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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液压支架适应性分析是评价液压支架设计选型和现场生产管理操作是否科学合理的

重要研究内容，目前现场人员在分析与评价支架适应性的问题时考虑现场生产操作管理因素
较少，导致对支架支护能力认识存在一定不足。基于多起现场切顶压架事故调查研究成果，提
出评价液压支架适应性的有效支护能力概念及相应的分析与定性评价方法，提出支架有效支
护能力评价涵盖的支架有效支护强度、有效初撑力和有效让压能力等3项子指标的计算方法及
评判标准，并以神东榆家梁煤矿44305工作面支架的实际应用工况为实例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结果表明：支架有效支护能力能够定性反映现场生产操作管理对液压支架适应性的影响，可作
为客观评价液压支架适应性，指导支架设计选型与现场操作管理的有效指标。
关键词：有效支护能力；支架适应性；有效初撑力；有效让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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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evaluation method for supporting ability of
supports in coalmine working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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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daptability analysis of hydraulic supports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design and selection of hydraulic supports and the on-site production management operations a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Factors of on-site production operation management were barely considered by mining engineers
when performing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adaptability of hydraulic supports，leading to a certain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support capacity. In this paper，a few cases of hydraulic support failure were presented，based
on which the concept of effective support ability to evaluate the adaptability of hydraulic support and the
corresponding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evaluation were proposed. Besides，the calculation methods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of three sub-indicators，the effective support strength，effective initial support force，and effective yielding
capacity，which are covered by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 support capacity of the hydraulic supports，are proposed.
Using the proposed evaluation method，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condition of support in the 44305 working fa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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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liang Coal Mine Shendong Company were evalu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effective supporting ability can
qualitatively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field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o the adaptability of hydraulic support，and it is
an effective index of objective evaluation on the adaptability of hydraulic support and scientific guiding for designing
and selection of support and field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Key words：effective supporting ability of support；adaptability of support；effective setting load；effective yield
ability to pressure of support
工作面液压支架是确保井下工作面回采时围

济适用”的设计与选型原则



。“支架-围岩”

岩结构稳定，实现煤炭资源安全开采的关键设备。

相互作用关系的核心研究内容是液压支架与围岩

科学合理的液压支架设计选型是决定工作面设备

形成良好的稳定支撑结构以保护工作面回采空间

选型配套成败的重要环节



。笔者曾对国内多个

安全。安全的工作面回采空间并不仅在于支架能

切顶压架工作面进行现场调查，发现虽然很多工作

够为“支架-围岩”支护系统提供的支撑力，还取

面的压架原因最终都与支架支护强度不足有关( 图

决于支架综合支护水平的高低

1 )，后续的改进措施就是提高支架支护强度，但实质

合理评价支架与工作面围岩适应性时，不能单单分

上许多压架工作面支架的支护强度并不低，而是由

析液压支架结构与力学参数，也要综合考虑工作面

于现场对液压支架支护能力的认识及对支架适应

现场生产与管理因素

性的分析评价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忽略了现场生产

工作面生产管理要素，提出利用液压支架有效支护

与管理因素，只关注支架本身( 多数情况下只关注支

能力指标评价支架适应性，为工作面液压支架科学

架工作阻力 )，最终导致液压支架支护强度出现不必

设计与合理选型提供了参考。为便于表述，下文提

要、无限度的加大，违背了液压支架“科学合理、经

到的支架均为液压支架。

图1
Fig. 1

1

 



。此外，在科学

。因此，基于液压支架与

某矿切顶压架工作面与典型液压支架损坏情况

Roof cutting and support crushing of working face and typical damaged supports

液压管路系统日常维护检修不到位或个别阀组密

支架有效支护能力的含义

封件更换不及时等，支架实际的支撑能力远低于设

笔者提出的液压支架有效支护能力概念，主要

计值，则不能有效发挥支撑效力。

是指支架为完成“支护顶板，确保回采作业安全”的

二是液压支架的有效初撑力，是指液压支架利

任务所表现出的综合能力，其涵盖了工作面现场生

用初撑力对其所能控制范围内的顶板主动施加的

产管理因素。

有效作用力。如工作面现场的升架操作时初撑力

基于上述分析，这里所提出的有效支护能力主

难以达到设定值，使得支架控制顶板初次离层的能
力无法发挥，降低了支架-围岩支护系统的有效支

要包含以下3方面指标：
一是液压支架的有效支护强度(或有效工作阻

护能力。
三是液压支架的有效让压能力，是指支架正常

力)，是指液压支架在实际工作状态下能对顶板单位
面积所施加的有效作用力。如多起压架事故中，液

工作状态下活柱伸缩余量足以满足顶板周期下沉，

压支架额定支护强度均很高，但却由于支架配套的

起到让压效果。如工作面支架工作高度始终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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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高度的下限或接近下限，活柱余量过小，使得

