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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开采与岩层控制的空间尺度分析 
康 红 普
( 1.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采设计事业部，
北京
重点实验室，
北京

1,2,3

100013；
2.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 开采研究分院，
北京

100013；
3. 煤炭资源高效开采与洁净利用国家

100013 )

要：论述了煤炭开采与岩层控制研究中涉及到的不同空间尺度，从全球尺度到煤体中的纳

摘

米级微孔隙。包括全球煤炭资源、煤田、矿区与井田、采掘钻空间、岩石力学试验、煤岩组分与
结构、支护与加固材料组分及结构的尺度分布。介绍了不同尺度范围内煤炭开采与岩层控制


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指出煤炭开采与岩层控制研究的空间尺度集中分布在10 ～


10 m之间，跨17个数量级。不同尺度研究的重点内容不同，研究方法也不同。岩层控制中的一
些岩层结构只能出现在一定尺度内。巷道与采场顶板中形成的梁、拱、层、壳等结构的尺度一




般为10 ～10 m，远离这些尺度，岩层结构无法形成。岩层控制研究中，有些问题，如软岩遇水
软化和膨胀，煤层的渗透性等必须从微观尺度开始研究；有些问题，如研究巷道和采场周围应
力场与位移场分布，一般只需了解煤岩层的宏观物理力学性质即可；而还有些问题，如岩石的
破裂，需从微观到宏观不同尺度进行研究。目前，从宏观、细观到微观的多尺度研究方法已在
煤炭开采与岩层控制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不同尺度之间的相互联系非常重要。
关键词：煤炭开采；岩层控制；空间尺度；宏观；微观；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TD82；TD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7187(2020)02-3538-26

Spatial scale analysis on coal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technologies


KANG Hongpu

( 1. Coal Mining and Designing Department，Tiand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Beijing 100013，China；2. Coal Mining and Designing Branch，China Coal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100013，China；3.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al Mining and Clean Utilization，Beijing 100013，China )

Abstract：The various spatial scales involving in coal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which
are from global scale to nanopore in coal. The scale distributions of global coal reserves，coal field，coal mining area
and well field，coal working，driving and boring，rock mechanics tests，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s of coal and rock，
and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s of support and reinforcement materials are analyzed.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s and
methodologies about coal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under various scales are introduced. It is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spatial scales on coal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are in the limits of 10 -10 m，stepping across 17 orders of
magnitude. The different research contents and methodologies depend on the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Some rock
structures in strata control can only exist on fixed scales. The spatial scales of rock structures formed in roadways and




working faces，such as beam，arch，layer and shell，are generally in the limits of 10 -10 m. It'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ormation of rock structures. Different scales are used to study the corresponding problems of rock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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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for example，water softening and swelling of soft rocks，permeability of coal must be studied from
micro scales；macro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are sufficient for studies on stress and displacement
distributions around a roadway or working face. 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such as rock fracturing，
which should be studied from both macro and micro scales. At present，the multi-scale methodology from macro，
meso to micro scales is widely applied in coal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It is important to connect various scales with
each other.
Key words：coal mining；strata control；spatial scale；macroscopy；microscopy；methodology
尺度一般表示物体的尺寸，是很多学科的基本





10 m；夸克和电子尺度10 m，直到普朗克长度


概念。尺度涉及3方面的含义：客体( 被观察对象 )、

10 m。介观物理学研究介于宏观和微观尺度之间

主体( 观察者，通常指人 )及时空。本文主要分析空

的客体，尺度大致为10 ～10 m( 有的学者将10 ～

间尺度。

10 m定义为显微观 )。宇观是指包括星团、星系、星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结构、物体相互作用和物体


系团、超星系团、总星系及遍布宇宙空间的射线和

运动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尺度效应至关重要 。尺

引力场所构成的物质系统。目前，可观测的宇宙边

度不同，往往导致相互作用力不同，物质性能及运

缘距离达到10 m量级。上述从微观到宇观，物理学

动规律发生本质变化。物理学研究对象的空间尺

研究的空间尺度共跨62个量级。





度如图1 所示，大致分为宇观、宏观、介观及微观。
宏观物理学以人类自身的大小为尺度，研究人眼能


煤炭开采与岩层控制是研究采煤技术、工艺、
装备及岩层移动、破坏和控制的学科，其基础学科

够直接观察到的宏观物体，尺度主要分布在10 ～

为地质学、岩石力学及采矿学等，研究对象从全球

10 m( 有的学者认为，宏观尺度的上限为太阳系的

煤炭资源分布、区域地质构造与地应力分布、大型



尺度，即3×10 m )。微观物理学研究分子、原子及

煤田与矿区规划、矿井开拓部署、采煤工艺与装备、

更深层次各种粒子( 原子核、质子、中子、电子、中微

采场岩层控制、巷道支护、钻孔钻进，到煤岩体矿物



子、夸克等 )，尺度一般为10 m( 纳米 )以下。包括：






原子和小分子尺度10 ～10 m；原子核尺度10 ～

控制在不同尺度范围内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10  夸克

和典型实例，分析不同尺度之间的关系。

10  质子
10  玻尔半径



10  葡萄糖分子直径
10  细颗粒物PM2.5
10  硬币厚度
10  人

10

10



山

10



月球直径

10



太阳直径

1 全球与煤田尺度
煤
炭
开研
采究
与尺
岩度
层范
控围
制

地球直径 (1.28×10 m)

10  海王星至太阳距离

采与岩层控制研究的最大尺度是地球的尺度


( 10 m )。煤炭是地球上储量最丰富的化石燃料，但
地球上煤炭资源分布很不平衡。通过在全球尺度
 

上分析煤炭资源分布情况，如图2 所示，发现70%
的煤炭资源集中在北半球北纬30°～70°之间。其
中，亚洲煤炭资源最丰富，占全球地质储量的1/2

10 

以上；其次是北美洲，占1/3左右；欧洲煤炭资源较

10  银河系宽度

少。

物理学与采矿工程研究的空间尺度分布

Fig. 1

煤炭是在地球上开采，因此，可以认为煤炭开

10  至奥尔特云的距离

10  宇宙边缘的距离
无穷大

图1



10 m，共跨17个量级，见表1。
本文以空间尺度为主线，介绍煤炭开采与岩层

无穷小
10  普朗克长度

10



成分与组织结构、微孔隙裂隙等，空间尺度从10 ～

Spatial scale distribution of physics and
mining engineering

煤炭是由植物经过漫长、复杂的生物化学、物
 

理化学作用而形成的 。成煤条件包括植物、气候、
古地理和地壳运动等。在全球尺度上研究地壳运
动、板块构造与煤层赋存条件的关系具有战略意义。
0235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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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le 1

煤炭开采与岩层控制空间尺度

Spatial scales of coal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尺度/m

典型实例描述



10

地球直径，全球尺度，板块构造，全球地应力分布规律



10

区域大型地质构造，郯庐断裂带，在中国境内延伸超过2 400 km



10

大型煤田，鄂尔多斯煤田南北长约600 km，东西宽约400 km



10

矿区，潞安矿区南北长约74.6 km，东西宽约63.1 km



10

矿井，晋城寺河煤矿东区井田东西、南北尺寸为7~9 km



10

采煤工作面，工作面长度一般为150～400 m



10

采场上覆岩层垮落带、裂隙带高度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巷道，巷道宽度一般为3～6 m，高度大多为2～5 m；液压支架高度、宽度；锚杆、锚索长度等



大直径钻孔，大直径瓦斯抽采钻孔直径120～220 mm；实验室煤岩样高度100 mm



中小直径钻孔，直径多为28～92 mm；锚杆、锚索直径为16～25 mm；实验室煤岩样直径50 mm



锚杆螺纹尺寸，锚杆托板、钢带厚度等；极粗砂颗粒直径



肉眼可见的煤岩体裂纹宽度



超细水泥最大粒径，一般<20 μm



黏土颗粒尺寸，一般<5 μm；煤岩中的微米级孔隙



煤孔隙过渡孔尺寸，一般为100 nm～1 μm

!

黏土吸水膨胀的最大层间距离( 10 nm )

"

纳米级孔隙尺寸



极微孔隙尺寸

条件最复杂，其次是华北地区煤田，之后是东北和
西北地区煤田。
煤炭开采、岩层控制与地应力密切相关。地应
力是地壳在地质历史过程中，受物理化学、热力学、
 

地质力学等作用不断积累形成的 。地应力的成因
非常复杂，主要与地球的各种动力运动过程有关，
包括地心引力、板块边界挤压、地幔热对流、地球旋
转、岩浆侵入和地壳非均匀扩容等。在全球尺度上
研究地应力形成机制、地应力与地壳运动和板块构
图2
Fig. 2

全球煤炭资源分布#$%

造的关系、地应力分布特征，对地球资源开发与地

Global distribution of coal resources#$%

下空间利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张泓等 分析比较了世界11个主要产煤国家的
煤田地质条件得出以下结论：

为研究全球现今构造应力分布规律，20世纪90
年 代 启 动 了 “ 世 界 应 力 地 图 项 目 ” ( The World

( 1 ) 位于大型稳定地台( 地盾、克拉通地块 )的煤

Stress Map project )，来自18个国家的30多位科学家

田构造简单，而褶皱带或过渡带上的煤田构造复

参 与 其 中 。 2008 年 发 布 的 “ 世 界 应 力 地 图 数 据

杂；

库”( The World Stress Map database )及“世界应力
( 2 ) 我国大陆由众多小型陆块组成，煤盆地容易

地图”，包含了21 750个数据

 

。根据该数据库绘

受挤压发生变形，且遭受后期多次、多方向的构造

制了世界地应力图，如图3所示，并分析了全球地壳

运动改造，导致我国煤田地质条件，除鄂尔多斯煤

应力分布特征 。

 

盆地外，比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南非及印度等国
家的煤田复杂得多；

我国在地壳应力研究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建
立了“中国大陆地壳应力环境基础数据库”

( 3 ) 对于我国煤田，华南、滇藏地区的煤田构造



。

以地应力数据为依据，以中国大陆地质构造格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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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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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应力图( 根据2008年发布的WSM数据库绘制 )

Global crustal stress map ( after the World Stress Map database release 2008 )#&%

构造演化为背景，绘制了“中国现代构造应力场
大同塔山矿

图”，并进行了中国大陆地壳应力环境与构造应力
分区及分布特征研究



大同市

。这些地应力成果对研究

平朔矿区

煤田和矿区有重要参考价值。

潞宁矿区

在煤炭行业，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开采研究分院

朔州市

基于我国煤矿地应力实测数据，建立了“中国煤矿
井下地应力数据库”，绘制了分区煤矿地应力图和
中国煤矿矿区地应力图，研究了我国煤矿井下地应
力分布规律和主要影响因素

 

忻州市

华晋沙曲矿

。图4为山西省煤

阳泉新景矿

矿区从北到南，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出现较大变
化。北部矿区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为NNE～NEE；

阳泉市

太原市

汾
西
离
柳
矿
区

矿区井下地应力分布。分析图4可得出：山西煤矿

吕梁市

晋中市

靠东部与西部偏向NW；在中部、东南部出现了多变

汾
西
矿
区

潞安矿区

的方向。通过分析地应力测试资料，在山西省全省
尺度上( 东西宽约290 km，南北长约550 km，总面积

临汾市

长治市



1.567×10 km )，对煤矿区井下地应力分布特征有

晋城矿区

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对山西煤矿开拓部署、巷道布
置等工作有重要指导作用。

运城市

大型煤田的尺度一般在10 ～10 m，表2所列为
我国的一些典型煤田。在这个尺度上可进行以下

图4

研究工作：

Fig. 4

Shanxi coal mining fields

( 1 ) 勘探煤田中煤炭资源分布情况，煤田煤炭资
源储量，煤层赋存形态与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

山西煤矿矿区井下地应力分布

Underground in-situ stress distribution map for

试分析煤田地应力总体分布规律；

等；

( 3 ) 依据煤田地质条件，结合地面条件与设施及
( 2 ) 勘探分析煤田中大型地质构造分布情况，测

国家需求，从空间与时间2个方面规划煤田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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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able 2

我国典型煤田空间尺度

Spatial scales of typical coal fields in China

序号

煤田名称

1

鄂尔多斯煤田

地跨陕、甘、宁、内蒙古、晋5省区，东西宽约400 km，南北长约600 km

尺寸

2

沁水煤田

山西省中南部，南北长约300 km，东西宽约100 km，面积约3×10 km

3

河东煤田

山西省西部离柳、乡宁等地区，面积约1.5×10 km

4

准东煤田

新疆准噶尔盆地东部，东西长约220 km，南北宽约60 km，面积约1.4×10 km














5

兖州煤田

山东省，跨济宁、邹县、兖州、曲阜、巨野、枣庄等12个县市，面积约3 400 km

6

淮南煤田

安徽省，跨淮南、滁县、阜阳等地，长度约100 km，宽度20～30 km，面积约2 500 km

7

大同煤田

山西省北部，跨大同、怀仁、山阴、左云、右玉等5市县，呈椭圆形，面积约1 828 km

8

开滦煤田

河北省，跨唐山、滦县、滦南、丰润、丰南等5市县，呈北东向长条状，面积约670 km






( 4 ) 划分矿区，优化布局，实现煤田的合理、高
效开发。

沁水煤田上就分布有阳泉、潞安、晋城等矿区。随
着煤矿开采强度增加及老矿区煤炭资源的枯竭，矿

大型地质构造，如褶曲、断层等的尺度很多在

区的开采范围越来越大。很多煤业集团公司跨区

10 ～10 m，对区域地应力和煤层地质条件产生显著

域、跨省建设煤矿，使得煤炭开采条件更加复杂化、

影响。如郯庐断裂带是东亚大陆上的一系列北东

多样化。

向巨型断裂系中的一条主干断裂带。它南起湖北

在矿区尺度上可以进行以下研究工作：

广济，向北穿苏、鲁、皖、渤海湾、东三省入俄罗斯境

( 1 ) 勘探分析矿区煤层赋存形态和空间分布，研

 

内，全长达3 600 km，在我国的延伸达2 400 km

。

它切穿我国东部不同大地构造单元，规模宏伟，结

究煤系地层构成及物理力学性质，矿区水文地质条
件及地形、地物等情况；

构复杂，影响和控制了沿带的主要沉积特征和构造

( 2 ) 探测分析矿区大型地质构造分布情况，煤岩

演化。对沿带分布的煤田盆地形态与演化、煤层赋

层结构特征，测试分析矿区地应力大小与方向，研

存状态及地质构造产生了显著影响。

究地应力场分布规律；

又如规模比较小的晋获断裂带，位于山西与河

( 3 ) 基于矿区煤层地质条件，结合水、电、交通

北境内。北起河北省获鹿县，向南经左权、长治至

运输、材料设备供应及矿区地面条件，进行合理的

晋城西南

 

。总体走向北北东，延伸长度350 km，

矿区开发规划与部署；

宽1～8 km，最大断距达1 000 m。晋获断裂带的构

( 4 ) 根据矿区煤炭资源分布、大型地质构造、开

造活动，对沁水煤田东部构造格局形成和演化、煤

采技术条件、地面行政区划等情况，合理划分矿井

系赋存状况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晋获断裂带横

井田，保证井田有合理的尺寸与边界，实现矿区的

穿晋城矿区的中部，将矿区分为东西2个不连续含

高效开发。
图5为山西潞安矿区井下地应力分布

煤区。地应力测量表明，晋获断裂带引起了矿区最
大水平主应力方向发生扭转，造成该区域最大水平
主应力的显著变化



。可见，大型地质构造对矿区

地应力分布有重大影响。

2

 

。该矿

区位于沁水煤田中段，矿区南北长约74.6 km，东西
宽近63.1 km。地应力测试结果表明：潞安矿区地应
力总体上水平应力占优势。由于埋深不同及地质
构造原因，矿区内各矿地应力场差别较大。受文王

矿区与井田尺度

山、二岗山、余吾等大断层的影响，矿区最大水平主

矿区的范围常根据煤炭资源的规模而定，尺度

应力方向从南到北变化较大，构造应力场呈现多变

大多在10 ～10 m。矿区是统一规划和开发的煤田

的形态。通过地应力测量，弄清了潞安矿区地应力

或其中的一部分，包括若干煤矿，有完整的煤炭生

分布特征与主要影响因素，为矿区的开发布局提供

产、运输、通讯及生活服务等设施。

了依据。

我国煤炭开采划分了很多矿区，通常小型煤田

划分给一个矿井开采的煤田称为井田，其尺度

由一个矿区开发，大型煤田由数个矿区开采，如在

多为10 ～10 m。一般小型矿井井田走向长度不小

023538-5

康红普：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No. 2( 2020 )：023538
襄
垣
矿

N

准备巷道布置及参数，煤层群开采顺序等；进行采

善福矿

煤工作面巷道布置，确定工作面参数；

夏店矿

( 4 ) 选择合理的采煤方法，确定采煤工艺与装
备，实现工作面快速推进，保证工作面和矿井的安
五阳矿

全、高效开采。

夏店矿
后备式
北断层
文王山 断层
南
文王山

在进行井田开拓与巷道布置时，应充分考虑地
应力对井巷工程稳定性的影响。根据井田地应力

漳村矿

大小与方向，将长度大、工程量大的巷道布置在受
力有利的方向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石
圪
节
矿

常村矿

晋 城 寺 河 矿 东 区 井 田 东 西 、 南 北 尺 寸 为 7~
9 km。图6为寺河煤矿井田的地应力分布

王庄矿
郭
屯留矿 庄
矿



。寺河

矿主采煤层为3号煤层，平均厚度为6.34 m，倾角大
多小于5°，属近水平煤层。实测的地应力以水平应
力占优势。在这种条件下，将巷道轴线沿最大水平
主应力方向布置最为有利。对照图6，提出有利的
回采巷道布置方向为：在井田东区南部与西部、西

古城井田

区南部，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近似EW向，巷道布置
方向应为EW向；在东区东北部，最大水平主应力方

层
北断 层
山
断
二岗 山南
二岗 辛庄井田

向近似SN向，将巷道布置为SN向比较有利。
成庄矿

高
河
井
田

李村
后备区

寺河矿(西区)

司马矿
李村井田
寺河矿(东区)

下霍井田

图5
Fig. 5

潞安矿区地应力分布
图6

In-situ stress distribution map in the Lu'an
Fig. 6

coal mine area

 

晋城寺河煤矿地应力分布

In-situ stress distribution map in the Sihe

Coal Mine in the Jincheng coal mining area

于1 500 m，中型矿井不小于4 000 m，大型矿井不小
于7 000 m

寺
河
二
号
井

寺河矿初期开采井田的东区南部，当时无地应

。在井田尺度上可以开展以下研究工

力实测数据，沿SN向布置工作面巷道，近似与最大

作：
( 1 ) 根据井田的尺寸、煤层赋存条件、开采技

水平主应力方向垂直，导致部分巷道破坏剧烈、变

术、地面条件等因素确定矿井生产能力、井型及服

形量大。之后进行了地应力测量，根据图6将工作

务年限；

面巷道改为沿EW向布置，明显改善了巷道应力状

( 2 ) 井田地质构造探测与分析，煤岩层物理力学

态，使得巷道变形、破坏范围大幅减少，起到了加强

性质与结构特征研究，地应力测量与井田地应力场

支护无法达到的效果。该实例充分证明了地应力

分布规律分析；

对巷道布置与支护的重要性。

( 3 ) 进行矿井开拓部署与开采设计，包括井田开
拓方式，开拓巷道布置，开拓延伸与技术改造等；开

3

展准备方式研究及采区设计，包括采区范围确定，
0235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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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以满足生产、运输、通风、行人等要求。按照空

( 3 ) 现场监测。在井下布置测点，监测岩层运

间大小，可分为采煤工作面、巷道和硐室及各种钻

动、破坏及应力分布情况，支护体受力，通过实测数

孔。

据分析矿压规律，检验理论与模拟研究结果的可靠

3.1

性。

采煤工作面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从纵向分析，长壁工作

采煤工作面的空间尺度包括3方面：一是采煤



工作面至地表的距离，即埋藏深度，我国井工煤矿

面上覆岩层运动和破坏状况，如图7

开采最浅的埋藏深度仅为几十米，最深为1 501 m，

开采后，从直接顶到地面的所有上覆岩层均会受到



所示。煤层

大多在200～1 200 m之间，处于10 ～10 m的量级；

不同程度的采动影响。至下而上形成3个区域：冒

二是采煤工作面横向尺度，包括工作面长度、推进

落带、裂隙带及弯曲下沉带。同时，工作面开采引

长 度 及 煤 柱 宽 度 等 。 工 作 面 长 度 一 般 为 150 ～

起的岩层移动会波及到地面，在地面形成沉陷盆



地。冒落带厚度一般为采高的2～8倍，裂隙带厚度



一般为采高的30～50倍。以采高4 m计算，冒落带、

400 m，推进长度从几百米到几千米不等，处于10 ～
10 m 的 量 级 ；煤 柱 宽 度 多 为 3 ～ 50 m ，处 于 10 ～



10 m的量级；三是采煤工作面纵向尺度，主要是采

裂隙带的厚度分别为8～32，120～200 m，处于10 ～

高。根据煤层厚度的不同，可分为薄煤层( <1.3 m )、

10 m的量级。

中厚煤层( 1.3～3.5 m )、厚煤层( 3.5～8 m )及特厚煤层



表土层

冒落带 裂隙带
连续
(2~8)H (30~50)H 变形带



( 8 m以上 )。薄及中厚煤层、较薄厚煤层采用采煤机
一次采全高开采方法；厚及特厚煤层大多采用放顶
煤开采方法。目前，薄煤层的最小采高为0.6 m，特
厚煤层综放开采的采高达20 m。但大多工作面采




高在1.5～10 m之间，处于10 ～10 m的量级。在工

煤层H

作面尺度上，主要研究以下内容：

长壁工作面开采上覆岩层运动和破坏示意#'(%

图7

( 1 ) 采煤工作面巷道布置与参数优化，煤柱设计

Fig. 7

Movement and broken diagram for rock layers
overlying a longwall coal working face#'(%

与优化；
( 2 ) 采煤工艺选择，采煤装备( 液压支架、采煤机
及输送机 )的选型、结构及参数设计；

在采煤工作面附近，岩层在运动、破坏过程中，
会形成各种结构，如压力拱、悬臂梁、铰接岩梁、砌

( 3 ) 采场岩层运动、破断规律及岩层结构特征，
采煤工作面周围应力分布规律及影响范围；

体梁



及传递岩梁



等结构，且随着工作面的推进

不断移动、变化。这些结构的跨度一般从十几米到

( 4 ) 液压支架与围岩相互作用关系，确定支架合



数十米不等，处于10 m的量级。

理的支护强度。

从横向分析，采煤工作面的影响范围较大，其

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周围应力分布如图8

( 1 ) 理论分析。根据采煤工作面围岩条件，进行

面，超前支承压力影响范围可从数米到上百米；侧

必要的简化，建立力学模型，提出假说，推导力学公

向支承压力影响范围也可达数米到数十米。对于

式，采用相关力学理论研究岩层运动、破坏与结构

长度300 m、推进长度3 000 m的工作面，采动影响范

特征，围岩应力分布，支架与围岩相互作用原理，以

围可达500 m×3 200 m，处于10 ～10 m的量级。当

指导岩层控制工程实践。

相邻多个工作面开采后，采动影响范围会成倍增

 

( 2 ) 模拟研究。包括数值模拟和物理模拟。数

所示。对于正常尺寸的工作



加。

学模拟计算灵活方便，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

工作面采煤设备包括采煤机、输送机和液压支

及数值计算软件的多样化，应用越来越广泛和富有

架( 图9 )。液压支架是工作面岩层控制的核心设

成效；物理模拟，可按一定比例模拟原型，能直观反

备。通过研究液压支架与围岩在强度、刚度、稳定

映岩层运动与破坏过程。２种方法配合原型研究，

性等方面的相互作用关系，可确定合理的架型与参

是解决岩层控制问题的有效途径。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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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采煤工作面顶板岩层垮落状态的物理模拟

Fig. 10

Collapse pattern of roof strata overlying a
working face in a physical model

3.2

采煤工作面周围应力分布

Stress distribution around a longwall coal working face

掘进工作面与巷道及硐室
井工煤矿开采需要在井下开掘大量巷道，巷道

的类型多种多样。按用途可分为大巷、准备巷道及
回采巷道。巷道轴线方向的尺寸远大于断面尺寸，
采煤机

可当作平面应变问题研究。硐室是空间3个方向尺

液
压
支
架

寸相差不大的巷道，包括变电所、水泵房、火药库、
输送机头硐室等。
巷道断面有矩形、梯形、拱形、圆形等形状，尺

图9
Fig. 9

运
输
机

度大多在10 m的量级。巷道宽度一般为3～6 m( 开

工作面采煤设备布置

道断面尺度上，主要有以下研究内容：



切眼宽度较大，一般为6～10 m )，高度2～5 m。在巷
( 1 ) 巷道断面形状与尺寸优化；

Coal mining equipment in a working face

( 2 ) 巷道围岩应力分布特征，围岩变形与破坏机

表3是7 m超大采高液压支架及构件的几何参
数

 



。可见，液压支架的主要几何参数在10 m的量

级。
表3
Table 3

理；
( 3 ) 巷道围岩与支护相互作用关系，提出合理的
支护理论；

ZY18800/32/72D型液压支架几何参数

( 4 ) 巷道支护形式与参数选择；

Shield parameters of type ZY18800/32/72D

( 5 ) 巷道施工工艺与装备；

参数

数值

支架高度/mm

3 200～7 200

支架宽度/mm

1 960～2 210

支架中心距/mm

2 050

顶梁长度/mm

4 894

图11为经典的在连续、均质、各向同性介质中

掩护梁长度/mm

4 418

开挖圆形巷道后，围岩应力分布与分区状况。从应

护帮板长度/mm

3 200

质量/t

69.79

( 6 ) 巷道矿压监测与分析反馈。
采用的研究方法与采煤工作面类似，包括理论
分析、物理模拟试验、数值模拟及井下实测等。

力分布划分，可分为应力降低区、应力升高区、原岩
应力区；从变形破坏划分，可分为破碎区、塑性区、

物理模拟是研究采煤工作面岩层控制问题比

弹性区及未扰动区。

较直观的方法。图10为模拟晋城寺河煤矿大采高
工作面顶板岩层垮落的模拟结果

 

，其中，物理模

巷道开挖引起的应力扰动区，从弹性力学分
析，可达到5倍巷道半径。当巷道围岩出现破碎区、

拟模型尺寸(长×高×宽 )为5.0 m×1.85 m×0.4 m，几何

塑性区时，扰动范围更大，甚至超过10倍巷道半

相 似 比 为 40 ，模 拟 真 实 岩 层 范 围 为 200 m×74 m×

径。若巷道半径为2 m，应力扰动范围可达10～

16 m。由图10看出，在物理模型尺度上，可直观展

20 m，处于10 m的量级。破碎区、塑性区半径因巷

示顶板岩层垮落形态。

道条件不同，差别很大。董方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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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松动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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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垂直切面上水平应力分布

σo

圆形巷道围岩应力分布及弹塑性分区
Stress distribution and elastoplastic zoning
around a circular roadway

围岩进行分类：稳定及较稳定围岩松动圈<1 m；一

最大应力/MPa

图11
Fig. 11

20
10
0
18

般围岩松动圈1～2 m；不稳定围岩松动圈2～3 m；

16

极不稳定围岩松动圈>3 m。可见，对于一般及不稳

14
12
Y/m 10



定巷道围岩，破碎范围尺度在10 m的量级。
掘进工作面周围不能简化为平面应变问题，应
Fig. 12

34

38

40

24
22
6
( b ) 最大主应力分布

图12

采用三维空间方法研究。图12为采用FLAC3D数值

32
30
28 X/m
26

36

8

掘进工作面附近应力分布

Stress distribution around a heading face

模拟软件计算得出的晋城寺河矿回采巷道掘进工
作面周围应力分布状况

 

。掘进工作面开挖后，对
垂直应力/MPa

原岩应力场产生扰动。在掘进工作面前方相当于
巷道宽度的距离处，围岩应力开始发生变化，围岩
位移开始增加。在工作面附近应力变化最为剧烈，
顶板下沉量达到总下沉量的1/3以上；在掘进工作面
后方1.5倍巷道宽度的距离后，围岩应力与位移变化

20
10
0
140
120
100
80
Y/m 60

趋于稳定，接近于平面应变巷道围岩状况。掘进工


0



作面前后的影响范围在10 ～10 m的量级。
硐室是矿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断面几何尺寸

图13

一般比巷道大，围岩稳定性分析也应采用三维空间

Fig. 13

方法。图13为潞安屯留矿副井井底车场硐室群围
岩应力分布

 

。硐室最大宽度为7.5 m，最大高度达

5.7 m。硐室开挖后，两帮出现应力集中，集中区域
沿垂直硐室轴线方向延伸到约2倍的硐室宽度。在
硐室交叉处和拐角处，应力集中进行2次叠加，应力
集中范围更大。硐室围岩出现不同程度的剪切或
拉伸破坏。由于硐室群几何尺寸大、距离近、相互
影响，导致其应力扰动区、围岩破坏范围均比同条
件下的巷道大。

6

20

。我国煤矿常用的工字钢型号为9，11，12号，

40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垂直应力/MPa

屯留矿副井井底车场垂直应力分布

Stress distribution around an underground station

around the auxiliary shaft in Tunliu Coal Mine

其断面高度分别为90，110，120 mm，最大宽度分别
为76，90，95 mm。U型钢型号有U18、U25、新型U25、
U29、U36，其断面高度分别为100，110，118，121，
138 mm ，最 大 宽 度 分 别 为 122 ，134 ，141 ，151 ，
171 mm。刚性金属支架顶梁、柱腿一般与巷道宽
度、高度相当；可缩性金属支架多由3～5节支架和
连 接 件 构 成 ，支 架 节 的 长 度 一 般 在 2.0 ～ 3.5 m 之
 

混凝土等形式。金属支架一般由工字钢、U型钢制
成

4

20

间。锚杆支护构件如图14

巷道支护包括金属支架、锚杆支护、砌碹、喷射
 

2

40

180
160
140
120
100
80
X/m
60

所示，其尺度见表4。

可见，除个别支护构件长度方向的尺寸外，支护构




件的尺寸大多处于10 ～10 m的量级。在该尺度
上，可开展以下研究工作：

023538-9

康红普：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No. 2( 2020 )：023538
1 600

顶板

两帮移近量

1 400

顶底板移近量

1 200
移近量/mm

锚固剂

1 000
800
600
400

杆体

200

金属网
钢带

托板 垫圈
螺母

图14
Fig. 14
表4
Table 4

10



10

10

10





图15
锚杆支护构件

Fig. 15



200

晋城赵庄矿33012巷表面位移曲线

Coal Mine in Jincheng coal mining area

锚杆支护构件几何参数

3.3

Geometric sizes of rock bolting components

钻孔
在煤炭开采过程中，需要施工大量钻孔。按照

用途划分有：地质勘探钻孔、瓦斯抽采钻孔、探放水

锚杆支护构件及参数
长度超过10 m的长锚索、锚索束

钻孔、钻爆法钻孔、锚杆锚索钻孔、注浆钻孔、水力

锚杆长度( 一般为1.5～3.0 m )，锚索长度( 多为4～9 m )，钢筋托
梁和钢带长度( 多为2.5～5.5 m )，金属网尺寸；锚杆间排距( 1 m
以上 )

压裂钻孔及各种测试钻孔等。

锚杆、锚索托板长度、宽度与高度，钢带宽度，树脂锚固剂长

地质勘探钻孔大多是垂直地表向下钻进的钻

度；锚杆间排距( 1 m以下 )

孔，有时也采用斜孔、水平孔。根据地质任务不同

锚杆直径，螺纹钢横肋间距，锚索直径，托梁钢筋直径，锚杆托

可分为探煤孔、构造孔、水文孔、取样孔、井筒检查

板厚度( 10 mm以上 )，锚索托板厚度，螺母、球形垫圈尺寸，树脂
锚固剂直径

10

150

Convergence curves of entry 33012 in Zhaozhuang

Rock bolting components

尺度/m


0
-150 -100 -50
0
50
100
距回采工作面距离/m

 

孔等 。钻孔的深度根据需要确定，从数十米、数百

锚杆托板厚度( 10 mm以下 )，钢带厚度，螺纹螺距与齿高，螺纹

米到上千米；钻孔开孔直径一般比较大，正常段直

钢横肋宽度与高度，钢绞线钢丝直径，金属网铁丝、钢筋直径

径多数小于100 mm，如91，76，56 mm等规格。在特

( 1 ) 支护构件形状、尺寸及材质优化；

殊情况下需要取大尺寸样品时，可采用大孔径，如

( 2 ) 支护构件在不同受力状态下的力学性能测

150～300 mm，甚至更大。可见，地质勘探钻孔直径




在10 ～10 m的量级。

试与分析；

瓦斯抽采钻孔分地面和井下施工的钻孔。地

( 3 ) 支护构件相互匹配性研究，以提高支护系统

面钻孔深度根据储层的位置确定，钻孔直径一般是

的整体支护能力；
( 4 ) 支护构件与围岩之间力学传递机制，相互作

变化的，上大下小。图16为淮南矿区地面抽采瓦斯
钻孔结构

用机理；
( 5 ) 支护构件受力、变形及破坏的井下监测与分

 

，钻孔直径从上到下分别为295，216，

152，94 mm。井下瓦斯抽采钻孔，按深度可为浅孔
( <300 m )、中深孔( 300～500 m )和深孔( >500 m )。按

析。
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实验室试验、优化设计、

钻 孔 直 径 分 ，常 规 瓦 斯 抽 采 钻 孔 直 径 一 般 小 于


100 mm，大直径钻孔孔径不小于150 mm

材料分析、数值模拟及井下实测等。
巷道表面位移、顶板离层及深部位移是井下监
测的重要内容。煤矿巷道类型很多，围岩位移的变



。水平长

钻孔孔径有113，133，153和193 mm等规格。可见，




瓦斯抽采钻孔直径在10 ～10 m的量级。

化幅度很大。如回采巷道表面位移从几十毫米到

煤矿岩石巷道大多采用钻爆法施工，需要钻

几米不等。图15为晋城赵庄矿一回采巷道围岩表

孔、装药、爆破。钻孔直径一般在30～45 mm，配用

 

面位移曲线，两帮移近量达1.5 m

。有的大变形巷

道累计底臌量甚至超过巷道高度。顶板离层从几


毫米到几百 毫米不等。 可见，巷道 位移在10 ～

 

炸药药卷直径为25～35 mm

。采用气腿式凿岩机

时，钻孔深度一般为1.8～2.5 m；采用凿岩台车时，
钻孔深度可达3 m以上。



10 m的量级。

锚杆、锚索是煤矿巷道的主体支护方式，需要
0235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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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大孔( 孔径130～150 mm )，再钻进小孔( 孔径36～
3 80 m
3 45 m

38 mm )，在小孔中安装探头，然后套孔测量；采用水
钻孔直径295 mm

力压裂法时，应根据测试仪器的尺寸钻进相应孔径
的钻孔，常用的孔径有56，75，91 mm。进行钻孔结
构观察时，钻进合适的钻孔是必要条件。图17为采

6 54 m

钻孔直径216 mm

用数字全景钻孔摄像系统在潞安漳村矿巷道顶板
钻孔的观察图像

 

。钻孔直径56 mm、深度10 m，可

清晰地观察到裂隙的位置、分布特征，以及间距、倾
钻孔直径152 mm

角、张开度等参数。另外，采用锚杆、锚索钻孔( 28～

钻孔直径94 mm

32 mm )可进行大量、常规化的钻孔结构观察。在井
下钻孔中进行煤岩体强度、变形模量等力学参数测

#$$%

试，也需要根据探头的直径，钻进配套的钻孔。

图16 淮南矿区地面抽采瓦斯钻孔结构
Fig. 16

Structure of borehole for draining methane from

N

surface in Huainan coal mining area#$$%

右。锚杆钻孔的直径在28～43 mm之间，尤以28～


W N

7.6

年施工的锚杆、锚索钻孔累计长度达4×10 m左


S

7.5

在巷道围岩中施工钻孔。保守的估计，我国煤矿每

33 mm为多见

E

7.5

，钻孔深度为1.5～3.0 m；单体锚索

钻孔直径在28～35 mm之间，主要为28～30 mm，钻

7.6

7.7

7.7

7.8

7.8

孔 深 度 一 般 为 4 ～ 9 m ；锚 索 束 钻 孔 直 径 一 般 在
50 mm以上，随着钢绞线数量增加，钻孔直径可达

7.9

7.9

100 mm以上。钻孔深度可从十米到数十米。
8.0

注浆是破碎围岩加固的有效技术措施，钻孔是

8.0
( a ) 平面展开图

必不可少的环节。根据注浆施工地点与规模的不
同，钻孔尺寸也有较大差别

 

