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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研究急斜特厚煤层综放开采顶板的运移规律，以乌鲁木齐乌东煤矿北采区45o特厚煤

层为研究背景，通过物理相似模拟、数值模拟以及理论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急斜特厚煤层水平分段综放开采时，采空区顶板在倾斜方向的不同层位上表现出不同的运移
特征；顶板从空间上依次可分为挤压失稳区、滑移失稳区、回转失稳区；获得挤压失稳区顶板的
变形挠曲函数，滑移失稳区顶板失稳的必要条件以及回转失稳区顶板发生2次断裂的位置；最
后提出了对顶板实施井下与地表相结合的弱化方案并进行了优化。揭示了采空区顶板随工作
面的推进，顶板将在空间上产生“挤压-滑移-回转”有规律的交替运动。研究结果可为采空
区顶板的治理以及巷道围岩稳定性控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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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migration law and its control of roof in fully mechanized top coal
caving mining in extremely steep and thick coal s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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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movement law of roof in fully mechanized top coal caving mining in extremely steep
and thick coal seams，the coal seam at 45° in the northern mining area of Wudong Coal Mine in Urumuqi is studied
by the method of physical similarity simulation，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fully mechanized top coal caving mining is applied in horizontal section of extremely steep and thick coal
seams，the goaf roof has different 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of inclined direction. From the
space，roof can be divided into extrusion instability zone，slip instability zone and rotational instability zone. The
deformation deflection function of the roof in the extrusion instability zone is obtained，and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roof instability in the slip instability zone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secondary fracture in the roof in the rotating
instability zone are obtained. We proposed a deep hole blasting method both in the pit and on the ground surface for
steep and heavy thick coal seam.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roof of the goaf will move alternately with "extrusion-slip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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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tion" in the space along with the advancing of the working face.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basis for the
control of goaf roof and stability control of roadway surrounding rock.
Key words：steep and thick coal seam；roof migration；similar simulation；mechanical model
急斜特厚煤层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和

塌陷坑

西南地区，新疆乌鲁木齐矿区是我国批建的大型煤

板



，顶板的垮落特征和运移规律与缓斜煤层有显

著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急斜煤层开采覆岩的垮

落特征与运移规律已有许多重要结论。伍永平


底
接

结出了新集三矿急倾斜煤层重复采动所引起的厚


图1

等提出急斜

Fig. 1

特厚煤层水平分段放顶煤开采过程中顶煤和围岩
的破坏过程大致可分为顶煤放出区、沿底坐滑区、
顶板离层破坏区和煤岩滞后垮落区4个区。
目前对倾斜、缓斜煤层开采工作面采空区顶板
赋存结构、垮落特征、运移规律、岩层控制

 

的认

识比较深入，但对急斜特厚煤层水平分段开采顶板
在采空区不同层位上的运移规律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以乌鲁木齐乌东煤矿北采区45°特厚煤层为背
景，借助物理相似模拟、数值模拟



直

轨道巷
伪顶 胶带巷
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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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面推进方向
采空区
裂隙
顶煤预裂
水与气体
a—第1分段；b—第2分段；c—第3分段；d—第4分段

运用实验室相似模型实验方法，总

冲击岩层岩体移动基本特征；石平五

及理论分析对

急斜特厚煤层水平分段综放开采

Fully mechanized top coal caving mining in horizontal
section of extremely steep and thick coal seam

45号特厚煤层为背景，进行物理相似模拟试验。按
照1 ：100的相似比例设计模型的尺寸，试验模型的
尺寸为144 cm×20 cm×114 cm，开采过程分为5个
部分。第1部分模拟露天开采，其余4个部分( 第1～4
分段 )模拟现场水平分段放顶煤开采。段高为
25 cm、采高为5 cm、放煤高度为20 cm。相似材料模
型设计如图2所示。岩层物理力学参数与模拟材料
配比见表1。