接顶的离层下沉被初撑力所控制，使得基本顶岩层

支架在顶板的正常下沉周期内即被压死。

的下沉运动空间减小，这会降低上位基本顶弯曲破

支架有效支护强度

断所带来的冲击载荷。相反，若支架初撑力不足以

支架有效支护强度是指液压支架在实际工作

控制直接顶的离层下沉，将会给基本顶的弯曲下沉

状态下能对顶板单位面积所施加的作用力，反映支

留出较大空间，加剧顶板岩层的下沉速度，引发的

架对顶板的实际支撑能力。实际生产中，能够协同

冲击载荷将造成液压支架出现急增阻的被动支撑

围岩形成稳定承载结构的是支架有效支护强度，并

状态，有时会带来严重的切顶压架后果。因此，初

不是设计支护强度。在液压系统管路、各类阀组及

撑力的大小合理与否，不仅显著影响着长壁工作面

密封件等均正常完好时，支架有效支护强度约等于

的矿压显现，而且还决定着支架支撑能力的发挥程

支架额定支护强度。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液压系

度。如图3所示，当工作面实际初撑力过低而难以

统管路、各类阀组、密封件等均可能出现损坏，或损

发挥主动控制阶段作用时，工作面支架工作阻力将

坏后更换不及时，这将直接影响液压支架的实际支

会出现急速增阻，顶板出现急速下沉。

护能力，此时支架有效支护强度则会远低于额定支
护强度。如图2所示，该支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支
支架工作阻力/MN

阀组或密封件等长期得不到有效维护，液压支架无
法保压，升架后尚未承受顶板压力已出现泄液情
况，根本无法有效支撑顶板。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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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工作面支架急增阻状态曲线

Curve of rapid increase of support resistance of
working fac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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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如此的工作状态却未引起现场操作及管理人员

某实际支撑效率较低的支架运行工况曲线

重视，发生顶板压架事故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

Operating condition curve of supports with low

12

6

力状态及对顶板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在升架接

日期

顶的初撑阶段，液压支架利用初撑力对其所能控制
图4

范围内的顶板( 一般指直接顶岩层 )主动施加作用
力。若支架初撑力可以完全控制这部分下位顶板
的离层下沉，则这部分岩层的离层下沉将会与其上
位顶板( 一般指基本顶岩层 )保持一致。这时由于直
036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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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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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一是主动初撑控制阶段，二是被动增阻控制阶

支架工作阻力/MN

液压支架对顶板的控制作用主要分为2个阶

大面积切顶

顶板急速下沉特征

10

支架有效初撑力

07-11

actual support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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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初撑力远远低于设计值。该工作面支架长时间处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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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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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受力曲线，可见该支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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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为国内某矿在发生工作面切顶压架前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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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能力远低于额定设计能力，由于液压管路、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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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某切顶压架工作面支架初撑力水平

Support's initial support level of roof cutting and
support crushing face

当工作面实际初撑力能够较好发挥对下位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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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岩层的主动控制作用时，工作面支架工作阻力将
是缓慢增阻，表明顶板只是缓慢下沉，如图5所示。
16
支架工作阻力/MN

1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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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6

2
0

Low working state of support

03-01

02-28

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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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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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1

Fig. 6

支架低位工作状态

日期

图5
Fig. 5

某工作面支架初撑力水平较高的压力曲线
Pressure curve with higher initial support level of
working face