图17

。从地面注浆一般钻

Fig. 17

孔深度大、注浆规模大，要求的钻孔直径也比较

( b ) 柱状图

漳村矿巷道顶板结构观测图像
Borehole camera images of roadway roof
in Zhangcun Coal Mine

大。钻孔开口直径可超过200 mm，正常段的直径可
达120～150 mm。在井下巷道周围注浆，钻孔比较

矿压监测需要在井下安装仪器，很多需要钻

浅，从几米到几十米，直径也比较小，常用的钻孔直

孔。如顶板离层指示仪，安装孔直径28～32 mm，深

径有42，56，75，91 mm等。

度5～8 m；深部多点位移计、钻孔应力计的安装孔

水力压裂技术在煤矿围岩控制与低渗透煤层

直径多为42～56 mm。




增透等领域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在围岩控制

综上所述，煤矿钻孔的尺度在10 ～10 m的量

方面，主要用于回采工作面坚硬难垮顶板控制、高

级，在这个尺度上，采用的研究方法与巷道类似，主

 



。水力压裂

要区别是巷道人可以到达，进行肉眼观察和仪器观

实施前需要钻孔，分地面钻孔和井下钻孔。地面钻

测；钻孔人无法进入，只能借助各种仪器、设备进行

孔类似地面瓦斯抽采钻孔，孔径大、深度大。如在

观测。在钻孔尺度上可开展以下研究工作：

应力巷道围岩卸压及冲击地压防治

( 1 ) 钻头与围岩相互作用关系，破岩机理，以提

大 同 塔 山 矿 地 面 进 行 的 水 力 压 裂 ，钻 孔 深 度 为
443 m，开口孔径311 mm，正常段孔径216 mm。井下

高钻孔质量与钻进速度；

压裂一般在巷道中实施，钻孔浅( 20～50 m )、孔径小

( 2 ) 钻孔结构与断面尺寸优化设计；

( 56，75，91 mm等 )。

( 3 ) 钻孔结构观察，结构面( 节理、层理、裂隙及

在井下进行各种测试与试验时，经常需要打钻
孔。进行地应力测量，采用应力解除法时，应先钻

裂纹 )分布特征分析，进而推断钻孔周围煤岩体的结
构特征；

0235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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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钻孔周围应力、位移分布与破坏范围，钻孔

据的重要方法与途径。

的稳定性，塌孔机理与影响因素分析；

岩石力学试验按试验场所可分为实验室试验

( 5 ) 钻孔安设套管时，钻孔与套管的相互作用机
理，套管材质与参数的设计。

样品，然后加工成试件，进行各种物理力学性能与
指标试验。表5为常规的岩石物理力学性质实验室

岩石力学试验尺度

4

试验样品尺寸

岩石力学试验是了解岩石物理力学性能，测定
物理力学参数，为岩石力学研究与工程提供基础数
表5
Table 5

与井下原位试验。实验室试验是从井下采集煤岩

 

，除压缩试件高度、弯曲试件长度


达到或超过100 mm外，其他试件尺寸均在10 m的
量级。

测试岩石物理力学性质的实验室试验样品尺寸

Sample sizes for testing rock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in laboratory

序号

试验内容

样品尺寸

1

块体密度

2

吸水性

规则试件要求同上。不规则试件边长40～60 mm的浑圆状岩块

3

膨胀性

自由膨胀率试验：圆柱体，直径48～54 mm，高度等于直径；正方体，边长48～65 mm。侧向约束膨胀率和膨胀压力试验：
直径50～65 mm，高度不小于20 mm

4

单轴和三轴压缩

圆柱体试件直径48～54 mm，高度与直径比2.0～2.5

5

抗拉强度

圆柱体试件直径48～54 mm，厚度与直径比0.5～1.0

6

直剪试验

试件直径与边长不小于50 mm，高度与直径、边长相等

7

弯曲试验

试件为长方体，常用尺寸为50 mm×50 mm×250 mm

8

点载荷

试件可采用圆柱体、方柱体、立方体，最小尺寸不小于50 mm

不规则块体试件，尺寸宜为50 mm±35 mm

除常规岩石力学试验外，还加工一些特殊的试

试体进行压缩试验

 



。 BIENIAWSKI

 

在南非

件进行专门的试验。如在实验室进行应力解除法

煤 矿 井 下 进行 过 不 同 尺寸 的 煤 试 体原 位 单 轴 压

地应力测量试验，为了满足边界条件，要求试件尺

缩试验。小尺寸试体边长仅为75 mm；中尺寸试体

 

寸一般不小于300 mm×300 mm×300 mm

。进行

边长为460 mm；大尺寸立方体试体边长达2 m。可

室内水力压裂试验时，为了更真实地研究裂缝的扩

见，现场原位试验试体的尺寸一般在10 ～10 m的

展规律及影响因素，煤岩试件的尺寸不断增加





，



量级。

从300 mm×300 mm×300 mm到500 mm×500 mm×

井下原位试验试体的力学性能与试体的尺寸


500 mm，个别试件尺寸达到1 000 mm左右。



有很大关系。BIENIAWSKI



总结分析了不同尺寸

现场原位测试在井下煤岩体中进行，在实际井

煤试体的试验结果，得出如图18所示的曲线。随着

下地质环境中测试，而且试件和测试范围较大，能

试体边长增加，单轴抗压强度不断降低。当边长增

够考虑非均质性、各向异性、结构面等多种因素，测

加到1.5 m时，曲线趋于稳定。该值称为临界尺寸，

试结果更接近岩体。

大于该尺寸后，继续增加试体尺寸，煤体强度将保

承压板试验要求板的直径或边长不小于

持恒定。
50

承压板直径或边长的2倍；至临空面的距离应大于

30

承压板直径或边长的6倍；试点表面以下3倍承压板
直径或边长深度范围内的岩体性质应相同。岩体
( 结构面 )直剪试验要求试体底部剪切面( 结构面 )面


积 不 小 于 250 000 mm ，试 件 最 小 边 长 不 小 于

单轴抗压强度/MPa

300 mm，试点中心至巷道帮或顶底板的距离应大于

20
15
10
7
5
4
3

500 mm ，试 件 高 度 应 大 于 推 力 方 向 试 体 边 长 的

0.5

1/2。岩体的压缩试验分单轴压缩与三轴压缩，试体
图18

制作的要求与岩体直剪试验基本相同。长江科学
院曾采用尺寸为2 800 mm×1 400 mm×2 800 mm的
023538-12

Fig. 18

1.0
1.5
试件边长/m

2.0

2.5

煤体强度的尺寸效应#)*%

Effect of specimen size on strength of coal#)*%

5

煤岩组分与结构的尺度

5.1

岩石颗粒尺度
煤系地层主要是沉积岩。沉积岩可分为碎屑

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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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和化学岩。碎屑岩又分为砾岩、砂岩、粉砂岩、黏
土岩；化学岩主要是石灰岩。碎屑岩的结构包括碎
屑颗粒的结构、杂基和胶结物的结构、孔隙的结构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20

40

60

80
100
粒径/μm
( a ) 粉砂岩

200

300

及其空间组合关系。碎屑颗粒的结构特征包括粒
度、球度、形状、圆度及颗粒的表面结构

 

。表6为

50

碎屑颗粒粒度分级。砾岩类岩石主要由2 mm以上

40
百分率/%

的岩石碎屑组成；砂岩类岩石由50%以上的0.05～
2 mm的岩石碎屑组成，按粒度大小可进一步分为极
粗 砂 岩 ( 1 ～ 2 mm ) 、粗 砂 岩 ( 0.5 ～ 1 mm ) 、中 砂 岩

140

30
20
10

( 0.25～0.5 mm )及细砂岩( 0.1～0.25 mm )；粉砂岩类

0
100

岩石由50%以上的0.005～0.1 mm的岩石碎屑组成，
进一步分为粗粉砂岩( 0.05～0.1 mm )和细粉砂岩
( 0.005～0.05 mm )；黏土岩类岩石，包括泥岩、页岩，

图19

主要由小于0.005 mm的碎屑、黏土矿物及胶体物质

Fig. 19

组成。

400
500
粒径/μm
( b ) 中砂岩

600

700

神东矿区岩石颗粒粒径分布#)+%

Distribution of rock particle sizes in Shendong
coal mining area#)+%

表6
Table 6

碎屑颗粒粒度分级

成。由这2种基本单元的不同组合，形成高岭石、伊

Gradation of clastic grain sizes

利石、蒙脱石等矿物

粒级划分

颗粒直径/mm

尺度/m

砾

>2

10 及以上

极粗砂

1～2

10

粗砂

0.5～1

10 ～10

中砂

0.25～0.5

10

砂

细砂
粉砂

120

0.1～0.25

10

黏土矿物表面结构及化学反应研究尺度可从









0.05～0.1

10 ～10
10 ～10

<0.005

导致蒙脱石吸水后有较大的膨胀性。



0.005～0.05

黏土

蒙脱石层间域较大，层间含水和一些交换阳离子，





细粉砂

亚埃级的羟基团相互作用到1 μm近颗粒大小的级
别



10 及以下

测试结果如图19

  

，如图20所示。尺度可分为3个等级：一是氢

原子大小( 0.1 nm )；二是黏土与有机质、水发生相互

神东矿区粉砂岩、细砂岩、中砂岩颗粒尺寸的
 

。高岭石晶体结构的晶格常

的晶格常数为a=5.18 Å，b=8.98 Å，c=15.00 Å。由于



粗粉砂



数为a=5.15 Å，b=8.94 Å，c=7.40 Å；蒙脱石晶体结构







作 用 的 距 离 ，及 黏 土 吸 水 膨 胀 的 最 大 层 间 距 离

所示。粉砂岩粒径约2/3分布在

( 10 nm )；三是黏土颗粒和聚集体的尺寸。但从根本

40～80 μm之间，平均为62.2 μm；细砂岩粒径主要分

上，纳米级尺度的相互作用决定了黏土矿物的特

布在80～160 μm之间，平均为135.6 μm；中砂岩粒径

性。因此，研究黏土岩的物理、化学、力学特性，遇

集中在200～400 μm之间，平均为313.8 μm。从粉砂

水软化、崩解、膨胀特性，必须研究黏土岩的微结构

岩到中砂岩，颗粒粒径成倍增大。

及变化。

在碎屑岩的颗粒间隙之间，充填有杂基和胶结
物等物质。杂基是以机械方式沉积下来的细粒组

岩石孔隙尺度
岩石是一种天然的多孔材料，其内部含有大量

分，粒度一般小于0.03 mm，以泥为主，也可含部分

不规则、跨尺度的孔隙，这些孔隙直接影响着岩石

细粉砂。胶结物是以化学沉淀方式形成的物质，主

的宏观物理、力学和化学性质，如强度、弹性模量、

要为硅质、碳酸盐等。

渗透性、电导率、波速、岩石储层产能等。探明孔隙

5.2

黏土矿物是具有层状或链状结晶格架的铝硅

结构与岩石宏观物理力学性质之间的内在关系，对

酸盐，由硅氧四面体和铝氧八面体2个主要部分组

于解决石油、地质、采矿、冶金、土木和水利工程中

0235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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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nm
0.01

0.1
氢键

1

10

100

1 000

10 000

黏土-有机质作用范围

0.298 0.305 0.295

35 nm

黏土-水作用范围

1 000 nm

5 000 nm

黏土膨胀(层间距)
层间空穴的距离
埃洛石与伊毛缟石中的孔隙
基本粒子的厚度
原子间距
次生颗粒大小
原生颗粒大小
孔隙大小

微孔

图20
Fig. 20

介孔

宏孔

黏土矿物结构及表面化学作用的尺度#*(%

Length scales associated with the structure and surface chemistry of clay minerals#*(%

的实际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隙集中分布在50～150 μm之间。从粉砂岩到中

在碎屑岩中存在大量孔隙，其间可充填甲烷、

砂岩，孔隙直径显著增大。
对于黏土岩孔隙尺寸分布已有大量的研究成

二氧化碳及水等气体和液体。孔隙可分为原生孔





隙和次生孔隙。原生孔隙是碎屑颗粒原始粒间孔

果。吉利明

隙；次生孔隙是成岩中后期，岩石组分发生溶解、收

100 nm之间，且主要分布区间为3～6 nm的小孔和

缩、挤压破碎等作用形成的裂隙、裂纹。

20～80 nm的中-大孔。蒙脱石、高岭石和伊蒙混层

对新疆哈密矿区侏罗系弱胶结砂岩的孔隙度
及孔隙结构测试结果表明

 

：砂 岩 孔 隙 度 高 达

21.8%～34.5%。孔隙直径主要分布在0.1～10 μm之

孔隙率均较高，其中蒙脱石中小孔占绝大多数，伊
蒙混层中小孔和中-大孔都很发育，高岭石则以中大孔为主。

间，小孔与微孔较少( 图21 )。

图22～25分别为陕西高家堡煤矿粗砂岩、细砂
岩、粉砂岩及铝质泥岩的显微结构照片。由图中看

40
34.23

35

孔喉直径频率/%

等认为黏土岩孔隙直径介于3～

出以下几点：

30

( 1 ) 粗砂岩石英颗粒间孔缝大小<1～20 μm。粒

25.14

25
20

15.10

15

17.79

10
5

2.58
1.23 2.36
0
0.005~0.010
0.1~1.0
10~20
50~100
0.01~0.10
1~10
20~50
孔喉直径/μm

图21
Fig. 21

哈密矿区弱胶结砂岩孔隙直径分布#*'%
Pore size distribution of sandstone with weak

cementation in Hami coal mining area#*'%

神东矿区顶板岩石孔隙尺寸分布特征





为：粉

砂岩孔隙直径主要分布在25～45 μm之间；细砂岩
孔隙直径超过1/2分布在50～110 μm之间；中粒砂岩
023538-14

图22 粗砂岩扫描电镜图片( 陕西高家堡矿 )
Fig. 22 SEM image of coarse sandstone
( Gaojiapu Coal Mine，Shaanx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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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细砂岩扫描电镜图片( 陕西高家堡矿 )

Fig. 23

图24

SEM image of fine sandstone

粉砂岩扫描电镜图片( 陕西高家堡矿 )
Fig. 24

( Gaojiapu Coal Mine，Shaanxi )

( Gaojiapu Coal Mine，Shaanxi )

( a ) 420倍

( b ) 2 560倍

图25
Fig. 25

SEM image of siltstone

铝质泥岩扫描电镜图片( 陕西高家堡矿 )

SEM image of bauxitic mudstone( Gaojiapu Coal Mine，Shaanxi )






间存在高岭石、伊利石等黏土填隙物，及粒间残余

法、CT扫描法及核磁共振法等

孔隙、碎屑颗粒溶孔和晶间孔隙等。晶间孔隙大小

数据基础上，采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孔隙的大小及

<1～5 μm。

分布特征，以及对岩石物理、力学及化学性质的影

( 2 ) 细砂岩颗粒间存在伊利石等黏土填隙物及
粒间残余孔隙，粒间孔隙大小<1～9 μm。

。在实验室测试

响。
5.3

煤层孔隙与裂隙尺度

( 3 ) 粉砂岩颗粒间存在伊利石、伊蒙混层、高岭

煤是固体可燃有机岩，为具有复杂孔隙、裂隙

石等黏土矿物及粒间残余孔缝、晶间孔隙。粒间孔

结构的多孔介质，含有大量孔隙、裂隙，尺度从宏观

缝尺寸<1～5 μm，晶间孔隙尺寸<1～2 μm。

的断层、层理、节理，到微米、纳米孔隙。

( 4 ) 铝质泥岩颗粒间存在高岭石、片状伊利石、

煤的孔隙尺寸与结构不仅影响其物理力学性

伊蒙混层等黏土矿物，孔隙分为粒间残余孔隙和晶

质，而且决定煤层瓦斯吸附解吸和渗透特性。已有

间孔隙，前者尺寸<1～3 μm，后者尺寸<1～2 μm。

的研究成果表明，煤中有多种成因的孔隙。图26为

( 5 ) 从粗砂岩、细砂岩、粉砂岩到泥岩，粒间残

陕西高家堡煤矿煤样的电子扫描图片，煤中存在不

余孔隙尺寸不断减小，最大一般不超过20 μm，最小

同尺寸的孔隙，大的超过了10 μm，小的在1 μm以

在1 μm以下。晶间孔隙的尺寸比较稳定，一般不大

下。
 

于2 μm。

在国外，GAN

研究岩石颗粒、孔隙结构大多在实验室进行。

等将煤孔隙划分为分子间孔、

煤植体孔、热成因孔及裂缝孔等。在国内，郝琦





采用的方法有：毛管压力曲线法(包括半渗透隔板

将煤孔隙按成因划分为气孔、植物组织孔、溶蚀孔、

法、压汞法和离心机法等)、铸体薄片法、扫描电镜

矿物铸模孔、晶间孔、原生粒间孔等。张慧

023538-15





在大

康红普：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No. 2( 2020 )：023538

( a ) 1 360倍

( b ) 6 460倍

图26
Fig. 26

煤扫描电镜图片( 陕西高家堡矿 )

SEM image of coal( Gaojiapu Coal Mine，Shaanxi )

量扫描电镜观察结果的基础上，根据成因将煤孔隙

物质孔常见的有铸模孔、溶蚀孔和晶间孔，孔的尺

划分为四大类十小类：原生孔、外生孔、变质孔、矿

寸以10 m的量级为主。



物质孔。原生孔包括胞腔孔和屑间孔，孔径从几微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煤孔隙的尺寸进行了分

米至几十微米不等；外生孔有角砾孔、碎粒孔及摩

类。有的学者将煤孔隙分为纳米孔( 2～100 nm )、过

擦孔3种，角砾孔尺寸一般为2～10 µm，碎粒孔为

渡孔( 100 nm～1 µm )和微米孔( 大于1 µm )

 

  

。还有

0.5～5 µm，而摩擦孔尺寸相差悬殊，从1～2 µm到几

些学者进行了更细的分类

百微米不等；变质孔包括链间孔和气孔，链间孔的

煤孔隙的尺度主要分布在10 ～10 m的量级之

尺寸为0.01～0.1 µm，气孔尺寸大多在0.1～3 µm；矿

间。

表7
Table 7
文献
,-

ХОДОТ В В
,-

GAN H

,-

秦勇

等

等

,-

傅学海

,-

刘常洪

等
等



煤孔隙尺寸分类

,-

等

nm

微孔

小孔/过渡孔

中孔/过渡孔

大孔

<10

10～100

100～1 000

>1 000

0.4～1.2

1.2～30( 过渡孔 )

<15

15～50( 过渡孔 )

50～400

8～20( 过渡孔 )

65～325( 中孔 )

20～65( 小孔 )

325～1 000( 过渡孔 )

10～100( 过渡孔 )

100～7 500

15～100

100～5 000

<8
<10
2.5～5( 亚微孔 )



Classification of pore sizes in coal

备注

30～2 960

<2.5( 极微孔 )
琚宜文

，见表7。由表7可见，

5～15( 微孔 )

由于煤孔隙大小不同且分布范围很广，因此采

高煤阶煤

>400
>1 000
>7 500
5 000～20 000( 大孔 )
>20 000( 超大孔 )

性。根据裂隙的空间尺度，傅雪海

 

构造煤

等将煤裂隙分

用多种实验方法与仪器进行测试与分析，包括前述

为大裂隙、中裂隙、小裂隙、微裂隙，其中大裂隙高

研究岩石颗粒、孔隙结构的压汞法、扫描电镜、CT扫

度为0.5 m到数米，长度为数十米到数百米；中裂隙

描及核磁共振，以及低温液氮吸附法、小角X射线散

高度为0.05～0.5 m，长度为数米；小裂隙高度为数

射分析、中子散射分析、投射电镜、原子力显微镜

毫米到数厘米，长度为数厘米到1 m；微裂隙高度为

等。上述方法各有优势、可测孔隙尺度的范围及适

数毫米，长度为数厘米到数十厘米。




用条件。如原子力显微镜可直接观察纳米煤孔隙

微裂隙是指宽度为微米级的裂隙，刘大锰

的结构，多角度对纳米孔隙进行三维定量测量，将

对微裂隙又进行了细分：A型，宽度≥5 µm，长度≥



煤微孔隙研究深入到分子级水平



。

等

10 mm；B型，宽度≥5 µm，长度＜10 mm；C型，宽度

煤裂隙是线状的空隙，其发育程度、连通性、规
模和性质直接决定着煤层的完整性、渗透性和稳定

＜5 µm，长度≥300 µm；D型，宽度＜5 µm，长度＜
300 µm。

0235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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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

 

对煤微裂隙的成因与分类进行了

下形成的裂隙。根据应力状态可分为张性裂隙、压

研究，普遍按成因将煤裂隙分为内生裂隙和外生裂

性裂隙、剪性裂隙、松弛裂隙等。外生裂隙的规模

隙。内生裂隙是指在煤化作用过程中，煤中凝胶化

尺度相差很大，而且可延续到煤层顶底板中。可

物质受温度、压力影响，内部结构发生一系列物理、

见，煤裂隙尺度主要分布在10 ～10 m的量级。

化学变化，体积收缩产生内张力而形成的裂隙



。





内生裂隙可进一步划分为失水裂隙、缩聚裂隙和静

岩体结构面尺度
岩体中存在不同类型的结构面，对岩体的完整

压裂隙。失水裂隙宽度一般为几至几十微米，对应

性与稳定性有显著影响。沉积岩中的结构面按成

于表7中的大孔级；缩聚裂隙的特点是短小、密集、

因可分为原生结构面、构造结构面和次生结构面。

无序，宽度为0.1～2 µm或更小，长度为2～5 µm或更

原生结构面在成岩过程中形成，包括层理、层面、软

小，与表7中的中孔级对应；静压裂隙等同于煤层气

弱夹层、沉积间断面及不整合面等；构造结构面在

地质学中的割理



5.4

。割理又分面割理和端割理，两

构造运动过程中形成，包括断层、节理和层间错动

者常常相互垂直，且与煤层层面垂直。面割理常呈

面等；次生结构面是成岩后在外力作用下产生的裂

连续分布，延伸距离较长，而端割理较短，在面割理

隙，包括卸荷裂隙、爆破裂隙、风化裂隙及泥化夹层

之间呈断续分布。

等。岩体结构面按规模、尺度可划分为5类

外生裂隙是指煤在构造变形过程中应力作用
表8
Table 8
级序
Ⅰ
Ⅱ
Ⅲ



，见表

8。

沉积岩体宏观结构面分级及尺度

Gradation and sizes of macroscopic structures in sedimentary rock masses
分级依据

岩体结构规模

井田边界断裂，或贯穿全井田，延伸数千米至数十千米以上的特大型断层，断层
落差大于30 m，破碎带宽数米至数十米
采区边界断裂，或贯穿1～2个采区的大型断层。属井田内构造，延伸数百米至数
千米，断层落差20～30 m，破碎带宽为几厘米至数米
工作面边界断裂，或贯穿1～2个工作面的中型断层。属采区内构造，延伸十几米
至数百米，断层落差为5～20 m，破碎带宽小于1 m

Ⅳ

工作面内断裂，延伸短，一般几十米之内的小型断层。断层落差小于5 m，无破碎
带或破碎带很窄，断层面内不夹泥，有的具泥膜

Ⅴ

节理、劈理、片理、层理等小结构面，及微小裂隙，连续性差，无落差

空间尺度


















区域地质结构

长度：10 ～10 m；落差：10 m；


宽度：10 ～10 m

井田地质结构

长度：10 ～10 m；落差：10 m；


宽度：10 ～10 m

采区地质结构

长度：10 ～10 m；落差：10 ～10 m；

宽度：10 m






工作面地质结构

长度：10 m；落差：10 m

工程岩体结构

长度：10 ～10 m

( 10 m为肉眼可见尺度 )





表8描述了肉眼可见的岩体中的宏观断层、节

与数值模拟及现场监测等。室内测试方法与研究

理、裂隙等结构面。在岩石中，还存在2类尺度的裂

煤岩颗粒、孔隙及裂隙的方法类似；现场监测也有

隙。一类是微观尺度的裂隙，在微米级及以下的微

多种方法，包括声波波速法、声发射法、微震法、红

结构面，存在于矿物颗粒内部、矿物颗粒及集合体

外检测法等。

之间，包括矿物解理、晶格缺陷、晶体位错等；另一
类是细观尺度裂隙，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裂隙尺


6



度为10 ～10 m。岩石细观力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
 

是这类裂隙

。

支护与加固材料组分及结构的尺度
井下开采空间的维护需要大量支护与加固材

料。如前所述的采煤工作面液压支架，巷道金属支

岩石破裂是岩石力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煤

架、锚杆与锚索及注浆加固等，由各种金属和非金

炭开采与岩层控制涉及的煤岩破碎和围岩支护加

属材料制成，其组分与结构显著影响材料及构件的

固均与煤岩破裂有密切关系。岩石破裂过程与微

物理力学性能。下面以锚杆钢材、注浆材料及树脂

裂纹的萌生、扩展、相互作用、交叉汇合，最终形成

锚固剂为例进行介绍。

宏观裂纹，研究尺度涉及微观、细观、宏观多个尺

6.1

度。

锚杆钢材
锚杆大多由热轧带肋钢筋制成，也有少量锚杆

岩体结构面的研究方法包括实验室测试与观

采用普通圆钢制作。高强度锚杆在煤矿已得到广

察、统计分析、理论研究与力学模型建立、物理模拟

泛应用，对锚杆钢材的要求是不仅强度高，而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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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的延伸率和冲击韧性，避免在较高载荷或动
载条件下破断。锚杆钢材的力学性能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钢材内部的显微结构― 金相组织。“锚杆
用热轧带肋钢筋”标准明确规定，锚杆钢筋的金相
组织主要是铁素体加珠光体，不得有影响使用性能
的其他组织
 

9

 

。对钢材的晶粒度也有要求，见表

，不得粗于7级。通过提高晶粒度级别，可改善

钢材力学性能。
表9
Table 9

钢材晶粒度分级
( b ) A区高倍放大形貌

Grades of grain sizes in steel

晶粒度分级

平均粒径/µm

晶粒度分级

平均粒径/µm

1

254.0

8

22.5

2

179.6

9

15.9

3

127.0

10

11.2

4

89.8

11

7.9

5

63.5

12

5.6

6

44.9

13

4.0

7

31.8

14

2.8

在高应力、大变形巷道中，锚杆受力大、应力状

( c ) B区高倍放大形貌

态复杂，易出现破断现象。通过分析断裂面形貌、

图27

微结构分布特征、微裂纹扩展规律，可揭示锚杆破
断机理，为防止锚杆破断提供理论基础。图27为潞
安漳村煤矿井下一锚杆断口的宏观形貌与显微图
 

Fig. 27

6.2

锚杆断口形貌

View of the bolt fracture surface

注浆材料
注浆是指采用物理或化学方法，将可以固化的

。可见，断口断裂明显分为3个区：裂纹缓慢扩

液体材料通过注浆泵或其他手段注入到岩体裂隙

展区A、裂纹快速扩展区B及瞬断区C。高倍放大形

或孔隙，从而改善其物理力学性能的方法和过程。

貌特征为准解理＋解理＋少量韧窝，个别区域出现

因此，根据岩体中裂隙、孔隙的大小及分布状况，确

沿晶特征。基于上述对锚杆微观破断机理的认识，

定合理的注浆材料、参数、工艺与设备是注浆成败

在杆体材质、螺纹加工工艺、锚固方式、构件匹配性

的关键。

片

方面进行了优化与改善，显著减少了破断锚杆的数
量。

目前的注浆材料可分为水泥类、化学类和复合
注浆材料。水泥类注浆材料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

可见，锚杆材料与结构的研究尺度从宏观的厘
米、毫米级( 宏观裂纹 )，到显微结构的微米级( 晶粒、
微裂纹 )，甚至更小。

注浆材料。水泥浆液的稳定性、渗透性、扩散范围
与水泥颗粒的大小与分布有密切关系
 

KUHLMANM

 

。

等将水泥熟料粉颗粒大小分为4级：

0～3，3～25，25～60，>60 μm。颗粒粒级不同，对水
泥各龄期强度的贡献不同。已有的研究结果普遍
认为：<3 μm的细颗粒对水泥的早期强度( 3 d )贡献最
大，而>60 μm的粗颗粒对水泥强度的贡献很小，中
间颗粒主要对水泥强度的增长做贡献。较理想的
粒 度 分 布 为 ：<3 μm 的 颗 粒 占 比 不 超 过 10% ，3 ～
32 μm 的 颗 粒 占 65% ～ 70% ，32 ～ 45 μm 的 颗 粒 占
10% 左 右 ，>45 μm 的 颗 粒 占 6% ～ 8% ，>65 μm 和
( a ) 宏观形貌

<1 μm的颗粒最好没有。
0235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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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29分别为水灰比0.8 ：1的纯水泥浆固结

尺寸<1～8 μm。颗粒表面呈针叶片状，含针状矿

体、添加XPM水泥浆固结体的扫描电镜图片。对于

物。添加了XPM后，粒间孔隙大小<1～10 μm，分布

纯水泥浆固结体，颗粒间分布有大小不同的孔隙，

有球状颗粒，周围有孔缝。

( a ) 775倍

( b ) 4 010倍

图28 纯水泥浆固结体扫描电镜图片
Fig. 28

SEM image of pure cement slurry consolidated body

( b ) 1 790倍

( a ) 439倍

图29 添加XPM水泥浆固结体扫描电镜图片
Fig. 29

SEM image of cement slurry consolidated body with additive of XPM

普通水泥的颗粒比较大，渗透能力有限，一般

岩石

中。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岩体缝隙宽度大于水泥
颗粒直径的3～5倍时，浆液才能顺利注入裂缝中，
如图30所示。为了提高水泥浆液的可注性，国内外
开发了超细水泥注浆材料

 

裂缝宽度 h

只能注入大于0.1 mm的裂隙，很难注入微小的裂缝

h
h
3
10
容易进入 可以进入

。一般认为超细水泥

h
2

≥h

很难进入
不能进入

的 颗 粒 尺 寸 为 ：最 大 粒 径 <20 μm ，平 均 粒 径 3 ～

岩石



5 μm，比表面积>1 000 m /kg。煤矿也开发应用了超
细水泥

 

图30

，粒度分布达到D ≈10 μm，D ≈1.9 μm。超

Fig. 30

细水泥浆液可注性高，能够渗透到微细裂隙中，显
著提高了注浆效果。

注浆颗粒与裂缝大小的比较

Comparison of grouting particle and fracture sizes

时间可调等优点，在工期要求紧张、临时性工程中

除水泥基注浆材料外，高分子注浆材料在煤矿

更能发挥其优势。高分子注浆材料主要有：聚氨酯

煤岩体加固中也得到广泛应用。高分子树脂液体

类、环氧树脂类、丙烯酸盐类、不饱和聚酯树脂类、

属于真溶液，能够注入到更微小的裂隙中，渗透能

脲醛树脂类等

力更强。高分子注浆材料还具有固化速度快、固化

注浆材料。

023538-19

 

，目前煤矿应用最多的是聚氨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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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有机复合材料是注浆材料的一个发展方

微纳米增强材料，形成微纳米无机有机复合注浆新

向。为了降低高分子注浆材料的成本，又能保留其

材料。其中，制备的零维纳米锂铝类水滑石增强

优异的力学性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开采研究分院

剂，粒径为90 nm。注浆材料粒径D =7 µm，可注入





。最近，在国

20 µm 以 下 的 裂 缝 中 ，如 图 31 所 示 。 无 机 有 机 复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煤矿千米深井围岩控制及

合注浆材料能注入细小的裂缝中，注浆效果得到显

开发出硅酸盐改性聚氨酯注浆材料
智能开采技术”资助下





，河南理工大学开发出高

胶凝性无机注浆材料、亲煤岩性有机调节剂、高效

著提高，同时与高分子材料相比，注浆成本大幅降
低。

局部

( a ) 整体

( b ) 局部

图31
Fig. 31

微纳米复合注浆材料注入岩石中的形貌

SEM view of injected micron-nano-sized composite grouting material in rock fractures

树脂锚固剂
树脂锚杆是煤矿锚杆支护的主要锚杆类型之

不相同，大小分布也不均匀。有的颗粒内存在微裂

一，树脂锚固剂用量较大，所用树脂绝大部分为不

布较广，从<1 µm到100 µm以上。不仅各组分的配

6.3





缝，有的颗粒积聚成更大的球状体。颗粒的尺度分

。树脂锚固剂的组成成分为：不饱

比显著影响树脂锚固剂的性能，而且组分的颗粒大

和聚酯树脂、固化剂、促进剂、触变剂和填料等。一

小及分布也起重要作用。为了提高树脂锚固剂的

般把树脂、促进剂、触变剂和填料作为一组分，混合

抗剪性能，有的学者

成树脂胶泥；另一组分为固化剂。将２个组分装入

用 ，在 锚 固 剂 胶 泥 中 分 别 添 加 了 粒 径 1.5 ，2.0 ，

彼此隔离的同一包装袋中，封口后制成树脂锚固

2.8 mm的钢砂和1.4，2.0，2.5 mm的钢丸，锚杆平均锚

剂。表10为树脂锚固剂中粉状组分的尺寸，图32～

固力分别提高了6.4%和9.4%。这进一步证明了不

37为树脂锚固剂中各粉状组分的扫描电镜图片。

同材质、不同颗粒大小及分布对树脂锚固剂性能的

由图32～37可见，树脂锚固剂粉状成分颗粒形状各

影响。

饱和聚酯树脂

表10
Table 10

 

研究了添加钢质骨料的作

树脂锚固剂粉状组分的尺寸

Grain sizes of powdery composition in resin capsules
颗粒尺寸分布

组分名称
石粉

固体颗粒大小不均匀，粒径1～23 μm

白炭黑

固体颗粒大小不均匀，粒径1～25 μm

滑石粉

固体颗粒呈菱面体和不规则形状，粒径1～45 μm。颗粒内有微裂缝

纤维素

肠状颗粒，直径7～25 μm

过氧化苯甲酰
2,4-二氯过氧化苯甲酰

柱状颗粒，颗粒大小5～40 μm。颗粒内有微裂缝
柱状颗粒，粒径1～8 μm。呈球状集合体，球体大小107 μm

图38，39为树脂锚固剂经锚杆搅拌后固结体的

存在大量孔隙，呈蜂窝状分布，孔隙大小相差悬殊，

扫描电镜图片。图38为沿锚杆径向的锚固剂切面，

从<1 μm到最大160 μm。不同尺寸的固体颗粒呈晶

图39为沿锚杆轴向的锚固剂切面。在径向切面上

粒状，存在晶间孔隙和晶内孔隙，晶间孔隙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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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Fig. 32

图33
Fig. 33

图35 纤维素扫描电镜图片
Fig. 35 SEM image of cellulose fibers

石粉扫描电镜图片
SEM image of stone powder

图36 过氧化苯甲酰扫描电镜图片
Fig. 36 SEM image of benzoylperoxide

白炭黑扫描电镜图片

SEM image of white carbon black

图37

图34 滑石粉扫描电镜图片
Fig. 34 SEM image of talc powder

Fig. 37

<1～2 μm。在轴向切面上，存在多种粒级的晶粒状

7

结

2，4-二氯过氧化苯甲酰扫描电镜图片
SEM image of 2，4-dichlorobenzoyl peroxide

论

固体颗粒，分布有晶间孔隙及晶内孔隙，晶间孔隙

( 1 ) 煤炭开采与岩层控制研究的空间尺度集中

大小<1～5 μm。可见，锚固剂在径向比较疏松，而

分布在10 ～10 m之间，跨17个数量级。从全球尺

在轴向比较密实，这可能与搅拌速度、推力、杆体

度到煤体中的极微孔。





形 状 及 钻 孔与 锚 杆 的 直径 差 等 因 素有 关 。 锚 固

( 2 ) 不同尺度研究的内容不同。在全球尺度上

剂固化后微结构疏松，会对锚固力产生明显的影

可研究地壳运动、板块构造、地应力分布等与煤层

响。

赋存条件的关系；在矿区尺度上，可根据矿区煤炭
0235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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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184倍

图38
Fig. 38

( b ) 2 260倍

树脂锚固剂固结体扫描电镜图片( 沿锚杆径向 )

SEM image of resin capsule cured body ( along radial direction of bolt )

( a ) 353倍

图39
Fig. 39

( b ) 1 060倍

树脂锚固剂固结体扫描电镜图片( 沿锚杆轴向 )

SEM image of resin capsule cured body ( along axial direction of bolt )

