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卷第 1 期

2019 年 11 月

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JOURNAL OF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ENGINEERING

Vol. 1
Nov.

No. 1

2019

许家林,轩大洋,朱卫兵,等. 基于关键层控制的部分充填采煤技术[ J] . 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2019,1(1) :013504.

XU Jialin,XUAN Dayang,ZHU Weibing,et al. Partial backfilling coal mining technology based on key strata control[ J] . Journal of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Engineering,2019,1(1) :013504.

基于关键层控制的部分充填采煤技术
许家林1,2 ,轩大洋2 ,朱卫兵2 ,王晓振2
(1. 中国矿业大学 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 徐州 221116;2. 中国矿业大学 矿业工程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建筑物( 村庄) 下压煤开采一直是困扰我国煤矿的重大技术难题。 针对充填采煤技术面临

的难点与挑战,结合煤系层状覆岩移动特点和控制要求研发了基于关键层控制的部分充填采煤技
术。 研究揭示了覆岩关键层对地表沉陷控制机理;建立了基于关键层控制的地表沉陷控制模型及
部分充填采煤的设计方法;研发了采空区条带( 墩柱) 充填、冒落区嗣后充填和覆岩隔离注浆充填

等部分充填采煤技术,已在淮北、淄博、阳泉、皖北等矿区 10 余对矿井的 40 余个工作面成功应用。

部分充填采煤技术充分利用了覆岩结构的自承载能力,减少了充填工作量、降低了充填成本,是高
效低成本的建筑物压煤充填开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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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al backfilling coal mining technology based on key strata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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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116,China)

Abstract:Coal mining under buildings ( villages) has been a major technical problem in China’ s coal mines. In the

view of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urrent technology of backfilling mining,a new partial backfilling tech-

nology of mining based on the key-strata control is develop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ata move-

ment and control requirements of coal measure strata. The mechanism of key strata controlling surface subsidence is
revealed and a controlling model is developed. Meanwhile, the design method of partial backfilling is established.

Some partial backfilling technologies in coal mining such as gob strip ( columns) backfilling,subsequent backfilling of
caved zone and overburden isolated grouting backfilling,have been developed and successfully applied at more than 40

longwall working faces of approximately 10 coal mines in Huaibei,Zibo,Yangquan,and Wanbei. The partial backfill-

ing coal mining technology uses self-bearing capacity of overburden structure,reduces the backfilling labor intensity
and backfilling cost,which is an efficient and low-cost technology.

Key words:key strata;partial backfilling;coal mining under buildings;strata movement;green mining
采煤沉陷治理是新时期国家重要的产业政策和

难题。 我国现有建筑物压煤总量近 100 亿 t,在煤炭

。 我

产量占全国 45% 的中东部地区,多数矿区压煤量已

态负面影响大,尤其是建筑物压占煤炭的开采,对提

陷和建筑物破坏,不仅造成矿井采掘接替失衡,还带

环境保护要求,是实现科学采矿的必然要求

[1-2]

国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大,采煤沉陷区面积广,生

超过可采储量的 50% 。 传统开采技术会引起地表塌

高资源采出率和保护矿区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建筑

来巨大经济成本、环境问题和地矿矛盾,导致压占煤

物压煤开采是制约我国矿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技术

炭无法开发利用,降低了资源采出率、缩短了矿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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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年限,阻碍了区域经济发展。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传统搬迁开采的成本越来越高、实施难度越来越
大。 条带开采虽能有效控制开采沉陷,但采出率低

( 小于 30% ~ 50% ) 、工作面短、巷道掘进率高、采煤

效率低。 实施充填开采能够提高煤炭采出率,但仍面

临效率低、成本偏高等问题 [3-5] 。 因此,研发高效低
成本的建筑物压煤充填开采技术是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维持矿业可持续的重大需求。
笔者结合煤系层状岩层的移动特点与控制要求,
建立了基于覆岩关键层稳定性控制的部分充填采煤
技术框架,旨在为解决充填采煤技术面临的充填材料
来源不足、充填成本偏高、充填效率低等问题提供新

途径 [6] 。 经过近 20 a 的持续深入研究,部分充填采

煤技术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研发了采空区条带
( 墩柱) 充填、短壁冒落区嗣后充填和覆岩隔离注浆