1.3

支架有效让压能力
工作面液压支架除应具有与围岩协同组成承

载结构的支撑能力及对顶板离层下沉的主动控制
能力外，还需具有一定的应对顶板下沉的自适应让
图7

压能力。支架让压能力实质是描述液压支架工作

Fig. 7

状态的指标，必须满足顶板周期下沉及特殊条件下

支架高位工作状态

High working state of support

下沉的要求，确保支架在顶板下沉时瞬间即被压

下缩让压以达到抵抗顶板下沉的能力，在一定程度

死。在液压支架的设计及使用时，主要以支架在正

上加大了压架风险；此外，支架支撑高度降低导致

常工作状态下的活柱伸缩余量是否能满足顶板周

掩护梁与顶梁角度减小，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支架承

期下沉量的要求来判断。

受顶板载荷的范围，客观上加大了支架承担的载

确定液压支架合理高度一般主要考虑适用煤
层的平均采高。支架的最大高度与最小高度之差
成为支架的调高范围。调高范围越大，支架适用范

荷，同时也降低了支护效率。

2

支架有效支护能力评价

围越广，但过大的调高范围给支架结构设计造成困

支架有效支护能力评价关注其在现场实际使

难，使可靠性降低。同时，某一特定支架在允许范

用过程中的支护能力实际发挥效果，并不等同于液

围内不同的工作高度将直接影响液压支架的支撑

压支架适应性分析。笔者提出的支架有效支护能

效率和让压能力。一般情况下，当支架工作高度( 即

力是综合有效支护强度、有效初撑力及让压能力3

工作面采高 )处于其调高范围内的低段范围时，支撑

个主要因素的定性评价指标，对支架支护能力现场

效率取下限，此时支架活柱伸缩余量较小，让压能

发挥效果提供客观有效评价。由于其主要评价指

力也最低；处于调高范围内的高段时，支撑效率取

标内容中包含了现场生产与管理因素，因此很难实

上限，此时支架活柱伸缩余量较大，让压能力相对

现定量化评价。

较高。因此，液压支架在选型设计之初，必须考虑

作为定性评价支架有效支护能力的指标，既需

其实际生产中的工作高度，避免出现“高支架、低

兼顾设计选型与现场生产管理，也要方便收集基础

采高”状态。

数据，便于现场分析评判。因此，采用模糊数学方

支架的低位工作状态如图6所示，支架的高位
工作状态如图7所示。

法，通过对不同影响因素进行影响权重赋值，综合
现场实测数据，可达到相对量化评价。

某些压架工作面由于支架未能在最大高度工

对于综采工作面而言，完善的现场矿压观测手

作，导致支架活柱伸缩余量较小，降低了支架通过

段可以方便地掌握有效支护强度、有效初撑力及让

036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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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能力( 活柱伸缩余量 )等几个指标所需的相关数

工作面支架设计初撑力。

据。

2.3

2.1

支架有效让压能力评价因子 D3

支架有效支护强度评价因子 D1

同一支架在其调高范围内的支撑效率是变化

为确保支架有效支护强度能够满足回采空间

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煤层厚度处于某一支架

支撑要求必须从技术、管理2方面入手。一是在工

的调高范围之内，就认为该型号支架适宜煤层开

作面液压支架设计选型时，必须结合开采技术条

采。此外，支架在某一特定支撑高度下，其避让顶

件，研究确定合理的架型、支护强度；二是提高工作

板下沉压力的空间也是一定的。支架实际工作高

面管理水平，在正常回采期间，必须做好液压支架

度越低，其实际的支撑效率也越低，支架的活柱伸

的日常维修检查，及时更换损坏阀组及密封件等，

缩余量越小，有效让压能力也越弱。

确保液压管路系统完好，以及支架工作状态良好。

评价支架有效让压能力需基于顶板周期下沉

支架的有效支护强度主要受现场管理因素影

特征，掌握顶板周期下沉量和循环下沉量数据。笔

响，由于涉及到人为因素，要实现定量化的精确评

者提出可通过分析支架活柱伸缩余量与顶板周期

价难度较大。但若现场对于液压管路、关键阀体等

下沉量和循环下沉量数据的关系，定性评价支架在

的维护保养不到位，会直接表现为支架立柱泄液不

某特定工况下的有效让压能力。计算方法为

保压等现象。对于拥有矿压监测或电液控制系统

D3 =N / N0

( 同样具备压力监测功能 )的工作面而言，可统计全

式中，D3 为有效让压能力评价因子；N 为特定工况

工作面支架立柱的不保压率也便于操作，能够实现

下支架活柱伸缩余量；N0 为工作面顶板周期下沉

对基于现场管理因素的有效支护强度定性评价。

量。

结合现场矿压管理经验，笔者提出以工作面支

2.4

架泄液不保压立柱占所有支架立柱的比作为支架

模糊评价方法
在以上工作基础上，围绕着3个影响因素，利用

模糊数学分析方法，建立相应指标评价体系

有效支护强度的评价因子，计算方法为

，各

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程度以“权重”表示，见表1。

D1 =L / L0
式中，D1 为有效支护强度评价因子；L 为工作面支

表1
Table 1

架泄液不保压立柱数量；L 为工作面支架所有立柱

支架有效支护能力影响因素权重分配
Weight distribu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ffective support ability