资源分布、地质构造及地面条件等，合理划分井田

原型的各个参数尽量相似。

尺寸与边界，实现矿区的高效开发；在微纳米尺度

( 5 ) 岩层控制研究中一些问题必须从微观开始

上，可分析煤岩体颗粒、孔隙与裂隙分布对煤岩体

研究。如软岩遇水软化与膨胀的机理，应了解软岩

物理力学特性的影响。

的矿物成分和微结构，矿物颗粒与水、阳离子的相

( 3 ) 不同尺度研究方法不同。在煤田尺度上，可

互作用；对于煤层的渗透性，就需要测试与分析煤

采用地质勘探方法研究煤田中煤炭资源分布、储量

体中的微纳米孔隙、裂隙的分布。而对于岩层控制

及大中型地质构造等，从空间与时间上规划煤田

研究中的另一些问题，一般只需了解煤岩层的宏观

的开发；在工作面与巷道尺度方面，可采用力学理

物理力学性质即可。如在研究巷道或采场围岩的

论、实验室试验、数值模拟及井下实测等方法开展

应力场与位移场分布时，只需建立力学模型，将所

研究；对于肉眼看不到的研究对象，需要借助各种

需煤岩体的宏观参数输入后分析计算即可，没必要

显微镜、CT扫描法、核磁共振法及一些间接法开展

了解煤岩体中的微结构尺度与分布。

研究。

( 6 ) 岩层控制中从宏观、细观到微观的多尺度研

( 4 ) 岩层结构只能出现在一定尺度内。如巷道


顶板中形成的梁、拱、层等结构的尺度一般为10 ～


10 m；长壁工作面采空区岩石形成的梁、拱、壳等结




究方法已得到广泛应用，不同尺度之间的相互联系
显得非常重要。例如，如何将实验室小尺度煤岩样
的试验参数与井下原位大尺度的煤岩体参数相联

构尺度大多在10 ～10 m范围内。远离这些尺度，岩

系？如何将煤体中的微纳米孔隙、裂隙分布与煤层

层结构无法形成。相似材料模型试验可缩小原型

的渗透性、强度、刚度及完整性等宏观参数相联

的尺度，便于在实验室进行研究，但应保证模型与

系？这些问题还有待于做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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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研究大同矿区特厚煤层重复开采覆岩与地表沉陷问题，以塔山煤矿8103和8104工作

面的地质采矿条件为工程背景，沿倾向主断面建立了二维相似材料模型。反演分析了仅开采
上覆侏罗系煤层时覆岩沉陷规律、两煤层重复开采时覆岩沉陷规律、离层发育规律、煤柱群垮
塌规律以及地表塌陷规律，揭示了该地质采矿条件下覆岩与地表沉陷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采
用刀柱式采煤法开采侏罗系煤层，上覆岩层未发生显著的破坏和变形；在特厚煤层重复采动影
响下，覆岩以一定的角度向上垮落和裂隙发育，当侏罗系煤层采空区受到下组煤开采扰动时，
采空区中煤柱群受扰损伤，支撑能力降低，导致其上覆岩层沉陷加剧，在弯曲下沉带上方形成
新的导水裂缝带，覆岩沉陷呈现“四带”发育特征。结合实测数据，分析了工作面沿倾向方向
地表移动变形规律，基于Origin 8.0平台和概率积分法进行了二次开发，对倾向观测线上山方向
实测下沉数据进行了拟合求参，获取了部分概率积分预测参数。研究结果可对大同矿区开采
沉陷治理工程提供参考。
关健词：特厚煤层；重复开采；覆岩移动变形；关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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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of overburden and surface movement and deformation due to
mining super thick coal s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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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overburden and surface subsidence caused by repeated mining in Super
thick coal seams in Datong mining area，a two-dimensional similar materi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actual geological mining conditions of 8103 and 8104 panels of the coal mine. The laws of Overburden subsidence,
separation development，pillar collapsed and surface subsidence were analyzed respectively when only overlying
Jurassic coal seams and two coal seams were mined repeatedly，and the mechanism of overlying rock and surface
subsidence under this Geological mining condition was reveal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peated mining of 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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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ck coal seams，overlying rocks collapsed and cracks developed at a certain angle. When the Jurassic coal seam
goaf area is disturbed by the lower coal mining group，the coal pillar group in the goaf area is disturbed and the
support ability is reduced, resulting in an increase in the subsidence of the overlying rock layer. A new water guide
rift zone is formed above the bending zone, and the overlying rock subsidence presents the "four zones"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Finally，based on the Origin8.0 and the probabilistic integral method，the paper made a second
development，and obtained some probabilistic integral prediction parameter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an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mining subsidence management project in Datong mining area.
Key words：extra thick coal seams；repeated mining；overburden moving and deformation；key strata
煤炭开采引起的覆岩与地表沉陷，将会给矿区

拟试验，从覆岩内部着手，并结合地表实测数据，研

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造成一定的采动损害，不但破

究特厚煤层重复开采覆岩与地表沉陷规律及其发

坏地面建( 构 )筑物，而且易造成大面积农田损毁，地

生机理。
目前，相似材料模拟试验台多以二维为主，若

下水运移规律改变，水土流失加剧、荒漠化程度提
高等采动损害

。据统计，全国平均每采出1万t煤

对走向主断面进行建模试验，相当于假定倾向方向

就会造成地表沉陷面积约0.2×10 m ，部分矿区如

已经达到充分采动。事实上，当工作面走向开采达

蒲白、澄合、铜川等甚至达到0.42×10 m

到充分采动以后，覆岩沉陷程度主要取决于工作面









 

 

。

大同矿区是我国八大煤炭生产基地之一，赋存
侏 罗 系 和 石 炭 系 双 系 煤 层 ，矿 区 含 煤 面 积 约
1 827 km ，其 中 侏 罗 系 约 772 km ，石 炭 二 叠 系 约


倾向充分采动程度。为此，本文将从倾向主断面的
视角开展相关研究。



1 739 km ，侏罗系和石炭二叠系在矿区东北部面积


1

研究区地质采矿条件
以大同塔山煤矿一盘区8103，8104工作面开采

重叠约684 km 。目前，侏罗系煤层开采已近完毕，


主采下部石炭系3-5号特厚煤层( 14～20 m )，采煤方

为工程背景。8103，8104位于大同矿区石炭二叠系

法为综放开采；上覆侏罗系煤层采空区留有大面积

煤系3-5号煤层，煤层倾角约为3°，8103工作面走向

的煤柱群，且覆岩中含有多层厚硬岩层。在煤层开

长2 793 m，倾斜长230 m，平均采高13 m，采出率为

采过程中，覆岩将同时遭受来自同一煤层( 石炭系 )

75%，平均采深450 m；8104工作面走向长2 892 m，

和不同煤层( 侏罗系和石炭系 )的重复采动影响。与

倾斜长207 m，平均采高13 m，采出率为75%，平均采

一般地质采矿条件相比，该矿区特厚煤层重复开采

深450 m。采煤方法为综采放顶煤一次采全高，采

将对矿区生态环境造成更加严重的采动损害。鉴

用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8103，8104工作面正上方

于此，于斌等

建立了特厚煤层开采大空间采场岩

为麻地湾煤矿采空区，麻地湾煤矿位于矿区侏罗系

层结构演化模型，提出了“远近场关键层”的概

煤系14，15号煤层，该矿采空区的煤柱形状和布置

念，并对其破断失稳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张宏伟、

及悬空顶板的形状较规则，便于模拟。14，15号煤

霍丙杰等

层距地面平均垂深95 m，煤层平均厚度5 m，开采方

 







对特厚煤层开采覆岩柱壳结构特征模

型及其形成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许家林、弓培林
等



研究了特大采高综采面覆岩结构形态及其运

动规律；胡青峰等

式为长壁刀柱式采煤方法，用刀间煤柱控制顶板，
一次采全厚。工作面长短不一，最小约200 m，最长

结合塔山煤矿实测资料和地质

约900 m，在工作面中每采50 m留1条宽为10 m且与

采矿条件，从覆岩内部着手揭示了特厚煤层开采地

工作面平行的煤柱支撑坚硬难冒顶板。工作面上

表裂缝及其形成机理。以上成果对揭示特厚煤层

方覆岩岩性分布状况见表1。



开采覆岩与地表沉陷规律与发生机理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但均未将侏罗纪煤层采空区的采动影

2

相似模拟试验设计

响考虑进来，给研究该矿区特厚煤层重复采动覆岩

试验目的：研究侏罗系煤层开采引起的覆岩与

与地表移动变形规律带来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

地表沉陷及破坏规律特征；研究石炭二叠系特厚煤

文拟以具体矿山开采为工程背景，采用相似材料模

层开采引起的覆岩与地表沉陷和破坏规律，以及覆

023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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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le 1
层位

岩

原

性

各岩层相似材料力学参数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similar material simulation

层厚/m

型

模



密度/( g·cm )

抗压强度/MPa

层厚/mm

型


密度/( g·cm )

抗压强度/MPa

1

黄土层

10.00

1.80

0.7

33

1.134

0.001 47

2

泥质粉细砂岩

50.00

2.40

34.5

167

1.512

0.072 45

20.00

2.71

80.5

67

1.710

0.169 50

15.00

2.65

44.5

50

1.670

0.093 45

3

粗、
细砂岩互层
( 侏罗纪煤层主关键层 )

4

砂质泥岩、
细砂岩互层

5

侏罗纪煤层

5.00

1.41

30.0

17

0.890

0.063 00

6

粉细砂岩

60.00

2.70

75.0

200

1.700

0.157 50

65.00

2.72

95.6

217

1.710

0.200 76

70.00

2.60

44.0

230

1.640

0.092 40

50.00

2.71

900

170

1.700

0.200 00

7
8
9

砂砾岩、
中粗砂岩互层
( 石炭纪煤层主关键层 )
砂质泥岩、
粉细砂岩互层
砂质泥岩、
中细砂岩互层
( 石炭纪煤层亚关键层 )

10

中细砂岩

50.00

2.70

75.0

167

1.700

0.157 50

11

粉细砂岩

35.00

2.66

75.0

117

1.680

0.157 50

12

煌斑岩、
煤岩互层

20.00

2.50

42.8

67

1.580

0.089 88

13

石炭二叠纪煤层

9.75

1.40

16.0

32

0.880

0.033 60

14

细砂岩、
中粗砂岩互层

32.00

2.71

90.0

107

1.710

0.189 00

岩离层的演化与分布规律







。

系煤层，每采50 m留10 m煤柱，上覆侏罗系煤层开

模型台与比例尺：据试验区实际地质采矿条件

挖完成后，待覆岩沉陷稳定，再开始模拟开挖石炭

和试验目的，采用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的二维相似

二 叠 系层 煤，首 先 开挖 8103工 作面 ，之 后 再开 挖

材料模拟试验平台，试验台的尺寸为：长×宽×高=

8104工作面，两工作面间留设40 m的隔离煤柱，同

4 200 mm×250 mm×2 000 mm，如图1所示。

时，在试验过程中观测岩层沉陷情况。

3

试验结果分析

3.1 覆岩破断与煤柱损伤规律
3.1.1 上层煤开采覆岩破断与煤柱损伤规律
图2为仅开采上覆侏罗系煤层时，覆岩破断与
煤柱损伤情况，刀间煤柱与上覆岩层并没有发生明
显的破坏和变形，仅有部分工作面的直接顶随采随
侏罗纪煤层主关键层

图1
Fig. 1

EWM二维模拟试验台

Two dimensional platform for simulating
experiment of EWM

根据试验模拟的开采范围和模型试验台尺寸，
选取模型的几何相似常数为1﹕300，时间相似常数
为0.058，应力相似常数为0.002 1。
试验参数：根据相似常数计算模型铺设的各个
岩层的参数，见表1。

图2
Fig. 2

试验方案：先采用刀柱式采煤法开挖上覆侏罗
023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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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原因是大同矿区侏罗系煤层地质采矿条件属

砂砾岩与中粗砂岩互层，其硬度较强，在覆岩中起

于典型的“三硬”浅埋煤层，即顶板坚硬、煤层坚

到了关键层的控制作用。但在石炭二叠系煤层中

硬、底板坚硬，且埋深较浅，仅95 m左右，特别是在

的煤柱和煤壁开始出现片帮现象，因为随着覆岩的

侏罗系煤层上方15～20 m处存在一层硬度较强的

破断不断向上发育，在工作面上方覆岩内形成了压

粗细砂岩，在采空区的上覆岩层中起着关键层的控

力拱，拱脚为煤柱和煤壁，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覆岩

制作用，一旦煤柱损坏到足以使关键层破断，其上

层的压应力不断传递到煤柱和煤壁，从而导致片帮

覆岩层与地表可能发生切冒塌陷

现象的发生。8103工作面覆岩裂缝带左侧向上发





。

下层煤开采覆岩破断与煤柱损伤规律

3.1.2

育角度为70°，右侧为65°，裂缝带向上发育角度与垮

由试验结果可知，当8103工作面开采完毕后，

落带发育角度基本吻合。8104工作面的覆岩垮落

即当工作面推进到230 m时，覆岩向上垮落破断，高

和裂缝发育特征基本与8103工作面一致，如图4所

度到达煤层上方105 m处，并在该处与其上覆岩层

示。

形成1条较大离层，垮落破断岩块形成砌体梁。同
时在煤层上方55 m处形成1个长约25 m的悬臂梁，
这 是 由 于 该处 存 在 一 层强 度 相 对 较大 的 中 细 砂
岩。左侧悬臂梁下方覆岩破断角为51°，悬臂梁上方

石炭二叠纪煤层主关键层

覆岩破断角为61°，右侧覆岩垮落角为62.6°，如图3
所示。

图4
Fig. 4
石炭二叠纪煤层亚关键层

8104工作面推进到160 m时岩层移动特征
Movement characteristic of rock stratum when 8104
workface was advanced 160 m

随着覆岩移动变形的充分发育和应力的充分
传递，关键层将被压断，侏罗系煤层采空区煤柱群
遭受剪切破坏，当受损煤柱群面积达到一定程度
图3
Fig. 3

8103工作面推进到230 m时覆岩破断特征

时，导致其上覆岩层发生切冒塌陷，在弯曲下沉带

Destroy characteristic of rock stratum when

上方形成新的直达地表的导水裂缝带，覆岩移动变

8103 workface was advanced 230 m

形呈现“四带”现象，即从石炭二叠系煤层往上依

8103工作面开采完毕且覆岩沉陷稳定以后，开

次发育成垮落带、裂缝带、弯曲下沉带和弯曲下沉

始开采8104工作面，8104与8103工作面之间留设

带上方的导水裂缝带。

40 m的护巷煤柱。随着8104工作面的开采，其上方

3.2

覆岩也不断向上垮落破断，并对8103工作面上方采

3.2.1

动覆岩产生二次扰动，导致8103工作面上方裂缝带

覆岩移动变形特征分析
不同岩层下沉特征分析
为进一步证实前文所分析关键层的位置与其

大范围向上发育，裂缝带发育至距离煤层约225 m，

控制作用，以及离层发育情况，以8104工作面开采

并在该处发育成1条新的相对较大的离层，且由于

160 m时的覆岩沉陷数据为例进行说明( 覆岩最终沉

上覆岩层的沉陷导致距离煤层105 m处离层变小。

陷数据不能较好地反映关键层的控制作用 )。

当两工作面均开采完毕时，两工作面覆岩沉陷继续

由图5可知，岩层深度越深其下沉量越大；煤层

向上发育，两者的破断区域在距离煤层225 m处发

顶部上方岩层下沉量几乎接近煤层的等效开采厚

育为一体，并形成结构，未对上覆侏罗系采空区中

度( 采出率75% )；在该开采情况下，地表下方432.0 m

的煤柱群造成明显损伤或破坏。这是因为在距离

和381.6 m处岩层同步下沉，331.2 m和280.0 m处岩

石炭二叠系煤层上方225～290 m处有一厚度达65 m

层同步下沉，225.0 m以上岩层同步下沉，表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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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
0
-1 000
-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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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00
-6 000
-7 000
-8 000
-9 000
-10 000
-11 000

225.0 m之间也有离层发育，这是因为在345.0 m与

下沉量/mm

432.0 m
381.6 m
331.2 m
280.8 m
225.0 m
180.0 m
129.6 m
79.2 m
28.8 m
-160

图5
Fig. 5

225.0 m上方分别存在一层厚硬岩层，对上覆岩层具
有控制作用。
由图5可知，两工作面间护巷煤柱上方岩层也
存在下沉，说明工作面间护巷煤柱处存在一定的顶
底板移近量。
8104

-80
0
80
160
距开采边界的距离/cm

为研究采动过程中某一岩层的沉陷情况，以及

240

进一步证实前文所分析结果的正确性，以地表下方

覆岩内部不同深度岩层下沉曲线

225.0，280.8，331.2及381.6 m处岩层为例，分析了工

Subsidence of different horizontal rock stratum

作面开采到不同程度时其下沉情况，如图6( a )～( d )

381.6 m 与 331.2 m 之 间 有 离 层 发 育 ，在 280.8 m 与

所示。

100

-400

开采90 m
开采140 m

开采130 m
开采190 m
开采230 m

-500
-600
-700

开采160 m
8104

-800
-160

下沉量/mm

8104工作面

8103工作面

500
0
-500
-1 000
-1 500
-2 000
-2 500
-3 000
-3 500
-4 000
-4 500
-5 000
-5 500

8103

-80
0
80
160
距开采边界的距离/cm
( a ) 225.0 m

8103工作面

开采160 m
8104

8103

-80
0
80
160
距开采边界的距离/cm
( c ) 331.2m

图6
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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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8104工作面

开采130 m
开采190 m

开采90 m
开采140 m

开采230 m

开采160 m
8104

-160

开采90 m
开采140 m

开采230 m

8103工作面

240

8104工作面

开采130 m
开采190 m

-160

下沉量/mm

-100
-200

500
0
-500
-1 000
-1 500
-2 000
-2 500
-3 000
-3 500
-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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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量/mm

下沉量/mm

0

-300

工作面开采过程中同一岩层下沉特征分析

3.2.2

8103

8103

-80
0
80
160
距开采边界的距离/cm
( b ) 280.8 m

8103工作面

8104工作面
开采90 m
开采140 m

开采130 m
开采190 m
开采230 m

开采160 m
8104

-160

240

8103

-80
0
80
160
距开采边界的距离/cm
( d ) 381.6 m

240

工作面不同推进距离时同一深度岩层下沉情况
Subsidence of the same stratum as the faces advance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岩层距离煤层越近，其

留设护巷煤柱；工作面达到充分采动以前，其开采

下沉量也相对越大，反之则相反。对比图6( a )和( b )

宽度越宽覆岩与地表沉陷也越严重。当8103工作

可知225.0 m处岩层与280.8 m处岩层不是同步下沉

面 开 挖 完 毕 时 ，地 表 下 方 225.0 ，280.8 ，331.2 和

的，这说明两处岩层并不是被同一个关键层控制，

381.6 m处岩层的最大沉陷值分别为257，379，664及

由图5可知两岩层之间有离层发育。对比图6( b )～

8 117 mm；当8104工作面开挖到160 m时，上覆不同

( c )，说明了280.8 m处岩层与331.2 m处岩层是同步

深度岩层( 225.0，280.8，331.2和381.6 m )的最大沉陷

下沉的。从图6( a )～( d )可以看出，8103工作面上方

值分别为719，3 895，4 709及8 280 mm。

覆岩沉陷较8104工作面上方严重，这是因为8103工

3.2.3

作面倾向开采宽度较8104工作面宽，且两工作面间
023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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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发育规律。

一般情况下，煤层开采以后，在采空区上方覆
岩内部向上依次会形成垮落带、裂缝带及弯曲下沉

对于采用柱式采煤方法单独开采侏罗系煤层

带，它们的发育情况关系着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和

时，由于侏罗系煤层顶板较硬，再加上采空区中有

矿区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由于塔山煤矿特殊的

大 量 的 煤 柱 存 在 ，在 采 空 区 上 方 没 有 形 成 “ 三

地质采矿条件，其覆岩垮落带、裂缝带、弯曲下沉带

带”。但当其受到下覆石炭二叠系煤层采动影响

发育也必然存在着特殊性。

时，煤柱遭受损伤，其支撑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减

垮落带是由矿体开采引起的上覆岩层破裂并

弱，加大了采空区顶底板移近量，致使其上覆岩层

向采空区垮落的覆岩范围。垮落带发育高度主要

产生弯曲，且伴随裂隙发育，形成新的导水裂缝带，

取决于煤层采高和上覆岩层的碎胀系数，一般为采

弯曲下沉带的发育高度为从煤层顶板225.0 m处向

高的3～5倍。当顶板岩性坚硬时，垮落带发育高度

上直到侏罗系煤层采空区底板，弯曲下沉带上方导

为采高的5～6倍；顶板为软岩时，垮落带发育高度

水裂缝带的发育高度为从侏罗系煤层采空区顶板

为采高的2～4倍 。对于该矿开采石炭二叠系煤层

到地表。



形成的垮落带，由试验结果可知，当8103工作面开

4

地表沉陷实测数据分析

4.1

认为该矿垮落带发育高度为55 m，与采高9.75 m构

移动变形规律
以上研究借助相似材料模拟试验反演了该地

成约6倍的关系，符合一般坚硬岩层垮落带发育规

质采矿条件下特厚煤层重复开采覆岩移动变形规

律。

律，由于本试验模型比例尺相对较小，如果采用本

采完毕时，在采空区上方左侧55 m处形成了一个悬
臂梁，下方为垮落岩层。因此，结合垮落带的定义，

试验结果定量分析地表移动变形规律，效果并不

垮落带和裂缝带合称为两带，又称为导水裂缝
带。“两带”发育高度与上覆岩层岩性有关，一般

佳。

情况下，当岩性较软时，
“两带”高度发育为采高的

为研究由采动覆岩移动变形导致的地表移动

9～12倍；中硬岩层发育为采高的12～18倍；坚硬岩

变形，以下将结合8103和8104工作面上方观测线实

层发育为采高的18～28倍 。对于开采石炭二叠系

测数据开展相关研究，以补充完善本相似材料模拟

煤层形成的垮落带，由试验结果分析可知，在煤层

试验研究结果。8103和8104工作面上方倾向观测

上方225.0 m以上岩层沉陷同步，且没有明显裂隙发

线位于两工作面走向主断面充分采动区内，测点间

育 ，说 明 “ 两 带 ” 发 育 高 度 为 225.0 m ，与 采 高

距为25 m，共计布设59个监测点。倾向观测线井上

9.75 m构成约23倍的关系，符合一般坚硬岩层“两

与井下对照如图7所示。



Q1
Q4
Q7
Q10
Q13
Q16
Q19
Q22
Q25
Q28
8104工作面

Q31
Q34
Q37
8103工作面

Q40
Q43
Q46
Q49
Q52
Q55
Q58

图7
Fig. 7

倾向观测线井上与井下对照

Up-and-down contrast of inclined observation lines

图8为沿倾向观测线地表下沉终态曲线。由图
8可知，倾向观测线上地表最大下沉值为3 089 mm，

位于8103工作面中央上方地表，与试验结果一致。
图9为沿倾向观测线地表水平移动终态曲线，由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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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水平移动最大点位于8103工作面的正上方，

30
20

倾斜/(mm·m )

水平移动值为-925 mm，因此可得地表水平移动系
数为0.3。
500
0
-500

下沉量/mm

10




0
-10
-20
-30

-1 000

-40

-1 500

-50

8104

-600 -400 -200 0 200 400 600 800 1 000
距开采边界的距离/m

实测
拟合

-2 000
-2 500

图10

-3 000

8104

-3 500

8103

工作面推进2 500 m时倾向观测线地表倾斜曲线

Fig. 10

Slope profile along trend survey line when

-600 -400 -200 0 200 400 600 800 1 000
距开采边界的距离/m

图8

the face was advanced 2 500 m

工作面推进2 500 m时倾向观测线实测及其

0.8

拟合下沉曲线对比
Fig. 8

0.4

Measured subsidence profile compared with its fitting

0

曲率/mm

profile along trend survey line when the face was
advanced 2 500 m
900

-0.4
-0.8

水平位移/mm

600

8104

-1.2

300

-300

实测

-600

拟合

图11

工作面推进2 500 m时倾向观测线地表曲率曲线

Fig. 11

-900

Curvature profile along trend survey line when
the face was advanced 2 500 m

8104 8103
-1 200
-800 -600 -400 -200 0 200 400 600 800 1 000
距开采边界的距离/m

水平变形值/(mm·m )

15
10




工作面推进2 500 m时倾向观测线实测及其
拟合水平移动曲线对比

Fi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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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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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d displacement profile compared with its fitting
profile along trend survey line when the fac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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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曲线变化不规则，为了求出沿倾向观测线

8104 8103
-15
-800 -600 -400 -200 0 200 400 600 800 1 000
距开采边界的距离/m

的地表倾斜、曲率和水平变形值，首先对倾向观测

图12

从倾向观测线的下沉曲线和水平移动曲线可

工作面推进2 500 m时倾向观测线地表
水平变形曲线

线的下沉曲线和水平移动曲线进行差值与拟合，如
Fig. 12

图8和9所示，根据拟合曲线可以得到沿倾向观测线

Strain profile along trend survey line when
the face was advanced 2 500 m

的倾斜曲线、曲率曲线和水平变形曲线，如图10～
12所示。由图10～12可知，沿倾向观测线地表最大

倾向观测线的概率积分预测参数，以倾向观测线上

负 倾 斜 值 为 -38.7 mm/m ，最 大 正 倾 斜 值 为

山方向的观测数据为依据，基于Origin 8.0平台和概

18.6 mm/m；最大凸曲率为0.65 mm/m ，最大凹曲率

率积分法进行了二次开发，对倾向观测线上山方向

为-1.04 mm/m ；最大拉伸变形为12.7 mm/m，最大压

实测下沉数据进行了拟合求解，如图13所示，拟合

缩变形为-12 mm/m。

所得部分参数见表2。





4.2

概率积分预测参数
对于倾向观测线而言，由于下山方向受8103工

5

作面开采的影响较大，为了更加客观、准确地获得
023021-7

结

论

( 1 ) 由于大同矿区侏罗系煤层属于典型的“三

下沉值/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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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形成的弯曲下沉带上方形成了新的导水裂缝

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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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
实测监测点
-1 600
-2 000
概率积分法拟合曲线
-2 400
-2 800
-3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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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开采边界的距离/m

图13
Fig. 13

带，该导水裂缝带的发育高度直达地表。
( 5 ) 结合实测数据，分析了工作面沿倾向方向地
表移动变形规律，基于Origin 8.0平台和概率积分法
进行了二次开发，对倾向观测线上山方向实测下沉
数据进行了拟合求解，获得了部分概率积分预测参

8104
100

数。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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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软岩巷道支护方案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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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土城煤矿运煤上山围岩软弱变形及控制困难的问题，通过现场调研、理论分析、数

值模拟等研究手段，揭示软岩巷道的变形破坏特征及破坏原因，认为围岩强度低、自承载能力
差、支护设计不合理、复杂应力环境及水力侵蚀作用是巷道失稳变形的主要原因。基于此，运


用层次分析法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提出2种工程类比支护方案，采用FLAC 模拟2种支护方案的
支护效果，最终得出“锚杆索网+灌浆+U型钢”支护方案能够满足顶板及两帮对移近量的要
求。后期现场监测结果表明：新优化方案对巷道围岩整体变形的控制满足预期，45 d后收敛稳
定，收敛速率小于0.5 mm/d，整体移近量低于70 mm，满足巷道支护要求，支护效果良好。
关键词：软岩巷道；支护优化；层次分析法；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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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soft rock roadway support
scheme based on AHP










WANG Yuyang ，LIU Yong ，WANG Chen ，HAN Lianchang ，LENG Guanghai

( 1. Mining College，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al Resources and Safe Mining，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116，China；3. Guizhou Panjiang Refined Coal Co. ，
Ltd. ，
Panzhou 553529，
China )

Abstract：Aiming at the challenge of weak and large deformation of surrounding rock and difficulty in control of coal
transportation in Tucheng mine，the theoretical analysis，laboratory test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were used to reveal
the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characteristics of soft rock roadway and the cause of damage. Poor self-supporting
capacity，unreasonable support design，complex stress environment and water erosion obviously we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instability of the roadway. Based on these，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was applied to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and proposed two engineering analog support schemes. FLAC were used to simulate the
support effect of the two support schemes，and the "anchor ( cable ) + grouting + U steel" support schemes were chose.
The solution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oof and two side of approaching quantities. The results of post-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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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deformation control of the surrounding rock under the new optimization scheme
met the expectations. After 45 days，the convergence was shown stable and the convergence rate was less than
0.5 mm/d. The overall displacement was less than 70 mm，which fits the requirements of roadway support and has
adequate support effect.
Key words：soft rock roadway；support optimization；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numerical simulation


随着我国煤炭资源开发向深部延伸 ，巷道施
工遇到的软岩问题日益显著，软岩巷道的支护问题

1

工程概况

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复杂工程难题。软岩巷道长期

土城煤矿14运煤上山对5号煤层进行开采，开

处于“三高一低”的窘境，即支护成本高、支护难

采深度684 m，巷道围岩岩性以砂岩、泥岩及泥质粉

度高、围岩变形程度高、安全程度低等，这些不利因

砂岩等软弱岩层为主，其中粉砂岩和泥岩中黏土类



素加剧了软岩巷道的支护难度

。

矿物含量较多，此类矿物遇水易膨胀，产生较大膨

软岩巷道的支护问题已开始得到国内外相关
专家的重视，同时也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取
 



胀应力，煤岩层综合柱状图如图1所示。邻近可采
煤层为上部4号煤和下部6号煤，已先后部分采空，

。周炜光等 针对小屯煤

巷道长期赋存在高应力环境中，同时巷修段位于多

矿顶底板岩性松软、受水力侵蚀严重、巷道变形破

硐室、巷道交岔点处。如图2所示，受多重采动影

坏严重等问题，分析巷道变形破坏特征及破坏原

响，采掘叠加效应显著，巷道赋存环境整体应力水

因，并对支护方案进行优化，最终提出了“两帮中

平较高，属于典型的高应力软岩巷道，原巷道支护

空注浆锚杆( 锚索 )高强预注+顶板高强全锚+底角注

方案采用 22 mm×2 400 mm的左旋螺纹锚杆，间排

浆加固”的支护方案，现场应用表明支护效果良

距800 mm×800 mm，21.8 mm×6 300 mm的钢绞线

得了较好的支护效果



好；滕娟等 以伯方煤矿为工程背景，针对该矿松软


易冒顶巷道的支护难题，采用FLAC 软件进行支护

锚索，间排距1 600 mm×1 800 mm，8 mm×100 mm×
100 mm的钢筋锚网，无法阻止有害变形继续发展。

方案模拟，最终确定最优的支护方案，现场应用表
明优化效果显著；王应帅等

 



借助FLAC 软件分析

分层
厚度/m

煤岩
柱状

岩性

岩性描述

6.26～7.90
7.08

粗砂岩

灰白色，厚层状，由石英、长
石组成

4.66～6.42
5.56
1.74～3.47
2.80
4.71～8.84
6.78
2.13～2.81
2.48

中砂岩 黑灰色，由石英、长石组成，
局部含炭质

淮南矿底板轨道大巷围岩的变形破坏特点，得出主
要变形点为底板及两帮，然后采取针对性的支护措
施，即改进初次支护强度和增大底角锚杆角度、增
加锚杆密度并配合全断面注浆为主要技术特点的
支护方案，支护效果良好。综上所述，这

些支护

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控制了巷道围岩的
变形，但因软岩巷道支护环境的千差万别、影响围
岩的失稳因素不尽相同，使现有的软岩巷道治理措
施存在一定局限性，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因此，笔者以土城煤矿14运煤上山为工程实践
背景，针对该巷道的围岩控制问题，采用现场调研、
理论分析、数值模拟等研究方法，分析该巷道的变
形破坏特征及破坏原因，提出对应的围岩稳定性控
制对策，采用层次分析法筛选出较优的支护方案，

4号煤 块状，玻璃光泽，煤质较好
泥岩 黑色，细腻，含炭质和较多植
物化石
5号煤 块状，玻璃光泽，煤质较好

5.12～5.40
5.26

粉砂岩 黑灰色，厚层状，局部砂质较高

0.97～5.05
3.01

6号煤 块状，具玻璃光泽

4.45～7.86
6.84

粗砂岩

4.12～4.40
4.26

中砂岩 浅灰色，厚层状，下含植物化石

5.64～14.21
10.39

细砂岩

灰白色，厚层状，由石英、长
石组成，完整坚硬



借助FLAC 数值模拟软件验证方案的合理性，最终
选出“锚杆索网+灌浆+U型钢”的支护方案，现场
应用结果表明，该支护方案支护效果良好，巷道围
岩变形得到有效的控制。

图1
Fig. 1

023037-2

浅灰色，由石英、长石组成，
局部含炭质

煤岩柱状图

Coal rock hist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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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修段

4, 6号采空区

终采线

图2
Fig. 2

2
2.1

14回风

石门

( b ) 巷帮围岩破碎

硐室
14安全

道
山绕
风上
1 4回

上山

14联络巷

14运煤

14运煤上山平面布置示意

Sketch map of plane layout of 14 coal uphill

软岩变形破坏特征及破坏原因

( c ) 支护构件破坏

图3

巷道变形破坏特征

Fig. 3

巷道现场

Site photo of roadway

14运煤上山经历多次重复采动，受已开采层位
采掘应力影响，巷道整体应力水平较高，巷道围岩
在高地应力及上下层位采动应力叠加影响下，巷道
岩体应力水平显著增加，显现出一定程度的软岩巷
道特性，通过现场调研和对已有地质资料及工程记
录总结分析，得出其巷道变形具有以下特征：
( 1 ) 围岩变形向内部空间移近量大。巷道开掘
初期两帮移进量可达800～1 000 mm，顶板及两帮收
敛速度大于50 mm/d，顶板最大下沉量超过500 mm，
局部断面整体收缩超过80 mm/d。
( 2 ) 岩体裂隙发育，围岩松散破碎。围岩裂隙向
深部延展、破碎圈范围大于1.5 m(图3( b ) )，赋存环境
具有一定工程软岩特征，对巷道承载性能影响显著。
( 3 ) 支护体、支护构件变形失效严重。巷帮两
侧、顶窝关键位置及顶板悬吊支护处锚杆( 索 )失效
严重，金属网兜断裂，如图3( c )所示，破坏形式主要
为锚杆折损、托盘挤出、螺纹螺母压弯及断裂等。

2.2

巷道变形破坏原因
( 1 ) 围岩自承性能低。岩性多以泥岩、粉砂岩、

泥质粉砂岩等软弱成分构成，具有一定的地质软岩
特征。试验采用X射线衍射仪对岩样进行矿物组分
解析，其矿物组分中高岭石、钠长石等黏土类矿物
组分较多，含此类矿物遇水易膨胀，于岩体内部
产生较大膨胀挤压应力，加速巷道向内部空间移
近。
( 2 ) 受开采扰动影响。先后经历4号煤和6号煤
重复采动影响，开采扰动形成的扰动应力场与原岩
应力场叠加，使得巷帮肩角、顶窝关键部位应力集
中显著，此处支护构件变形破坏最为严重。
( 3 ) 水力侵蚀明显。底角水量较大，巷帮顶板存
在渗水现象，岩体裂隙向深部拓展蔓延为水提供接
触路径，软岩巷道中亲水性黏土矿物遇水浸泡体积
增大，巷道埋深684 m，垂直荷载达到16 MPa，在高
地应力下，随着浸泡时长增加，巷道塑性变形和流


变特性显著

，巷道变形破坏愈加严重。

( 4 ) 支护参数设计不合理。原支护方式锚杆长
度为3 m，间排距为800 mm×800 mm；锚索长度为
6 m，间排距为1 200 mm×1 200 mm，未能将围岩松
动圈悬吊至外围较稳定的岩层上，锚杆( 索 )加固围
岩整体的主动承载性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 5 ) 关键部位支护不足。监测显示在两帮及顶
( a ) 断面变形大

窝位置矿压显现多次峰值，支护设计针对性差，现
0230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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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采用的支护方式未能提供足够的支护阻力，未能

道断面形状设计为半圆拱形断面。结合巷道的变

有效控制该处有害变形继续发展。

形破坏特征、变形破坏原因及围岩稳定性控制对策
等设计出的2种减少围岩强度损失

围岩稳定性控制对策及支护方案设计

3



的支护方案进

行对比分析。

围岩稳定性控制对策

( 1 ) 方案1：锚杆索网+U型钢支护

基于软岩巷道围岩控制理论，分析软岩巷道的

具体参数：锚杆采用 20 mm×2 400 mm的左旋

变形破坏特征及变形破坏原因，认为软岩巷道的支

高强螺纹钢锚杆，间排距为700 mm×700 mm，每根

护应提高围岩整体性，充分发挥围岩的主动承载性

锚 杆 采 用 K2350 树 脂 药 卷 3 卷 ；锚 索 规 格 为

3.1



能

，具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7.8 mm×6 300 mm，间排距为1 200 mm×1 200 mm，

( 1 ) 强化围岩。软岩巷道的围岩成分多以泥岩、

每根锚索采用4卷K2350树脂药卷；菱形金属网，网

页岩、粉砂岩等软弱岩层为主，围岩松散破碎，节理

格的搭接长度为100 mm×100 mm；支架采用型号为

裂隙发育，加之受采动效应的影响，围岩的自承载

29的U型钢棚。

能力低。依据巷道松动圈理论，围岩的自承载能力

( 2 ) 方案2：锚杆索网+灌浆+U型钢

是维持巷道长时间维持稳定的关键。因此，支护中

具体参数：锚杆采用 20 mm×2 400 mm的左旋

应充分发挥围岩的自承载能力，提高围岩的完整

高强螺纹钢锚杆，间排距为800 mm×800 mm，每根

性，强化浅部破碎围岩。

锚 杆 采 用 K2350 树 脂 药 卷 3 卷 ；锚 索 规 格 为

( 2 ) 阻止水的侵蚀作用。现场调研该矿渗水现

17.8 mm×6 300 mm，间排距为1 200 mm×1 200 mm，

象明显，围岩的泥化、软化现象显著，这是由于软岩

每根锚索采用4卷K2350树脂药卷；挂网为钢筋网，

中多以亲水黏土矿物为主，高岭石、蒙脱石、伊利石

网格的搭接长度为150 mm×150 mm，锚杆锚索打在

等所占比例较大，这些亲水黏土矿物受水的侵蚀易

钢筋网搭接处；支架采用型号为29的U型钢棚；巷修

发生物理化学变化，产生较大的膨胀压力，随时间

段拓宽至设计断面，架设的支架与围岩间的距离留

而恶性扩展。

有300~500 mm的间隙进行灌浆；灌浆的水泥砂浆配
合比为水泥：砂子=1：2.5。

( 3 ) 避免出现薄弱环节。巷道围岩的失稳变形
首先从支护中的薄弱点处发生破坏。巷道首先破
坏的位置在肩角及底角2个部位，在支护中这2个部
位成为支护的薄弱点，薄弱点破坏随时间层层递
进