顶板的垮落特征进行了研究，揭示了急斜特厚煤层

144 cm

94 cm
5 cm

工程背景

20 cm

a 露天开采

综放开采顶板的运移规律。

1

基本底



等认为大倾角煤层采场顶板破断后形成了倾斜体
结构；高明中

基本顶
直接
顶

顶板不易垮落，容易在采空区形成大范围的悬空顶

b

难度大，由于段高、倾角以及岩石物理特性的影响，

a

，开采

c



d

炭生产基地之一。急斜煤层赋存环境复杂

c

5 m，工作面按煤层厚度布置，工作面宽度为煤层厚

25 cm

砂岩，基本顶厚度为10～20 m，直接顶厚度为3～

d

45°，煤层平均厚度为35 m。基本顶与直接顶均为粉

b

乌东煤矿北采区主采45号煤层，倾角为43°～

度，走向长度为2 000 m。该矿采用高分段综放开采
的采煤工艺，段高为25 m，割煤高度为3～5 m，放煤
之前会对顶煤实施超前预爆破，提高放煤率。靠近

基本顶
直接顶
伪顶
煤层
工作面
基本底
直接底
伪底
a—第1分段；b—第2分段；c—第3分段；d—第4分段

顶板侧的巷道为胶带巷，底板侧为轨道巷。急斜特
厚煤层水平分段综放开采如图1所示。

2
2.1

图2
Fig. 2

物理相似模拟试验
模型设计

2.2

试验以乌东煤矿北采区+500水平到+600水平，
043538-2

相似材料模型设计

Design of similar material model

试验结果分析
露天开采顶板运移特征如图3( a )所示，倾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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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le 1

岩层物理力学参数与模拟材料配比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rock strata and the ratio of simulated materials


名称

岩性

剪切强度/GPa

体积模量/GPa

容重/(kN·m )

抗拉强度/GPa

内摩擦角/(°)

骨料：胶结料

石灰：石膏

基本顶

粉砂岩

4.10

8.30

24.83

2.39

36.33

7：1

3：7
4：6

直接顶

泥岩

3.80

7.96

20.08

1.41

26.70

6：1

伪顶

泥岩

3.80

7.96

20.08

1.41

26.70

6：1

4：6
4：6
3：7

直接底

泥岩

3.80

7.96

20.08

1.41

26.70

6：1

基本底

粉砂岩

4.10

8.30

24.83

2.39

36.33

7：1

采到8 cm时，顶板在自身重力和上覆岩层共同作用

三块铰接结构。A将发生滑移失稳，且对回转失稳

下，出现了裂隙和离层现象；倾向开采到10 cm时，

的B，C起到支撑作用，C块回转角度为39°，B块回转

顶板开始逐渐沿法向方向发生回转失稳；当倾向开

角度为12°；当A随采空区煤矸石沿倾向滑移时，B与

采到20 cm时，有裂隙贯通地表，发生大面积的回转

C将会再次发生回转失稳，直到完全充填采空区转

失稳，充填采空区。

变成滑移失稳区的一部分；C块以上顶板已发生剪

如图3( b )所示，第1分段倾向开采到20 cm时，采
空区顶板出现了大范围的运移失稳，形成了A，B，C

切破断，随着采动影响，将会在下次顶板运移时发
生回转失稳。

( a ) 露天开采20 cm

( c ) 第1分段开采25 cm

( d ) 第2分段开采20 cm

图3
Fig. 3

( b ) 第1分段开采20 cm

( e ) 第2分段开采25 cm

物理相似模拟试验顶板运移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roof transport in physical similarity simulation experiment

如图3( c )所示，随着顶煤的不断放出，顶板随之

如图3( e )所示，随顶煤的全部放出，顶板依次由

发生了大范围的运移，形成新的铰接结构，此结构

挤压破坏与回转破坏的运移形式充填采空区，地表

阻碍了采空区煤矸石的滑落，随采深的增加，其突

塌陷坑的范围将沿走向与倾向进一步扩大。

然失稳会对工作面带来强烈的冲击作用；回转失稳
区将会逐渐向上延伸，致使地表塌陷坑的范围沿走
向与倾向逐渐增大。

3
3.1

急斜特厚煤层顶板动态运移规律
顶板运移演化过程

如图3( d )所示，第2分段随着顶煤沿倾向开采到

随着采深的增加，研究一个段高范围内顶板的

15 cm时，顶板运移呈现出分区特征，在残留煤体的

垮落运移特征，已不能满足安全生产的需求，必须

作用下发生挤压失稳的顶板变形量比第1分段小，

从空间上对采空区顶板所形成的结构以及运移规

但也在中部偏上区域出现了裂隙；随着上分段采空

律进行分析研究。从物理相似模拟试验看出，采空

区煤矸石的运移，回转失稳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区顶板在不同层位表现出不同的破断方式、运移特

0435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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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顶板将在空间上产生“挤压—滑移—回转”有

