗液漏失量
砂岩含水层厚度
砂泥比
平面变形系数
断层强度

耗量尧岩芯采取率尧砂泥比对其富水性影响小袁其余因

断裂分维值

素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井下涌渊突冤水点涌水量尧

井下涌渊突冤水点涌水量

表5

渊6冤

i=1

复相关系数 复相关系数的倒数 客观权重
Di
1/R i
Ri
0.5150

1.9419

0.1101

0.8407

1.1895

0.0674

0.5025

0.8457

0.2024
0.3892
0.4823

0.5686

1.9900

1.1824

4.9405
2.5691
2.0734

1.7588

0.1128

0.0670

0.2800
0.1456
0.1175

0.0997

各主控因素的主观权重

Table5 The subjective weights of the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主控因素
渊i=1~8冤

主观权重 Ci

断裂分维值

砂岩含水层厚度

平面变形系数

砂泥比

钻孔冲洗液漏失量

断层强度

岩芯采取率

井下涌渊突冤
水点涌水量

0.2753

0.1915

0.1156

0.0638

0.0402

0.0728

0.0402

0.2006

表7

各主控因素的综合权重

Table7 The comprehensive weights of the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主控因素

断裂分维值

砂岩含水层厚度

平面变形系数

砂泥比

钻孔冲洗液漏失量

断层强度

岩芯采取率

井下涌渊突冤
水点涌水量

综合权重 W i

0.2664

0.1063

0.2665

0.0352

0.0373

0.0873

0.0364

0.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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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袁 通过对叠加后各个独立单元的富水性指数进行

孔冲洗液消耗量尧砂岩含水层厚度尧断裂分维值尧平

确定了各级阈值分别为0.33025袁0.40578袁0.46467遥 富

个因素作为影响 7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富水性的主控

统计分析袁运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对其进行 4 级分级袁

水性指数 W t 越大袁富水性越强遥 根据分级阈值将研究

区域划分为 4 个区域院较强富水区尧中等富水区尧较弱
富水区尧弱富水区袁得到 7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富水性分
区图袁如图 3 所示遥

面变形系数尧断层强度尧井下涌渊突冤水点涌水量这 8
因素遥

渊2冤采用 AHP 法尧独立性权系数法分别确定各主

控因素的主尧客观权重袁最后得到了各主控因素的综

合权重袁 结果表明褶皱平面变形系数尧 断裂分维对 7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富水性影响大袁 钻孔冲洗液消耗
量尧岩芯采取率尧砂泥比对其富水性影响小遥

渊3冤建立了综合确权的顶板砂岩含水 层富 水性

图例
弱富水区
较弱富水区
中等富水区
较强富水区
顶板涌突水点分布

评价模型袁 通过 ArcGIS 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得到

了研究区 7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的富水性分区图袁并
通过 徐庄 煤矿已 开采 的东 部地区 已 知 突 水 点 的 分

布检验了该评价模型的效果袁圈定了防治水的重点
靶区遥
比例尺
1 000m

图3

7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富水性分区

Fig.3 The partition of the sandstone aquifer water-richness in the No.7
coal roof

3.5 评价模型的识别与检验
含水层的含水量作为突水发生的物质基础袁 一般
来说含水层富水性越强袁 发生突水事故的可能性越
大遥 发生突水事故的位置多是富水性指数较大的部
位袁因此可以将已知突水点出现的位置叠加到利用该
模型计算出的 7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富水性分区图中袁

对本次评价模型进行识别检验遥 目前徐庄煤矿主要开
采的是东部地区袁西部地区未开采遥 通过对其东部以
往突水点信息的整理袁得到已知突水点中突水层位为

顶板突水的共有 14 个突水点袁将这 14 个已知的顶板
突水点叠加到 7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富水性分区图中袁

如图 3 所示遥 由图 3 可知袁共有 12 个突水点位于强富
水区和较强富水区袁2 个突水点位于中等富水区遥与评
价模型的判别结果吻合度较高袁说明了本次模型评价
效果较为理想遥 因此袁研究区 7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富

水性分区图中的东部尧中南部以及西南部的较强富水
区袁应作为防治水的重点靶区袁开采前必须采取一定
的防治水措施遥

4

结

论

渊1冤在对研究区 7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富水性影响

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袁选取了岩芯采取率尧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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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Coal Mine Aquifer Water-Richness Based on AHP and Independent
Weight Coefficient Method

BI Yaoshan, WU Jiwen, ZHAI Xiaorong, SHEN Shuhao, HU Ru, JU Qiding
渊Earth and Environment School, A nhui University of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232001, China冤
Abstract: Taking Xuzhuang Coal Mine as a case,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multi -source information

fusion methods in using a single subjective or objective weighting method to evaluate the water-richness, 8 major controlling factor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the fully consideration of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the No.7 coal roof sandstone aquifer

(the No.7 coal roof

referred to in the article is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 No.7 coal of the Shanxi Formation and the bottom boundary of the Lower
Shihezi Formation).

This paper calculated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weights of each main controlling factor respectively by the

AHP and independent weight coefficient methods, and obtained the comprehensive weight by the multiplicative synthesis normal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andstone aquifer water-richness in the No.7 coal roof are greatly affected on the fold plane deformation

coefficient and the fractal dimension of fault while less on drilling fluid consumption, the core rate and mudstone ratio. Besides,
this paper established an evaluation model of water-richness index based on AHP and independent weight coefficient method, and

obtained the water -richness partition map of the aquifer by ArcGIS. The evaluation model is identified and tested by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known water bursting points, and the accuracy of it is also verified. Then, the key area for water prevention is
targeted. The above results would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predicting the water-richness strength of aquifers and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of roof water damage.

Key words: coal seam roof;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independent weight coefficient method; water -richness of aquifers;
multiple information fu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