4

层次分析法应用
支护方案层次结构模型

4.1

，逐渐侵蚀整个掘进方向上的岩体完整性，最

根据原现场地质条件，针对以上提出的2种优

终导致巷道的失稳变形。因此，在断面形状设计过

化支护方案，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如图4所示的支

程中应避免矩形及梯形等尖角过多的断面。

护方案层次结构模型

3.2

  

，模型中目标层为设计的

支护方案设计

支护方案评价，选取6个一级评价指标、16个二级评

综合上述分析，同时根据现场的实际需要将巷

价指标对支护方案进行综合考量。

支护方案评价

经
济
指
标

工
程
造
价

工
程
意
外
损
失

工
序
协
调
情
况

设
备
先
进
性

主
体
工
程
耗
时

施
工
质
量

图4
Fig. 4

辅
助
作
业
耗
时

支
护
效
果

作
业
总
量

施
工
进
度

施
工
方
法

不
可
避
免
耗
时

主
体
工
程
作
业

设
备
搬
运

材
料
运
输

断
支
面
护
收
年
敛
限
率

支护方案评价层次结构模型

Support scheme evaluation hierarchy mode
023037-4

作
业
环
境
监
测
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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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施
工
安
全
度

环
境
优
劣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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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应关系为：(A )=( 支护方案评价 )；(B ，B ，

CR 

B，B，B ，B )=( 经济指标，施工方法，施工进度，作业

IC
IR

(2)

总量，支护效果，作业环境 )；(C ，C ，C ，C ，C ，C ，

式中，n为判断矩阵维数；IR 为平均随机性一次性指

C，C ，C ，C ，C，C，C，C，C ，C )=( 工程造价，工

标，查表可得。

程意外损失，工序协调情况，设备先进性，施工质

IR 随判断矩阵维数n的变化

表2

量，主体工程耗时，辅助作业耗时，不可避免耗时、

Table 2

IR changes with the dimension of

主体工程作业，设备搬运，材料运输，支护年限，断

the judgment matrix

面收敛率，监测的合理性，施工安全度，环境优劣
度 )。

维数

1

2

3

4

5

6

7

I指标

0

0

0.58

0.90

1.12

1.24

1.32

B

B

构造判断矩阵

4.2

计算结果见表3。

经现场勘察调研、现场专业人员分析以及专家


系统评价统计

得出：
3
2
4
 1
1 / 3 1 1 / 2
2

1 / 2
2
1
3
A
1 / 4 1 / 2 1 / 3 1
1 / 5 1 / 4 1 / 3 1 / 2

2
3
4
 1

表3

5
4
3
2
1
5

Table 3

1 
1 / 3

1 / 2

1 / 4
1 / 5

1 

B

0

0

B

B

0.079 3 0.046 2 0.003 5

0

各指标相对权重计算
C层对A层的总排序权值公式为
m

bi  bij a j

(3)

j 1

式中，bij 为第k+1层的n个元素对上层某个因素的层
次单排序权值；a j 为第k层的m个元素相应的层次总
排序权值。
计算得出 C 对 A 的总排序为：0.199 8，0.099 8，
0.021 2，0.010 6，0.042 5，0.097 8，0.056 4，0.029 7，
0.034 9，0.013 9，0.022 0，0.008 1，0.022 8，0.042 9，
0.059 9，0.239 8。

最大特征值及特征向量

4.5

Maximum eigenvalue and eigenvector

方案决策
结合围岩的稳定性控制选取对策，对原支护方

max



A-B

6.286 7

0.299 7，
0.074 3，
0.181 9，
0.070 8，
0.073 8，
0.299 7

B-C

2.000 0

0.666 7，
0.333 3

B-C

3.000 0

0.285 7，
0.142 8，
0.571 5

B-C

3.092 0

0.537 8，
0.310 3，
0.163 5

B-C

3.053 6

0.493 4，
0.195 8，
0.310 8

B-C

3.003 7

0.109 5，
0.309 0，
0.581 5

B-C

2.000 0

0.200 0，
0.800 0

案、锚杆索网+U型钢、锚杆索网+灌浆+U型钢3种方
案进行对比分析，将方案进行专家调研，将调研方
案的合理性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
通过专家评价统计及各级指标权重之积求和
得出：方案1为0.568，方案2为0.605，均大于原方案
0.497，方案2略优于方案1，考虑到软岩巷道面临的
底臌问题和矿井整体矿压控制设计，选用方案2作

一致性检验
一致性检验指标 IC 公式为
 n
IC  max
n 1
一致性比率 CR 公式为

B

0.046 2

4.4

矩阵

4.3

A

C

条件。

1 1 / 3 1 / 5 
1 1 / 4 
B5  3 1 1 / 2  ，B6  

4 1 
5 2
1 
计算得到的最大特征值及特征向量值见表1。

Table 1

参数

计算结果表明 C 值均小于0.10，故满足一致性

2 1 / 2
 1
2
 1

，B2  1 / 2 1 1 / 4 
B1  

1 / 2 1 
 2
4 1 
2
3 
2
2 
 1
 1



B3  1 / 2 1 1 / 2  ，B4  1 / 2 1 1 / 2 
1 / 3 2 1 
1 / 2 2 1 

表1

一致性检验结果
Consistency test results

为最终优化支护方案。综上所述，结合现场的地质
条件及层次分析法进行综合评价，14运煤上山适宜
(1)

采用“锚杆索网+灌浆+U型钢”的支护方案，优化
支护方案设计如图5所示。

023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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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Table 4

顶部自由面施加垂直载荷16 MPa。岩层参数如图6

支护方案的综合评价结果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sults of

所示，U型钢模拟采用Beam单元，采用Shell单元模拟

the support scheme
准则层
B

B

B

B

B

B

混凝土喷层，Liner单元模拟灌浆体

原方案

方案1

方案2

权重

C

0.569

0.589

0.782

0.199 8

C

0.431

0.421

0.635

0.099 8

C

0.456

0.487

0.563

0.021 2

C

0.447

0.457

0.508

0.010 6

1

厚
度/m
粗砂岩 16

C

0.358

0.347

0.603

0.042 5

2

中砂岩

6

3

4号煤

3

4

泥岩

7

5

5号煤

3

6

粉砂岩

5

索采用Cable单元，参数见表5~8。

序号 岩性

C

0.442

0.567

0.537

0.097 8

C

0.524

0.546

0.562

0.056 4

C

0.535

0.453

0.559

0.029 7

C

0.459

0.501

0.491

0.034 9

7

6号煤

3

C

0.507

0.446

0.526

0.013 9

8

粗砂岩

7

C

0.443

0.443

0.452

0.022 0

9

中砂岩

5

C

0.565

0.532

0.577

0.008 1

10

细砂岩

11

C

0.433

0.443

0.463

0.022 8

C

0.508

0.567

0.581

0.042 9

C

0.433

0.432

0.486

0.059 9

C

0.541

0.531

0.575

0.239 8

巷道

图6 巷道数值力学模型
Fig. 6

29U型钢

岩层

岩层力学参数

Rock layer mechanical parameters

密度
剪切模

/(kg·m ) 量/GPa

体积模

黏聚力

内摩擦

抗拉强

量/GPa

/MPa

角/( ° )

度/MPa

粉砂岩

2 400

0.5

1.0

0.8

25

1.20

细砂岩

2 700

0.6

1.2

0.7

30

1.20

泥岩

2 400

0.3

0.5

0.5

25

0.67

粗砂岩

2 800

0.7

1.1

0.8

32

1.14

中砂岩

2 500

0.6

1.2

0.9

32

1.10

煤

1 400

0.2

0.45

0.5

24

0.65

灌浆孔

表6

灌浆体

Table 6
弹性模

5 050 mm
6 300 mm

锚杆锚索支护参数

Anchor cable support parameters
横截面

积/mm

拉断强

预紧

剪切刚

黏聚

量/GPa

度/kN

力/kN

度/MPa

力/MPa

锚杆

210

314

185

63.7

22

2.0

锚索

210

249

260

130.0

25

1.2

类型

图5 支护方案设计
Fig. 5

Roadway numerical mechanics model
表5

锚索: φ17.8 mm×6 300 mm
间排距: 1 200 mm×1 200 mm

3 600 mm
3 000 mm

锚杆:φ20 mm×2 400 mm
间排距: 800 mm×800 mm

5.1

。锚杆、锚

指标层

Table 5

5

  

表7

Design diagram of support scheme

Table 7

灌浆体力学参数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grout

切向黏聚 切向内摩
切向刚
法向黏聚 法向摩
法向刚




力/( N·m ) 擦角/( ° ) 度/( N·m ) 力/( N·m ) 擦角/( ° ) 度/( N·m )




2.0×10
45
2.0×10
2.0×10
0
1.0×10

数值模拟分析
巷道模型的建立
为对层次分析法所得结果进行补充和核验，同


时确定巷道的变形量，运用FLAC 数值软件建立如

表8
Table 8

图 6 所 示 的 数 值 模 型 ，模 型 尺 寸 为 50 m × 20 m ×
60 m，模型划分为158 942个单元和256 314个节点，

支架

模型开挖过程中底板、垂直及水平方向限制移动，

Beam

023037-6

U型钢支架力学参数

U-shaped steel support mechanical parameters
弹性模
量/GPa
210

泊松比

横截面

积/mm

Z惯性矩

Y惯性矩

0.3

0.004 6


200×10


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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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灌浆方案模拟
250
200
150
100
5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体用带衬砌参数的单元模拟，混凝土喷层用壳结
构单元模拟。其中，灌浆材料参数为：材料密度为


2 500 kg/m ；Isotropic参数中弹性模量10.5 GPa；泊
松比0.25；厚度0.5 m；切向刚度及法向刚度等详细
参数见表7。只采用一层结构单元来分析表达灌
浆体。
5.3

位移/mm

工艺过程为：开挖-灌浆-混凝土喷层。灌浆

( a ) 锚杆索网+U型钢

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拟，模拟结果如图7，8所示。

33
26
19
12
5
-10
-20
-30
-50
-60
-70

Block State
None
shear-n shear-p
shear-n shear-p tension-p
shear-p
shear-p tension-p

位移/mm

分别对巷道开挖后的2种支护方案进行数值模

( b ) 锚杆索网+灌浆+U型钢

tension-p

图8

( a ) 锚杆索网+U型钢

Fig. 8

Block State

直位移分布

Vertical displacement

期。2种方案下围岩变形量与塑性区范围见表8。

None

表8

shear-n shear-p

Table 8

shear-n shear-p tension-p

围岩变形量与塑性区范围

Surrounding rock deformation and
plastic zone range

shear-p
shear-p tension-p

支护 顶板下沉 底板底臌 帮部偏移 顶板塑性 底板塑性 帮部塑性

tension-p
( b ) 锚杆索网+灌浆+U型钢

图7
Fig. 7

塑性区分布

方案

量/mm

量/mm

量/mm

区/mm

区/mm

区/mm

方案1

300

250

100

215

300

186

方案2

70

33

10

61

30

90

Plastic zone distribution

6

工程实践

模拟结果显示：巷道开挖后，采用“锚杆索网+
U型钢”的支护方案，巷道顶板最大下沉量达到

在14运煤上山软岩巷道开展的优化支护方案

300 mm，底板最大底臌量达到250 mm，如图8( a )所

试验成功，进行3个月驻站观测，新方案对围岩控制

示，这是由于支护结构在模拟中提供的强度不足，

变形达到预期，巷道支护效果如图9所示。

同时浅部单元的力学参数较小所致( 无灌浆体 )，可
以看到其塑性区延伸范围同样较广；而采用“锚杆
索网+灌浆+U型钢”的支护方案，顶底板位移量明
显低于前者，这是由于灌浆范围内岩体强度得到提
升，较大程度发挥围岩自身承载性能，浆液渗透充
盈至围岩裂隙发育区，一定程度上圈闭了围岩裂
隙，加强了支护体与围岩的耦合。由图7( b )可知，灌
浆后的塑性区范围明显小于前者，顶板最大下沉量
70 mm，底板最大底臌量33 mm，支护效果满足预
023037-7

图9
Fig. 9

支护后巷道效果

Roadway effect diagram after being repa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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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3点式测点布置，在巷道顶板，两帮对称位
置布置测点，45 d后顶板监测数据趋势线趋于平缓，

0.605，提出“锚杆索网+灌浆+U型钢”是一种较优
的替代方案，能够维持巷道稳定。


最大下沉量稳定在60 mm左右，并随监测时长延后

( 3 ) FLAC 模拟核验表明：灌浆方案能有效耦

趋于稳定，顶板总体收敛位移小于70 mm，变形趋于

合岩体与支护结构，提升围岩主动承载性能，顶底

平稳，如图10所示。两帮测点处监测的断面收敛速

板及巷道两帮向内部空间的移近量明显降低，支护

率随支护后围岩应力重新分布表现出上下震荡的

效果较优，核验了层次分析备择结果。

曲线特点，其整体趋势线基本小于1.0 mm/d，收敛速

( 4 ) 现场监测结果表明：采用“锚杆索网+灌

率随监测时长而减小，如图11所示，45 d后收敛稳

浆+U型钢”优化支护方案，顶板总体收敛位移小于

定，小于0.5 mm/d。3点监测数据表明，巷道断面收

70 mm，两帮位移收敛速率小于0.5 mm/d，围岩整体

敛减速，并逐渐趋于平稳，经“锚杆索+灌浆+U型

变形趋于稳定，符合巷道围岩控制预期。可为类似

钢”支护优化后顶板下沉量、两帮移近量达到控制

条件下的开采优化支护设计提供借鉴。

预期，核验了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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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动压影响巷道围岩松动圈测试及支护技术研究 
赵庆冲，付宝杰
( 安徽理工大学 能源与安全学院，安徽 淮南

摘

232001 )

要：为防止在动压影响下，潘二矿11123工作面开切眼下方部分底抽巷( 承担胶带运输任务 )

的变形失稳，11123工作面初次来压后，在原锚网索支护基础上，采用增加注浆锚索的方式对巷
道进行补强加固，并用地质雷达测试巷道围岩松动圈的厚度，以判断支护方案的可行性。地质
雷达探测结果表明：第1次测量( 工作面推进50 m时 )、第2次测量( 工作面推进90 m时 )、第3次测量
( 工作面推进150 m时 )，松动圈的厚度发育较为迅速；第4次( 工作面推进200 m时 )、第5次( 工作面
推进200 m时 )和第3次测量相比，松动圈厚度趋于稳定；底抽巷所形成的松动圈厚度在1 300 mm
左右，属于中小松动圈，加强支护效果可以满足安全生产的要求。
关键词：采动；巷道围岩；探测；松动圈；巷道支护
中图分类号：TD3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7187( 2020 )02-3031-08

Study on loose zone testing and support technology of roadway
surrounding rock affected by dynamic pressure
ZHAO Qingchong，FU Baojie
( College of Energy and Security，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ainan 232001，China )

Abstract：To prevent the deformation of Paner No. 2 Coal Mine 11123 working face cutting under the current part of
the bottom pumping roadway ( undertake belt transport task ) due to the dynamic pressure，a new solution is
introduced. After the first time of working face was under pressure，reinforcement of grouting anchor cables on the
basis of original anchor net and cable support were applied and the thickness of the loosening zone of surrounding
rock of roadway was detected by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to analyze the feasibility of supporting scheme.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detection results showed：at the first measurement ( working face pushed over 50 m)，second
measurement ( working face pushed over 90 m)，third measurement ( working face pushed over 150 m)，the thickness
of loosening zone develops rapidly；compared with the third time，the thickness of loosening ring tended to be stable
at the fourth time ( the face pushes over 200 m ) and the fifth time ( the face pushes over 200 m ). The thickness of
loosening zone formed by bottom drainage roadway was about 1.3 m，it fits in the small and medium loosening circle.
The strengthened support effec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safety production.
Key words：mining；surrounding rock of roadway；detection；loose zone；roadway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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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对巷道围岩松动圈进行了大量研究：李奋勇等



工程概况

1

对北岭煤矿1105回风巷距工作面前方50，65，80，
95，110 m处煤壁进行巷道围岩松动圈的测试，并通
过对比巷道支护围岩松动圈分类表确定了围岩特


性；胡世敬等 通过对直墙拱形断面和圆拱形断面
分别进行多样本测试，判定巷道松动范围界限，统
计分析每种类型巷道松动圈范围，揭示其发育规律


并对巷道支护方案提供了技术依据；刘京铄等 对
深部巷道围岩松动圈厚度测试及支护体变形机制
进行分析，分析了深部矿区巷道围岩塑性区变化发
展趋势，然后与现场支护体变形特征和围岩变形收

1.1

11123工作面位于潘二矿一水平东一采区，上
覆11124工作面已回采，下伏1煤无采掘活动。该工
作 面 地 面 标 高 为 +19.5 ～ +22.5 m ，工 作 面 标 高 为
-429.9～-497.5 m。开采的3煤厚度为0.7～13.8 m
( 平均厚度为5.5 m )，煤层平均倾角为10°，属稳定煤
层( 具体岩性如图1所示 )。11123工作面面长160 m，
从底板巷道位置整体受力分析，采高2.5～4.0 m煤
壁应力峰值幅度增加不大，但最大主应力呈先增大

敛规律相结合，再采用巷道围岩相互作用的力学机
理和喷锚网支护体，并对深部巷道双层喷锚网支护

工作面及底抽巷概况

层厚/m

柱状

岩性描述

2.0~13.0
6.0

砂质泥岩: 深灰色, 厚层状, 水平层理, 砂泥质分
布不均, 局部砂质富集, 可见铝质成分, 富含植
物碎片, 局部碳化, 岩性偏硬

0~2.6
1.3

泥岩: 深灰色, 含少量植化条带及白云母碎片和
较多的菱铁小结核, 岩性较破碎

1.6~13.8
5.5

3煤: 黑色, 暗亮煤, 性软, 以亮煤为主; 其次为镜
煤, 暗煤, 呈透镜体, 有玻璃光泽, 内部发育一层
厚0~1.2 m的泥岩夹矸

0.6~2.4
1.5

泥岩: 灰至深灰色, 无光泽, 泥质胶结

0.8~5.8
3.5

1煤: 黑色, 半暗至半光亮煤, 性软, 以亮煤为主;
其次为镜煤, 暗煤, 丝炭, 参差断口, 有玻璃光泽,
内部发育一层厚0~1.5 m的泥岩夹矸

3.8

砂质泥岩: 深灰色, 含少量白云母片, 见较多炭化
植物茎化石, 局部富集, 以及较多的微薄膜煤条
带, 局部砂质成分高集呈细砂岩, 滑面发育, 并充
填钙膜, 性较破碎

4.2

细砂岩: 灰色, 块状, 主要由石英长石组成, 泥硅
质胶结, 见较多的灰黑色砂质泥岩薄层, 不均匀
分布, 性较破碎

7~11.0
9.0

泥岩: 灰色, 深灰色, 上部夹薄层粉砂岩, 含菱铁
颗粒, 可见结核体, 较破碎, 易冒落

0.8~1.8
1.2

C 石灰岩: 浅灰色, 块状, 裂隙发育充填有方解中
石脉,致密坚硬

1.2~2.5
2.0

细砂岩: 灰色,灰白色, 薄层状, 层面间含有泥质
成分,性脆, 坚硬

法，测试数据量较大，精度较低，测点布置较多，且

1.0~2.2
1.5

砂质泥岩: 深灰色, 块状, 砂泥质分布不均, 较破
碎

测试周期长，该方法主要适用于位移量较大的软岩

1.6~2.8
2.5

C 石灰岩: 深灰色, 致密, 坚硬, 具缝合线构造, 裂
隙发育, 充填方解石脉, 见腕足类化石

结构的变形机制进行了研究。巷道围岩松动圈是
指在原岩中开挖巷道或受煤层开采扰动影响，岩体
由原始的三向应力状态变为二向应力状态甚至单
向应力状态，单向应力状态或二向应力状态的稳定
性远低于三向应力状态。应力状态的改变使围岩
应力局部降低或升高。应力升高部位会发生弹塑
性变形甚至破坏。在破坏区进行支护，应力会重新
平衡，平衡过程中在巷道围岩内形成一定范围的松


弛破碎带，即松动圈 。大量现场测试结果表明：在
巷道开挖和受煤层开采扰动时，巷道围岩破坏不可
避免，即使处于低应力场中的巷道围岩，在原地应
力作用下也难以自稳，出现应力重新平衡或支护后


的应力重新平衡，一般也会出现中小松动圈



。

本文的研究对象在受采动影响后已提前进行
了加强支护，研究巷道围岩松动圈的大小对评价现
有加强支护方案是否符合安全生产要求具有重要
意义





。巷道围岩松动圈厚度的测试方法有：钻屑

指标法，对钻点布置有较高技术要求，对偶然性规
避率较低，故复杂地质条件不宜使用；多点位移计

巷道，而对于位移量较小的围岩，其精度有限；电阻
率法，测试时间短，速度快，但仪器精度直接决定了
测试精度，对测试人员的操作水平要求较高，且巷

0.5
1.0~4.5
2.0

道在进行测试时已经进行了支护，不宜进行钻孔测

7.0

试，会对巷道结构产生一定的破坏性；地质雷达测
试法，高效、便捷，适应于不同强度的岩石，在探测
过程中对结构无损伤

 

0.5

煤线

图1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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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石灰岩: 浅灰色, 致密, 坚硬, 具缝合线构造,
裂隙发育, 充填方解石脉, 见腕足类化石
埋深130.2 m

。因此本文选择采用地质

雷达测试法对已经进行支护的巷道进行测试。

煤线
泥岩: 深灰色, 块状, 致密, 具滑面, 含较多植化碎
片, 下部含铝质及菱铁颗粒, 瓷状断口

11123工作面综合柱状图

11123 working face comprehensive hist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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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后略减小的趋势，采高控制在3.5 m以下。底抽巷位


于煤层底板约23 m处，布置于C与C之间，巷道围岩
应力/MPa

包括石灰岩、泥岩。参照11123工作面开采时底板
岩 石 力 学 性 质 参 数 ，泥 岩 的 平 均 抗 压 强 度
 c =15.948 MPa， =23°，泊松比  =0.17；石灰岩平

测线1

测线2

15

测线3

测线4

10
5

均抗压强度  c =45.6 MPa， =31°，泊松比  =0.26。
1.2

20

0

11123工作面底板受力破坏特征模拟分析

0

从11123工作面底抽巷到11123工作面下巷每

30

图4

间隔30 m布置一条水平压力测线。图2，3分别反映

Fig. 4

了3.5 m采高条件下采场垂直应力及最大主应力分
布规律。图4为3.5 m采高条件下各测线应力分布。

90

120 150 180 210 240 270
模型尺寸/m

采高3.5 m各测线应力分布

Stress distribution of measuring lines with
mining height of 3.5 m

1.3

工作面下方底抽巷交岔点支护方案设计
煤层底板平均23 m处布置有底抽巷及联络斜

巷，开采后所形成的支承压力将影响底抽巷及联络
巷的稳定性。由于底抽巷及联络巷巷道围岩为泥
岩及石灰岩，根据岩石力学的库仑破坏准则：

应力/MPa

-36.1
-33.8
-31.4
-29.0
-26.8
-24.2
-21.8
-19.4
-17.0
-14.6
-12.2
-9.8
-7.4
-5.0
-3.6

60

1   c 

1  sin 
3
1  sin 

(1)

式 中 ， 为围 岩 在 三 向受 力 下 破 坏的 抗 压 强 度，
MPa； 为单轴抗压强度，MPa； 为内摩擦角，(° )；

=H/(1-)，其中，为泊松比，通过实测测得。
图2
Fig. 2

由式( 1 )可知，泥岩在三向受力下破坏的强度为

采高3.5 m垂直应力云图

Vertical stress cloud map with mining height of 3.5 m

17.02 MPa，石灰岩为46.94 MPa。
由1.2节可知，泥岩类巷道顶板或两帮受力超出
其极限荷载，易发生失稳，应对受影响的50～60 m
范围内的巷道进行加强支护。考虑底抽巷及联络
巷受力，同时结合巷道之间的位置关系，设计分为
普通支护段及注浆锚索加固段。四岔门向采空区

应力/MPa

-36.5
-34.2
-31.8
-29.4
-27.0
-24.6
-22.2
-19.8
-17.4
-15.0
-12.6
-10.2
-7.8
-5.4
-3.0

20 m范围、向开切眼外10 m范围及联络巷向开切眼
外10 m范围为注浆锚索加固段，即图5中红色圈内
部分。两条巷道注浆锚索加固段向外50 m范围采用
普通锚索加强支护。具体位置划分如图5所示。
11123工作面回风巷

图3
Fig. 3

采高3.5 m最大主应力云图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 cloud map with
20 m 10 m

11123工作面底抽巷

mining height of 3.5 m

50 m

10
m
m
50

由图2，3可知，底抽巷及联络巷位置的应力介

11123工作面

巷

开采范围，各测线在该范围内均为卸压区，应力较

斜
络

开
11123工作面运输巷 切
眼

联

于17.6～24.0 MPa之间。由图4可知，70～240 m为
低，而两侧为实体煤，均形成应力增高区；0～70 m
最大应力值增加到21.61 MPa，峰值距煤壁15 m，影
响范围约为煤壁前50 m。

图5
Fig. 5

加强支护位置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strengthening support
position

023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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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巷道段采用锚索加强支护。锚索规格

H

tc

(2)

 21.8 mm×6 300 mm，间排距1 900 mm×2 000 mm，

2 r

每帮2根，顶部1根，每个断面内5根锚索，相邻2排相

式中，t为目标层雷达波的反射时间；c为雷达波在真

对应位置的2根锚索采用12号槽钢进行连接。每孔

空中的传播速度( 0.3 m/ns )；为目标层以上介质相

装Z2355型中速树脂药3卷，抗拔力设计10 kN。

对介电常数均值。

巷道连接处，悬顶面积及巷道断面较大，受采

2.2

测试点的布置

动作用较充分( 图6 )。采取以注浆锚索为核心的锚

在探测过程中，为避免某一点岩石破碎状态以

注支护方式，即先采用锚索支护，然后再喷浆，滞后

及井下很多因素带来的影响，选择具有普遍代表意

一定时间再采用锚注加强支护。注浆锚索为

义的巷道

 22 mm × 6 300 mm 的 钢 铰 线 ，间 排 距 1 900 mm×

个区段，每个区段分5次测量。第1次测量在工作面

2 000 mm，相邻2排相对应位置的2根锚索采用12号

推进50 m时进行，第2次测量在工作面推进90 m时

槽钢进行连接。一个断面内5根注浆锚索。初始不

进行，第3次测量在工作面推进150 m时进行，第4

进行注浆，待到工作面回采第1个周期来压后进行

次、第5次测量在工作面推进200 m时进行。每次测

注浆加固。每孔装Z2355型中速树脂药3卷，抗拔力

量点的位置固定( 图7 )，便于研究松动圈发展、稳定

设计10 kN。为防止跑浆，注浆加固段设计50 mm厚

的历程。

喷层，且考虑浆液的渗透性，本加固段向工作面内

。测量分为交岔点附近a段，普通段b两

硐

交岔点位置
a区段10 m

喷浆长度加长5 m，即开切眼向里25 m内喷浆。
注浆锚索φ 22 mm×2 500 mm
间排距700 mm×700 mm

 

注浆锚索φ 22 mm×6 300 mm
间排距1 900 mm×2 000 mm

普通段位置
室 石灰岩巷道 b区段10 m
底抽巷

泥岩巷道

锚索加注区域
作用范围2 000 mm

石 联
灰
岩 络
巷 巷
道

3 400 mm

3 600 mm

图7

4 600 mm
4 800 mm

Fig. 7

2.3
15°

第2次测量松动圈的平均厚度在900 mm左右，相比

Strengthened support+original support sketch

第1次增加了188 mm。第3次测量松动圈的平均厚
度在1 136 mm左右，相比第2次增加了236 mm。第4

地质雷达探测技术的应用

2.1

次、第5次和第3次相比松动圈厚度趋于稳定，稳定

地质雷达的应用原理

在1 200 mm左右，属于中小松动圈，为一般稳定围

地质雷达工作时，在雷达主机控制下，向测试

岩

目标发射高频率电磁波。当电磁波在传播路径上
遇到介质介电常在不同于测试界面时发生反射


a区段测试

示。第1次测量松动圈的平均厚度在712 mm左右，

of roadway near intersection

2

Test site layout plan

第 1~5 次 的 松 动 圈 厚 度 测 量 结 果 如 图 8 ，9 所

交岔点位置附近的巷道加强支护+原支护示意

Fig. 6

测试点布置

松动圈雷达探测结果分析

2.3.1

巷道表面混凝土喷浆厚度100 mm

图6

硐
室

 

。信号在接收机经过整形和放大等处理后，经电

  

，故提出的支护方案的支护效果可以满足安

全生产的要求。第1次、第2次和第3次的测量结果
显示松动圈的厚度在前期发育较为迅速

 

，第3次、

第4次和第5次的测试结果( 图9 )显示松动圈厚度发

缆传输到雷达主机，并以伪彩色电平图/灰色电平图

育极其缓慢并趋于稳定。

或波形堆积图的方式显示出来，经处理，可用来判

2.3.2

b区段测试
第1~5次的松动圈厚度测量结果如图10，11所

断地下目标的深度、大小和方位等特性参数。因此
主机通过雷达记录的双程反射时间即可根据式( 2 )

示。第1次测量松动圈的平均厚度在735 mm左右，

计算出该界面的埋藏深度H。

第2次测量松动圈的平均厚度在1 001 mm左右，相比
023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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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mm

时间/ns

0

1.95
第1次测量
0

8.6

0.49

17.2

0.98

25.8

1.46

34.4

深度/mm

时间/ns

0

1.95
第2次测量
0

8.6

0.49

17.2

0.98

25.8

1.46

34.4

深度/mm

时间/ns

0

1.95
第3次测量
0

8.6

0.49

17.2

0.98

25.8

1.46

34.4

深度/mm

时间/ns

0

1.95
第4次测量
0

8.6

0.49

17.2

0.98

25.8

1.46

34.4

深度/mm

时间/ns

0

1.95
第5次测量

图8

920
900
880
860
840
820
800
780
760
740
720
700

第1~5次测量a区段松动圈厚度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for the 1st-5th times measurement of the thickness of loosening ring in Section a
1 155

第3次测量
第4次测量
第5次测量

1 150

第1次测量
第2次测量

松动圈厚度/mm

松动圈厚度/mm

Fig. 8

1 145
1 140
1 135
1 130
1 125

2

4

6
测量长度/m

8

图9
Fig. 9

10

2

4

6
测量长度/m

8

第1~5次测量a区段松动圈厚度比较

Comparison diagram of the thickness of the loose ring measured for the 1st-5th times in Secti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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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次测量b区段松动圈厚度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for the 1st-5th times measurement of the thickness of loosening ring in Sectio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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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次增加了266 mm。第3次测量松动圈的平均厚
度在1 312.4 mm左右，相比第2次增加了311.4 mm。
第4次、第5次和第3次相比松动圈厚度趋于稳定。
稳定在1 300 mm左右，属于中小松动圈，为一般稳定
围

岩

  

案的有效性，这可对煤矿的安全生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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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软岩顶板回采巷道支护技术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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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膨胀型软岩巷道易变形破坏乃至冒顶，其关键问题是机理认识不清以及支护方案不

当。以李家楼煤矿1202轨道巷为背景，采用室内试验、现场实测、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等方法
研究了膨胀软岩巷道的冒顶机理及其支护优化方法。研究结果表明：( 1 )1202轨道巷顶板2～
4 m有泥岩，泥岩中黏土矿物含量高达70%，其中蒙脱石含量高达25%，因此泥岩极易遇水崩解；
( 2 )膨胀软岩巷道冒顶原因为：直接顶有软弱夹层+强降雨与空气潮湿+支护方式不合理，且支护
参数较弱；( 3 )膨胀软岩巷道的新型支护方式为：锚杆+金属网+钢筋梯子梁+锚索补强联合支护，
应提高其预紧力与锚固力，防止直接顶离层以及基本顶悬吊作用的拉力不够。现场监测发现，
随着工作面的推进，巷道顶板总离层量最大为12 mm，围岩稳定性较好。
关健词：膨胀软岩；冒顶；数值模拟；悬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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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oof falling mechanism and support technology of
mining roadway in expansive soft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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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easy to destroy in expansive soft rock roadway with the large deformation and roof falling. The key
problems are the mechanism is not clear and the support scheme is not reasonable. Based on the 1202 track roadway
in Lijialou Coal Mine，by conducting laboratory experiments，field measurements，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the mechanism of roof falling and reasonable support scheme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1 ) there
are mudstones in the 2 to 4 m roof of the 1202 track，the clay mineral content in the mudstone is as high as 70%，and
the montmorillonite content is as high as 25%，therefore，the mudstone is easily disintegrated by water；(2 ) the reason
of roof falling were the presence of weak interlayer in immediate roof，strong rainfall，moist air，unreasonable support
scheme and low support parameters；(3 ) the new support method for expansive soft rock roadway was combined with
support including bolt，metal mesh，steel ladder beam and reinforced anchor cable. Also its pre-tightening force and
anchoring force should be improved to prevent immediate roof separation and the lack of pulling force of the top
suspension. The on-site monitoring system showed that the total separation of the roof of the roadway was 12 mm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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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vancement of working face. The surrounding rock is at good conditions.
Key words：expansive soft rock；roof top；numerical simulation；suspension
膨胀软岩含泥量高，结构松散软弱，遇水易膨
胀变形，极易对围岩的稳定性造成破坏，因此膨胀
软岩巷道控制方法的合理选取对煤矿安全生产具
有重要意义



。众多专家学者曾对软岩巷道的变

形特征及其支护技术方面进行了详尽研究
庆彬等





巷道围岩控制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1
1.1

工程概况
巷道概况

。孟

李家楼煤矿位于太原市清徐县，目前主采的2

研究发现泥质弱胶结软岩巷道变形破坏

号煤层埋深300 m左右，为全区稳定可采煤层，厚

的主因是泥岩强度低、遇水易泥化崩解；刘帅等



探讨了深井软岩巷道群非对称变形破坏机理，认为
高水平应力与围岩较软是其主要原因；蔡峰等



揭

1.60 ～ 3.65 m ，平 均 2.79 m 。 2 号 煤 层 直 接 顶 以 厚
4.25 m的砂质泥岩为主，基本顶为厚2.1 m的细砂
岩。底板岩性为细砂岩、泥岩。

示了软岩井底车场巷道由离层发育演化为岩板破
断的渐进式层状顶冒落原因主要有3个：地应力高、


1202轨道巷另一侧为实体煤，沿2号煤顶板掘
进，矩形断面，宽×高=4 200 mm×2 800 mm，毛断面


发现在剧

面积11.76 m 。原支护方案为锚网索联合支护，顶

烈开挖扰动作用下传统锚杆索支护与围岩变形不

板采用φ18 mm×1 800 mm左旋螺纹钢锚杆( 间排距

协调、不能充分发挥围岩自身承载能力，是弱胶结

900 mm×1 000 mm、预紧力矩≥170 N·m、1支MSCK

构造发育和支护形式不合理；郝有喜等

 

针对

23/80型树脂锚固剂 )+φ17.8 mm×5 500 mm 1×7股低

软弱围岩巷道进行研究，提出一种“喷射混凝土+

松 弛 预 应 力 钢 绞 线 锚 索 ( 大 三 花 布 置 ，间 排 距

灌浆+锚杆+锚索整体截面双拱协同加固技术”；

1 800 mm×2 000 mm、预紧力≥100 kN、2支MSCK23/

膨胀性软岩巷道破坏的主要原因；CHEN等

WANG等

 

通过数值试验比较分析了深部软岩巷道

80 型 树 脂 锚 固 剂 ) 支 护 ；回 采 帮 采 用 φ 18 mm×

的围岩变形、塑性区范围和支撑构件力学性能，定

1 800 mm 玻 璃 钢 锚 杆 支 护 ，间 排 距 1 000 mm×

义了软岩深部巷道的破坏和控制机制，提出了“高

1 000 mm 、预 紧 力 矩 ≥ 50 N · m ；煤 柱 帮 采 用 φ

强、整体、减压”的支护概念并开发了一种混凝土

16 mm×1 600 mm金属杆体树脂锚杆支护，间排距

支撑系统；QIN等

 

