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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坑涌水不仅影响矿山开采开发，而且严重威胁井下作业人员生命安全，因此对矿山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条件的研究至关重要。 通过对南非克莱克斯多普地区的区域水文地质、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特征的
总结，探讨该区的水文、工程地质条件，分析了该矿床充水水源、水力联系通道及岩石结构稳定性。 矿区
含水岩组富水性较弱，断裂发育，一定程度上连通了地下含水体，矿山开采过程中应避开断裂带。 遗弃的
老采空区积水严重，采坑巷道接近积水崩落部位时，因及时排险并及时排水。 矿山开采过程中应合理预
留安全矿柱，岩层软弱部位及时进行加固等措施，以免发生工程地质问题进而引发安全生产事故。 并对
主要的水文和工程地质问题提出的防治措施，提高科学防范矿山地质灾害的能力，为矿山进一步开采开
发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

金矿；矿坑涌水；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克莱克斯多普地区；南非

中图分类号：Ｐ６１８．５１；ＴＶ２２１．２

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７８０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８１－０６

沿盆地东部、北部和西部边缘分布有多个独立

引言

的金矿矿集区，如埃温德矿集区、东兰德矿集区、中

研究区位于南非西北省威特沃特斯兰德盆地西

兰德矿集区、西兰德矿集区、卡尔顿维尔矿集区、克

北边缘的克莱克斯多普地区，兰德盆地形成于太古

莱克斯多普矿集区、韦尔科姆矿集区等（ 中国科学

宙晚期（ 吴兴源等，２０１５） ，距今大约 ２．７２ ～ ３．０６ Ｇａ。
盆地边缘含金地层由北东 － 南西延伸约 ３００ ｋｍ、沿
北西至南东延伸约 １００ ｋｍ。 含金地层厚约 ６ ｋｍ，主
要由石英岩夹砾岩和页岩组成，含有少量火山岩单

元。 沉积岩缓倾于盆地中央，局部地区有变化。 盆
地东、西和南部均被太古宙、古生代和中生代火山岩

和沉积岩所覆盖，最厚部位可达 ４ ｋｍ。 金（ 铀） 矿化
通常产于石英砾岩层内，金（ 铀） 矿床主要分布于盆

院考察团，１９９８） （ 图 １ａ） ，研究矿区位于克莱克斯多
普金矿矿集区内。

１
１．１

区域水文地质
气候条件
该区属亚热带灌木稀树草原气候，受赤道低气

压带和信风带南北移动、交替影响，旱、雨季节分明。

地的边缘部位， 单层含矿层厚度一般未超过 ２ ｍ。

５ 月到 １０ 月干旱少雨，土壤开裂、草木枯黄；１１ 月到

（ 王杰等，２０１４） 。 本矿区采矿历史悠久，但深部尚

的蒿草和灌木，夹杂着少量乔木。 极端最低气温低
于 － ４℃ ， 极 端 最 高 气 温 在 ４０℃ 左 右， 年 平 均 气 温

金矿的形成、分布与砾岩中黄铁矿、碳质关系密切
未进行任何勘查活动，由此推测找矿前景较好（ 任
军平等，２０１５） 。

次年 ４ 月，降水量大，植被茂盛，遍地生长着较稠密

２１℃ 左右，年平均降雨量 ５００ ｍｍ 左右。

［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０６
［ 第一作者简介］ 席鹏，男，１９９７ 年生，助理工程师，从事矿产勘查等工作；Ｅ－ｍａｉｌ：２５５６０４７３５１＠ 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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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盆地区域地层及矿田分布（ ａ） 和克莱克斯多普地区地质简图（ ｂ） （ 修改自张毅等，２０１９）

地形地貌
区域海拔标高 １２００ ～ １４００ ｍ，西有卡普高原，北

为皮拉内山，东为德拉肯斯山脉，南有卡里山、斯尼

乌山，中部由多个小凹陷盆地构成了 １ 个大型盆地，
矿区所处盆地为其中之一。 本区属南非高原的南
部，地处内陆克拉通地块，除东部山区，其他地区散
１８２

勘

布着少量山地和个别低山丘陵外，地形高差变化小，
开阔平坦，剥蚀、搬运作用较弱，延展数百千米，为准
平原性高原。 矿区地势平缓，地表均被第四系和植
被覆盖，基岩露头较少。

１．３

水文概况
威特沃特斯兰德盆地总体地势由东向西平缓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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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大部分水系注入大西洋。 研究区内主要河流为