顶板悬空面积随着工作面走向与倾向的推进

规律的交替运动。

逐渐增大，在上覆岩层与自身重力的作用下，挤压

如图4所示，把顶板从空间上依次分为挤压失

失稳区的顶板将会沿工作面后方采空区的法向方

稳区、滑移失稳区、回转失稳区。

向发生大范围的弯曲变形，当变形超过其最大承载
能力时，将会发生挤压破断失稳并充填采空区；挤

回转失稳区

会失去倾向的支撑力，当自身重力与上覆岩层沿切

2

挤压
失稳区

3

4

α

图4
Fig. 4

压失稳区顶板发生失稳破断后，滑移失稳区顶板将

1

滑移
失稳区

向分力的合力大于上覆岩层和采空区矸石对其沿

1—采空区
2—残留煤体
3—运输巷
4—回风巷道

切向摩擦力的合力时，将会发生滑移失稳；滑移失
稳区顶板发生失稳后，回转失稳区顶板将会失去滑
移失稳区顶板对其的作用力，则会发生回转失稳，

工作面赋存环境与分区划分

充填采空区。顶板动态运移规律如图5所示。

Environment and partition of the working face

( a ) 挤压失稳

( b ) 滑移失稳

图5
Fig. 5

( c ) 回转失稳

顶板动态运移规律

Dynamic movement of the roof

顶板分区力学模型建立

底板”形成一个空间，在小变形的前提下，为简化

水平分段放顶煤在放煤之前，先对顶煤进行弱

计算，将顶板底端简化为固定端约束，忽略顶板与

化处理，但由于段高的增加与煤层倾角的影响，顶

顶煤之间的相对运动，将顶板与顶煤连接点简化为

煤很难被充分弱化，致使部分残留煤体的自然冒落

固接，挤压失稳区顶板力学模型如图6( a )所示。

3.2

将滞后于工作面的推进，从而使“顶板-残留煤体q2

f2

E1

I1

q

1

α qcos
α

in
qs

E2 I2

ρL2β/2 ρL β /2
ρgL 惯性力

l1

α Gc
os

α

G

α

sin

图6

q1

α
H

( b ) 滑移失稳区顶板力学模型

Fig. 6

惯性
力偶
α-β
A

α
( a ) 挤压失稳区顶板力学模型

ρL3β/12

L

l2

B

2 2

f1

q2

R
( c ) 回转失稳区顶

顶板分区力学模型

Mechanical model of roof partition

挤压失稳区顶板的垮落致使滑移失稳区的顶
板失去法向的支撑力，当沿顶板切向向下的合力大

力为f ，煤矸石对其的摩擦力为f ，可简化为力学模
型，如图6( b )所示。

于沿切向向上的合力时将发生滑移失稳，q为上覆

滑移失稳区顶板沿倾向的滑移，致使回转失稳

岩层作用在滑移失稳区顶板上的合力，倾角为α，则

区顶板失去一定的支撑力，则回转失稳区顶板会向

上覆岩层作用在顶板上的切向分量为qsin α，法向分

采空区产生回转失稳。顶板的回转失稳是一个动

量 为 qcos α ；顶 板 自 身 重 力 为 G ，则 切 向 分 量 为

态过程，通过动力学对其进行分析，假设：顶板为均

Gsin α，法向分量为Gcos α，上覆岩层对顶板的摩擦

质材料，顶板绕A点做定轴回转，转过的角度为β，则

0435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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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转的角速度为 ɺ ，角加速度为 ɺɺ 。回转失稳区顶

根据挤压失稳区顶板力学模型，在小变形的条


件下分析计算出挤压失稳区顶板的挠曲函数 为

板力学模型如图6( c )所示。

q1 ( 4 l2 k  3l1 )
2 q l2 (3l  5l2 k)  q2 l2 (12 l12 cos   16l1 l2 k cos   3l22 k) 3
x4  1 1 1
x 
24 E1 I1 (3l1  4l2 k)
24 E1 I1 l1 (3l1  4 l2 k)

 ( x) 

q2 l2 ( l22 k  16 l2 l1 k cos   12l12 cos  )  q1 l12 ( l1  2 l2 k) 2
x
8 E1 I1 (3l1  4 l2 k)

(1)

(0  x  l1 )