运用数值模拟软件对深软岩巷

1 000 mm×1 000 mm、预紧力矩≥90 N·m；顶板及

道的围岩分布进行研究，模拟不同支护参数下围岩

两 帮 均 采 用 10 号 铁 丝 菱 形 金 属 网 ( 网 孔

变形情况，通过理论分析提出深部动态软岩巷道加

50 mm×50 mm，网片10 000 mm×1 000 mm )协同锚杆
索支护。原支护断面如图1所示。

均匀变形显著、支护结构工作阻力低、围岩承载能

φ17.8 mm锚索

力难以发挥是造成高应力软岩巷道支护失效和变
形失稳的主要原因，提出以强力锚杆、高预应力锚

1 800
φ18 mm左旋螺纹钢锚杆

索为基础，巷道薄弱部位以锚索补强，采用槽钢梁

1 800

15°

式桁架锚索控制底臌，及时喷射混凝土层和架设U

道的变形破坏机理及其控制方面已有较全面的了
 

，但对膨胀型软岩巷道的冒顶机理认识不清，

1 800
1 000

解

对其控制方法的选择也较为盲目。

900

900

φ16 mm金属杆
体树脂锚杆

2 800

进行加固。综上可知，在高应力软岩和深部软岩巷

φ18 mm 300
玻璃钢锚杆

内帮

型钢并全断面壁后注浆强化围岩承载结构的方式

外帮

等得出工程地质条件差、围岩非

5 500

固方案；杨仁树

 

本文以李家楼煤矿1202轨道巷为研究背景，采

15°
4 200

400

用现场调研、实验室试验、数值模拟的方法对膨胀
软岩回采巷道的冒顶机理进行研究，并结合现场观
测提出最优支护方案。此次研究对类似条件下的
023022-2

1 600

图 1 原支护断面
Fig. 1

Original support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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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冒顶情况

露至端头锚固区，如图2( b )所示，顶部的顶锚杆几乎

李家楼煤矿1202轨道巷于2018年7月26日凌晨

全 部 随 顶 板冒 落 。 冒 顶区 四 周 的 顶锚 索 出 露 近

发生冒顶，冒顶位置距离终采线30 m。冒顶区域呈

2.5 m，如图2( c )所示，顶部仅有1根顶锚索，且已发生

倒扣碗状，上窄下宽，如图2( a )所示。冒顶范围最大

断裂，断裂发生在距离托盘50 cm处。在冒顶后的顶

为长5 m、宽4.4 m、高2.5 m，冒顶区四周的顶锚杆出

板上有一层白色岩层，如图2( d )所示。

1.2

冒顶区域

巷道原始高度界线

( a ) 冒顶区域

( b ) 顶锚杆出露

( c ) 顶锚索出露

( d ) 冒顶后顶板上的软岩岩层

图2
Fig. 2

1202轨道巷冒顶概况

Overview of the 1202 track along the trough

采取部分岩样，揉捏即碎，说明此处顶板2.5 m

发现，1202轨道巷顶板在距孔口3.93 m范围内均为

左右有软弱夹层。

2

图3为1202轨道巷各窥视孔内软泥位置，观察
深灰色砂质泥岩，该范围内的软泥、破碎与离层较

膨胀软岩巷道冒顶原因及其分析

多；在距孔口3.93～6.28 m范围内为厚2.35 m的浅灰

现场调研与实测

色细砂岩，该范围内还夹杂着少许细砂岩；在距孔

在1202轨道巷布置3个窥视测站，分别位于里

口6.28～7.50 m范围内为厚1.22 m的3号煤，该范围

程牌( 轨道巷与车场交汇处向工作面方向 )90，295和

内雾气重，窥视图像模糊，可能是钻孔时遗留水分

350 m，依次编为1，2，3号。

蒸发形成的雾气。

2.1

( a ) 2.84 m处

( b ) 3.05 m处

图3
Fig. 3

( c ) 3.84 m处

1202轨道巷各窥视孔内软泥位置

Location of the soft mud in each peephole of the 1202 track

023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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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轨道巷500 m原支护条件下顶板离层量变

易膨胀的特性，这也就印证了该冒顶区上界面岩石

化曲线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随着时间增加，锚杆

为什么遇水后极易崩解。

范围内顶板离层量缓慢增大，而锚索范围内顶板离

2.3

升，至8月15日时锚杆范围、锚索范围和总的离层量

( 1 ) 顶板2～4 m有软弱夹层，而且这些软弱夹层

分别为6，78和84 mm。这是由于7月份强降雨天气

极易遇水崩解。通过对李家楼煤矿1202轨道巷布

使得巷道空气潮湿，顶板软弱岩层遇水崩解，导致

置3个窥视钻孔观察发现，李家楼煤矿2号煤层直接

锚索范围内的顶板离层量变化增大。

顶为砂质泥岩，在3 m左右几乎均有软泥，这些软泥

离层量/mm

层量和总离层量先缓慢增大，7月1日后增幅明显提

冒顶原因分析
引发该起冒顶事故的主要原因有以下3个。

的存在会导致顶板3 m以浅离层较多。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总离层量
锚索离层量
锚杆离层量

井下空气潮湿程度，从而促进了顶板中软弱夹层的
遇水崩解特性，使得顶板破碎。2017年同期李家楼
煤矿也发生2起冒顶事故，冒顶高度均在2 m左右，
具体为：2017年7月29日早，1201轨道巷距离终采线

0

约60 m处顶板发生冒落，冒顶区域范围长8 m×宽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观测时间/d

图4
Fig. 4

( 2 ) 7月份降雨量较大，增大了顶板的淋水量和
7月1日后

3 m×高2 m；2017年7月30日早，1202外U回风巷距
离开切眼约120 m处顶板发生冒落，冒顶区域范围

原支护条件下顶板离层量变化

Change in the amount of separation of the top

长5 m×宽3.5 m×高2 m。

plate under the original support conditions

( 3 ) 支护方式不合理且支护参数较弱。1202轨

软岩矿物组成

道巷采用锚杆+锚索+铁丝菱形网联合支护，在1202

顶板软岩矿物组成鉴定在太原理工大学实验

轨道巷冒顶区长5 m、宽4.4 m的范围内仅有3～5根

2.2

室进行，采用D/MAX-2400型X-射线衍射光谱仪对

锚索，如果该范围内的顶板在深2.5 m处发生离层，

岩样具体组成成分进行测定，得出如图5所示的岩

将需要承受5 m( 冒顶区长度 )×4.4 m( 冒顶区宽度 )

样成分图。

×2.5 m( 冒顶区高度 )×2.5×10 kg/m ( 冒顶区顶板



350

Q

衍射强度

300
200

K/M

岩石平均密度 )×10 N/kg=1 375 kN的力，而该位置

Q— 石英
M —蒙脱石
K —高岭石
D —地开石
N— 珍珠石

250
K/M

顶锚索的锚固力为250×( 3～5 )=750～1 250 kN，低
于其承受质量。并且锚杆之间也无组合，导致 受
力不均，某些锚杆( 索 )易发生断裂，从而发生冒顶。

150
D

100

M D

50

3

N

0
10

30

40
50
2θ/( ° )

60

70

3.1

80

膨胀软岩巷道围岩控制方案及数值模拟
围岩控制方案
由于1202轨道巷顶板2～4 m存在软岩且破碎

软岩样矿物成分 X-射线衍射图谱

离层较多，为保证顶板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承载结

X-ray diffraction pattern of mineral composition of soft

构，锚固区的厚度需达到一定程度，且须有相当长

图5
Fig. 5

20



rock samples

度锚固于坚硬岩层，主动支护能力也须足够大。为

分析可知，1202轨道巷冒顶区软岩样所含矿物

此，将锚杆长度由1 800 mm增加至2 400 mm，锚索长

成分主要为石英、高岭石、蒙脱石、云母、沸石与绿

度由5 500 mm增加至7 500 mm，顶锚杆预紧力矩由

泥 石 等 。 经 计 算 得 出 岩 样 的 矿 物 含 量 为 ：石 英

170 N·m增加至300 N·m，锚索预紧力由100 kN增

32.52% 、蒙 脱 石 25.59% 、高 岭 石 22.80% 、地 开 石

加至150 kN。

15.09%和珍珠石4.00%。可见，矿物中成分主要以

新型支护方式改为锚杆+锚索+钢筋梯子梁+金

黏土矿物为主，含量达到了70%。并且在这些黏土

属网补强联合支护，并且提高其预紧力与锚固力，

矿物中，蒙脱石的含量最高，而蒙脱石具有遇水极

防止直接顶离层以及水侵入。优化后具体方案为：

023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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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板采用φ20 mm×2 400 mm高强度螺纹钢锚杆

这种方式来保持软弱岩层的稳定性，有利于围岩的

( 间 排 距 1 000 mm × 900 mm 、预 紧 力 矩 ＞

支护。

300 N·m )+φ17.8 mm×7 500 mm低松弛预应力钢

3.2

绞线锚索(间排距2 000 mm×1 800 mm、预紧力≥

3.2.1

模型建立与模拟过程
1202工作面及其邻近工作面巷道的相对位置

150 kN、1支CK2335，2支规格为Z2360树脂锚固剂，
二二式布置)支护；回采帮采用φ20 mm×2 000 mm

数值模拟

如图7所示。

玻璃钢锚杆支护，间排距1 100 mm×900 mm、预紧

4.5

单位: m

5.0

力矩≥50N·m；煤柱帮采用φ18 mm×2 000 mm高

装锚杆的位置焊接上2道纵筋，纵筋间距80 mm，以

24.3 48.2

90

2 000

7 500

φ20 mm高强度
螺纹钢锚杆

250

180

22

75

顶板岩层
2号煤
底板岩层

图7
Fig. 7

2 400
1 000

28

2.8

面如图6所示。

15°

1201
采空区

1202工作面

便安装锚杆，并将锚杆组合在一起。优化后支护断

φ17.8 mm锚索

区段煤柱

1203工作面

1202胶带巷

而成钢筋梯子梁，长度4 800 mm，宽度80 mm，在安

区段煤柱

200

力矩≥300 N·m；架设规格为φ14 mm的钢筋焊接

1202轨道巷

强度螺纹钢锚杆，间排距1 100 mm×900 mm、预紧

1202 工作面数值模型

1202 working surface numerical model

模型模拟1202回采工作面长180 m，1202工作

1 000

面与1203工作面之间煤柱留设为28 m，为便于计

15°

90 m进行研究，同时1201和1202工作面之间的区段

φ18 mm高强度
螺纹钢锚杆

煤柱宽度22 m，则模型长404.5 m；数值模型煤岩层

外帮

3 000

1 100

2 000

15°

图6
Fig. 6

总高75.3 m，其中煤层厚约2.8 m，顶板厚48.2 m，底
板厚24.3 m。模拟方案：将工作面的推进长度设为

4 500

400

φ20 mm
玻璃钢
锚杆

内帮

算，取相邻的1201和1203工作面长度的一半75 m和
2 000

200 m ；数 值 模 型 尺 寸 为 长 × 宽 × 高 =404.5 m ×

优化后支护断面

200 m×75.3 m。模型中的支护材料力学性能参数

Optimized support profile

和岩石参数见表1和表2。模型的底面限制所有方
优化方案中提高锚杆( 索 )预紧力的作用是改变

向的变形，模型的四周限制水平方向的变形，顶面

岩石的受力状态，让岩石由二维受力变为三向受

通过施加一定大小的载荷来代表覆岩质量，模拟埋

力，减少顶板离层量；增大锚杆( 索 )锚固力主要是为

深300 m，即模型顶部垂直应力为7.5 MPa，水平应力

了提高锚杆( 索 )的悬吊作用，使冒落的软弱岩层或

取1.2倍，即9 MPa。本模型共划分261 300个单元，

危岩更好地悬吊于上部坚固稳定的岩石上。通过

279 888个节点。

表1
Table 1

支护材料力学性能参数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upport materials

锚杆( 索 )类型

材质

直径/mm

屈服载荷/kN

破断载荷/kN

顶锚杆

高强度螺纹钢

20

105

154

回采帮锚杆

玻璃钢

20

≥60

≥60

煤柱帮锚杆

高强度螺纹钢

18

85

125

锚索

钢绞线

17.8

023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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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able 2


围岩参数

Table of surrounding rock parameters

序号

煤岩名称

层厚/m

密度/( kg·m )

抗压强度/MPa

抗拉强度/MPa

黏聚力/MPa

内摩擦角/( ° )

弹性模量/GPa

泊松比

1

砂泥岩互层

17.0

2 550

25.84

2.00

2.065

39

4.34

0.26

2

砂岩

15.0

2 600

51.37

3.70

2.075

29

16.23

0.28

3

砂质泥岩

2.6

2 550

50.99

2.00

2.065

39

8.49

0.26

4

泥岩

4.7

2 550

53.42

2.27

1.280

26

3.75

0.25

5

3号煤

1.0

1 450

4.79

0.80

0.590

29

1.29

0.25

6

砂质泥岩

1.5

2 550

32.17

2.38

0.780

25

7.84

0.24

7

细砂岩

2.1

2 600

55.64

4.78

3.300

37

10.94

0.22

8

砂质泥岩

4.3

2 550

45.59

2.15

1.205

28

4.48

0.24

9

2号煤

2.8

1 450

4.85

0.68

0.375

27

1.34

0.24

10

细砂岩

0.9

2 600

52.18

6.84

3.300

42

10.28

0.23

11

砂质泥岩

6.9

2 550

39.66

5.74

1.455

34

8.94

0.24

12

粉砂岩

2.6

2 550

32.15

3.41

2.080

32

13.35

0.33

13

中粒砂岩

7.0

2 600

38.75

3.70

2.005

27

18.44

0.23

14

4号煤

1.6

1 450

4.16

0.83

0.375

27

1.04

0.25

15

砂质泥岩

5.3

2 550

26.83

2.45

1.605

32

8.49

0.26

表3

数值模型建成后，将各岩层参数代入，直至模

1202 轨道巷掘进期间围岩变形计算结果

Table 3

型达到初次平衡状态。将测点布置在1202轨道巷

Calculation results of surrounding rock

deformation during 1202 track-groove tunneling

100 m处，随后即模拟开采。模拟方案为：首先将
1202工作面的回采巷道加入支护系统，然后对其进

优化情况

顶底板移近量/mm

两帮移近量/mm

行开挖，采用cable单元进行锚杆、锚索的支护模拟

优化前

114.23

406.80

和施加，采用liner单元模拟托盘，施加预紧力。然后

优化后

26.12

75.66

模拟计算工作面不断推进回采的过程，工作面的推

( 2 ) 本工作面回采对围岩稳定性的影响
1202轨道巷围岩变形量随回采工作面推进时

进采用循环命令，一次推进距离设为10 m。每一次
的推进活动都要在上一次推进已计算至平衡状态

的变化曲线如图8所示。

的基础上完成，以便能够更加准确地记录推进距离

700
600

弹性材料模拟顶板岩层的垮落。在模拟时监测记

500

移近量/mm

对围岩稳定性的影响规律，工作面采空区通过加入
录每条巷道的围岩变形情况，并将每一步计算结果
保存下来。
3.2.2

1202轨道巷围岩稳定性数值模拟结果及分

优化前两帮
优化后两帮

优化前顶底板
优化后顶底板

400
300
200
100

析

0

0

( 1 ) 掘进期间围岩稳定性
1202轨道巷在掘进期间的围岩变形量测定结

图8
Fig. 8

果见表3。由表3可知，支护优化后顶底板移近量由

20
40
60
80
工作面煤壁至测点距离/m

100

1202 轨道巷围岩位移量变化曲线

Curves of displacement of surrounding rock
of 1202 track roadway

114.23 mm降至26.12 mm，降低了77.13%；两帮移近
量由406.80 mm降至75.66 mm，降低了81.40%。由此

由图8可知，经优化支护后，顶底板最大移近量

表明，改进后的支护方式可有效遏制巷道在掘进期

降低了72.38%，仅为58.16 mm，两帮最大移近量降

间的围岩变形，提高巷道掘进期间围岩稳定性。

低了78.02%，仅为141.03 mm；且当回采工作面推进
023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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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临近测点时，围岩变形增长速率较未优化前明显

巷围岩破坏塑性区分布。由图9可知，支护优化前

下降。由此表明，改进后的支护方式可有效遏制巷

顶板塑性区面积为11 m ，两帮塑性区面积为20 m ；

道在回采期间的围岩变形，且并不影响回采工作面

优化后顶板塑性区面积为4.5 m ，降低了59.1%，两

的正常推进，从而达到快速、安全、稳定生产的目

帮 塑 性 区 面 积 为 11.25 m ，降 低 了 43.8% 。 由 此

的。

表明，改进后的支护方式可有效降低巷道围岩的
( 3 ) 围岩破坏状态
图9为距离煤壁10 m处支护优化前后1202轨道







塑性破坏范围与破坏程度，提高了巷道整体稳定
性。

None
shear-n shear-p
shear-n shear-p tension-p
shear-p
shear-p tension-p

None
shear-n shear-p
shear-p

tension
compression

tension
compression
( b ) 优化后

( a ) 优化前

图9
Fig. 9



1202 轨道巷支护优化前后的围岩屈服破坏单元分布

Distribution of yield failure unit of surrounding rock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ation of 1202 track-slot support
14

4

现场监测及支护优化效果

总离层量
锚索离层量
锚杆离层量

12
10
离层量/mm

1202轨道巷发生冒顶事故后，及时对支护方式
与支护参数进行了优化。
图10为1202轨道巷支护优化后的现场照片，可
以看出，围岩变形较小。

8
6
4
2
0

图 11
Fig. 11

0

20
40
60
80
工作面煤壁至测点距离/m

100

1202 轨道巷支护优化后顶板离层量变化情况
Variation of the amount of separation of the top plate

after optimization of 1202 track and groove support

5

结

论

( 1 ) 李家楼煤矿1202轨道巷顶板2～4 m有泥岩，
图 10

遇水极易崩解，该泥岩中的黏土矿物含量高达70%，

1202 轨道巷支护优化后的现场照片

Fig. 10

其中易遇水膨胀的蒙脱石含量高达25%。

Photo of the 1202 track and groove
support optimization

( 2 ) 膨胀软岩巷道冒顶原因为：直接顶有软弱夹

图11为1202轨道巷在支护方式进行校正后的
顶板离层量变化，可以看出，在工作面推进过程中，

层+强降雨与空气潮湿+支护方式不合理且支护参
数较弱。

顶板离层量整体变化不大，工作面推进至测点附近

( 3 ) 膨胀软岩巷道的支护方式为锚杆+金属网+

时，离层量发生较大变化，其中锚杆、锚索与总的锚

钢筋梯子梁+锚索补强联合支护，并且应提高其预

固范围内顶板离层量最大值分别为5，7和12 mm。

紧力与锚固力，防止直接顶离层以及水侵入。现场

由此可知，围岩稳定性较好，优化后的支护系统处

监测发现优化后的支护效果良好。
( 4 ) 通过数值模拟得出，支护方式改进后巷道围

于良好的承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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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塑性区减小，说明改进后的支护方式可有效降低

[9]

孟庆彬，韩立军，乔卫国，等. 应变软化与扩容特性极弱胶结围岩
弹塑性分析[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8，47( 4 )：76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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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very weakly cemented surrounding rock consid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strain softening and expansion [J]. Journal of China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2018，47( 4 )：760-767.
[1]

李青海. 查干淖尔一号井软岩巷道失稳机理及其控制研究[D].

[10] 孟庆彬，韩立军，乔卫国，等. 泥质弱胶结软岩巷道变形破坏特征

北京：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2013.

[2]

与机理分析[J].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2016，33( 6 )：1014-1022.

LI Qinghai. Study on instability mechanism and control of soft rock

MENG Qingbin，HAN Lijun，QIAO Weiguo，et al. Deformation and

roadway in Chagan Nur No. 1 Well[D]. Beijing：China University of

failur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analysis of muddy weakly

Mining and Technology ( Beijing )，2013.

cemented soft rock roadway[J]. Journal of Mining and Safety

张杰，杨涛，王斌，等. 王洼煤矿软岩巷道变形破坏及支护对策[J].

Engineering，2016，33( 6 )：1014-1022.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2015，32( 3 )：518-522.

[11] 刘帅，杨科，唐春安. 深井软岩下山巷道群非对称破坏机理与控制

ZHANG Jie，YANG Tao，WANG Bin，et al. Deformation and fracture

[3]

LIU Shuai，YANG Ke，TANG Chun'an. Asymmetric failure mechanism

[J]. Journal of Mining and Safety Engineering，2015，32( 3 )：518-522.

and control of downhill roadway group of soft rock in deep mine [J].

郭玉，郑西贵，郭罡业，等. 近距离跨采软岩巷道围岩变形破坏控
制研究[J].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2018，35( 6 )：1142-1149.

[4]

研究[J].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2019，36( 3 )：455-464.

and its supporting measures in soft rock roadway in Wangwa Coal Mine

Journal of Mining and Safety Engineering，2019，36( 3 )：455-464.
[12] 蔡峰，郭志飚，王炯，等. 软岩井底车场巷道变形破坏机理及支护

GUO Yu，ZHENG Xigui，GUO Gangye，et al. Study on deformation

技术研究[J]. 煤炭科学技术，2017，45( 2 )：46-50.

failure and control of surrounding rock in soft rock roadway in close

CAI Feng，GUO Zhibiao，WANG Jiong，et al. Study on deformation

range coal seam with overhead mining[J]. Journal of Mining and Safety

and failure mechanism and support technology of soft rock shaft bottom

Engineering，2018，35( 6 )：1142-1149.

roadway [J]. Co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7，45( 2 )：46-50.

姚强岭，李学华，瞿群迪，等. 泥岩顶板巷道遇水冒顶机理与支护

[13] 郝有喜，王炯，袁越，等. 沙吉海煤矿弱胶结膨胀性软岩巷道大变

对策分析[J].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2011，28( 1 )：28-33.

[5]

形控制对策[J].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2016，33( 4 )：684-691.

YAO Qiangling，LI Xuehua，QU Qundi，et al. Supporting counter-

HAO Youxi ，WANG Jiong ，YUAN Yue ，et al. Large deformation

measures and roof falling mechanism reacting with water in mudstone

control technology for expansive and weak-cemented soft rock

roof roadway [J]. Journal of Mining and Safety Engineering，2011，

roadways in Shajihai Coal Mine[J]. Journal of Mining and Safety

28( 1 )：28-33.

Engineering，2016，33( 4 )：684-691.

杨博，马海曜，管清升，等. 软岩巷道锚杆-拱架联合支护参数优

[14] CHEN Shuman，WU Aixiang，WANG Yiming，et al. Study on repair

化研究[J]. 煤矿开采，2018，23( 3 )：49-55.

control technology of soft surrounding rock roadway and its applica-

YANG Bo，MA Haiyao，GUAN Qingsheng，et al. Study on combination
supporting parameters optimization of rock bolting-arch in soft rock

[6]

tion[J]. Engineering Failure Analysis，2018，92：443-455.
[15] WANG Q，PAN R，JIANG B，et al. Study on failure mechanism of

roadway [J]. Coal Mining Technology，2018，23( 3 )：49-55.

roadway with soft rock in deep coal mine and confined concrete support

张杰. 软弱巷道围岩变形破坏综合分析[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

system[J]. Engineering Failure Analysis，2017，81：155-177.

报，2011，30( S2 )：3428-3433.

[16] QIN Dongdong，WANG Xufeng，ZHANG Dongsheng，et al. Study on

ZHANG Ji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of

[7]

[8]

surrounding rock-bearing structure and associated control mechanism

surrounding rock in weak roadway[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of deep soft rock roadway under dynamic pressure[J]. Sustainability，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11，30( S2 )：3428-3433.

2019，11( 7 )：1892.

王雷，王琦，李术才，等. 软岩巷道掘进期间微震活动特征及稳定

[17] 杨仁树，李永亮，郭东明，等. 深部高应力软岩巷道变形破坏原因

性分析[J].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2018，35( 1 )：10-18.

及支护技术[J].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2017，34( 6 )：1035-1041.

WANG Lei ，WANG Qi ，LI Shucai ，et al. Stability analysis and

YANG Renshu，LI Yongliang，GUO Dongming，et al. De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seismic activity during roadway development in soft

failure causes and support technology of deep high stress soft rock

rock [J]. Journal of Mining and Safety Engineering，2018，35( 1 )：10-

roadway[J]. Journal of Mining and Safety Engineering，2017，34( 6 )：

18.

1035-1041 .

赵增辉，马庆，高晓杰，等. 弱胶结软岩巷道围岩非协同变形及灾

[18] 张厚江，焦玉勇，孟昭君，等. 用全封闭格栅钢架控制膨胀性软岩

变机制[J].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2019，36( 2 )：272-279，289.

巷道变形破坏的研究与实践[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17，

ZHAO Zenghui ，MA Qing ，GAO Xiaojie ，et al. Non-cooperative

36( S1 )：3392-3400.

deformation and catastrophic mechanism of surrounding rock in weakly

ZHANG Houjiang，JIAO Yuyong，MENG Zhaojun，et al. Study and

cemented soft rock roadway[J]. Journal of Mining and Safety

practice of controlling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of expansive soft rock

Engineering，2019，36( 2 )：272-279，289.

roadway with fully enclosed grating steel frame[J]. Chinese Journal of

023022-8

王普等：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No. 2( 2020 )：023022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17，36 ( S1 )：3392-3400.

[22] 牛双建，靖洪文，张忠宇，等. 深部软岩巷道围岩稳定控制技术研

[19] 张向东，李军，刘家顺，等. 强膨胀软岩巷道变形特性及控制对策

究及应用[J]. 煤炭学报，2011，36( 6 )：914-919.

研究[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7，46( 3 )：493-500.

NIU Shuangjian，JING Hongwen，ZHANG Zhongyu，et al. Study on

ZHANG Xiangdong，LI Jun，LIU Jiashun，et al. Study on deformation

control technology of surrounding rocks in deep soft roadway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of strong expansive soft
rock roadway[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application [J]. Journal of China Coal Society，2011，36( 6 )：914-919.
[23] 孙晓明，苗沛阳，申付新，等. 不同应力状态下深井水平层状软岩

Technology，2017，46( 3 )：493-500.

巷道底鼓机理研究[J].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2018，35( 6 )：1099-

[20] 李少波，范浩，刘万荣. 深部软岩巷道底鼓控制的机理与技术[J].

1106.

煤矿开采，2016，21( 3 )：78-80，42.

SUN Xiaoming，MIAO Peiyang，SHEN Fuxin，et al. Study on floor

LI Shaobo，FAN Hao，LIU Wanrong. Mechanism and technology of

heave mechanism of horizontal layered soft rock roadway in deep well

bottom drum control in deep soft rock roadway[J]. Coal Mining

under different stress states [J]. Journal of Mining and Safety

Technology，2016，21( 3 )：78-80，42.

Engineering，2018，35( 6 )：1099-1106.

[21] 左建平，史月，刘德军，等. 深部软岩巷道开槽卸压等效椭圆模型

[24] 杨军伟，赵忠义，陈昕昕，等. 深部大断面软岩巷道破坏变形控制

及模拟分析[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9，48( 1 )：1-11.

及影响因素分析[J]. 煤矿开采，2017，22( 2 )：47-50，99.

ZUO Jianping，SHI Yue，LIU Dejun，et al. The equivalent ellipse

YANG Junwei，ZHAO Zhongyi，CHEN Xinxin，et al. Analysis of

model and simulation analysis of destressing by cutting groove in deep

influence factors and broken deformation control of soft roadway with

soft rock roadway [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large section in deep [J]. Coal Mining Technology，2017，22( 2 )：47-

Technology，2019，48( 1 )：1-11.

50，99.

023022-9

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

No. 2

JOURNAL OF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ENGINEERING

May

2020

第 2 卷第 2 期
2020 年

5月

张天，王逸良. 多次采动巷道围岩变形演化规律及支护技术研究[J]. 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2020，2( 2 )：023016.
ZHANG Tian，WANG Yiliang. Study on deformation evolution law and support technology of surrounding rock in multiple mining
roadway [J]. Journal of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Engineering，2020，2( 2 )：023016.

多次采动巷道围岩变形演化规律及支护技术研究 
张 天，王逸良
( 河南理工大学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南 焦作

摘

454000 )

要：为探究多次采动下巷道围岩的变形演化规律，解决巷道围岩大变形问题，以山西襄垣

七一新发煤业5101工作面回风巷为工程背景，采用现场调研、数值模拟和工业性试验相结合的
方法，对多次采动期间巷道围岩变形及塑性区演化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采动影响的
加剧，巷道围岩变形量增加且所占总变形量比重增加，并呈现明显的非对称变形；巷道围岩塑
性区破坏深度延伸，破坏面积加大且巷道右帮塑性破坏区扩展最为明显，其塑性破坏规律大致
呈：
“巷道右肩角处→巷道右底角处→巷道右帮中部”的动态扩展过程。基于巷道围岩变形特
征及规律提出支护方案，现场工业性试验结果表明，支护方案合理，巷道变形满足工作面开采
需要，研究结果可为类似地质条件下巷道围岩控制提供借鉴。
关键词：多次扰动；演化规律；非对称变形；围岩控制
中图分类号：TD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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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eformation evolution law and support technology of surrounding
rock in multiple mining roadway
ZHANG Tian，WANG Yiliang
( School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454000，China )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eformation evolution law of surrounding rock in multiple mining roadway and solve
the large deformation problem of surrounding rock in the roadway，the 5101 working face of Shanxi Xiangyuan Qiyi
Xinfa Coal Industry Co.，Ltd. was used as the engineering background，using on-site investigation，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industrial tests and the evolution law of the surrounding rock deform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haping zone during multiple mining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increasing of
mining influence，the deformation of surrounding rock of roadway and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deformation increased，
which indicated an asymmetric deformation. The deformation depth of roadway surrounding rock in the shaping
zone extended，which enlarged the damage area and showed an obvious plastic deformation of the right sidewall.
The plastic failure law was roughly the dynamic expansion process of ''the right shoulder angle of the roadway →
the right bottom corner of the roadway → the middle right part of the roadway''. Based on the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roadway surrounding rock，the support scheme was presented. The field industrial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pport scheme was reasonable and the roadway deformation met the mining face
mining needed. The research results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surrounding rock control under similar geologi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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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矿井开采过程中，至少

有70%～80%的巷道会经受不同程度的动压影响。


煤层，煤层结构简单，厚2.82～3.03 m，平均2.91 m，
直接顶为砂质泥岩、细粒砂岩，基本顶为砂质泥岩

由于受上覆工

或中细粒砂岩。3号煤层于本区域分为上、下2层，

作面或邻近工作面( 巷道 )的采掘扰动影响，其应力

分别称为3 煤层( 上部煤层 )和3 煤层( 下部煤层 )，

场分布特征及其围岩变形规律更为复杂，围岩稳定

两煤层间距0～9.30 m，平均4.65 m，埋深为280～

性控制也更为困难。鉴于此，国内外学者针对其巷

300 m，倾角平均为3°左右，均属于近水平煤层。五

与常规的静压巷道不同，动压巷道

道围岩变形破坏机理做了大量的研究
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王卫军等





，并取得

对采动影响下的

采区布置首采工作面时，由于巷道内瓦斯涌出量较
大，为保证3 煤层中5001、5002工作面的安全回采，

底板巷道围岩变形破坏特征及其失稳机理进行了

决定在3号煤层内事先布置5101工作面回风巷，该

系统的研究，结果表明：围岩应力分布受超前支承

巷道既可提前抽放3 煤层的瓦斯，又可为下煤层工

压力在底板中传递的显著影响是底板巷道变形破

作面开采服务。巷道位置关系如图1所示，岩石力

坏的根本原因；康红普等



基于锚索索体破断载荷

学参数见表1。

偏小、强度较低的问题，提出了全断面高预应力强
力锚索支护技术；张农等



为保证迎采动工作面小

5101工作面

(下层位)

煤柱沿空掘巷围岩稳定，提出了预拉力组合支护技


题，提出了锚注支护技术；王襄禹等



错距15 m

5002 工作面

针对动压巷道中围岩可锚性差的问

5001 工作面
(上层位)

针对动压巷

5001 工作面
5101 工作
回风巷
面回风巷

术；王连国等

道围岩变形大、难支护的问题，提出了“非均匀支
护”技术。国内外学者已对动压巷道变形破坏机
理以及围岩控制技术等做了大量的研究

  

，但由

于各矿井围岩地质条件存在一定的差别，针对多次
采动影响下的围岩变形及塑性区演化规律和围岩
控制技术仍需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本文以山西
襄垣七一新发煤业5101工作面回风巷为工程背景，
通过现场调研、数值模拟以及现场工业性试验相结

五采区专用回
风巷
五采区胶带巷

合的方法对多次扰动影响下的巷道围岩变形与应
力演化规律及其相应围岩控制技术进行研究。

1

五采区轨道巷

工程地质概况

图1
Fig. 1

新发煤业五采区工作面所采煤层为山西组3号
表1
Table 1


巷道位置关系

Roadway position diagram

顶底板岩石力学参数

Rock mechanics parameters of the top and bottom plates

岩石名称

密度/( kg·m )

体积模量/GPa

抗拉强度/MPa

剪切模量/GPa

黏聚力/MPa

内摩擦角/( ° )

砂质泥岩

2 530

4.50

1.70

4.90

3.10

25

粉砂岩

2 750

3.15

6.60

1.54

8.32

27

砂岩

2 550

6.40

1.90

5.30

3.30

28

细粒砂岩

2 380

2.68

1.59

1.71

2.72

27.8



3 煤层

1 780

0.99

0.58

0.57

0.80

18

3号煤层

1 780

0.99

0.58

0.57

0.80

18

泥岩

2 675

1.08

0.54

0.53

0.6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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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巷道围岩变形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5001工作面回风巷

巷道围岩变形特征

2.1

5001工作面

通过对5101工作面回风巷已掘段和其他类似
工程地质条件下采区进行现场调研，可知其巷道围

15 m

5101工作面

推
进
方
向

岩变形特征主要为：① 顶板下沉量大，支护失效较
5101工作面回风巷

多。巷道顶板的最大下沉量可达500 mm左右，“网
兜”现象极其严重，且多处锚杆断裂失效；② 帮部
Fig. 2

收缩量大，非对称变形明显，巷道两帮相对移近量
最大可达1 500 mm左右，且巷道右侧变形明显高于

3.2

左侧。

3.2.1

巷道围岩变形破坏影响因素分析
结合5101工作面回风巷围岩变形特征，通过现

场调研可知巷道变形的主要影响因素为：① 巷道围
岩软弱。巷道沿煤层顶板掘进，其顶板为砂质泥
岩，底板为泥岩、粉砂岩，两帮为实体煤，巷道围岩

模拟结果分析
巷道围岩变形演化规律
随着不同工作面的推进( 沿工作面推进方向本

文以工作面位于测点前方为负，后方为正 )，5101工
作面回风巷围岩变形量逐渐增大，图3为不同采动
影响阶段下巷道围岩变形量。

软弱，岩性较差。因此在巷道掘进及周围工作面回
采过程中，巷道围岩极易发生塑性变形破坏；② 多
次扰动影响。由于巷道受到自身掘进、5001和5101
工作面回采影响，因此围岩区域应力场是由初始
应力场、支承压力、开采动载等叠加形成的应力

巷道围岩变形量/mm

2.2

场。

3.1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60

顶板下沉量
底臌量
左帮变形量
右帮变形量

-40 -20

动压巷道围岩变形演化规律
数值模型的建立及计算过程
为研究5101工作面回风巷在受到多次扰动影

响下围岩变形及应力演化规律，根据5101工作面实


际地质条件，建立FLAC 数值计算模型，模拟采用
摩 尔 - 库 仑 模 型 ，模 型 尺 寸 为 长 × 宽 × 高 =

巷道围岩变形量/mm

3

图2 数值模型计算及工作面开挖顺序
Numerical model calculation and working surface
excavation sequence diagram

400 m×150 m×45 m，模型底部为固定边界，4个侧面
水平方向固定，上部为应力边界，应力大小等于上
覆 岩 层 所 受 重 力 ，为 7.0 MPa ，经 测 定 侧 压 系 数
风巷巷帮中部与顶板中部垂直巷道表面向外布置
水平监测线( 模型中y = 75 m处 )。
结合山西襄垣七一新发煤业五采区工作面实
际开采顺序，在模拟中先将5101工作面回风巷掘
进，之后对不同工作面进行分步开挖，具体计算过
程为：加载原始应力→掘进5101工作面回风巷→对
5001工作面进行循环开挖→对5101工作面进行循

巷道围岩变形量/mm

λ=1.2。采用“十字布点法”分别于5101工作面回

0
20
40
60
工作面距测点距离/m
( a ) 巷道掘进阶段

450
顶板下沉量
400
底臌量
350
左帮变形量
右帮变形量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20
40 60
-60 -40 -20
0
工作面距测点距离/m
( b ) 5001工作面回采阶段
900
顶板下沉量
800
底臌量
700
左帮变形量
右帮变形量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50

-40

-30
-20
-10
工作面距测点距离/m
( c ) 5101工作面回采阶段

80

100

80

100

0

图3 不同采动阶段巷道围岩变形演化曲线
Fig. 3 Deformation evolution curves of surrounding
rock in different mining stages