充填等部分充填采煤技术,并已在工程实践中得到成
功应用 [7] 。 为了促进部分充填采煤技术的应用和发

展,本文将在文献[7] 的基础上,进一步就部分充填
采煤技术原理和工程实践的新进展进行介绍。

1

部分充填采煤技术原理

1. 1

关键层对地表沉陷的控制作用
在煤炭开采过程中,上覆岩层将出现破断、移动

变形,并不断向上发展造成地表沉陷和建筑物破坏。
煤系地层属于典型的层状沉积岩层,由于成岩时间及
矿物成分不同,形成了多层厚度不等、强度不同的岩
层,其中一层至数层厚硬岩层( 即关键层) 在岩层移

动中起控制作用。 多个岩移钻孔观测发现 [2,8-9] ,覆
岩主关键层控制地表的动态移动过程,其破断后将导

致地表快速下沉。

以补连塔煤矿 31401 工作面钻孔岩移监测结果

为例 [2,9] ,介 绍 覆 岩 关 键 层 对 开 采 沉 陷 的 影 响 规 律
( 图 1) 。 工作面为矿井四盘区 1 -2 煤首采工作面,倾

Fig. 1

图1

内部岩移与地表沉陷监测方案 [9]

Design of borehole and surface measurement stations [9]

斜长 265. 25 m, 走向长 4 629 m, 采高 4. 2 m, 埋深

日推进距 13. 5 m。 观测结果表明( 图 2) ,当工作面

综合机械化采煤,全部垮落法处理采空区。 在 31401

快速增至 1 554 mm,下沉速度由 380 mm / d 上升至

180 ~ 260 m,基岩厚度 120 ~ 190 m。 采用走向长壁

采过钻孔 76. 75 m 时,主关键层下沉量由 1 103 mm

工作面中部布置了 S18 内部岩移钻孔,孔深 256 m。

439 mm / d; 基 岩 测 点 II 的 下 沉 量 由 711 mm 增 至

方 37. 06 m、厚 47. 01 m 的粉砂岩为主关键层。 在主

d,下沉过程与测点 I 趋于同步;孔口地面测点 S6 下

对 S18 钻孔覆岩关键层位置判别结果表明,1 -2 煤上
关键层内布置岩移测点 I,距地面 180 m,1

-2

煤 71 m,

1 138 mm,下沉速度则由 303 mm / d 上升至 427 mm /

沉量在 2 d 内由 168 mm 增至 580 mm,下沉速度由 8

在主关键层上部基岩内布置岩移测点 II,距地面 130

mm / d 上升至 323 mm / d,与主关键层在同一时段达

面对应测点为 S6 。

面的下沉速度又同时趋于最小值。 当工作面采过钻

岩移观测,一直持续至过钻孔 290 m,历时 29 d,平均

值,此后,3 个测点的下沉速度数值虽有差异,但下沉

m,1

-2

煤 121 m。 同时布置地表移动观测线,孔口地

当 31401 工作面距 S18 孔 100 m 时开始进行内部

到初次下沉速度最大值。 之后,测点 I、测点 II 及地

孔 107 m 时,3 个测点的下沉速度又同时达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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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曲线则出现近乎一致的变化趋势。 该观测结果
证明:覆岩主关键层完全控制了上覆基岩与地表的运
动。

图3

Fig. 3

部分充填采煤技术框架 [7]

Technical framework of coal mining
with partial backfilling [7]

诸如地表塌陷、突水、压架等采动损害问题时,必须分
析从煤层到地表的所有岩层的运动规律及其作用,并
从中找出起控制作用的岩层。 覆岩“ 全柱状” 应包含
煤系地层中的煤岩层岩性、层位、厚度、强度等一系列
地质信息。 因此,在研究解决某个具体区域的问题
时,应首先获取该区域准确的岩层“ 全柱状” 进行研
究,而不能采用传统的综合柱状,或者采用邻近区域
的柱状,更不能采用对整个覆岩均化处理的传统思
图2

Fig. 2

1. 2

路。
主关键层与对应地表下沉与下沉速度曲线
Profiles of subsidence and subsidence rate
for primary key strata and surface

部分充填采煤技术原理

关键层对地表沉陷的控制作用表明,通过控制关
键层不破断能够有效减小地表沉陷。 据此,结合煤系
层状覆岩移动特点和控制要求研发了基于关键层控
制的部分充填采煤技术。 部分充填开采的充填量和
充填范围是采出空间的一部分,仅对采空区局部或冒
落区与离层区进行充填,利用覆岩关键层结构 - 充填