式中，EI 为残留煤体刚度；EI 为顶板的刚度；l 为

变形特征曲线如图8所示。图8曲线表明了：在段高

煤体厚度；q 为作用在残留煤体的荷载；l 为顶板倾

一定的情况下，挤压失稳区顶板的变形量，随煤层

斜长度；q为作用在顶板的法向荷载；α为煤层倾角；

倾角的增大依次减小；顶板变形曲线随着倾角的增

k为顶板刚度与残留煤体刚度的比值。

大增速逐渐减小；随煤层倾角的增大，顶板变形量

由式( 1 )可知，顶板变形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顶板

最大位置将会沿倾向向下移动。

+575 水 平 乌 东 煤 矿 北 采 区 工 作 面 的 埋 深 为 H 为



面长度l 为35 m；顶板刚度EI 为9.0×10 MPa·m ；




变
板
顶

残留煤体的刚度EI为2.25×10 MPa·m ；顶板的倾
取4；H=H-lsin α。将以上力学参数代入式( 1 )可得

图8

到，乌东煤矿+575水平北采区挤压失稳区顶板变形
Fig. 8

不同倾角下顶板变形特征

Roof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inclination

30

根据滑移失稳区顶板的力学模型分析计算，当

25

煤层倾角α在45°～90°时，顶板发生滑移失稳时必须

顶
10 板倾
斜
1 5 长度
/m
20

满足如下关系：

  arctan( 1  2 )

(2)

式中，μ为上覆岩层对顶板的摩擦系数；μ为煤矸石
对顶板的摩擦系数。

45

根据回转失稳区顶板力学模型，由动力学分析
最终计算可得回转失稳区顶板最大弯矩为

-0

变
板
顶

-0 .2
-0 .4
.6

0

-0

.2

5

20

/m
量
形

斜长度l取35 m；垂直作用于残留煤体的q=0.2γH；k

特征曲线，如图7所示。

45

- 0
-0 0.1
5
5
.2
-0
-0. .1 5
15



20 kN/m ；未充分弱化的残留煤体厚度为5 m，工作


65

10

145 m ；煤 层 倾 角 α 为 45° ；上 覆 岩 层 平 均 容 重 γ 为

75

15

均布荷载q=γH( cosα+λsinα )；侧压力系数λ为0.3。

15

顶板倾
斜长度
10
/m
15
10

在考虑构造应力的情况下，垂直作用于顶板的

20

20

长度成正比；与刚度以及倾角成反比。

25

25

25

抗弯刚度、倾角、悬空长度。顶板变形与顶板悬空

/m
量
形

2
 L L
M max  M     cos(   )  q1  q2 
 3  27

图7
Fig. 7

(3)

式中，L为回转失稳区顶板倾斜长度；γ 为顶板岩石

顶板变形特征

Roof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容重；q为上覆岩层作用在顶板的荷载；q为采空区

由图7得出，挤压失稳区顶板的垂直应力分布

煤矸石作用在顶板的荷载。
由式( 3 )可知，回转失稳区顶板的最大弯矩随着

呈现出由中部向两端递减的特征，变形区域从顶板
中部向外部扩展；工作面顶板中上部变形量最大。

转角β、顶板倾斜长度L以及上覆岩层与采空区煤矸

为了分析煤层倾角对挤压失稳区顶板变形量

石对其作用力合力的增大而增大，当最大弯矩超过

的影响，在顶板倾斜长度为25 m的条件下将煤层倾

由材料特性和截面积决定的临界断裂弯矩时，回转

角45°，65°，75°依次代入式( 1 )，得到不同倾角下顶板

失稳区顶板将会在L/3处发生2次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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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顶