环开挖。
数值计算及工作面开挖顺序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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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3( a )可知：掘进引起的围岩位移调整过程

小，巷道围岩变形量及其变形速率都呈持续增大的

主要集中在掘进工作面距测点前方10 m至后方10 m

趋势；当工作面由距测点前方50 m处推进至0 m处

处，此期间巷道顶板下沉量、左帮变形量、右帮变形

时，巷道顶板下沉量、左帮变形量、右帮变形量、底

量、底臌量分别增加至38.2，56.6，57.6，19.9 mm；而

臌量分别增加至690.0，480.2，898.8，210.1 mm。

当掘进工作面推进至距测点后方90 m处时，巷道围

3.2.2 巷道围岩塑性区演化规律

岩变形量逐渐趋于稳定。由图3( b )可知：当5001工

随着不同工作面的推进，5101工作面回风巷围

作面由距测点前方30 m推进至后方60 m处时，其所

岩塑性区分布形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为动态反映

受采动影响剧烈，且巷道不同部位之间所受的影响

采掘扰动影响下5101工作面回风巷围岩塑性区演

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别，其中巷道顶板下沉量、左帮

化规律，分别对掘进阶段、5001和5101回采阶段巷

变 形 量 、右 帮 变 形 量 、底 臌 量 分 别 增 加 至 292.4 ，

道围岩塑性区分布进行分析。不同采动阶段巷道

241.6，410.0，94.4 mm。由图3( c )可知：由于受到自

围岩塑性区分布如图4～6所示，不同采动阶段塑性

身工作面开采的影响，随着工作面距测点距离的减

破坏面积统计如图7～8所示。
None
shear-n shear-p

巷道待掘位置

shear-n shear-p tension-p
shear-n tension-n shear-p tension-p
shear-p
shear-p tension-p
tension-n shear-p tension-p

( a ) 距测点-10 m

( b ) 距测点0 m

图4
Fig. 4

( c ) 距测点10 m

掘进阶段巷道围岩塑性区演化

Evolution diagram of plastic zone of surrounding rock in roadway during excavation
None
shear-n shear-p
shear-n shear-p tension-p
shear-n tension-n shear-p tension-p
shear-p
shear-p tension-p
tension-n shear-p tension-p

( a ) 距测点-10 m

( b ) 距测点0 m

图5
Fig. 5

( c ) 距测点10 m

5001工作面回采期间巷道围岩塑性区演化

Evolution diagram of plastic zone of surrounding rock during mining of 5001 working face
None
shear-n shear-p
shear-n shear-p tension-p
shear-n tension-n shear-p tension-p
shear-p
shear-p tension-p
tension-n shear-p tension-p

( a ) 距测点-50 m

( b ) 距测点-30 m

图6
Fig. 6

( c ) 距测点-10 m

5101工作面回采期间巷道围岩塑性区演化

Evolution diagrams of plastic zone of surrounding rock during mining of 5101 working face

( 1 ) 掘进阶段：由图4，7可知：① 掘进引起的围

进影响较小；③ 随着掘进工作面的逐步推进，巷道

岩塑性变形破坏主要以剪切破坏为主，仅在巷道两

围岩塑性区范围也在逐步扩大，但其破坏范围均大

帮浅部出现小范围的抗拉破坏；② 当掘进工作面位

致呈对称“O”型分布；④ 掘进引起的塑性破坏主

于测点前方10 m处时，巷道围岩塑性区为零，受掘

要集中在掘进工作面距测点0 m及后方10 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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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破坏面积/m



直应力分布形态如图9所示。

左肩角
左帮中部
左底角
顶板
底板
右肩角
右帮中部
右底角

15
10
5

-9.927~-9
-9~-8
-8~-7
-7~-6
-6~-5
-5~-4

0

-4~-3

-60

图7
Fig. 7

-40

-20
0
20
工作面距测点距离/m

40

-3~-2

60

-2~-1

掘进阶段巷道围岩塑性区扩展曲线

( a ) 掘进阶段
-19.033~-18
-18~-16
-16~-14
-14~-12
-12~-10
-10~-8
-8~-6
-6~-4
-4~-2
-2~0

Curves of plastic zone expansion of surrounding

塑性破坏面积/m



50
40
30

垂直应力/MPa

rock in roadway
60

左肩角
左帮中部
左底角
顶板
底板
右肩角
右帮中部
右底角

20

( b ) 5001工作面回采阶段
-22.51~-22.5
-22.5~-20.0
-20.0~-17.5
-17.5~-15.0
-15.0~-12.5
-12.5~-10.0
-10.0~-7.5
-7.5~-5.0

10

图8
Fig. 8

-40

-20
0
20
工作面距测点距离/m

40

60

垂直应力/MPa

-60

垂直应力/MPa

20

一次采动阶段巷道围岩塑性区扩展曲线
Expansion curves of surrounding plastic zone
of roadway in primary mining stage

-5.0~-2.5
-2.5~0

( 2 ) 由图5，8可知：① 在5001工作面回采期间，
巷道围岩变形破坏仍主要以剪切破坏为主，仅在两

( c ) 5101工作面回采阶段

帮浅部出现小范围的抗拉破坏；② 随着5001工作面

图9

的逐步推进，巷道两帮塑性破坏特征也逐步由对称

Fig. 9

Vertical stress field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mining stages

破坏演变为非对称破坏，同时巷道围岩塑性区均表
现为不同程度向深部扩展的趋势，且巷道右帮塑性
破坏区扩展最为明显。

不同采动阶段垂直应力场分布

由图9( a )可知：巷道掘进之后，在两帮浅部出现
一定程度的卸压，而在两帮深部则产生了应力集中

( 3 ) 由图6可知：① 与掘进阶段以及5001回采阶

现 象 ，其 峰 值 约 为 9.0

MPa ，应 力 集 中 系 数 约 为

段相同，在5101工作面回采期间，巷道围岩变形破

1.16。由图9( b )可知：5001工作面的开采对于巷道围

坏仍主要以剪切破坏为主，仅在两帮浅部出现小范

岩应力场分布具有较大的影响，巷道右帮垂直应力

围的抗拉破坏；② 随着5101工作面由距测点前方

最高可达18 MPa，应力集中系数为2.32，相较掘进

50 m处推进至前方10 m处时，巷道左帮中部以及左

阶段的9.0 MPa，增加了100%。由图9( c )可知：与

底角处的塑性破坏面积分别由15，19 m ，增加至20，

一次采动阶段相比，在5101工作面回采期间，巷道

23 m ，而对于巷道顶板和右帮来说，随着工作面的

右帮的垂直应力最高可达22.51 MPa，应力集中系数

推进，其塑性破坏面积则逐步扩展至模型全部区

约为2.90。

域。
3.2.3

综上所述，随着掘进工作面、5001及5101工作
巷道围岩应力演化规律

面的逐步推进，呈现以下规律：① 巷道围岩“非对

随着采动影响的加剧，巷道围岩应力不断发生

称”变形也逐步变得明显；掘进阶段约占围岩总变

变化，分别取不同采动阶段工作面推进至测点前方

形量的9.5%，一次采动阶段约占围岩总变形量的

10 m处垂直应力云图进行研究。不同采动阶段垂

36.4% ，而 二 次 采 动 阶 段 约 占 围 岩 总 变 形 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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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② 巷道围岩塑性区均表现为不同程度向深

里迅速扩展，围岩破坏失稳逐渐向深部转移。

部扩展的趋势；巷道两帮塑性破坏特征也逐步由对

为缓解巷道大变形并保证工作面的正常开采，

称破坏演变为非对称破坏；其塑性破坏规律表现为：

在原支护方案的基础上对锚杆锚索的布置方式进

“ 巷 道 右 肩角 处 → 巷 道右 底 角 处 →巷 道 右 帮 中

行优化。① 锚杆：顶板及两帮锚杆数量、间距不变，

部”的动态扩展过程；③ 巷道顶底板浅部均出现了

为更好地发挥锚杆支护效果，将最外端锚杆分别向

不同程度的卸压，且随着深度的增加，卸压程度也

外倾斜10°，排距均由900 mm变为800 mm；② 锚索：

有所降低，而对于巷道两帮来说，其垂直应力则大

顶板布置2根规格为ϕ22 mm×7 300 mm的钢绞线锚

致呈“浅部卸压，深部应力集中”的分布特征，且

索 ，间 排 距 为 1 600 mm×1 600 mm ，锚 索 预 紧 力 由

其应力集中程度也随着采动影响的加剧而逐渐增

200 kN增加至250 kN。由于巷道右侧变形量较大，

大。

加强右侧巷道支护能有效地将上覆岩层压力向巷

4

道左侧转移，缓解非对称变形，因此在顶板右侧增

动压巷道支护参数的确定

加1根规格为ϕ22 mm×7 300 mm的钢绞线锚索，排距

由现场观测及数值分析可知，5101工作面回风

1 600 mm，与原有锚索呈2-1-2布置方式，顶板长锚

巷围岩大变形主要源于多工作面开采的叠加影响，

索可锚固到巷道顶板塑性区外的深部稳定岩层，差

且其变形过程主要发生在5001工作面以及自身工

异化的锚索布置可有效控制顶板冒落、台阶错动等

作面回采期间，合理的支护方式对于巷道围岩稳定

非均匀破坏。

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试验巷道实际地质
条件提出相应的围岩稳定性控制方案，巷道支护断

5

面如图10所示。

现场工业性试验
为验证支护方案的合理性，对5101工作面回风

巷不同采动阶段巷道围岩表面位移进行观测，观测
结果如图11所示。

锚索φ22 mm×7 300 mm

( 1 ) 由图11( a )可知：在巷道掘进期间，两测站变
10°

化规律大致相似，巷道围岩变形量逐渐增大，而变

800 800 800

形速率则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33～35 d内巷道
围岩变形量开始逐渐趋于稳定；监测数据表明：顶
底板和两帮移近量最大值分别为57，71 mm。

850

10°

锚杆
φ22 mm×
2 400 mm

( 2 ) 由图11( b )可知：随5001工作面的推进，巷道

850

围岩变形过程大致经历3个阶段：① 在工作面距测
站前方120～30 m时，巷道围岩受5001工作面采动
的影响较小；② 当5001工作面位于测站前方30 m至
图10
Fig. 10

巷道支护断面

后方70 m左右时，由于受到5001工作面侧向支承压

Road support section

力的影响，巷道围岩变形量开始急剧增大；③当工

原 支 护 方 案 ：顶 板 布 置 6 根 锚 杆 ，规 格 为

作面位于测站后方70 m之后，随5001工作面采动影

ϕ22 mm×2 400 mm，间排距为800 mm×900 mm，顶板

响减弱，巷道围岩变形量也逐步趋于稳定。在5001

锚杆均垂直于巷道顶板布置；两帮各布置4根锚杆，

工作面采动期间顶底板与两帮累积变形量分别为

锚杆规格与顶板相同，间排距为850 mm×900 mm，

269，332 mm。

两帮锚杆均水平布置；顶板中部布置1根规格为

( 3 ) 由图11( c )可知：随5101工作面的推进，巷道

ϕ17.8 mm×6 300 mm 的 钢 绞 线 锚 索 ，排 距 为

围岩受采动影响逐渐增大，巷道围岩变形量呈递增

1 800 mm。该支护方案下锚杆锚索预应力较低，导

趋势，顶底板累计移近量与两帮累计收敛量分别

致锚杆、索的主动承载性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在

为：324，414 mm。

巷道开挖后，顶板离层、围岩裂隙张开等扩容变形

从矿压观测结果来看，受到多次扰动影响下的

现象未能得到及时控制，致使巷道围岩裂隙由表及

巷道围岩变形量仍大于普通的回采巷道，但在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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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巷道围岩变形量/mm

岩变形量分别占总变形量的9.5%，36.4%，54.1%；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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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在相似材料模型中的裂隙检测
1,2

1

柴 敬 ，欧阳一博 ，张丁丁
( 1. 西安科技大学 能源学院，陕西 西安

1,2

710054；2. 西安科技大学 教育部西部矿井开采与灾害防治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054 )

要：为定量描述上覆岩层中裂隙的产生及发育，利用数字图像相关技术( DIC )在相似材料模

摘

型中进行了裂隙检测。通过定量研究散斑图案质量及DIC计算参数对检测效果的影响，针对模
型局部非均匀变形，提出了子区大小选择的双参数阈值法，确定了裂隙检测所用的子区大小，
并合理选择子区间距。然后使用数码相机采集1 200 mm×1 000 mm×50 mm( 长×高×宽 )的二
维平面相似材料模型表面的散斑场，获取模型目标图像的应变场和位移场，得出了裂隙产生的
位置、张开度和长度等定量特征，并与全站仪同步量测数据进行对照。试验表明，采用子区边
长40像素和子区间距10像素的测试参数，得出了该模型3条裂隙的存在及其发育信息，验证了
双参数阈值法的可靠性；随着裂隙的逐渐发育，应变局部化带由模糊到清晰，应变曲线分布特
征由单峰到双峰，位移曲线逐渐呈阶梯状分布，可从应变场局部化带长度快速估计裂隙发育长
度；DIC测量结果与全站仪测量结果的最大相对误差为7.73%。DIC测量系统既能有效地检测裂
隙，又能达到较高测量精度。研究结果为进一步应用DIC研究相似材料模型变形提供了试验基
础。
关键词：数字图像相关技术；相似材料模型；裂隙；应变场；检测
中图分类号：TD 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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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ck detection method in similar material models based on DIC






CHAI Jing ，OUYANG Yibo ，ZHANG Dingding

( 1. College of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2.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Western Mining and Min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Key Laboratory，Xi'an 710054，China )

Abstract：In order to quantitatively understand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racks in overlying strata，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technology ( DIC ) was used to detect cracks in a similar material model. According to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speckle pattern quality and DIC calculation parameters，a two-parameter
threshold method based on the selection of subset size for the local non-uniform deformation of similar material
models was proposed. Meanwhile, the step size used in the test crack detection was determined，and the step size was
reasonably selected. Then a digital camera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speckle field on the surface of a two-dimensional
model of similar materials of 1 200 mm( L )×1 000 mm(W)×50 mm(H)，acquire the strain field and displacement
field of the target image of the model，and obtain the 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osition，opening degree and
length of cracks. After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synchronous measurement data of the total station, the tes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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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that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ree cracks in the model can be obtained by using the test parameters
of 40 pixels on the subset side length and 10 pixels step size，the reliability of the two-parameter threshold method
was also verified. With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cracks，the strain localization bands change from fuzzy to clear，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train curve changed from single peak to double peak，and the displacement curve
gradually presented a stepped distribution. The length of crack development can be quickly estimated according to
the length of strain localization band. The maximum relative error between DIC measurement results and total station
measurement results was 7.73%. DIC measurement system effectively detected cracks and achieved high
measurement accuracy. The results provided an experimental basis for further applying DIC to study deformation of
similar material model.
Key words：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similar material model；cracks；strain contours；detection
采动岩体裂隙网络的发生发展规律和定量描
述是当今矿山岩体力学的基本难题之一

 

相对简单，而对于相似材料模型，由于其材料的

。相似

非均质性且表面粗糙，尺寸远大于标准岩样，因

模型试验能够很好地在实验室再现采场岩体裂隙

此模型表面优质散斑场制作困难；② 没有针对裂隙

的形成过程和分布状态，由于其测试周期短、结果

监 测 的 试 验需 求 进 行 子区 大 小 和 间距 的 合 理 选

可靠、试验结果直观等优点被广泛用于分析采矿工

择。



程相关技术问题 。

鉴于此，本文通过定量研究散斑图案质量及

对于相似材料模型在模拟推进过程中裂隙发

DIC计算参数对检测效果的影响，针对相似材料的

育和破裂形态信息的提取与量化，目前主要是在开

非均质性和模型非均匀大变形的特点，提出了子区

采过程中利用数码相机采集裂隙演化图，进行手工

大小选择的双参数阈值法。通过对DIC测量系统的



素描 或者图像二值化

 

等数字图像处理技术进

合理设置、散斑图案的制作、子区大小和间距等参

行描述和表达，但是二值化方法会对图像的分析处

数的选择，在相似材料模拟试验监测实例应用中有

理产生影响，有时可能会丢失部分图像细节，对于

效检测并定量化表征了裂隙的产生和发育状态，为

细小裂隙形态信息的提取容易产生偏差。利用面

研究相似模拟试验中岩层破坏规律和“三带”发育规

扫描系统获取模型表面的点云数据，进而提取模型

律的研究提供有效的技术和数据支持，同时研究结

破裂边界，获得裂隙发育信息

  

，这些方法检测效

率低，观测成本高，对不易识别的细小裂隙提取状
况不佳。总体上讲，缺乏用于相似材料模型裂隙检
测的方法。
数 字 图 像 相 关 技 术 ( DIC ，即 Digital Image

果为进一步应用DIC研究相似材料模型变形提供了
试验基础。

1
1.1

Correlation )是一种基于非接触式图像的光学测量方

相似材料物理模型试验
模型及试验
本次试验以某矿工作面地质条件为研究对象，

法，首先使用数字成像设备获取不同负载下对象

模拟回采工作面上覆岩层中裂隙的发育过程。试

的散斑图像，然后使用基于相关性匹配算法进行图

验选取河沙为骨料，石膏和大白粉为胶结料，水为

像 分 析 以 定量 提 取 结 构体 全 场 位 移和 应 变 响 应

溶剂材料。通过材料配比试验确定配比，以满足各

 

。由于DIC

岩层力学相似的要求。二维相似材料模型的几何

具有非接触性、实时动态测量、分辨率高等优点，因

尺寸为1 200 mm×1 000 mm×50 mm( 长×高×宽 )，如

此DIC在研究标准岩样及含预制裂隙等缺陷材料

图1( a )所示。模型几何相似比为1∶200，工作面开

信息，用于全场位移和变形的测量

的断裂过程方面应用广泛

 

，然而在二维平面应

挖步距为30 mm，采高40 mm，模拟工作面回采开挖

力模型试验中多集中于模型变形的位移场的研究，

30次，共推进900 mm。模型开挖后覆岩垮落形态如

缺乏对模型应变场信息的提取与分析，在裂隙的检

图1( b )所示。此次试验采用徕卡TS02型光学全站

  

仪，该技术属于点式测量。在模型表面布置1条全

测方面更是鲜有提及

。 究 其 原 因 ，主 要 有 ：

① 标准岩样尺寸较小且表面较平整光滑，散斑制作

站仪测线，测点间距均为100 mm，共计11个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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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全站仪进行同步测量，并与DIC测试数据进行

10 

对比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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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素数量

模型高度/mm

1 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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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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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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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600 800 1 000 1 200
模型长度/mm
( a ) 模型岩性及全站仪测点

100
150
200
灰度级
( b ) 散斑灰度直方图

图2

煤

Fig. 2

250

散斑场
Speckle field

分布的相对频率。通过MATLAB软件图像工具处理
包，对自制模型表面的散斑图进行灰度分析得出散
斑灰度直方图，如图2( b )所示。灰度在20～225范围
内均有分布，且灰度在20～150的像素分布较均匀，
说明自制散斑适合DIC相关性分析

 

。其中有一部

分灰度值在225左右分布，这是由于模型表面云母
层
煤

粉反光导致相机曝光过度，将损害DIC相关性分
析。应尽量减少模型表面出现云母粉，避免图像分

( b ) 开采后岩层变形

图1
Fig. 1

1.2

析区域出现强反光现象。

二维平面试验模型

Two-dimensional experimental model

1.3

DIC测试系统
图3为DIC测试系统，主要包括佳能EOS700D相

散斑预制
散斑预制是为了保证被测物体表面具有足够

的图像纹理，在被测物体变形过程中图像纹理会作

机，其图像分辨率为1 800万像素；2组白光LED光
源；1台计算机及2D-DIC分析软件。

为变形信息的载体随模型表面一起变形。为了减
小人工散斑对相似模型试验材料物性的影响并确

LED光源

相
似
模
型

保散斑图案与被测物体表面变形一致，采用毛笔和
墨水在模型表面绘制圆形散斑。图2( a )是模型表面
某块区域的散斑图像，散斑大小相对均匀，直径在

DIC软件
LED光源

3 mm左右，模型表面散斑点位置随机，散斑密度大


约为40%，基本符合优质散斑图案的定性要求



数码相机

。

图3

灰度直方图反映了图像中所有像素的灰度级

Fig. 3

DIC测试系统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system of DIC

为使相机拍摄方向和模型表面保持垂直，首先
40 pixel

调平相机三脚架，然后使用相机取景器电子水准仪
保持相机水平，将激光指示器安装在机身上，对准
临时粘贴到模型表面的玻璃镜，微调三脚架直至入
射光和反射光互相重合。照相机由红外遥控器进
行控制拍摄，从而避免手动操作引起的相机振动。
两组LED光源为模型表面提供均匀和明亮的照明。
在测试之前，打开相机预热20～30 min，以使相机达

( a ) 模型表面散斑

到热稳定状态，避免因为相机发热导致采集图像失
023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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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将模型开挖前采集模型表面的照片作为参

1
ns

I 

考图像，在每次开挖结束，上覆岩层充分稳定后，采

s



i, jns

I

i, j

I

2

集模型表面照片，每次采集5幅图像来计算位移和

式中，Iij 和 I 分别是子区的像素强度和平均像素强

应变，并对其进行平均化处理，从而将测量不确定

度；n为子区中像素数量。

性降至最低。

2

子区在X方向和Y方向上的强度梯度平方和定
义为

DIC计算参数选择

2.1

2
SSSIG  
 Ix 
x
i, jns


2
SSSIG y   i, jn  I y 

s

子区大小的选择
应变局部化是被测结构体破坏前出现的应变

集中于长条带状区域的现象，其中长条带状区域被

式中，I′x和I′y 分别是子区的X和Y方向上的像素强度

称作应变局部化带。理论上，如果子区大小及其间
距合适，则裂隙产生前的局部化应变能够由应变场

梯度。
当 σI>15 时 ，表 示 子 区 图 像 具 有 适 当 的 对 比

直观展现，进而表征和量化裂隙的产生和发育状

度

况。

理分布

 



；当SSSIG>10 时，表示子区图像具有足够的纹
 

由于相似材料的非均质性和变形的非均匀性，
对于相似材料模型中裂隙的监测，现有子区大小选
择方法并不适用

 

。

针对图像中同一位置，图4展示了由不同子区
得 出 的 子 区强 度 梯 度 的平 方 和 标 准偏 差 变 化 情

。在综合考虑散斑图案质量以

况。图4( a )，(b )中边长为40像素的子区同时满足这2

及模型的非均匀变形的基础上，提出了子区大小选

个标准。因此将同时满足双参数阈值时的像素大

择的双参数阈值法，通过点-面循环验证，确保所选

小作为本次子区大小选择的下限。图4( c )，(d )显示

子区大小能够满足测试需求。

了使用子区边长40像素对煤层上方区域进行分析

常用子区像素强度的标准偏差( σI )和子区强度

所得的子区频率分布直方图，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子

梯度的平方和( SSSIG )两个参数进行子区图像纹理

区像素强度的标准偏差和子区强度梯度的平方和

质量评价。子区像素强度的标准偏差定义为

都满足以上2个标准，这也验证了所选子区大小的
10 

50
40

SSSIG

σI



10 

30
20

10 

0
20

40

60

80
100
子区边长/像素
( a ) σI

120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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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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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区边长/像素
( b ) SSSIG

12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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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

频率

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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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σI频率直方图

图4
Fig. 4

0

60

散斑图案质量评价

Quality evaluation of speckle pattern
023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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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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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SSSIG频率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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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同时，每个子区大约包含6个散斑点，如图

13 900个，测量密度增加约9倍。当子区间距为30像

2( a )所示，这也满足子区至少含有3个散斑点的标

素时，对应的应变场有2条不太明显的应变局部化



准



。

带，带宽较大，应变变化曲线仅有2处应变曲线峰

考虑相似模型试验会出现非均匀大变形，且裂

值，且应变量值较低。当子区间距为20像素时，应

隙周围存在高应变梯度区域，因此选择具有足够灰

变场有相对模糊且不易区分的3条应变局部化带，

度信息用于可靠性分析的最小子区，即最佳子区大

应变变化曲线峰值不明显。当子区间距为10像素

小为40像素×40像素。

时，应变场存在3条清晰且狭窄的应变局部化带，应

子区间距的选择

变变化曲线具有3个应变峰值，与应变场中3条应变

图5显示了使用相同子区边长为40像素但间距

局部化带对应。较大的子区间距使应变计算区域

分别为30，20和10像素的DIC测试结果，图5( a )为选

大于岩层裂隙发育所引起的应变变化区域，虚假应

取推进距离为720 mm时获得的上覆岩层分析区域

变的产生使测量结果失真。同时，对比应变值可以

为250 mm×500 mm范围的应变场，并通过DIC获取

发现随着子区间距的减小，应变值增大。结合裂隙

测线上的应变变化曲线，如图5( b )所示，图中红色细

实际发育情况，当子区间距为10像素时的应变分布

线对应应变局部化带位置。子区间距从30像素减

符合岩层实际变形规律，通过应变场能够捕捉到岩

小到10像素，测量点数量由原来的1 550个增加到

层变形过程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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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Fig. 5

不同子区间距的DIC测试结果
DIC test results of different step size
023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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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佳子区边长设置为40像素，子区间距

的参数设置进行DIC处理，获取图像上分析区域内

为10像素，将有助于观察裂隙的产生。对于具有较

所有测量点的位移，并求取其位移的标准偏差。由

好纹理质量的图像，使用高重叠率的小子区的参数

于实际位移为零，测量位移的标准偏差

设置能够观察到较小的应变局部化带，从而更好地

为

识别裂隙。
2.3



DIC测试精度
DIC测量系统精度可以从准确度和精密度2个

方面来衡量。准确度用测量值与真实值之间的相

 

可以定义

1
N
d2

i 1 i
N 1

式中，di为图像中各测量点的位移；N为测量点数量，
共计35 931个测量点。

对误差来表示，其主要受噪声和形状函数等因素影

计算结果反映了DIC测量中随机误差的大小。

响；精密度用测量结果的标准偏差来表示，它反映

计算得 到的 位移标 准偏 差为0.007 mm，说明

了随机误差对测量结果的影响程度，其主要受图像

DIC测量系统的布置和参数设置的合理性。DIC测



噪声强度、子区大小以及散斑图案质量的影响



。

量系统既能提供足够高的空间分辨率，又能满足矿

为了能够对DIC测量系统的准确度进行定量评

山相似材料模型监测的精度要求。和基于点式测

价，取工作面推进至900 mm时全站仪测线上11个测

量的全站仪相比，DIC测量技术耗时短、效率高，能

点的位移值为对象，将全站仪和DIC的测量结果进

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采动过程中地表与岩层的移

行对比分析，从图6中可以看出位移整体变化趋势

动变形情况。

一 致 。 DIC 与 全 站 仪 所 得 结 果 最 大 相 对 误 差 为

3

7.73%。

测点位移/mm

0

1

2

3

4

3.1

测点编号
5 6 7

8

9

10 11

试验结果及分析
裂隙定位
裂隙发育位置具有随机性，常规方法难以快速

-3

准确定位裂隙位置。应变局部化带所处位置不一

-6

定产生宏观裂隙

-9

于裂隙宽度，仅通过局部化带位置难以获取裂隙的

-12

准确位置。因此，为准确定位裂隙，布置垂直于应

-15
-18

Fig. 6



，应变局部化带的宽度往往远大

变局部化带的测线，通过测线上的位移和应变曲线

全站仪
DIC

图6



变化特征准确定位裂隙。
在模型表面选取工作面上方250 mm×500 mm区

2种方法测量结果对比

Results comparison of two methods mesurement results

域进行计算分析。在黄色点划线位置处(图7( a ) )布

为了能够对DIC测量系统的精密度进行定量评

置测线，图7为工作面推进至660～720 mm时获得的

价，选取对未加载阶段2张图像中的1张作为参考

分析区域的DIC应变场，以及由DIC得出的沿测线各

图像，使用子区边长为40像素和子区间距为10像素

点的位移及应变变化曲线，其中横坐标为测点的距

1.364

1.591

1.000

1.200

1.723

2号
1号

0

2号
1号

3号
0.500

0

-0.460
工作面推进至660 mm

0.400

1.000

应变/%

0.800

0

0.500

23

0
50

测线

应变/%

2

应变/%

1.500

50

0
-0.117

-0.393
工作面推进至690 mm
( a ) 应变场

023015-6

工作面推进至720 mm

柴敬等：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No. 2( 2020 )：023015
1.4

2.5
工作面推进至660 mm

工作面推进至660 mm

1.2

2.0
位移/mm

1.0

0.2

0
0

50

100
150
测线位置/mm

200

0

250

50

100
150
测线位置/mm

1.4

2.5
工作面推进至690 mm

0.8
0.6
0.4

0.5

裂隙张开度
0.06

1.0

250

1.0
0.14

裂隙位置

位移/mm

2号

1号

1.5

200

工作面推进至690 mm

1.2

2.0

0.2

0
0

50

100
150
测线位置/mm

200

0

250

工作面推进至720 mm
2号

1.0

3号

位移/mm

1.0

0.8
0.6
0.4

0.5

0.2

0
50

100
150
200
测线位置/mm
( b ) 测线位置的应变变化曲线

图7
Fig. 7

0

250

250

0.32

1号

200

工作面推进至720 mm

1.2

2.0

0

100
150
测线位置/mm

1.4

2.5

1.5

50

0.28

应变/%

0.6
0.4

0.5

应变/%

0.8

0.43

应变/%

1.0
1.5

50

100
150
200
测线位置/mm
( c ) 测线位置的位移变化曲线

250

工作面660～720 mm推进过程中DIC测试结果

DIC test results during the 660-720 mm propulsion of the working face

从力学机制上讲，离层是由于上下岩层的抗弯

离，最大为250 mm。
工作面推进至660 mm时应变场未出现明显变

刚度不同，相邻岩层间必然产生法向位移，当上位

化，对应的位移及应变曲线几乎呈水平分布。工作

岩层的抗弯刚度大于下位岩层时，则会产生离层运

面推进至690 mm时，应变场中出现狭窄且模糊不清

动。因此离层裂隙的张开度可以由上下位岩层的

的应变局部化带，对应测线在41和92 mm位置处应

位移作差求得。测线在41，92和139 mm位置处的位

变曲线呈尖峰状分布，局部应变集中区域可能产生

移曲线呈阶梯状变化，结合上述分析可知位移曲线

裂隙。测线在41和92 mm位置处位移曲线呈不太明

阶跃处表征了裂隙产生的位置，表现为裂隙处位移

显的阶梯状变化特征，远离工作面的岩层位移量逐

的不连续性变化，周围岩层变形较大，代表1条存在

渐减小。工作面继续推进至720 mm时，应变场出现

的裂缝，其阶跃高度即为裂隙张开度。

清晰且带宽较宽的应变局部化带，对应测线在41和

对比图7( b )应变变化曲线和图7( c )位移变化曲

139 mm处应变曲线均具有明显的双峰值特征，且第

线，可以发现定位的裂隙位置基本一致。当推进距

1个峰值均高于第2个峰值，这表明裂隙周围靠近采

离为690 mm时，在测线41，91 mm处的1号、2号裂隙

空 区 一 侧 的岩 层 比 远 离采 空 区 一 侧的 岩 层 变 形

张开度分别为0.14，0.06 mm；当推进距离为720 mm

大。此时裂隙出现在双峰值间拐点所对应的位置

时，在2号裂隙上方发育1条新的裂隙3号。在测线

处。而测线距离为92 mm处应变曲线双峰值特征不

41，91和138 mm位置处的1号、2号和3号3条裂隙张

太明显，可能此处裂隙周围岩层变形较小。

开度分别为0.43，0.28，0.32 mm。
023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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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裂隙的逐渐发育，应变局部化带由模糊到

发生剧烈变形，伴随着模型表面部分散斑发生脱

清晰，应变曲线分布特征由单峰到双峰，位移曲线

落，导致DIC失去相关性匹配，无法获取1号裂隙周

逐渐呈阶梯状分布。应变局部化出现在宏观裂隙

围的位移及应变场云图。因此选取模型工作面上

之前，导引着宏观裂隙的扩展

 

。因此可通过DIC

方200 mm×400 mm区域进行计算分析。在上述同样

应变场观测并跟踪应变局部化带的发展状态，从而

位置处布置测线，图8为工作面推进至750～810 mm

定位裂隙的具体位置。

时获得的DIC应变场云图，以及由DIC得出的测线上

裂隙张开度

的位移变化曲线，其中横坐标为测点的距离，最大

当工作面推进至750 mm时，1号裂隙周围岩层

为2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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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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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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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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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应变/%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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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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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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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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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4.500

26

工作面推进至750 mm

20

0

1.4

1.00

3.2

工作面从750～810 mm推进过程中DIC测试结果

DIC test results during the 750-810 mm propulsion of the working face

当工作面推进至750 mm时，由应变场云图可以

和测线位移变化曲线中3号裂隙位置处数据缺失，

直观地判断出上覆岩层中存在的2号、3号2条裂

这是由于3号离层裂隙周围岩层发生剧烈变形，且

隙。对应测线在42和89 mm位置处2号、3号裂隙继

其表面部分散斑脱落，导致DIC失去相关性匹配。

续发育，对应的裂隙张开度分别为0.43和0.63 mm。

尽管DIC不能有效地计算裂隙区域的位移及应变数

当工作面推进至780 mm时，应变场变化不大。2号、

据，但是对于裂隙周围岩层的位移和应变计算误差

3号离层裂隙继续发育，对应的裂隙张开度分别为

较小

0.53和0.86 mm。当工作面推进至810 mm时，应变场

号裂隙张开度分别为1.00和6.73 mm。1号裂隙的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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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度可以利用图像比例尺进行测量，每个像素代表

1.0

的实际距离为0.347 mm，通过测取1号裂隙张开度

上部岩层
下部岩层

0.8
岩层位移/mm

在图像上的像素长度，便可得出实际的裂隙张开
度。当工作面推进至750～810 mm时，对应的1号裂
隙张开度分别为10.3，10.1和1.0 mm。
图9为工作面从660～810 mm推进过程中，上覆

0.6
0.4
284

0.2

岩层中由DIC得出的1号、2号和3号离层裂隙在测线

0

位置处的裂隙张开度变化曲线，其中虚线代表在测

100

200
300
400
测线位置/mm
( b ) 工作面推进至750 mm

线位置处实测的离层裂隙张开度值。1号裂隙随着
10

工作面的推进，其呈现先张开后逐渐闭合的发育过

上部岩层
下部岩层

8
岩层位移/mm

程，其最大张开度为10.3 mm。2号、3号裂隙随着工
作面的推进，呈逐步张开的发育过程。2号、3号裂
隙最大张开度分别为1.00和6.73 mm。将模型破坏
前后的图像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应变局部化带和裂

6
4
2

312

隙最终扩展路径一致，1号、2号、3号裂隙发育过程
0

与实际发育过程相符。通过跟踪DIC应变场，识别

100

200
300
400
测线位置/mm
( c ) 工作面推进至810 mm

应变局部化带，可以准确地检测出工作面上方存在

图10

的不易察觉的细小裂隙的产生，并跟踪其发育过
Fig. 10

程，进而获取裂隙的张开度。
12

裂隙张开度/mm

8

500

裂隙发育长度

Fracture development length

岩层位移之差大于零时，表明此处产生裂隙，所对

1号离层裂隙
2号离层裂隙
3号离层裂隙

10

500

应的测点距离即为分析区域内裂隙的发育长度。
工作面推进至720 mm时，在测线215 mm位置处

6

上 下 岩 层 位 移 差 大 于 0 ，表 明 裂 隙 发 育 长 度 为

4

215 mm。工作面推进至750 mm时，在测线284 mm

2

位置处上下岩层位移之差大于0，表明裂隙发育长

0
660

690

720
750
工作面推进距离/mm

图9
Fig. 9

780

度 为 284 mm 。 工 作 面 推 进 至 810 mm 时 ，在 测 线

810

312 mm位置处上下岩层位移之差大于0，表明裂隙
发育长度为312 mm。

裂隙张开度
Fracture apertures

观察图10可以发现，靠近工作面的岩层位移量

裂隙发育长度

大，而远离工作面的岩层位移量小。位移曲线整体

在图8中3号裂隙两侧黄色点划线位置处布置2

呈现左高右低的趋势且裂隙沿工作面走向方向逐

条测线，由DIC获取测线上位移变化曲线。如图10所

渐闭合。图7( a )，图8( a )应变场中3号裂隙应变局部

示，横坐标为测点的距离，最大为500 mm。当上下

化带长度随工作面推进距离的增加而增长。当工
作 面 推 进 至 720 mm 时 ，应 变 局 部 化 带 长 度 为

0.6

上部岩层
下部岩层

0.5
岩层位移/mm

3.3

0.4

230 mm；当工作面推进至750 mm时，应变局部化带
长度为267 mm；当工作面推进至810 mm时，应变局
部化带长度为305 mm。可以发现应变局部化带长
度与DIC测得3号裂隙的发育长度基本一致，可从应

0.3
215

0.2

变场局部化带长度快速估计裂隙发育长度。
工作面推进至660 mm时，顶板出现较大范围离

0.1
0

100

200
300
400
测线位置/mm
( a ) 工作面推进至720 mm

500

层，离层靠近工作面一侧发育穿层纵向贯通裂隙。
DIC分析区域岩层并未产生明显变形；工作面推进
023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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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690 mm时，顶板离层沿贯通裂隙位置断裂，断裂

in rocks[J]. Bulletin of the Earthquake Research Institute Tokyo

岩块相互铰接。工作面顶板上方，发育2条不易察

Imperial University，1968，46：1103-1125.