安山质熔岩风化裂隙含水层的富水性差异性较大，

瓦尔河，发源于东部的德拉肯斯山脉北段西坡。 兰
德盆地为 地 表 水 汇 聚 中 心， 汇 水 面 积 超 过 ５ × １０ ４

主要以弱为主，局部为中等或极弱，甚至充填胶结紧

ｋｍ ，在北侧有 １ 条由北至南汇入的斯昆河，途经斯
２

昆河水库（ 图 １ｂ） 。 受地形地貌及气候的影响，水系
发育很不均匀。 东部受南印度洋暖湿气流和马达加

斯加暖流的影响，再加上德拉肯斯山脉的阻挡，降水
量大，河网密度高。 由东向西深入内陆降水量逐级

密而不含水。

２．２

隔水层
区内隔水层主要为第四系似硬结隔水层、安山

质熔岩隔水层和石英岩隔水层（ 图 ２） 。

第四系似硬结隔水层主要分布于矿区平坦地

减少，河网密度逐渐变稀。

区，地层处第四系松散堆积透水层与安山质熔岩风

２

化裂隙含水层之间。 该层的硬结作用不是因上覆沉

２．１

水文地质特征

积物的重载荷压力下形成，而是通过沉积物干湿变
化排除水分、减少孔隙、碎屑颗粒间的联系增强，加

含水层

之风化沉积物部分分解再结晶的过程而产生。 由于

区内第四系松散堆积层中少有冲洪积性孔隙含

似硬结隔水层强度较高，可达软岩类别，遇水难以软

水层，多为残积孔隙含水。 地表广泛出露，厚度一般

化。 同时拥有级配良、胶结好的物理性能，使其具有

２０ ～ ３０ ｍ。 由安山质熔岩全风化构成，粒度成分除

透水性弱，隔水性能较强的特点。 该隔水层由于在

含少量强风化安山质块石外，大都由细砂、粉砂及少

坡角较大的斜坡地带，河床局地缺失，构成不了全矿

量黏土、腐殖质构成。 该层上部为透水层，下部为含

区性隔水层。 只能阻隔平坦地形区大气降水入渗补

水层。 雨季接受大气降水入渗补给，地下水位较高，

给安山质熔岩风化裂隙弱含水层地下水。

含水层厚度稍大，透水层厚度较薄。 旱季地下水位

安山质熔岩隔水层上覆安山质熔岩风化裂隙弱

下降，含 水 层 厚 度 较 薄， 透 水 层 厚 度 较 大 （ 莫 涛，

含水层，下伏石英岩隔水层。 安山质熔岩主要由斜

基岩含水层主要为安山质熔岩风化裂隙含水

高，原生结构面不发育，有利于隔水层的构成和稳

层，位于孔隙含水层下部，有利于风化裂隙发育。 裂

定。 局部发育透镜状、片状、板状构造裂隙极弱含水

２０１８） 。 该含水层富水性弱。

隙网络的发育程度不同，充填物水赋存状态的差异，

图２

长石、辉石、角闪石和少量石英组成，为坚硬岩，强度

层 ，但因连通性差，破坏不了隔水层的完整性，损害

第四系松散堆积透水层、似硬结隔水层示意图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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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岩隔水层也是区域的主要隔水层，与上部

３

不了隔水层的隔水性能，隔水能力强。

查

２０２１ 年

工程地质特征

的安山质熔岩隔水层呈不整合接触。 石英岩强度

第四系松散堆积土层：该层广泛分布于矿区各

高，具有刚硬性，有利于隔水层的构成。 该隔水层原

地，从上至下由草原耕植土逐渐转化为似硬结岩组。

生结构面和构造裂隙较发育，但层面和裂隙面光滑

上部为耕植土层，不宜作任何建（ 构） 物的基础或联

顺直，起伏变化不大，开启度较小，一般被绿泥石、绢

合基础，土质不宜作回填土。 下部土层经过了较长

云母、白云母等充填胶结紧密，不利于地下水的活

期脱水密实过程，强度较高，适宜作承载力要求不高

动，隔水性能强。

２．３

构造破碎带
本区位于卡普法尔（ Ｋａａｐｖａａｌ） 克拉通地区，长

期未遭受剧烈造山运动影响，缺乏形成褶皱的地质

内应力。 矿区主要发育 １ 组北东—南西走向的正断

的临时建 （ 构） 物联合基 础、 扩 大 基 础、 甚 至 基 础。
土质也可做建筑回填土，但不能做远久性、要求地基
承载大的基础或联合基础。
第四系硬结岩组：该岩组位于第四系松散堆积
土组下部，为安山质熔岩岩组的上覆岩组。 由安山
质熔岩残积形成，主要矿物成分基本与母岩一致，主