体 -隔离煤柱联合承载体系控制地表沉陷,从而减少

充填 材 料 用 量、 降 低 充 填 成 本、 提 高 充 填 采 煤 效
率 [6-7] 。 针对采空区、冒落区或离层区 3 个不同充填

位置,研发了 3 种部分充填开采技术模式( 图 3) :采

空区条带( 墩柱) 充填、短壁冒落区嗣后充填、覆岩隔

离注浆充填,前面两者是基于控制覆岩第 1 层亚关键

层的稳定性以减少地表沉陷,后者则是基于控制“ 导
高” 以上覆岩关键层的稳定性以减少沉陷。
基于关键层控制的部分充填设计原则与流程如

图 4 所示,并基于该设计原则分别形成了采空区条带

图4

( 墩柱) 充填、短壁冒落区嗣后充填、覆岩隔离注浆充

Fig. 4

填等 3 种部分充填开采的设计方法 [7] 。 值得指出的

是,由于矿井开采地质条件是变化的,为了保证部分
充填采煤技术的成功应用,需要根据特定开采条件下

2

覆岩“ 全柱状” 进行科学设计。 覆岩“ 全柱状” 思想是

2. 1

关键层理论的基本学术思想,是指在研究采矿工程中
013504-3

建筑物下部分充填采煤设计流程

Design flow of partial backfill mining
under surface infrastructures

部分充填采煤技术实践
采空区条带( 墩柱) 充填开采技术
采空区条带充填就是在煤层采出后顶板冒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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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采空区的一部分空间进行充填( 如采用膏体胶结

材料) ,构筑相间的充填条带,靠充填条带支撑覆岩
控制地表沉陷

[10]

。 条带充填开采技术有 2 种模式,

第 1 种模式是长壁条带充填开采模式,工作面布置成

长壁工作面开采,沿推进方向在采空区相间构筑充填

条带( 图 5( a) ) ;第 2 种模式是短壁间隔条带充填开

采方法,工作面布置成短壁条带开采,隔 1 个工作面

充填 1 个工作面,各工作面的开采顺序如图 5 ( b) 中

图5

Fig. 5

数字所示。 短壁间隔条带充填较长壁条带充填在实
施工艺上要相对容易。 条带充填也可以是对原条带
开采采区遗留条带煤柱进行回收开采,在每个条带煤
柱开采过程中采用膏体材料进行充填,在充填条带支
撑下,达到全部开采的目的。 条带充填只要保证未充
填采空区的宽度小于覆岩关键层的初次破断跨距,且
充填条带能保持长期稳定,就可有效控制地表沉陷。
采空区条带充填技术与条带开采相比,采出率由

采空区条带充填技术原理 [10] 示意

Schematic of strip backfilling technology [10]

30% ~ 50% 提 高 至 90% 以 上。 与 全 部 充 填 开 采 相

简化形式。 下面以淄博王庄煤矿采空区墩柱充填采

可降低 30% ~ 50% 。 但其采煤效率仍然偏低,单面

2. 1. 1

比,充填量降低 30% ~ 50% ,与之相应,充填成本也
充填采煤能力一般 30 万 ~ 50 万 t / a。

采空区条带充填采煤技术已成功应用于淄博岱

庄等煤矿,对原条带开采采区遗留条带煤柱进行膏体
充填置换开采。 墩柱充填是采空区条带充填的一种

2. 1. 2

Fig. 6

墩柱充填设计方法

图6

煤技术实践为例进行简要介绍。
墩柱充填技术原理

墩柱充填是在工作面每推进一定距离后,在后方
采空区间隔设置一定形状的布袋并灌注浆体材料,待
充填体凝固后形成多个独立的墩柱( 图 6) ,从而共同
支撑覆岩亚关键层、有效控制地表沉陷 [11] 。

长壁墩柱同步充填技术原理示意及墩柱设计模型 [11]

Schematic and design model of longwall synchronous columns backfilling [11]