觉的1号、2号细小离层裂隙；工作面推进至720 mm

[4]

王志国，周宏伟，谢和平.深部开采上覆岩层采动裂隙网络演化的
分形特征研究[J].岩土力学，2009，30( 8 )：2403-2408.

时，工作面顶板上方，1号、2号细小离层裂隙继续发

WANG Zhiguo，ZHOU Hongwei，XIE Heping. Research on fractal

育，发育1条新的3号裂隙；工作面推进至750 mm时，

characterization of mined crack network evolution in overburden rock

基本顶发育较大离层，离层发育在关键层下，垮落

stratum under deep mining[J]. Rock and Soil Mechanics，2009，

岩层与之前断裂岩梁相互铰接，形成砌体梁结构。

30( 8 )：2403-2408.

工作面顶板上方1号离层裂隙发育剧烈；工作面推

[5]

and stress，insights from physical modeling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J].

进至810 mm时，上次推进形成的1号离层裂隙发生
闭合，3号离层裂隙张开度明显增大。采空区垮落

LI G，CAO S，LUO F，et al. Research on mining-induced deformation

Arabian Journal of Geosciences，2018，11( 5 )：100.
[6]

LIANG T，LIU X，WANG S，et al. Study on the fractal characteristics

矸石与工作面上方未断裂岩层相互挤压，在一定程

of fracture network evolution induced by mining[J]. Advances in Civil

度上阻止了直接顶正常垮落。最终垮落带范围高

Engineering，2018，https：//doi. org/10.1155/2018/9589364.

度为21.53 m，裂隙带和弯曲下沉带没有明显分界，

[7]

包含垮落区、裂隙区、离层区、连续变形区不同尺度

panels

采动覆岩影响范围为67.94 m。

结

论

substrata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J].

陈朋，汤玉兵，孔庆珠，等.图像辅助激光点云的相似材料模型破裂

fracture boundary of image assisted point cloud similar material
model[J]. Journal of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 Natural Science )，

布置测线获取裂隙发育长度，张开度等定量信息。
解决了以往技术手段对细小裂隙提取状况不佳的

2016，35( 7 )：751-754.
[9]

段志鑫，吴侃，宋月婷，等.基于视觉测量的相似材料模型裂隙检测
与定位方法[J].煤矿开采，2018，23( 4 )：15-19.

问题。

DUAN Zhixin，WU Kan，SONG Yueting，et al. Fractures detection and

( 2 ) 随着裂隙的逐渐发育，应变局部化带由模糊

location method of similar model based on optical measurement [J].

到清晰，应变曲线分布特征由单峰到双峰，位移曲
线逐渐呈阶梯状分布。可从应变场云图中应变局

Coal Mining Technology，2018，23( 4 )：15-19.
[10] SUTTON M A，ZHAO W，MCNEILL S R，et al. Local crack closure

部化带的长度快速估计裂隙发育长度。

measurements：Development of a measurement system using computer
vision and a far field microscope[S]. ASTM Special Technical

( 3 ) 与全站仪测量结果相比的最大相对误差为
7.73%，满足矿山开采相似模拟研究中地表及岩层
位移监测的要求。为进一步应用DIC研究相似模拟

Publication，1999，1343：145-156.
[11] 金观昌，孟利波，陈俊达，等. 数字散斑相关技术进展及应用[J].
实验力学，2006，21( 6 )：689-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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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关键层对采场覆岩运动起主要控制作用，其破断对工作面矿压显现有较大影响。为了

探测工作面顶板覆岩结构并判别覆岩运动中的关键层，基于随钻测振数据与岩石强度耦合关
系，在山寨煤矿井下有代表性位置采用钻孔取芯、钻孔窥视、随钻测振3者相结合的方法，通过
钻孔窥视和岩样力学试验，得到岩石岩性及其强度的精准探测结果，并对钻杆的振动能量与岩
石强度进行拟合分析，建立了相关岩体结构识别模型，最终对覆岩中的关键层进行判别。结果
表明：岩石静、动弹性模量以及抗压强度3种力学参数都分别与测振能量呈正相关关系，由此可
应用KSPB软件对煤层顶板覆岩进行关键层精准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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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reaking of key strata which plays a major role in controlling the movement of overlying rock in stope
has a great influence of mine pressure in working face. In order to detect the roof overlying structure of working face
and distinguish the key strata，based on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ibration measurement data while
drilling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rock mass，the study background was chosen at the representative position of the
Shanzhai Coal Mine. At the selected sample location，the method of drilling core，peeping through the hole and
measuring vibration while drilling were adopted，in order to detect the overlying rock structure at the roof of the
working face and distinguish the main strata in the overlying rock movement. Through drilling peeping and rock
sample mechanics experiments，the accurate detection results of rock mass lithology and its strength were obtained.
The vibration energy and rock mass strength of drill pipe were analyzed and the identification model of related rock
mass structure was established. Finally，the key stratum that plays a controlling role in overlying rock movement were
quickly identif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ree types of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static，dynamic elastic mod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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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ock compressive strength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vibration energy，respectively. Therefore，KSPB
software can be used to accurately judge the key stratum of coal seam roof overlying rock.
Key words：logging while drilling；overburden structure；KSPB software；key stratum；rock burst prevention
矿井巷道支护、矿压防治等研究都需要以覆岩

变能以弹性波的方式快速释放，应力波的传递使钻

结构及其强度为基础依据来进行。目前井下主要

具产生复杂的振动，主要包括轴向振动、横向振动

采用的覆岩探测方法是矿用钻机钻孔取芯，分析岩

和扭转振动等3种基本形式 。钻头对岩石的破岩

芯的岩性状况以及测试岩样力学参数，但在遇到较

作用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轴向冲击破碎，另一种是

软或泥质岩层时不容易取到岩芯，且在井下复杂的

旋转切削破岩，两者几乎同时进行，即每个钻进时

工作环境下钻孔取芯费时费力，取芯率不高，导致

刻都包含了钻头对岩石的冲击破碎和旋转切削破

探测结果可靠性较差。

岩。钻头轴向推进时受到岩石对它的反作用力，大





等指出钻头的破岩作用使岩石在破碎

小与岩石的物理力学性质密切相关，因此这些冲击

时产生声波发射现象，不同岩性的岩石发生破碎时

力变化引起的动态振动行为携带着大量的岩层强

其主频明显不同，通过安装传感器来记录主频变化

度信息，在钻杆振动中主要表现在轴向振动上。

高岩



从而可形成一种在线识别岩性的分析技术；贾明

x

魁 等通过对风动钻削破岩分析研究指出，钻机在


N'

相同的推力作用下，在不同岩层中的钻进速度、转

N'
O

N'
N'

岩石

速差别较大，即钻机推力、钻进速度、转速等参数能
N
G

板进行钻进特性数值试验，指出钻具在不同类型岩

σx

是识别顶板岩性的良好指标，通过监测钻进中这些
T

指标的变化进行顶板岩性识别，可以优化顶板的支
护参数，对现场煤巷顶板冒顶的防治具有重要的意
义。但这些测井方法只是识别所钻地层的岩性变

x
( a ) 钻杆轴向振动力学模型

图1

化，不能反映具体岩体的强度参数，在采矿工程中

Fig. 1

不仅需要了解地层的岩性变化，还需要掌握岩体的
物理力学参数，本文利用随钻测井分析技术来寻找
能够反映井下钻孔施工中钻头所遇地层岩性以及
强度参数的测井方法。
工作面开采之后改变了上覆岩层的原始应力
状态，采场覆岩随关键层的破断而产生同步破断，
关键层控制的岩层越多、相关岩层的厚度和覆盖悬
空的面积越大，其破断释放的能量就越大



 

。通过

拟合的井下随钻测振能量与岩体强度参数之间的
关系模型，实现即时识别岩层岩性及强度的测井，

σr

σ

( b ) 岩石单元应力状态模型

钻杆和岩石受力模型

Mechanical model of drill pipe and rock

图1( a )为钻杆轴向振动受力状态，图1( b )为钻头
单个牙齿作用下岩石单元应力状态。N'为钻头对与
岩石的冲击力；N为作用在钻杆上的反作用力，以接
触面为起始点沿重力方向建立 Ox 直线坐标系，取
钻杆上微段为研究对象。设钻头在时间 t 内破碎岩
石单元的深度为 h ，该段时间内钻杆轴向振动的位
移为y。钻具轴向推进速度v可表示为：dh/dt=v；如图
2所示矿用金刚石三翼钻头直径 D 与单个牙齿的长
度2r关系为：D=d+4r。
钻杆轴向振动的动力学方程



为覆岩关键层的判别提供可靠的地质依据，提高矿



为


 y N
dx   gA  x  dx  T
  A  x  dx 2 
t
x

 N  3 N '

2

井对地质灾害的防范能力，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和
广阔的应用前景。

1

r

y

石中钻进时具有不同的位移响应和振动频率，这些

O

θ

h

等对不同岩性煤巷顶

dx



dx '

较好反映岩层特性；刘少伟

(1)

式中，ρ为钻杆的密度；A(x)为钻杆横截面的面积；y

钻孔测井分析技术原理

为任意时刻dx 微段的轴向位移；g 为重力加速度；T

钻进过程中钻头与岩石相互作用使岩石的应

为钻机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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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状

2r
d

层厚/m

岩 性

1.6

泥质粉砂岩

1.9

粉砂岩

1.0

细砂岩

1.5

泥质粉砂岩

1.6

细砂岩

2.2

粉砂岩

测井曲线

2r

2r

D

图2
Fig. 2

破岩钻头直径

Diameter of drilling bit

钻头刀翼部分沿x轴的反方向对岩石作用有冲

图3
Fig. 3

岩性与钻杆顶部振动加速度特征对比

Comparison of lithology and vibration acceleration

击力N'，采用圆柱坐标，弹性力学的方法，求得单个
牙齿对岩石的作用力N'引起的应力分量  x



为

5
3N ' 3 2
h  r  h2  2
(2)
2
式中，r为单个牙齿作用下岩石的破碎半径；h为破碎

x 

at the top of drill pipe

域相互转换，通过设定滑动时窗的大小对信号进行
逐步扫描。设任意信号为 x  t  ，其短时傅里叶变换
表达式



STFT  , f   

深度。
当轴向应力  x ≥ b 时(  b 为岩石的抗压强度
极限 )岩石从整体上破碎下来，在极限平衡状态下，





x tQ t  e

2 if

dt

(5)

式中，x  t  为被分析的信号；Q  t  为窗函数； 为时
窗时刻。

可认为钻头冲击破碎岩石为单轴压缩过程，则

 x   b  10 f

为

通过调整时窗大小增高时间分辨率，降低频率
(3)

式中，f为所切削岩石的坚固性系数。

分辨率的方法，提取出振动信号在时域上的变化特
征，为随钻探测岩层强度提供依据。

由式( 1 )～( 3 )得到钻柱轴向振动微分方程为

2 y
 N  D, f , v   gA  x dx  T ( 4 )
t 2
式中，N  D, f , v  为钻头受到的反作用力，与钻孔直

 A x dx

2
2
径D、岩石的坚固性系数f、钻进速度v有关； y / t

为钻杆轴向振动加速度。

2
2.1

钻孔测试分析
测试现场概况
山寨煤矿位于甘肃省平凉市境内，主采煤层埋

深500 m左右，煤层平均厚度23.2 m，开采方法为走
向长壁综合机械化放顶煤采煤法，全部垮落法管理

因此可在钻杆顶部与钻头之间连接安装有加
速度传感器、高精度电子罗盘的探管，即时记录钻
头钻进速度以及振动加速度。岩层越硬其反射到

顶板。矿井生产过程中矿压显现强烈，巷道变形严
重，矿震事件时有发生。结合山寨煤矿生产条件，
选取3处位置进行钻孔测井，图4为现场测试位置。

钻具振动加速度上的瞬时峰值就越高( 图3 )，根据振

在同一测试点布置2个垂直巷道顶板向上的钻

动加速度幅值的变化所表示的破岩能量大小，可以

孔( 2个钻孔的位置不超过0.5 m )，孔深60 m以上。一

客观反映岩层强度的变化。

处钻孔为取芯，钻孔完成后用钻孔窥视仪器观察孔

当钻机、钻头惟一时，保持钻压 T 的大小，随钻

壁的岩性变化，通过岩芯编录和钻孔窥视两者相结

测振信号中既有钻柱系统自身动态行为产生的周

合的方法得到准确的覆岩岩性变化；另一处钻孔用

期信号，也有钻进时携带岩石强度信息的非周期随

于破岩并随钻记录钻具的振动参数( 图5 )。

机信号。依据振动信号测井的难点在于：怎样在采

2.2

测试结果分析

集的数据中提取可以识别钻进岩石信息的有效信

图6为2号测试点随钻测振中0～13 m孔深范围

号。由于在时间域内不容易提取其特征值，因此在

内的三分量时域振动原始信号，其中，X，Z为横向的

振动信号分析处理中运用傅里叶变换将时域和频

2个分量；Y为轴向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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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图5

测试位置

Fig. 5

Test position

同一测试点的 2 个钻孔

Two drill hole at the same test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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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钻头振动三分量加速度曲线

Three-component vibration acceleration of drill

对原始信号进行处理：① 方差分析：钻进岩石

振动能量，其表达式



时加速度值较大，方差较大；而非钻进岩石过程中

为

1 T 2
x ( t)dt
T 0 T 0

 2  lim
x

方差较小。因此采用方差分析提取钻进各时段正

(6)

常钻进信号，剔除钻机停机、加钻杆的时段；② 振动

图7为钻头轴向振动能量变化，由图7可知：钻

加速度的均方值反映了信号的强度或能量，用0-T

进中遇到细砂岩层时，振动信号幅值变化较大，钻

时段内振动信号x(t)的均方值 来表示该时段内的

头钻进的振动能量显著增大。

2
x

60

能量均方值

50
40
30
20
10
0

2

4

6
钻进深度/m

图7
Fig. 7

8

10

12

钻头纵向振动能量分析

Longitudinal vibration energy of drill

图8为2号测试点0～13 m孔深测振三分量频谱

依次为X，Y，Z三个分量。低频成分( 0～125 Hz )为环

与钻孔柱状对比，横轴为钻进深度，纵轴从上至下

境 背 景 和 钻 机 固 有 振 动 频 率 ，中 频 成 分 ( 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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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上 对 应 的 岩 性 为 粉 砂 岩 ；在 2.0 ～ 2.6,5.5 ～

成分能量都有，Y 分量频谱在0～2.0,2.6～3.1,5.7～

5.7,6.5～6.7,10.0～11.8 m段中、高频成分能量明显

6.5 m段的中频成分较其他区段较低，且几乎看不到

高于其他范围段能量，在钻孔柱状图上对应的岩性

高频成分，在钻孔柱状图上对应的岩性为泥岩；在

为细砂岩。钻杆振动信号轴向分量(Y )较横向分量

3.1～5.5,11.8～13.0 m段的中、高频成分能量有所增

(X ，Z )对钻进岩性变化敏感，信号频谱存在明显差

多，在钻孔柱状图上对应的岩性为泥质粉砂岩；

异，分辨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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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 11.23 12.10 12.96

振动三分量频谱与钻孔柱状对比

Comparison between three-component spectrum of stratigraphic column

由图9可知，这3种力学参数都分别与测振能量

数据拟合分析
提取各段岩层钻进中的振动加速度均方根值，

并与取芯岩样的物理力学参数相对应( 表1 )，a表示

指数呈正相关的关系，线性相关系数较高，其表达
式为
100

建立一个符合山寨煤矿测试区域顶板岩体强度与

80

随钻测振数据的关系模型( 图9 )。
振动能量指数与力学参数的对应关系

Correspondence between vibration energy and

抗压强度/MPa

振动加速度均方值相对重力加速度( g )的倍数，由此

Table 1

10.37 11.23 12.10 12.96

Z

0.86

表1

9.50

Y

0.86

2.3

5.18

归一化振动能量

频率/Hz

应频率。频谱图中X，Z分量频谱在钻进中、低、高频

频率/Hz

6.7～10.0 m段中频成分能量明显增强，在钻孔柱状

频率/Hz

750 Hz )和高频成分( 750～1 500 Hz )为钻进岩性的响

mechanical parameters

y=17.394 1x-21.984
R =0.73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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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层破断距的原则对各硬岩层的破断距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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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振能量指数
( c ) 动弹性模量与测振能量指数关系

动弹性模量/GPa



图9
Fig. 9

来确定关键层位置，判别流程如图10所示。
开始
逐层输入岩层参数
判别覆岩坚硬岩层位置
计算各坚硬岩层破断距
关键层(主控岩层)位置判别

岩石力学参数与测振能量指数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rock mechanical

Li<Li (i=1,2,…,k)



显示, 输出关键层位置判别结果
结束

图10



Fig. 10

弹性模量；a为测振能量指数。

3

重新计算第k层
硬岩层破断距

是

 Rc  17.394 1a  21.984

(7)
 Es  5.611 5a  9.245
 E  6.190 8a  4.194
 d
式中，R 为岩石抗压强度；E 为静弹性模量；E 为动


否



parameters and vibration energy

KSPB软件流程

Chart of the program KSPB

基于3个测试点的探测结果，在KSPB关键层判

覆岩关键层判识及应用

别软件中从煤层顶板逐层向上输入各岩层的物理
进行编

力学参数( 图11 )，对山寨煤矿测试区域的覆岩关键

写，首先计算各岩层所受载荷，同时通过比较各载

层进行判别( 钻孔从顶板向上深度为60～70 m，由

荷大小确定其是否为坚硬岩层，然后计算各硬岩层

于受探测地层范围影响判别结果中最上一层关键

的破断距，最后按照上层关键层破断距大于下部关

层不能称之为主关键层，本文称之为主控岩层 )。

KSPB软件算法根据关键层理论

柱状



孔深/m 层厚/m

岩层岩性

岩石物理学力学性质

26.5

0.4

煤4

ρ=2.43 g/cm , R =2.62 MPa, E=29.32 GPa

26.1

2.6

油页岩

ρ=2.59 g/cm , R =1.75 MPa, E=23.22 GPa

23.5

1.3

泥岩

ρ=2.51 g/cm , R =3.60 MPa, E=11.40 GPa

22.2

1.6

泥质粉砂岩

ρ=2.40 g/cm , R =1.90 MPa, E=8.95 GPa

20.6

3.1

粉砂岩

ρ=2.52 g/cm , R =5.20 MPa, E=12.11 GPa

17.5

1.6

泥质粉砂岩

ρ=2.40 g/cm , R =2.02 MPa, E=9.12 GPa

15.9

1.9

粉砂岩

ρ=2.38 g/cm , R =1.51 MPa, E=11.40 GPa

14.0

1.05

细砂岩

ρ=2.55 g/cm , R =4.89 MPa, E=15.20 GPa

13.4

1.5

泥质粉砂岩

ρ=2.45 g/cm , R =2.11 MPa, E=9.24 GPa





































11.9

1.8

细砂岩

ρ=2.61 g/cm , R =5.08 MPa, E=16.14 GPa

10.1

3.3

粉砂岩

ρ=2.45 g/cm , R =2.08 MPa, E=9.65 GPa

6.8

0.3

细砂岩

ρ=2.53 g/cm , R =5.33 MPa, E=13.52 GPa

6.5

0.8

泥岩

ρ=2.58 g/cm , R =6.13 MPa, E=16.58 GPa

5.7

0.2

细砂岩

ρ=2.51 g/cm , R =3.62 MPa, E=10.35 GPa

泥质粉砂岩

ρ=2.26 g/cm , R =2.84 MPa, E=8.32 GPa

泥岩

ρ=2.52 g/cm , R =1.73 MPa, E=25.02 GPa

细砂岩

ρ=1.30 g/cm , R =1.25 MPa, E=2.35 GPa

泥岩

ρ=1.88 g/cm , R =1.31 MPa, E=4.54 GPa

5.5
3.1

2.4
0.5

2.6

0.6

2.0

2.0

图11
Fig. 11





































2号测试点钻孔柱状图

Stratigraphic column of drilling at No. 2 test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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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测试点判别结果如图12所示，图13为3个测

砂岩，亚关键层1岩性为粉砂岩，破断距为27 m，与

试点的关键层判别结果。煤5顶板覆岩中主控岩层

之前在华亭矿区所判定的关键层情况( 表2 )相比，基

和亚关键层2破断距基本相同( 68 m )，岩性为泥质粉

本相似。

层号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厚度/m
3.58
0.30
0.50
0.20
0.40
0.80
6.90
1.07
6.93
2.05
3.75
0.50
2.30
0.55
2.05
1.42
0.98
0.40
2.60
1.30
1.60
3.10
1.60
1.90
1.05
1.50
1.80
3.30
0.30
0.80
0.20
2.40
0.50
0.60
2.00
11.00

岩层岩性
泥质粉砂岩
煤层
泥质粉砂岩
煤层
泥质粉砂岩
煤2-2
泥质粉砂岩
煤2-3
泥质粉砂岩
煤3
泥质粉砂岩
煤层
泥质粉砂岩
煤层
泥质粉砂岩
煤层
泥质粉砂岩
煤4
油页岩
泥岩
泥质粉砂岩
粉砂岩
泥质粉砂岩
粉砂岩
细砂岩
泥质粉砂岩
细砂岩
粉砂岩
细砂岩
泥岩
细砂岩
泥质粉砂岩
泥岩
细砂岩
泥岩
煤5

图12
Fig. 12

关键层位置

破断距/m

主控岩层

68.803

亚关键层2

67.923

亚关键层1

27.134

岩层

2号测试点主控岩层判别结果

Results of key stratum of drilling at No. 2 test point

随着采动面积和范围的加大, 重点对亚关键层2和主控岩层形成
的组合关键层进行动态监测和控制
57.3 m
煤2-3, 厚度1 m
51.7 m

31.6 m

主控岩层
(粉砂岩)
亚关键层
2(粉砂岩
)

主控岩层(泥质粉砂岩)
主控岩层(泥质粉砂岩)
48.1 m
煤2-3, 厚度1 m
41.5 m
40.1 m
组合关键层
煤2-3
亚关键层2(泥质粉砂岩)
开采初期重点对
33.5 m
煤4 亚关键层1进行动态监测
亚关键层(泥质粉砂岩)
26.5 m
煤4

20.8 m
亚关键层1(泥质粉砂岩)
矿井东部

1号测试点

图 13
Fig. 13

17.5 m
亚关键层1(粉砂岩)
2号测试点
煤5

煤4

3号测试点

山寨煤矿关键层判别结果

Discrimination results of key strata in Shanzhai Mine
023038-7

16.9 m

矿井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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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able 2

华亭矿区覆岩关键层

nology，1998，9( 3 )：44-51．

Key stratum in Huating mining area

岩层

厚度/m

关键层

周期来压步距/m

粉砂岩

21.8

亚关键层

27.1

细粒砂岩

18.9

主关键层

70.2

[2]

西安石油学院学报，2000，15( 1 )：39-43.
GAO Yan，LIU Zhiguo，GUO Xuezeng．Calcul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axial drilling string vibration[J]．Journal of
Xi'an Petroleum Institute，2000，15( 1 )：39-43．

在山寨煤矿发现开采区域工作面来压呈现大

[3]

JIA Mingkui. Research on detecting technique for inferior strata

个测试点的关键层判别结果( 图13 )分析可知：主控

combination[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岩层与亚关键层2层位相距很近，中间夹有1 m的煤
层( 煤2-3 )，两层硬岩层协调变形、同步破坏，他们之

Technology，2006，35( 1 )：44-48.
[4]

LIU Shaowei ，FENG Youliang ，LIU Dongliang ． Numerical

。亚关键

experiments of dynamic response charateristics of rock drilling on

层1与亚关键层2之间多为煤层和泥岩等软弱夹

stratified roof in coal roadway[J]．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层。开采初期亚关键层1破断，形成工作面来压的
小周期；此时亚关键层1之上的软弱夹层形成临时

and Engineering，2014，33( S1 )：3170-3176．
[5]

LIU Shaowei ，FU Mengxiong ，ZHANG Hui ，et al ． Vibration

层2同步破断集中释放出冲击能量达到最大，形成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drill rod when drilling roof

工作面来压的大周期。复合关键层断裂后集中释

bolt hole[J]．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放的能量一方面会引起下方煤岩体应力明显增高，

2016，45( 5 )：893-900．
[6]

FU Mengxiong，LIU Shaowei，FAN Kai，et al．Numerical simulation

的煤岩体系统失稳破坏，聚集在煤岩体中的弹性能

research on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rill rod when drilling roof bolt

与关键层断裂破坏释放的震动能相互叠加，诱发了


 

hole[J]．Journal of Mining & Safety Engineering，2019，36( 3 )：473-

。

481．
[7]

4

结

付孟雄，刘少伟，范凯，等. 煤巷顶板锚固孔钻进钻杆振动特性数
值模拟研究[J].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2019，36( 3 )：473-481.

对煤岩体施加动载荷，从而导致处于极限应力状态

冲击矿压

刘少伟，付孟雄，张辉，等. 煤巷顶板锚固孔钻进钻杆振动机理与
特征分析[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6，45( 5 )：893-900.

稳定结构，随着工作面的推进，主控岩层与亚关键

另一方面破断产生的强烈震动会以应力波的形式

刘少伟，冯友良，刘栋梁. 钻煤巷层状顶板岩石钻进动态响应特性
数值试验[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14，33( S1 )：3170-3176.

间将产生复合效应，其在岩层运动的控制作用上比
 

贾明魁. 岩层组合劣化探测技术研究[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2006，35( 1 )：44-48.

小周期性变化，且出现较强的冲击矿压灾害。从3

两岩层一一分开的线性叠加要大得多

高岩，刘志国，郭学增. 钻柱轴向振动固有频率的计算和测量[J].

论

钱鸣高，李鸿昌. 采场上覆岩层活动规律及其对矿山压力的影响
[J]. 煤炭学报，1982( 2 )：3-14.
QIAN Minggao，LI Hongchang．The movement of overlying strata in

( 1 ) 钻杆轴向振动加速度与岩石的物理力学性

longwall mining and its effect on ground pressure[J]．Journal of

质密切相关，测振信号频谱表明：钻进中振动的轴
向分量较横向分量对岩石强度变化敏感，地层岩性

China Coal Society，1982( 2 )：3-14．
[8]

钱鸣高，石平五，许家林. 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M]. 徐州：中国矿
业大学出版社，2011.

变化使信号频谱存在明显差异。
( 2 ) 基于随钻测振特征建立符合矿井测试区域

[9]

韩学岩，武庆河. 钻具振动的三种基本形式[J]. 录井技术，2003，
14( 3 )：41-47.

的岩层强度识别模型，即岩石物理力学参数与测振

HAN Xueyan，WU Qinghe. There basic vibration forms of drilling

能量呈正相关关系。

tool[J]. Mud Logging Technology，2003，14( 3 )：41-47.

( 3 ) 利用钻孔测井分析技术探测岩层强度来实

[10] 郭书英. 基于随钻振动特性的煤巷顶板岩层识别方法[D]. 北京：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2017.

现覆岩关键层的快速判别，可以有针对性地指导矿

[11] 徐小荷，余静. 岩石破碎学[M]. 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84.

井安全高效生产，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12] 李德葆，陆秋海. 工程振动试验分析[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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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LOv2在煤岩智能识别与定位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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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综采工作面煤层走向复杂，采用“一刀切”的开采方法会加速滚轮截齿的磨损，同时

开采效率也大幅降低，对煤岩的精准识别是解决此类问题、实现智能开采的关键。将基于回归
方程的深度学习目标检测算法YOLOv2与线性成像模型相结合并通过该算法对井下采集煤岩图
像进行了智能识别与定位，同时与Faster R-CNN，SSD对煤岩图像的识别结果进行了对比。结
果显示，YOLOv2对煤岩的识别精度达到了78%，检测速度达到了63 frame/s，与Faster R-CNN，
SSD相比精度高出7.7%，4.7%，而检测速度高出763%，40%；在矿井测量坐标系中YOLOv2标定
的煤层边界框角点的计算坐标与实测坐标相比相对误差在3.0%～4.5%之间，相对误差较小，不
会对采煤效率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YOLOv2可以对煤岩进行准确快速的识别。
关键词：煤岩识别；智能开采；深度学习；YOLO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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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7187( 2020 )02-6531-08

Application of YOLOv2 in intelligent recognition and location of coal and rock
ZHANG Bin ，SU Xuegui ，DUAN Zhenxiong ，CHANG Lizong ，WANG F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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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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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al seam of fully mechanized mining face has a complex trend. The "one-size-fits-all" mining method
will accelerate the wear of roller pick but reduce the mining efficiency.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coal and rock is the
key to solve such problems and realize intelligent mining. In this paper，the deep learning target detection algorithm
YOLOv2 based on regression equation combined with the linear imaging model was used to identify and locate the
coal and rock images collected underground. Meanwhile，the recognition results of coal and rock image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Faster R-CNN and SS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of YOLOv2 for coal
and rock is around 78%，the detection speed reaches 63 frame/s，its accuracy is 7.7% and 4.7% higher than Faster
R-CNN and SSD. Also the detection speed is 763% and 40% faster than those two algorithms. The relative error
between the calculated coordinates of the boundary corner points of coal seam calibrated by YOLOv2 in the Mine
Survey Coordinate system and the measured coordinates is between 3.0% and 4.5%.Since the relative error is small，
the mining efficiency will not be affe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YOLOv2 can recognize coal and rock accurately and
quickly.
Key words：coal and rock recognition；intelligent mining；deep Learning；YOLO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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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岩突变是导致井下开采难度增大，效率低下

1

YOLOv2算法

1.1

YOLOv2 算法的选取
YOLOv3是YOLO系列中的最新算法，它所采用

的重要原因，因此对煤岩的智能识别，准确定位煤
层和岩层的空间位置，是未来矿井实现人工智能化
开采的关键 。传统的煤岩识别技术有γ射线探测


法、红外探测技术法、震动检测法、截割力控制法
等



，这些方法存在着识别精度低，易受外界条件

干扰，应用范围小，难以推广等问题。近些年随着
人工智能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基于传统机器学习的
煤岩识别技术，如：基于变差函数和局部方差图的
煤岩识别方法、基于字典学习的煤岩识别方法以及
基于自学习的煤岩识别方法等



。它们一般采用

手动提取的方式( 如使用局部约束线性编码 )来对煤
岩特征进行提取，然后再通过一些分类器对其进行
识别，这些技术的主要缺点是煤岩特征设计难度较
大，分类器分类效率较低，耗时长且煤岩识别效果

的网络模型为Darknet-53，与YOLOv2的Darknet-19
相比，网络模型底层架构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加，这
也意味着YOLOv3的检测精度虽然得到提高，却牺
牲了一部分运算速度，而煤块与岩块均为大颗粒物
体，并不要求极高的检测精度，且在煤岩图片数量
有限的条件下，对其模型的训练难度与YOLOv2相
比也将会进一步增加。YOLO算法无论对物体的检
测速度还是检测精度均远低于YOLOv2与YOLOv3，
综合上述考虑，本文选用YOLOv2物体检测算法对
煤岩进行智能识别。
1.2

不理想。目前基于深度学习的物体识别技术较为
流行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Faster R-CNN

( Faster Region-base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




和SSD ( 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 )





，对于

图像特征的提取，它们摒弃了低层次手动提取的方
法，而是通过建立卷积神经网络并对输入网络模型
中的图片进行卷积操作来完成，图像特征的提取与
识别均在网络模型中完成，物体的检测精度均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由于网络模型设计的缺陷，又
分别存在着检测速度慢和网络泛化性能较差的缺
点。YOLOv2( You Only Look Once v2 )是基于回归方
程的深度学习目标检测算法





，对图像特征提取

的 原 理 与 Faster R-CNN ，SSD 相 似 ，网 络 模 型 在
Darknet-19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优化之后真正意
义上实现了端到端的物体检测，上述2种算法存在
的 不 足 可 以 在 YOLOv2 中 得 到 有 效 解 决 。 目 前
YOLOv2多应用于地面上的物体检测，如车辆识别、
无人机航拍等并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而井下地
质条件恶劣，YOLOv2是否能够对煤岩进行准确识

YOLOv2 网络模型的组成及特征提取
YOLOv2的网络模型由卷积层和池化层组成。
卷积层是构建神经网络的主体，该层由一系列

代表煤岩特征( 如灰度、形状、纹理等 )的滤波器构
成。滤波器对输入网络中的图像进行卷积操作后
会自动生成与之对应的二维激活图，不同的激活图
代表着不同的滤波器对空间位置的映射，上一层生
成 的 二 维 激活 图 数 目 即为 输 入 下 一层 的 数 据 深
度。通过层层的卷积操作，滤波器对煤岩特征不断
提取进而获得丰富的特征信息。
池化层常出现在2个卷积层之间，通过下采样
操作仅将输入数据的空间尺寸缩小而不改变输入
数据的深度。通过池化层多余的图像信息被过滤
掉，从而保留了图像最本质的特征，有效地减少了
网络参数的计算量并避免过度拟合，本文采用最大
池化操作对输入数据进行处理。
1.3

YOLOv2 的网络结构
本文中YOLOv2对摄像机输入的岩层图像只检

测煤体一种类别，网络模型的结构设计如图1所
示。
26 卷积
13
13
26
256
重组
512

别尚未有学者对其开展相关研究。
本文将YOLOv2算法与线性成像模型

 

相结

合并通过该算法对龙泉煤矿4202工作面所采集的
煤岩图像进行了智能识别与定位，同时与Faster R-

inPut
image ＋
416×416
256

13 融
52 卷积
52 重组 256 13 合

CNN，SSD两种物体检测算法对煤岩图像的识别结

20个卷积层

果进行了对比，进一步了解了YOLOv2对煤岩的识

5个最大池化层

别性能，为其今后在煤岩智能识别上的推广应用提

图1
Fig. 1

供了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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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理解，绘制出边界框的空间位置计算

通过添加转移层使浅层的煤岩特征与深层的
煤岩特征进行有效组合，从而较好地保留了煤岩特

示意图，如图2所示。

征信息。在本文网络模型中添加的转移层分辨率

Dx

p
b

分别为52×52和26×26。网络结构中内置了大量



Dy

的3×3和1×1的卷积层，将1×1的卷积层置于3×3
的卷积层之间，对所提取的煤岩特征进行压缩组

σ(ty)
b

合。

2



p





σ(tx)

YOLOv2煤岩识别流程
步骤1

将输入网络模型中的图片分辨率调整

图2

为416×416。
步骤2

Fig. 2

分辨率为416×416的图片经过网络模

boundary box

型的层层卷积、池化操作后大量的煤岩特征被提
取，通过转移层将深部和浅部的煤岩特征进行组
合，提高了网络模型对细小煤块的检测精度。为了
提高检测速度，同时保持一定的检测精度，网络模
型对416×416的图片进行了32倍的降采样后最终
获得的煤岩特征图为13×13的网格。
步骤3

在13×13的特征图中，每个网格上由k

个 先 验 框 ( Anchor-Boxes ) 来 预 测 k 个 煤 体 边 界 框
( Bounding Boxes )，选取合理的先验框形状以及个数

边界框空间位置计算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for space position calculation of

图2中，蓝色框和虚线框分别代表边界框和先
验框；Dx和Dy分别代表边界框中心所处的网格相对
左上角网格左顶点的横纵距离，每个网格的尺度为
1，在计算坐标时令边界框中心所处的网格左上角
的坐标为( 1，1 )。
置信度confidence的大小则反映了当前边界框
对物体类别以及煤体空间位置判断的准确度，置信
度大小的计算公式为
truth
Rpred
=

作为初始先验框有助于网络模型训练时的收敛，提
高检测速度和精度。通过改进后的k-means聚类算

DetectionResult  GroundTruth
DetectionResult  GroundTruth

truth
confidence=pr (object)  Rpred

法对数据集中的煤体标注框进行聚类，从而获取了

(2)
(3)

k的最优取值以及先验框的形状信息，在本文中k的

式中，DetectionResult为预测到的结果；GroundTruth

最优值为5，先验框的形状多呈扁长状。

为真实结果；p ( object )代表边界框是否包含煤体，若

步骤4



在步骤2获得的特征图上通过步骤3所

边界框包含煤体则 p ( object )的取值为1，否则为0；


truth
pred

获取的先验框信息和直接位置预测算法来预测煤

R

体边界框。对得到的煤体边界框可以按式( 1 )解算

率。

出边界框的实际位置和大小。
 bx   ( tx )  Dx
b   ( t )  D
y
y
 y

tw
 bw  pw e
 b  p e th
h
 h

为煤体边界框与煤体实际区域面积的交叠
步骤5

特征图上最终会形成845个边界框，通

过判别置信阈值来对边界框进行比较，为了使漏识
(1)