层，倾向北西或南东，延伸数百米。 该断层把岩层和

要有斜长石、辉石、角闪石、石英、云母等，还有泥质、

层状矿体切割成地垒和地堑。 断层中破碎带、构造

绿泥石、高岭石等软弱胶体、准胶体矿物。 该岩组可

裂隙发育一般，胶结紧密。 采区各中段遇到该断层

作承载力要求不高的远久性建（ 构） 筑物的基础和

时，未见涌水、滴水现象，少见湿润现象。 该断层不

扩大基础。 因为拥有较强的隔水性能，也可作废石

仅不是含 水 断 层 破 碎 带， 还 可 以 划 分 为 隔 水 断 层

堆、尾矿库的基础和基底。

２．４

岩、火山碎屑岩等，形成环境相近，岩体的基本质量、

（ 王冠龙等，２０１４） 。

地下水补给、径流和排泄

安山质熔岩岩组：该岩组包括火山熔岩、火山砾
主要软弱结构面的几何、线状特征相似，坚硬程度变

矿区地下水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补给。 矿区地

化不大，赋存位置相同，均位于矿床上部，且工程控

形平坦，第四系松散堆积层上部土质较疏松，植被较

制程度较低，难以划分。 该区长期处于稳定的地质

稠密，易接受大气降水入渗（ 马林霄等，２０１８） ，补给

构造单元中，构造裂隙软弱面不发育。 主要裂隙面

安山质熔岩风化裂隙弱含水层地下水。 矿床开采

以缓倾角为主，陡倾角较少，对岩体切割程度低，属

后，排水疏干，造成局地地下水位下降。 地下水除接

块体状结构岩体和整体状岩体，即完整岩体。

受大气降水补给外，少量接受河流等地表水体补给

石英岩组：该岩组包括砾岩、粗粒岩等沉积变质

（ 陈新攀等，２０１８） 。

岩，为矿区主要的岩体。 该岩体埋藏于深部，没有浅

研究区为由东向西径流的瓦尔河地形总体西北

表层风化软弱结构面，中厚层至厚层状。 矿区长期

高，东南低。 地下水大体由西北向东南径流（ 唐艳

处于较稳定的构造单元中，层理、层面很平缓。 该岩

和刘佳海，２０２０） 。 由于安山质熔岩风化裂隙含水

组构造软弱，结构面发育较稀疏，多以平缓为主，陡

层富水性弱且不均匀，甚至充填胶结裂隙紧密而不

倾角较少。 从结构面的发育密度、组数、产状和延伸

含水。 富水性不匀影响径流量，不含水地带切割径

程度的几何特征来看，结构面的发育程度较低。 从

流方向，形成平面绕流。 矿区地下水以潜水为主，水

结构面的张开度、粗糙度、充填情况和充填物水的赋

位的高低一般随地形的高低而变化，没有统一的地

存状态等线状特征来看，主要结构面的结合程度较

下水潜水面，含水层富水性弱，不存在单一流向，主

高，因此石英岩组也属块状岩体。

要由高地形区向低洼 地 形 区 径 流 （ 龙 本 力 和 张 业
果，２０１７） 。

原始状态下，地下水以泄流的形式在瓦尔河及

其支流洼地中排泄。 地面的蒸发、植物的蒸腾以及
植物地面的蒸散作用也是重要的排泄方式之一（ 李
龙江和徐占军，１９９２） 。
１８４

４
４．１

矿床水文及工程地质条件分析
水文地质条件
矿山开采是验证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的最好手

段，应充分利用矿山开采所暴露的地质环境问题进

第 １２ 卷

第１期

席鹏等：南非克莱克斯多普地区某金矿水文和工程地质特征分析

行分析，不断提高完善对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地认识

（ 河北 省 地 质 局 水 文 地 质 四 大 队， １９７８； 朱 昶 等，

２０１４；朱天林，２０１６） ，加强对矿山水文地质条件的研
究，是有效预防矿山地质灾害、加强治理矿山环境的
重要举措（ 邱长健，２０１７） 。

储量都很小，既无静储量的水头压强，也无动储量的
冲积破坏，地下水对围岩稳定性的影响十分弱小。
对于矿区块体状结构的刚脆性围岩，强度足以抵御
御荷回弹和应力重分配所带来的附加应力，安山质
熔岩岩组、石英岩岩组均为坚硬岩岩组，地表、井巷