度与其所承受载荷应满足安全系数的要求,当充填墩

柱 - 第 1 层亚关键层” 结构对覆岩沉降进行控制,只

柱所受应力达到其抗压强度时,墩柱承载能力丧失,
进而导致“ 充填墩柱 -关键层” 结构失稳,地表沉陷失

能达到覆岩沉降控制的目的。 采空区内直接顶除充

2. 1. 3

墩柱充填采煤岩层控制的本质是通过“ 充填墩

有确保第 1 层亚关键层不破断及充填墩柱不破坏才

填墩柱上方的被支撑面外均为悬露面,悬露直接顶不

破断是第 1 层亚关键层保持稳定性的前提,从而充填

控。

墩柱充填技术工程实践

长壁墩柱充填采煤已在淄博市王庄煤矿等进行

了成功应用。 该矿七采区 27401 工作面采宽 120 ~

墩柱才能与第 1 层亚关键层产生力学联系。

130 m,开采 4 号煤层,煤厚平均 0. 82 m,倾角平均

假设墩柱横截面为正方形、间排距相等的条件下,通

层厚度约 127 m。 工作面直接顶为 1. 4 m 厚的细砂

充填墩柱设计包括确定墩柱的间距与尺寸。 在

过建立“ 无梁板柱” 模型确定了墩柱合理间距。 在此
基础上按照极限强度理论确定墩柱的尺寸,即墩柱强

6°;采深平均约 240 m,其中基岩厚度约 113 m,松散
岩,抗拉强度 5 MPa。 充填材料为淄博市王庄煤矿自
主研发的浆体膨胀复合材料。 墩柱的充填尺寸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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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层关键层稳定性条件确定。

0. 048 m,有效保护了地面建筑物,实现了不迁村安全

煤充填成 本 减 少 了 50 元, 实 测 地 表 最 大 下 沉 量 仅

所示。

27401 工作面实施长壁墩柱同步充填开采后,吨

图7

2. 2

采煤。 充填工作面布置、生产系统及墩柱实物如图 7

采空区墩柱充填技术实践 [11]

Fig. 7 Application of longwall synchronous columns backfilling [11]

短壁冒落区嗣后充填开采技术

短壁冒落区嗣后充填技术旨在控制第 1 层关键

层的稳定性。 将采区划分为若干个短壁工作面,面间
留设隔离煤柱;利用浆体材料对短壁工作面冒落区的
空隙进行注浆充填,形成冒落矸石与浆体材料的组合

能力,通过地面钻孔对采动覆岩高压注浆充填在工作
面中部形成一定宽度的压实支撑区,利用压实区与隔
离煤柱联合控制覆岩关键层结构的稳定性,从而减小
地表下沉、实现不迁村采煤( 图 8) 。

充填体,以支撑上覆关键层;待浆体充填体自身达到
一定强度后,回采各短壁工作面之间的隔离煤柱,并
根据煤柱两侧充填体的稳定性有选择地对煤柱采出

后的冒落区实施注浆充填( 或不充填) ,最终形成多
个间隔的冒落矸石与浆体组合充填体,共同支撑上覆

关键层,从而有效控制地表沉陷 [7] 。 该方法的优势

图8

覆岩隔离注浆充填技术原理示意 [7,17]

在于实现了采充分离,避免了采充干扰问题。

Fig. 8

年产 为 20 万 ~ 40 万 t / a, 地 表 下 沉 系 数 控 制 在

传统离层注浆充填技术始终受制于注浆层位选

短壁工作面采宽一般为 20 ~ 50 m。 充填工作面

Schematic of coal mining using isolated grout
injection into overburden [7,17]

0． 15 ~ 0. 20, 吨 煤 充 填 成 本 较 采 空 区 充 填 降 低

取、注浆稳定性控制等技术瓶颈,导致堵孔率高、注浆

煤矿、淄博矿业集团埠村煤矿等矿井不迁村采煤中得

用于建筑物压煤开采。 覆岩隔离注浆充填技术打破

20% ~ 50% 。 短壁冒落区嗣后充填已在淄博市田家
到了成功应用

2. 3

[7,12]

。

了离层注浆充填不能用于建筑物下采煤保护的禁锢,

覆岩隔离注浆充填技术

克服了井下充填需改变采煤工艺且需专用充填支架

覆岩隔离注浆充填是对传统离层区注浆充填的
创新

[6-7,13-17]

量少( 注采比 <10% ) 、减沉率低( <50% ) ,一直不能

,通过设计合理的工作面采宽并留设一

定宽度的隔离煤柱,充分利用上覆岩层结构的自承载

的限制,吨煤充填成本降低 50% 以上,实现了建筑物

压煤高 效 低 成 本 充 填 技 术 的 重 大 突 破。 其 主 要 创
新 [7,18-30] 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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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现了覆岩卸荷膨胀累积效应对离层发育