数量。
2.2



支架有效初撑力评价因子 D2
工作面支架的有效初撑力是指支架实际施加

影响因素

D

D

D

权重

0.3

0.3

0.4

给顶板的初撑力，有别于设计初撑力。现场生产

为定量分析各影响因素对支架有效支护能力

中，实际初撑力往往都低于设计初撑力。造成有效

的作用，引入隶属度 i ，各影响因素隶属度 i 赋值

初撑力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液压管路有跑冒滴漏

见表2。

露现象、操作工人责任心不强、供液系统能力不足、

表2

泵压沿途损失过大等。这些因素都可以通过提高

Table 2

工作面管理水平避免，实现工作面液压支架有效初

影响因素

撑力的最优化。

有效

现场支架的有效初撑力更多与工人的现场操

不同影响因素隶属度赋值

Assignment of different influencing factors
赋
D

0.9～1.0

0.8～0.9

值
0.6～0.8

＜0.6

支护强度

μ

0.95

0.85

0.70

0.60

作有关，评价支架有效初撑力的方法非常简便，借

有效

D

0.9～1.0

0.8～0.9

0.7～0.6

＜0.6

助矿压观测系统可方便地获得现场支架的初撑力

初撑力

μ

0.95

0.80

0.70

0.60

有效

D

＞2.0

2.0～1.5

1.0～1.5

＜1.0

让压能力

μ

0.95

0.80

0.70

0.50

水平，通过其与额定初撑力对比分析则可得到能反
映有效初撑力水平的指标 D2 ，计算方法为

支架有效支护能力综合隶属度  为

D2 =P / P0

式中，D2 为有效初撑力评价因子；P 为工作面支架
平均初撑力，即液压支架实际初撑力平均值；P0 为
036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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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i / Ai  Ai i
i 1

i 1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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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i 为第 i 项影响因素所占权重； i 为第 i 项影

时，支架有效支护能力评级为“良”。

响因素隶属度。

44305工作面在局部区域煤层厚度变化至1.4～

结合现场生产与矿压管理实践，根据隶属度值

1.6 m，工作面采高随之调整，ZY10660/11/22支架在

不同范围，可将支架有效支护能力评价分为四大

工作面采高调整至1.5 m左右后，表现出支架压力明

类，见表3。

显增大，移架困难，个别支架损坏，工作面有明显的

表3
Table 3

切顶压架风险。

支架有效支护能力评判标准

Judgement standard of effective support

综合评价结果和现场使用情况，为避免出现切

ability of scaffold

顶压架事故，该工作面支架最低采高应适当加大，

支架有效支护能力

优

良

一般

较差

提高支架有效让压能力，避免支架在顶板正常周期

μ

0.85～1.00

0.75～0.85

0.60～0.75

<0.60

下沉循环时被压死。
支架适应性是决定工作面能否正常生产的关

上述评价标准综合考虑了支架有效支护强度、
有效初撑力和有效让压能力3项指标的支架有效支

键因素，支架设计选型时就应结合煤层地质条件，

护能力评价方法，能够定性反映现场生产操作与管

本着能充分发挥支架有效支护能力( 包括有效支护

理对液压支架适应性的影响，是客观评价液压支架

强度、有效初撑力、让压能力等关键指标 )的原则，

适应性的重要因素，可以为支架设计选型及生产实

进行全面充分的考虑。将确保支架有效支护能力

践提供有益参考。

的 观 念 贯 穿液 压 支 架 从设 计 选 型 到生 产 应 用 始
终。既要把握科学合理的基本原则，研究确定液压

3

评价指标应用实例

支架架型及主要技术参数，同时在现场生产操作又

以神东公司榆家梁煤矿44305工作面为例，分

要注重维护保养，确保发挥支架实际支护能力，保

析支架有效支护能力指标对支架适应性分析与评

证工作面回采安全。

价的实际适用效果。

4

结

论

44305工作面为典型浅埋深工作面，平均赋存
深 度 80 m 左 右 ，设 计 采 高 1.7 ～ 2.0 m 。 采 用

( 1 ) 提出液压支架有效支护能力概念，其定义

ZY10660/11/22支架支护顶板，工作面具有完整支架

为工作面液压支架为完成“支护顶板，确保回采作

压力和活柱伸缩量监测数据。44305工作面现场矿

业安全”的任务所表现出的综合能力，涵盖支架设

压观测结果显示，该工作面支架实际的平均初撑力

计选型与现场生产管理2方面内容。
( 2 ) 液压支架有效支护能力综合考虑支架有效

为设计初撑力的87%；顶板周期下沉量为300 mm，
采高为1.5 m时，活柱伸缩余量约为320 mm；支架立

支护强度、有效初撑力和有效让压能力等3项指标

柱除个别损坏之外，完好率( 支架保压立柱占比 )达

对支架有效支护能力的影响，能够定性反映现场生

98%



产操作与管理对液压支架适应性的影响，是客观评

。

基于对44305工作面的矿压数据实测结果分

价液压支架适应性的重要方面。
( 3 ) 分析提出支架支护能力( 包括支架有效支护

析，可方便得到该工作面支架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
支架有效支护强度、有效初撑力及让压能力指标，

强度、有效初撑力和有效让压能力3项指标 )的判别

并依据支架有效支护能力定性分析方法得到评分，

方法及标准，并以榆家梁煤矿44305工作面支架运

见表4。

行情况为例进行了实例分析，结果表明支架有效支

表4
Table 4

护能力能够定性反映现场生产操作管理对液压支

44305 工作面支架有效支护能力评价

Evaluation of effective support ability of 44305

架适应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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