该地区金矿山开采历史悠久，金矿体主要赋存

没有高残余应力的反应，又位处深部隔水层中，其围

于石英岩夹石英砾岩沉积层中，属于砾岩型金矿，隔

岩的稳定性主要受原生和构造较软弱面的发育和分

水层为安山质熔岩和石英岩，水文特征具有埋深大，

布特征控制。

地下水动、静储量小的特点。 与矿床地下水联系的

矿床开采平巷、采场面积大，体积较小。 采矿工

静储量已完全消耗，矿坑排水以动储量为主，矿床疏

程轴线走向的低矮洞室群顶拱的稳定是关键。 中

干流场应属稳定流。 矿山生产停产数年，部分井巷

等、陡倾角裂隙，在顶拱与层面、平缓倾角裂隙相遇，

被淹没，理论上产生了新的地下水静储量，复产后会
改变矿床疏干流场形态（ 张发旺等，２０１６） ，矿坑涌
水仍以动储量为主。

金矿床在坑道开采过程中，施工的竖井井底排

水形成了大降深（ 杨胜堂等，１９９２） ，理论上会产生
紊流。 由于矿区风化裂隙弱含水层富水性弱、连通
性差、发育厚度小、赋存于上部，难以实现大面积疏
干。 当井底为变质石英岩隔水层，富水性更差、涌水
量更小，即使有裂隙产生紊流，在井壁处造成涌水，
也会产生较大流量。
研究区所采矿体均匀，埋藏较深，大气降水尚不
能形成矿床充水水源。 瓦尔河从东至西从矿区南界
流过，距离各采区竖井及东西向展开的各中段距离
较远，但有隔水性能强而完整的隔水层相隔，地表水
与矿床的水力联系极弱，也难以构成矿床充水水源。
大量被遗弃的老采空区充满积水，具体积水量不明，

都能把顶拱围岩分割成菱形、三角形的独立块体，当
独立块体小于洞跨时会形成分离体。 这些被层面和
构造软弱面所围限的分离体，无论拉应力集中或是
压应力集中都会产生坍塌（ 王振臣，２０１９） 。 顶拱面
与层面、主要构造裂隙软弱面小锐角相交时，近相交
处，如有垂直工程轴线的构造裂隙软弱面发育，难以
避免产生塌落。 被平行工程轴线较小的中等倾角和
较陡倾角裂隙软弱面交叉切割，交汇处在自由空间
时，独立块体无论拉应力大小，摩擦阻力加顶托力大
于自重力，基本能稳定；当交汇处在围岩中，失去顶
托力，自重应力小于摩擦阻力时，也能暂时稳定，但
属危险独立块体，当摩擦阻力小于拉应力时，独立矿
块立即塌落。 单组陡倾角构造裂隙软弱面发育密度
较高的地段，会在井巷、采场顶拱形成“ 川” 字形软
弱结构面，构成的独立块体，在顶拱压应力集中的情

采坑巷道接近或崩落带到达积水部位，容易造成突

况下，易造成顶拱坍塌（ 龙本力和胡大玲，２０１８） 。

水，对矿山生产、设备和人员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５

研究区主要充水水源为安山质熔岩风化裂隙弱
含水层地下水。 该含水层分布面积广，但厚度较小，

结论
（１） 矿区含水岩组富水性较弱，但区内构造较

充水层的空隙性低，富水性以弱为主。 地下水以静

发育，一定程度上连通了地下各含水体，因此在矿山

储量为主，动储量次之。 该充水层有隔水性能强的

开采过程中应避开断裂带。

熔岩隔水层相隔，为间接充水水源。 矿区缺乏碳酸

（２） 由于长时间停产，遗弃的老采空区积水严

盐岩，不能形成岩溶通道，同时缺失孔隙含水层，构

重，采坑巷道接近积水崩落部位时，易对矿山生产、

成不了孔隙充水通道。

设备和人员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因及时排险并及时

４．２

排水。

工程地质条件
矿体围岩属坚硬岩，结构面发育程度较低，结合

程度较高，根据建造特征和后期改造特点，可划分围
岩的结构类型为块状或称为整体状围岩。
位于厚大而完整隔水层中的围岩，地下水动、静

（３） 矿山开采过程中应合理预留安全矿柱，岩

层软弱部位及时进行加固等措施，以免发生工程地
质问题进而引发安全生产事故。

（４） 在矿山生产的全周期，加强矿山水文地质

监测，提高科学防范矿山地质灾害的能力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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