的抑制规律,以及覆岩关键层作用下注浆充填主层位
形成机制,建立了不同层位关键层的可注性评价方
法,从根本上解决了注浆充填层位选择的理论问题。

(2) 研发了注浆充填压实承载结构的构建技术,

建立了以主注浆层位为核心的注浆充填设计方法,提
出了双注浆钻孔布置与主注浆层位优选技术,研发了

高效 注 浆 充 填 工 艺 系 统。 注 采 比 由 10% 提 高 至

50% ,地表减沉率由 30% ~ 50% 提高至 90% 。

(3) 创新了隔离注浆 充 填 工 况 监 测 调 控 技 术。

研发了基于注浆压力远程在线监测的注浆稳定性控

制技术,提出了基于地表动态下沉控制的注采匹配技
术,研制了注浆充填主层位的检测设备,为注浆稳定

Fig. 9

性控制提供了有力保障。

图9

Ⅱ3 采区井上下对照

Plan of surface-underground contrast
for the Ⅱ3 mining area

(4) 攻克了复杂条件下建筑物压煤注浆充填不

为了解决村庄压煤开采问题,根据覆岩关键层位

部压煤开采、煤层群条件下大型构筑物压煤开采、浅

置确定了适宜的注浆充填层位。 累计充填粉煤灰量

搬迁开采的难题。 研发了单一煤层条件下建筑物局
埋厚煤层条件下铁路隧道压煤综放开采、巨厚岩层条
件下村庄压煤与减灾开采的注浆充填保护技术,拓展

20. 25 万 t,采出煤量 80. 9 万 t。 II1032 工作面开采结
束后,实测工作面最大下沉量 119 mm,村庄最大下沉

了注浆充填技术的适用条件与范围。 工作面最大宽

43 mm;II1034 工作面开采结束后,实测两工作面累

9. 0 m,单工作面年产 120 万 t。

开采。

度 245 m,单一煤层最大采厚 6. 0 m,多煤层累计采厚
该技术在淮北、 阳泉、 皖北、 临沂、 义马、 长治三

元、新光集团等矿区进行了推广应用,共有 12 个煤矿

35 个长壁工作面,涉及亳州、淮北、宿州、晋中等地的

42 个村庄、8 座大型构筑物。 通过采用该项技术,安

全采出建( 构) 筑物压覆的原煤量 1 500 万 t,避免了

矿区粉煤灰露天堆放,保护了可耕地资源,减少了失
地人口。 各应用工作面的地面保护区域下沉系数控

计最大下沉量 203 mm, 村 庄 累 计 最 大 下 沉 量 65. 3

mm。 地面建筑物没有任何损坏,实现了不迁村安全

3

结

论

(1) 阐明了覆岩关键 层 对 地 表 沉 陷 控 制 机 理。

多个岩移钻孔观测结果表明,关键层控制地表的动态
移动过程,其破断后将导致地表快速下沉。 通过控制
关键层不破断能够有效减小地表沉陷,据此提出了基

制在 0. 1 以内,建( 构) 筑物均无需任何维修即能正

于关键层控制的部分充填减沉的思想和方法。

右) ,吨煤充填成本低( 平均 30 ~ 50 元) ,充填与采煤

建立了基于覆岩关键层稳定性控制的部分充填采煤

常 使 用。 该 技 术 所 需 充 填 量 少 ( 充 填 率 仅 50% 左

相互干扰小,充填采煤能力大幅提高。

下面仅以淮北矿业集团临涣煤矿Ⅱ3 采区采用
覆岩隔离注浆充填技术开采建筑物压煤实践为例进
行简要介绍。 临涣煤矿Ⅱ3 采区的Ⅱ1032、Ⅱ1034 工

(2) 结合煤系层状岩层的移动特点与控制要求,

技术框架,通过实施采空区、冒落区或离层区充填,形
成具有支撑作用的充填条带,利用覆岩关键层结构 充填条带 -隔离煤柱联合承载体系控制地表沉陷。

(3) 研发了采空区条带( 墩柱) 充填、短壁冒落区

作面被地面村庄压覆( 图 9) 。 两工作面开采 10 煤层

嗣后充填、覆岩隔离注浆充填等部分充填采煤技术,

1032 工作面为首采工作面,受不可采边界影响分为 2

采煤技术面临的充填材料来源不足、充填成本偏高、

度 154 m。 Ⅱ1034 工作面为接替工作面,与 Ⅱ1032

填采煤技术的成功应用,需要根据特定开采条件下覆

长度 584 m,上覆松散层厚度平均 230 m,基岩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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