煤层 基本底

e

通过理论分析，针对采空区顶板分别建立了对
应的力学模型。得到：挤压失稳区顶板沿倾斜方向
120 m

2次断裂的位置。将为现场实施顶板地表与井下相

c

结合的深孔爆破方案的设计提供有效依据。

数值模型计算

d

4

b f

a

的中部偏上区域变形量最大；回转失稳区顶板发生

98 m
直接顶3 m

以乌东煤矿北采区地质条件为背景，采用数值
模拟软件3DEC，构建了顶板运移的数值计算模型如

184 m

35 m
直接底3 m

a—第1分段25 m；b—第2分段25 m；c—第3分段25 m；
d—第4分段25 m；e—露天开采20 m；f—残留煤体5 m

图9所示。煤层角度为45°，厚度为35 m；直接顶与直

图9

接底厚度为3 m；残留煤体为5 m；水平分段高度为

Fig. 9

25 m。模型尺寸为323 m( X )×10 m( Y )×120 m( Z )，

数值计算模型

Numerical calculation model

模型依据现场实际开采水平+575，并针对靠近煤层

采后顶板实际覆存环境，第1分段与第2分段不采用

的顶板20 m范围内进行集中划分，较好的观察顶板

一次性全部开挖，而是预留5 m厚的顶煤。图10反

运移规律。

映了露天、第1分段、第2分段开采后顶板的垮落特

露天开采煤层采用一次性开挖，为了模拟现场

( a ) 露天开采后顶板垮落特征

征。

( b ) 第1分段开采后顶板垮落特征

图10
Fig. 10

( c ) 第2分段开采后顶板垮落特征

顶板垮落特征

Collap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of

露天开采后顶板垮落特征如图10( a )所示，运算

显的分区特征即挤压失稳区、滑移失稳区、回转失

到31 142步时，顶板在自身重力和上覆岩层作用力

稳区；当挤压失稳区顶板发生失稳、充填采空区后，

下，顶板开始向采空区回转垮落并有离层出现，顶

会转换为滑移失稳区的一部分；不同层位上的顶板

板失稳形式表现为回转失稳。

运移、失稳会产生不同的动力显现特征，滑移失稳

第1分段开采后顶板垮落特征如图10( b )所示，

区顶板的滑移失稳会造成塌陷坑沿煤层倾向逐渐

运算到203 901步时，残留煤体发生冒落，挤压失稳

延伸，而回转失稳区顶板的失稳则会使地表塌陷坑

区顶板冒落范围与滑移失稳区顶板滑移失稳的范

在水平方向上范围的逐渐扩大。

围明显扩大；靠近地表的顶板发生了回转失稳，致
使地表塌陷坑的范围沿顶板侧方向逐渐扩大。
第2分段开采后顶板垮落特征如图10( c )所示，

5
5.1

顶板弱化方案与效果评价
弱化方案

运算到352 992步时，挤压失稳区顶板垮落的范围进

挤压失稳区、滑移失稳区、回转失稳区顶板在

一步扩大，但并没有进一步向深处延伸；残留煤体

不同层位上的突然失稳，都将会衍生不同的动力灾

已全部垮落；随着采空区煤矸石进一步的滑移，基

害。因此提出对顶板实施井下与地表相结合的深

本顶的悬空面积逐渐增大，出现剪切破断，发生大

孔爆破弱化方案如图11所示。
( 1 ) 地表：每隔100 m打一组爆破孔，一组为5个，

范围回转垮落；采空区范围进一步扩大。
结果表明：随工作面的推进，顶板运移存在明

一共为10组爆破孔，爆孔直径为300 mm，炮孔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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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表爆破孔
井下切顶孔
采空区

地表
塌陷坑
5号 3号
4号 2号
1号

结

论

( 1 ) 急斜特厚煤层综放开采的独特性，致使采空
区顶板在不同层位表现出不同的破断、运移方式，

基本底

顶板将在空间上依次产生“挤压-滑移-回转”有
北

基本顶

+575

图11
Fig. 11

南

规律的交替运动；将顶板从空间上依次分为挤压失

巷

稳区、滑移失稳区、回转失稳区。

巷

( 2 ) 根据采空区顶板不同层位上的运移特征，分

现场乳胶基质炸药装填

别建立了力学模型；得出挤压失稳区顶板弯曲变形

顶板弱化方案

与顶板悬空长度成正比，与顶板刚度以及煤层倾角

Plan of the roof weakening

为145 m，装药长度为95 m，封孔长度为50 m，3号与
5号爆破孔和1号与4号爆破孔之间相隔距离都为
13 m，每组爆破孔相隔100 m。
( 2 ) 井下：原方案注水孔与爆破孔交替布置，排
距为10 m，孔深为为40 m，封孔长度为10 m，1号孔
向西75°，向北83°，2号孔向西75°，向北80°，平均注


水压力为11.8 MPa，平均单孔注水量为24 m ；方案

成反比；滑移失稳区顶板沿煤层倾向发生滑移失稳
的条件为   arctan( 1  2 ) ；回转失稳区顶板发生2
次断裂的位置在其倾斜长度的L/3处。
( 3 ) 采空区顶板在空间上表现出不同的动力显
现特征，顶板的滑移失稳会使地表塌陷坑沿煤层倾
向的不断延伸，而回转失稳则会使地表塌陷坑在水
平方向上不断延伸。
( 4 ) 提出对顶板实施井下与地表相结合的深孔

优化先对顶板进行水压致裂，然后在水压致裂的原
孔进行装药爆破。第1次优化孔排距改为8 m，第2
次优化孔排距改为6 m，其他参数不变。

时监测，结果表明弱化方案实现了顶板动力学运动
过程中储能的转移与释放，有效削减了顶板储存的

效果评价

5.2

爆破弱化方案并进行了优化；通过电磁辐射进行实

图 12 为 4 月 13 到 8 月 20 日 电 磁 辐 射 监 测 数 据
图。其中4月13到5月18为原方案监测数据( 注水孔

应力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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