率与误识率之间的关系达到平衡，本文的阈值最终
设为0.2。输出超过阈值的边界框并通过非最大抑
制( Non-maximum Suppression )去除重复检测的煤体，

其中，tx，ty，t ，t 为边界框的预测值，tx，ty由于sigmoid

进而实现煤层位置的精确定位。
步骤6

函数的处理，取值限定在了0～1，即边界框的中心
约束在了当前网格内部； ( tx ) ， ( ty ) 为边界框的中

图片中。

心点被约束后相对于所对应网格左上角的偏移值，

3

先验框的宽、高与对网络模型的训练结果以及特征

将最终定位的煤层边界框映射到原始

网络模型的训练
网络模型的训练过程即为网络模型的学习过

图的尺寸有关，分别用p 和p 表示，将计算出来的bx，
by ，b ，b 分别乘以图片的像素值就可以得到边界框

程，在训练的过程中通过损失函数不断减小预测值

的最终位置和大小。

( 空间位置及大小、物体类别、置信度评分 )和真实值
026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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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误差
之间的误差，进而使得煤体边界框在图像上的定位

型的图片分辨率为224×224
型的图片分辨率为
224，共训练160
160个epoch( 将

更加精确，同时通过反向传播
同时通过反向传播，不断优化网络模型

4 000张图片循环训练
000张图片循环训练160次
次 )后将输入图片的分辨
后将输入图片的分辨

的参数，当各参数均取得最优值时网络模型随即达

率调整为448×
率调整为 ×448，之后再对其训练
之后再对其训练10
10个epoch，通

到收敛。

过在分类数据集上
过在分类数据集上对分类网络的
对分类网络的2次训练
次训练，使网络

3.1

网络的损失函数

模型对标注框内的煤体和标注框外的岩体进行了
模型对标注框内的煤体和标注框外的岩体进行了

YOLOv2
YOLOv2在训练过程中
在训练过程中的损失函数为
损失函数为

大量的特征提取并对其进行了对比学习
大量的特征提取并对其进行了对比学习，从而得到
得到

s2

B



coord  Iijobj  xi  xi


i 0 j  0
2

s





B

coord  Iijobj 
i 0 j  0

s2

obj
ij

2

i

i

i 0 j  0
s2

I 
obj
i

i 0

cclasses

2

2

i

wi  wi

 I  c  c 
B

了网络模型的预训练参数。
了网络模型的预训练参数 。为了进一步完善网络
为了进一步完善网络，
，

   y  y   

 
2

s2

B

i

hi  hi



同时提高该模型对不同尺寸图片的适应性以及对

  

 noobj  Iijnoobj ci  ci
i 0 j  0

 p ( c)  p ( c) 
i

煤岩的识别效果，
煤岩的识别效果 在检测数据集中继续训练网络
在检测数据集中继续训练网络，
，

2



2

(4)



训练时先将分类网络的最后一个卷积层用
训练时先将分类网络的最后一个卷积层用3个3×33
的卷积层取代，
的卷积层取代，之后输入煤岩图片时每隔
输入煤岩图片时每隔10个批次
输入煤岩图片时每隔 个批次
就改变输入图片的尺寸，
就改变输入图片的尺寸 每批次输入
每批次输入100
100张煤岩图
张煤岩图
片，
，按照输入尺寸调整网络进行训练
按照输入尺寸调整网络进行训练，
，这样使得网

2

i

络模型经过多轮训练收敛后
络模型经过多轮训练收敛后即便是输入数据集之
即便是输入数据集之

式中，s 为网格数
为网格数；B 为预测的物体类别数；
为预测的物体类别数 coord ，

外、
、尺寸发生较大变化的煤岩图片
尺寸发生较大变化的煤岩图片，该模型仍能输

noobj 为权重
权重，取值分别为5和0.5；
取值分别为
x，y，w，h，c，p( c )为
ɵ
ɵ
ɵ
ɵ
ɵ
网络预测值
网络预测值；x ，y ，w ，h ，c ，p( c) 为网络期望值
为网络期望值；

出合适的结果，
出合适的结果，网络的泛化性
网络的泛化性、鲁棒性均得到了增

obj
i

I 为网格i 中存在煤体；
中存在煤体 I

强 。 在 模 型训 练 的 过 程中 将 权 重 衰减 系 数 定 为

obj
ij

为第i个网格中第j 个边

0.000 5，学习率的初始值定为
学习率的初始值定为0.001，采用多分布策

noobj
ij

为第 i个网格中第 j 个边

略，
，动量值定为0.9，
动量值定为
网络模型经训练收敛后
网络模型经训练收敛后mPA稳
稳

界框内不存在煤体
界框内不存在煤体。
式( 4 )中第
中第1项、第2项为煤体边界框空间位置及
项为煤体边界框空间位置及

定在86%左右，
定在
，该模型达到了对回采工作面中所采

界框负责煤体的预测
界框负责煤体的预测；I

大小的预测误差值
大小的预测误差值；第33项、第4项为网络对煤体边
项为网络对煤体边
界框的置信度评分误差
界框的置信度评分误差；最后一项为被分配检测目
标的网格预测煤体的条件概率误差
标的网格预测煤体的条件概率误差。
。
3.2

集的煤岩图像进行识别的要求
集的煤岩图像进行识别的要求。

4 YOLOv2在煤岩智能识别中的应用
在煤岩智能识别中的应用
4.1 煤岩识别结果

网络模型的训练

安装在采煤机上的摄像机距地面高度和距煤
采煤机上的摄像机距地面高度和距煤

网络模型的训练需要在
网络模型的训练需要在ImageNet
ImageNet数据集上进
数据集上进

壁的距离分别为0.9
壁的距离分别为 m和1.1 m，
通过该摄像机对龙泉
通过该摄像机对龙泉

行，目前ImageNet
ImageNet数据集中并没有关于煤岩图片的
数据集中并没有关于煤岩图片的

煤矿4202工作面的某一段煤岩进行了采集
煤矿
工作面的某一段煤岩进行了采集
工作面的某一段煤岩进行了采集，将采集

数据集，因此有关煤岩图片的数据集需要提前建

好的视频分解成规定格式的图片并将其输入到已

立。笔者通过多种途径收集了
通过多种途径收集了 000张不同地质条
通过多种途径收集了8
000 张不同地质条

训练好的网络模型中
训练好的网络模型中，YOLOv2
YOLOv2随即对其进行处理
随即对其进行处理

件 下 的 煤 岩 图 片 ，将 所 收 集 的 图 片 格 式 设 置 成

并展开识别。图
并展开识别 图3为YOLOv2
YOLOv2对煤岩图片的识别结
对煤岩图片的识别结

ImageNet 数 据 集 所 要 求 的 格 式 后 将 其 输 入 到

果。
。

ImageNet数据库中
数据库中，之后按照ImageNet
之后
ImageNet数据集的架
数据集的架

图3中红色线框为边界框
中红色线框为边界框
中红色线框为边界框，框住的部分为煤层

构来构建出相应的数据集
构来构建出相应的数据集。其中将
将4 000张分辨率
张分辨率

的大致位置，
的大致位置 红色线框之外则为岩层
红色线框之外则为岩层，
，蓝色矩形框

为224×224
224的煤岩图片
煤岩图片，1 000张分辨率为
张分辨率为448×
×448

则会输出该岩层属于煤层的概率值
则会输出该岩层属于煤层的概率值，
，由图3可知
可知

的煤岩图片
的煤岩图片作为分类数据集
作为分类数据集，3 000张煤岩图片
000 张煤岩图片( 分

YOLOv2对煤岩的识别结果基本准确
YOLOv2对煤岩的识别结果基本准确
对煤岩的识别结果基本准确。

辨率为32的倍数
的倍数，最低分辨率为320
最低分辨率为320×320，最高为

Coal
oal 0.981

Coal
oal 0.984

608×608 )作为检测数据集
作为检测数据集 在分类数据集中的每
作为检测数据集。在分类数据集中的每
张图片上将煤体边界框用
张图片上将煤体边界框用labelimg工具进行人工标
工具进行人工标
注，生成目标窗口为煤体的
生成目标窗口为煤体的XML文件
文件，每一个XML
XML
文件里将包含目标窗口的类别信息和位置信息
文件里将包含目标窗口的类别信息和位置信息。
训练时首先在分类数据集上训练分类模型，
训练时首先在分类数据集上训练分类模型 采用小
批量梯度下降法与冲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批量梯度下降法与冲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输入模
026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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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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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l 0.953

对煤岩识别的精度达到了
对煤岩识别的精度达到了78%，与Faster
Faster R-CNN，
R
，
SSD的识别精度相比分别高出其值
SSD的识别精度相比分别高出其值
的识别精度相比分别高出其值7.7%
7.7%和4.7%，在
测试的过程中发现粉尘质量浓度会对
测试的过程中发现 粉尘质量浓度会对YOLOv2
YOLOv2的煤
煤
岩识别精度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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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为不同算法对煤岩检测的速度曲线
为不同算法对煤岩检测的速度曲线
为不同算法对煤岩检测的速度曲线。

4.2 不同算法对煤岩识别的性能对比
基于传统机器学习的煤岩识别技术成果大多

检测速度/(frame·s )

70

在实验室内取得
在实验室内取得，对试验
试验条件要求较高且
条件要求较高且试验步骤
步骤




繁杂，而基于深度学习的煤岩识别技术具有强大的
网络学习能力
网络学习能力，大大地简化了
简化了试验
试验步骤，与基于传
统机器学习的煤岩识别技术相比具有更高的推广
性。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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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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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为了进一步研究
为了进一步研究YOLOv2
YOLOv2对煤岩智能识别的性
对煤岩智能识别的性

YOLOv2
Y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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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R-CNN

SSD

能，本文分别使用
分别使用YOLOv2
YOLOv2，Faster R-CNN，
R
SSD三种
三种

图5 不同算法对煤岩检测的速度曲线

算法对煤岩图片进行识别
算法对煤岩图片进行识别。识别时将井下采集好
识别时将井下采集好

Fig. 5 Velocity curves of different algorithms for coal

的煤岩图片
的煤岩图片( 5 000张 )预处理后分别输入到
预处理后分别输入到ImageNet
预处理后分别输入到ImageNet

and rock det
detection

数据集训练过的相应算法的网络模型中，
数据集训练过的相应算法的网络模型中 识别结束

由图5可知
可知，YOLOv2对煤岩的
对煤岩的检测速度达到了
检测速度达到了

后对5 000张图片的识别结果进行评定
张图片的识别结果进行评定。由于存在
张图片的识别结果进行评定 由于存在

63 frame/s，
frame/s SSD的检测速度为
的检测速度为
的检测速度为45 frame/s，
，而Faster R-

目标尺度、外在环境干扰等问题
外在环境干扰等问题，YOLOv2对煤层边
YOLOv2 对煤层边

CNN的检测速度仅为
CNN 检测速度仅为7.3 frame/s
frame/s，YOLOv2的检测速
YOLOv2的检测速

界框的定位与实际煤层区域相比存在着一定的误

度与Faster
度与
R-CNN
CNN，SSD相比分别高出其值
相比分别高出其值763%和
相比分别高出其值
和

差，若煤层边界框超出了煤层的实际区域，
若煤层边界框超出了煤层的实际区域 采煤机

40%，
40% 在保持较高煤岩识别精度的前提下
在保持较高煤岩识别精度的前提下，对图像的

会将边界框内的岩层视为煤层而对其进行开采
会将边界框内的岩层视为煤层而对其进行开采，若

处理速度也大幅提升，
处理速度也大幅提升 能够做到对煤岩的准确快速

煤层边界框小于煤层的实际区域
煤层边界框小于煤层的实际区域，采煤机会将边界

检测。
检测

框外的煤层视为岩层而不对其进行开采，
框外的煤层视为岩层而不对其进行开采 从而造成
资源的浪费
资源的浪费，因此煤层边界框的定位误差对采煤机

5 煤层边界框角点坐标转换

的采煤效率具有直接影响
的采煤效率具有直接影响。评定时将煤层边界框
评定时将煤层边界框

YOLOv2对煤岩图像进行识别之后
对煤岩图像进行识别之后
对煤岩图像进行识别之后输出的煤层
输出的煤层

的定位误差作为衡量煤岩识别成功与否的标准
的定位误差作为衡量煤岩识别成功与否的标准，若

边界框角点坐标为像素坐标
边界框角点坐标为像素坐标，在工程实际中将像素

煤层边界框的定位误差不超过
煤层边界框的定位误差不超过7%，
则定义为识别成

坐标转换成矿井测量坐标，
坐标转换成矿井测量坐标 ，从而为采煤机滚筒方向

功，否则为失败
否则为失败。

的调整提供依据是实现智能开采的另一个重要环

图4为不同算法对煤岩图片的识别结果
为不同算法对煤岩图片的识别结果。由图
为不同算法对煤岩图片的识别结果 由图

节。
。

4中数据可知
中数据可知，YOLOv2对现场采集的煤岩图片识别
对现场采集的煤岩图片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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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相互转换的前提，在确定出成像模型后通过棋

煤层角点
B u

Ouv
A

盘格法和张正友法进而解算出摄像机的内外置参

煤

数，与此同时明确像素坐标与矿井测量坐标之间的

层

物点对应关系也是实现不同坐标之间相互转换的
5.1

C

D

关键。

岩
层

成像模型的选取
摄像机一般有线性和非线性2种成像模型，摄

像距离是否会对图片产生畸变影响决定着这2种成

u

层

般小于1.2 m，图像受摄像距离所产生的畸变影响较

x

层

为光心；Oa-XaYaZa ，Oxy-xy ，Ouv-uv 对应的坐标系分

v

别为摄像机坐标系、图像坐标系、像素坐标系，其中

图7

Oxy-xy 和 Ouv-uv 处于同一个图像平面上；Xa ，Ya 轴分

Fig. 7

为图像平面的中心点。由于采煤机的推进方向为

5.3

正北方向，那么Za轴指向即为正北方向，Xa轴指向正
西方向，Ya轴指向下。

像素坐标系和图像坐标系

Pixel coordinate system and image coordinate

图像坐标向摄像机坐标转换
在线性成像模型中P( Xa，Ya，Za )，P( x，y )，Oa三点

位于同一条直线上，如图6所示，图像坐标上的点转
换成摄像机坐标的关系式为

P(Xa, Ya, Za)

北
Ouv
A
煤层
P(x, y)
Oxy
D
岩层

 Xa  kx

 Ya  ky
 Z  kz
 a

Za

B
u
C

f

式中，k 

x

5.4

v
y

Fig. 6

y

system schematic diagram

别与图像平面中的x，y轴平行；Za轴即为光心轴；Oxy

Xa

图6



岩

图6为线性成像模型，图中f为摄像机的焦距；Oa

Ya

Oxy(u , v )


小，故本文选用线性成像模型。

Oa

dx

煤

像模型的选择。在采煤过程中采煤机距离煤壁一

东

dy

v
Ouv

(6)

摄像机坐标系
。
图像坐标系

摄像机坐标向矿井测量坐标转换
4202工作面采掘工程平面图所采用的坐标为

矿井测量坐标，在该图中矿井测量坐标的 X 轴、Y 轴

线性成像模型示意

分别指向正北、正东方向，Z 轴指向上，所以在坐标

Schematic diagram of linear imaging model

转换前需要对摄像机坐标的空间位置进行调整，首

需要将煤层边界框角点A，B，C，D的像素坐标转

先让 Xa ，Za 平面绕 Ya 轴逆时针旋转 =90°，然后 Ya ，

换成矿井测量坐标，以下内容为各坐标系之间的具

Za平面绕Xa轴逆时针旋转 =270°，三维平移向量用

体转换关系。

T表示，那么这2种坐标之间的转换关系为

5.2

 X  Xa cos   Za sin   t1
 Z  Z cos   X sin 

a
a

Z

Z

cos

Y
sin

  t3
a

Y  Ya cos   Z sin   t2

像素坐标向图像坐标转换
图7为像素坐标系和图像坐标系。
图像坐标和像素坐标的原点分别为Oxy和Ouv，图

像坐标的单位为mm，图像的每个像素在图像坐标
系的物理尺寸为dx和dy，像素坐标上的点转换成图
像坐标的关系式为

 x   u  u0  dx

 y   v  v0  dy
z  f


(7)

将式( 5 )～( 7 )进行联立并整理成最终的矩阵形
式：

(5)

026531-6

0
kf   u 
 X  0
  
 
0
ku0 dx   v   T
 Y     kdx
Z  0
 kdy kv0 dy  1 
  

(8)

张斌等：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No. 2( 2020 )：026531

通过棋盘格标定法和张正友法对摄像机的内

转换成矿井测量坐标的精确度进行了检验，在矿井

置参数f，k，dx，dy，外置参数T进行了解算，最终求得

测 量 坐 标 系 中 摄 像 机 的 光 心 坐 标 为

f=30 mm，k=6.8，dx=0.72 mm，dy=0.72 mm

Oa( 4 451 726.246，19 683 037.405，476 ) m，为了对坐

153
T  135 mm
106 

标 数 值 进 行 简 化 令 N=4 451 726×10 mm ，P=

5.5



19 683 037×10 mm，H=476×10 mm，则Oa的坐标可表


示为( N+246，P+405，H )，表1为在矿井测量坐标系中

煤层角点像素坐标转换验证
以图3( a )为例，对煤层边界框角点的像素坐标
表1
Table 1



煤层边界框角点( A，B，C，D )的实际测量坐标与计算
坐标的对比结果。

实测坐标与计算坐标对比

Comparison table of measured and calculated coordinates

煤层角点

像素点坐标值

相机坐标值/mm

计算矿井坐标值/mm

实测矿井坐标值/mm

A

( 0，0 )

( -1 018.37，-1 018.37，204 )

( N+1 457，P+1 423.37，H-1 018.37 )

( N+1 403.65，P+1 397.41，H-982.76 )

B

( 414，0 )

( 1 008.57，-1 018.37，204 )

( N+1 457，P-603.58，H-1 018.37 )

( N+1 408.92，P-614.28，H-980.33 )

D

( 0，198 )

( -1 018.37，-48.96，204 )

( N+1 457，P+1 423.37，H-48.96 )

( N+1 397.83，P+1 386.27，H-46.24 )

C

( 414，198 )

( 1 008.57，-48.96，204 )

( N+1 457，P-603.58，H-48.96 )

( N+1 402，P-620.63，H-45.84 )

由表中数据可知，在矿井测量坐标系中煤层边
界框角点 A ，B ，C ，D 的计算坐标与实际测量坐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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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限元与实测数据的掘进机回转台振动特性分析
陈 建 伟
( 山西阳煤寺家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山西 晋中 045300 )

摘

要：为探索掘进机振动特性的可靠分析方法，针对掘进机回转台因长期承受较大多变应力

-应变而发生断裂的情况，研究了掘进机回转台的振动特性分析方法。将井下实测数据与仿真
模型相结合，通过有限元软件，采用软件建模与实际载荷输入结合的方法，对掘进机回转台的
振动特性进行分析。首先完成其在截割过程中的受力分析，通过Pro/E与ADAMS建立掘进机回
转台有限元模型，并对掘进机在巷道掘进过程中的载荷数据进行采集，将数据进行选取、处理
与组合建立仿真载荷并将其导入模型，得到最接近实际工况的有限元模型；然后通过ADAMS进
行振动模态分析，求解了掘进机回转台的前6阶固有频率、振型及振动响应的功率谱密度，同时
开展了掘进机回转台的模态试验并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该分析方法与试验结果在振型与各
阶频率上均保持一致，平均偏差仅为11.83%，最小偏差仅为2.41%，并分析了出现偏差的原因，
证明其可以对掘进机回转台结构修改与动力特性改善提供参考。
关键词：掘进机；回转台；有限元；实测数据；振动；模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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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roadheader's rotary table on vibration modal based on
finite element method and tested data
CHEN Jianwei
( Sijiazhuang Coal Industry Co.,Ltd.,Jinzhong 045300,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a method to analyze roadheader turret characteristics，th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oadheader turret were studied in view of the fracture of cantilever roadheader turret under long-term bearing of more
variable stress and strain. This paper combined the measured data with the simulation model. Through the finite
element software，th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tary table were analyzed by combining the software modeling
with the actual load input. Firstly，the force analysis in the cutting process was completed；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rotary table was established by Pro/E and ADAMS，and the simulated load was established by selecting，
processing and combining the measured data of the underground working condition，and then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similar to the actual working condition was obtained；then the vibration mod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y
ADAMS. The first six natural frequencies and vibration modes of the rotary table were solved. At the same time，the
modal test of the turntable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alysis method wa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test results. The mean variation is 11.83%，while the minimum is only 2.41%. The reasons for the deviation were
analyzed，which proved that it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ructural modification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improvement of roadheader turn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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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一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与创新应用，促使
 

我国的煤矿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 。未来

型的准确性与实际工况有较大差距

 



，鲜有文献

将井下实际工况采集的数据应用于模态分析中。

实现智慧煤矿是煤矿智能化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形

综上，笔者通过ProE与有限元软件建立掘进机

成煤矿“完整智慧系统、全面智能运行、科学绿色

回转台振动受力模型，根据实际工况下测得的掘进



开发”的全产业链运行新模式 。掘进机广泛用于

机振动数据，建立截割臂振动模型的仿真载荷，并

煤矿井下巷道的掘进工作，是煤矿井下巷道施工实

在ADAMS中对掘进机回转台进行振动仿真，分析掘



现机械化的核心设备 。掘进机在巷道掘进作业中

进机回转台的振动特性，并利用回转台的模态试验

时常产生较强的振动，引起掘进机振动的因素主要

对其进行验证，得到可靠的掘进机振动分析方法，

有截割头的切入与切出、不均匀的工作介质、煤岩

为掘进机回转台的结构与材料优化提供了理论基



硬度变化以及截割部分的煤岩形状不规则等 。实
际工况中，由复杂多变冲击载荷激励引起的掘进机


机身振动常造成掘进机发生多种故障 ，因此对掘
进机进行受力分析与模态分析是预测与控制振动

础与数据支撑。

1

回转台结构与受力分析

1.1

回转台结构
回转台是掘进机连接截割臂和掘进机机身的

危害的重要手段。
掘进机截割过程中振动的激励载荷都直接作

结构件，其性能对整机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有巨大影
 

用于掘进机的截割臂上，再由截割臂传递给回转台

响

和机身，掘进机回转台是连接截割臂和掘进机机身

式的回转台，此类回转台由铸造或焊接而成的回转

的结构件，因此在整个掘进机振动传递过程中，截

体、回转支承及对称布置的2个回转液压缸组成，本



。大部分悬臂式掘进机采用普通推拉液压缸

割臂和回转台处在最为关键的环节 ，对掘进机回

文的研究对象EBZ-160型掘进机回转台结构如图1

转台进行受力分析与模态分析有助于准确定位掘

所示。回转油缸为回转台提供驱动力，使回转台进

进机工作过程中影响整机稳定性、可靠性和工作寿

行回转运动，从而控制截割臂的摆动。回转台与机

命的薄弱环节，为薄弱部件的结构修改和动力特性

身采用回转轴承连接，掘进机回转台由于长期承受



改善提供参考依据，指导实际生产 。

较大多变应力-应变而发生疲劳断裂。

目前，国内外关于掘进机各机构的振动特性分
1

析的主要工作有：文献[8]建立了重型掘进机截割
3

部刚柔耦合虚拟样机的振动模型，分析了截割头载

2

荷，利用有限元软件对振动模型进行了振动仿真研
图1

究；文献[9]运用SolidWorks建立纵轴式掘进机整机

Fig. 1

的三维简化模型，并在ADAMS中对整机进行动力学
1.2

得工作情况下运动速度与驱动转矩的关系；文献
[11-12]中基于虚拟样机对EBZ135型掘进机建立简

General cylinder rotary table

1—回转体；
2—回转支承；
3—回转液压缸

分析；文献[10]对在实际工况下截割的掘进机进行
了受力分析，建立了动力学方程，通过求解方程，求

普通推拉液压缸式回转台

受力分析
掘进机回转台空间力学模型如图2所示，水平

面内受力情况如图3所示。

化回转和截割机构模型并进行运动学仿真及动力

当回转台处于中间平衡位置时，η为回转台的

学仿真，得出掘进机回转台的受力情况。以上研究

摆角；F 为回转液压缸1所受力，受力方向为液压缸1

均基于理论与仿真软件对掘进机各机构受力进行

的轴向；F 为回转液压缸2所受力，受力方向为液压

了分析，与掘进机在煤矿巷道内的实际工况仍有较

缸2的轴向；L为回转台回转中心到回转液压缸铰支

大差别。近年来，随着模态分析理论的不断成熟及

点的距离，L=1 721.16 mm；L ，L分别为截割臂摆转

软件功能的提升，基于软件的振动模态分析方式较

角度η后回转液压缸1和回转液压缸2的长度，由图2

为简便，但由于缺少实测数据，得到的模态分析模

分析可得。M 1 为截割臂沿在F Fr 作用下回转中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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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 2

回转台空间力学模型

Spatial mechanical model of rotary table

△OAB中，运用正弦定理可得：
r sin(   )

  arcsin
L1

(3)

   arcsin r sin(   )

L2
假设掘进机回转台在绕回转中心旋转的过程

η
F

F

O

r

L

γ


中，处于匀速状态。掘进机回转台与掘进机机架接

L

L



ξ

ψ

触力的方向均指向了回转台的几何中心，接触力对
回转中心形成的力矩为0。由力矩平衡原理可知，

A

图3
Fig. 3

回转液压缸提供的力对回转中心形成的力矩等于

B

截割力Fz对回转中心形成的力矩M1，由此可得：

回转台水平面受力

M1  F1r sin(     )  F2 r sin(     )

Horizontal force diagram of the rotary table

(4)

因回转液压缸所提供的力等于由缸内压力与

形成的转矩为

M1  FFr  ( L  cos   d)

(1)

式中，δ为截割臂倾角；d为回转台与截割臂铰支点
到回转中心的水平距离。
由式( 1 )可知，在截割力Fz 一定情况下，当倾角
δ=0°时，力矩M 值达到最大，当δ=73°时，由余弦定理
可得：

液压缸活塞作用面积的乘积且回转液压缸的支撑
力与作用活塞面积成正比。设液压缸拉力作用面
积S ，推力作用面积S为活塞截面积，则有
F1 PS1 S1


 C ( 1)
F2 PS2 S2

(5)

式中，P为回转液压缸内的压力；C为常数。
将式( 5 )代入式( 4 )，可以得到

 L1  r 2  L2  2  r  L  cos(   )

 L2  r 2  L2  2  r  L  cos(   )

(2)

当回转台转过η角后，在以掘进机回转台旋转
中心O、回转液压缸左铰接点A与右铰接点B形成的
026032-3

C
 F1
 M  r C sin(     )  sin(     ) 
 1

1
 F2 
 M1 r C sin(     )  sin(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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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 6 )可得，回转台转角一定时，回转液压缸

验的重点测试部位，具体掘进机的测点分布与振动

承受的力F 与截割力转矩M1大小成正比，故当转矩

加速度传感器的安装如图5所示，表1介绍了各测点

M1 越大，回转液压缸力越大，在掘进机实际进行巷

位置所涉及的组成部件，以及对应安装的传感器编

道截割时，截割臂的摆角范围为-30°～30°。

号。加速度传感器为ICP-INV9824加速度传感器，


工作频率为1～15 kHz，分辨率为0.04 m/s ，倾角传

2

有限元建模

2.1

三维实体模型建立
掘进机在进行巷道截割时，回转液压缸驱动其

感 器 与 转 角 传 感 器 选 用 GUC360 系 列 传 感 器 与

绕回转中心转动，实现截割臂水平摆动

 



W18LD型双向转角传感器，测量精度为0.01°。
3(4)

3'(4') 5(6) 1(2) 7(8) 7'(8')

5'(6') 1'(2')

。升降

液压缸与回转台连接，驱动力仍作用于回转台上。
截割煤岩的阻力和冲击载荷通过截割臂传递给回
转台，掘进机回转台受力十分复杂，并通过它传递
到机架上。为简化计算，对其结构作大量简化，保

图5
Fig. 5

掘进机测点分布

Arrangement drawings of roadheader's measuring point

留主要尺寸，根据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EBZ160型掘进机使用说明书及相关文献

 

Table 1

尺寸建立三维实体模型，如图4所示。

图4
Fig. 4

表1

的相关

回转台与液压缸三维实体模型

Solid model of the rotary table and cylinder

EBZ160掘进机的回转台为大型低合金钢铸件，
其材质为ZG35CrMo。将掘进机回转台三维实体模

测点位置与传感器编号对应关系

Arrangement of roadheader's measuring point

编号

位置

传感器

1

回转油缸后部( 水平方向 )

5'

2

回转油缸后部( 垂直方向 )

6'

3

截割臂与升降油缸连接( 水平方向 )

3

4

截割臂与升降油缸连接( 垂直方向 )

4

5

截割臂后部( 水平方向 )

3'

6

截割臂后部( 垂直方向 )

4'

7

回转台与升降油缸连接( 水平方向 )

5

8

回转台与升降油缸连接(垂直方向 )

6

9

回转台上部( 水平方向 )

1

10

回转台上部( 垂直方向 )

2

11

回转台下部( 水平方向 )

7

12

回转台下部( 垂直方向 )

8

13

主机架( 水平方向 )

8'

14

主机架( 垂直方向 )

7'

15

电控箱( 水平方向 )

1'

16

电控箱( 垂直方向 )

2'

型导入到ANSYS有限元软件当中，采用Tet10 node

数据测试现场为山西阳煤寺家庄煤矿，该矿为

187单元对实体模型进行网格划分，设置弹性模量

立井多水平开拓式矿井，煤层深度均大于500 m，综



为210 GPa，密度为7 800 kg/m ，泊松比为0.3。

掘巷道条件较好，满足长期进行数据测试条件。具
体测试地点位于1200东部采区集中运料巷，巷道煤

截割头载荷数据的采集与载入
根据掘进机的结构特点以及煤矿综掘工作面的

层 呈 倒 V 字 分 布 ，顶 上 为 岩 石 ，巷 道 掘 进 长 度 约

实际工况，选择掘进机截割臂、回转台与主机架等

20 m，测试时掘进面破岩最厚处约450 mm。整个

关键部位安装测振装置作为测试对象，通过振动加

测试过程中，掘进机的巷道掘进总长度接近150 m，

速度传感器进行振动测试并通过转角传感器测量

巷道断面截割高度约3.2 m，巷道掘进过程中煤层

相应位姿信息，并通过大容量数据记录仪进行数据

存在上坡走势，角度为3.5° ～5.5° ，整个测试过程

记录。因掘进机的振动以及损坏主要发生在回转

中未出现断层、地质突变或传感器掉落等突发情

台前部分，截割臂和回转台处的振动状态是本次试

况。

2.2

026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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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工作周期内，选取截割头转矩受载最为复

机摆角为20° ，进行截割工作时，回转液压缸1主要

杂的情况，并记录相应位姿与对应的载荷，选取的

提供拉力，而回转液压缸2提供推力，其受力随时间

位姿与载荷情况见表2。

的变化如图7所示。

表2

Typical position and state of cutting structure

工况

倾角/( ° )

摆角/( ° )

转矩/( kN·m )

X向力/ kN

Y向力/ kN

1

-24

±20

0～45

±100

-70～0

2

33

±20

5～15

±45

±20

3

0～30

25

8～20

±20

±60

4

-25～35

25

7～44

±30

-20～80

铰接点受力/kN

Table 2

典型工况下载荷与位姿状态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50
-100

X
Y
Z

0

在不考虑截割臂摆动加速度情况下，根据截割

1

2

3

4

5

时间/s
200

臂驱动液压缸压力，截割臂位姿参数和截割电机工

X
Y
Z

100
铰接点受力/kN

作参数，可反推出该时刻下截割头所受截割阻力。
相对于理论公式计算，由此获得截割头受力情况更
加准确，通过测量回转台与截割臂铰接点、回转台
与升降液压缸铰接点和回转台与回转液压缸铰接

0
-100
-200
-300

点的力，便可得到掘进机工作时回转台的载荷数

-400

据。

-500
0

1

2

3

4

5

时间/s

在现场数据采集时，截割臂驱动液压缸的采样
图7

频率为1 Hz，因此为保证数据长度可有效支持截割

Fig. 7

阻力的计算，本文从计算截割头受力数值中，选取

铰接点受力随时间的变化

Figure of the force of the hinge joint
changes over time

掘进机在长时间巷道选取多个时间段的数据，重新
组合。然后进行数据处理，生成可用于截割臂动力

同理回转台与２个升降液压缸的链接的铰接

仿真的截割头载荷。截割头转矩随时间变化如图6

点、回转台上２个标记点，分析类比于前２个点。

所示，该周期内有3个时间段截割臂受力最大，冲击

求得各曲线对应的功率谱密度PSD曲线和相位曲

载荷最严重，振动最为剧烈。

线，导入ADAMS中回转台振动模型，作为回转台振
动模型的激励载荷。

45
40
30

振动模型的建立
在回转台振动模型中，回转台部件绕回转中心

25

旋转20°，并在回转中心与大地用固定副连接，对回

20

转中心的6个自由度进行约束。在回转台与驱动液

2.3

转矩/(kN·m)

35

15

压缸和截割电机铰接各点处添加沿全局坐标下3个

10
5
0

方向的力作为回转台振动的激励。并在回转台铰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 000
时间/s

图6
Fig. 6

接点附近节点及薄弱部位节点建立标记点，作为回
转台振动的测量点。将所建立所有振动激励载入

截割头转矩随时间变化

Figure of the torque of the cutting head

振动分析的输入通道中，测试点通道载入到振动分

changes over time

析的输出通道中，设置激励频率范围为0～100 Hz，

根据上文的受力分析，当截割臂倾角为-15° ，

  

载荷步数设置为500

。

摆角为20°时，升降液压缸和回转液压缸压力较大，

在回转台有限元模型中对回转台节点不做任

选择这个位姿进行动力仿真分析，所测的力偏大，

何位移约束并进行模态分析，可得回转台在自由状

对进一步进行回转台应力-应变分析具有代表性。

态下的模态频率及其对应振型，自由状态下回转台

以回转台与回转液压缸的２个铰接点为例，在掘进

其前6阶频率与振型如图8所示。由以上仿真可得，

026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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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自由状态的回转台的前6阶模态频率与变形情

况，见表3。

( a ) 1阶振型

( b ) 2阶振型

( d ) 4阶振型

( e ) 5阶振型

图8
Fig. 8

( c ) 3阶振型

( f ) 6阶振型

回转台前6阶模态振型

First six modal modes of the rotary table
表 3 回转台前 6 阶频率与振型

Table 3
模态阶次

1

2

固有频率/Hz

152.399

166.591

First six modal modes of the rotary table
3

型

6

321.160

470.726

251.626

311.365
向右，左臂同时向上，右臂向下

较小

向右比上下大

右臂较左臂大

较小

左肩向上，右肩向下

向下

中心部分向下

中间部分向下

中间部分向上

较小

较小

较小

较小

较小

向下

几乎无位移

向上

几乎无位移

向下

向下

较小

无

较大

摆动幅度很小

较小

稍大

两 方向 几乎无位移
肩 幅度
无
后 方向
部 幅度

5

向外，同时向上

两 方向 向外且向上 向左摆动，左臂向上，右臂向下
臂 幅度
较大
一般
振

4

向外同时向下摆动 向外，同时向下

中，每个输出通道的响应都是该输出通道对每个输

3 振动响应分析

入通道激励响应的总和，各输出通道响应的功率谱

在回转台振动系统中，回转台各铰接点都有沿

密度如图9所示。回转台各输出通道对应标记点的

总体坐标3个方向的激振力。每个激振力对应1个

振动响应能量分布在0～18 Hz内，超出18 Hz的各标

输入通道，不同输入通道的响应不同。在线性系统

记点振动响应功率谱密度为0，功率谱密度曲线在

-40

-60

-80
-100
-120
-140
0.010 0

测点6
测点4

测点6'
测点8'
测点2

-40
幅值/dB

幅值/dB

-60

-20

测点5
测点3

测点5'
测点7'
测点1

-80
-100
-120

5.007 5

10.005 0
频率/Hz

15.002 5

图9
Fig. 9

20.000 0

-140
0.010 0

5.007 5

回转台左侧与右侧标记点功率谱密度
PSD of the gauge point on the rotary table
026032-6

10.005 0
频率/Hz

15.002 5

2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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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5.8，7.5 Hz和10.0 Hz附近达到极小值，回转

锤为MSC-3中力锤，该力锤配备4个锤头，分别为钢

台振动响应在这些频率点附近包含振动能量较小，

头、铝头、尼龙锤头和橡胶锤头。为获得掘进机回

振幅也较小。功率谱曲线在1.5，3.9，7.1，8.3 Hz和

转台自由状态的模态参数，将回转台用天车悬吊起

14.5 Hz附近达到极大值，这些频率点附近包含相对

来近似模拟其自由状态，同时在回转台下方放置支

较大振动能量，相应的振动幅值也较大。

撑物来保证安全

左右两侧的频率响应幅值曲线如图10所示。
由于回转台是左右对称结构，左右对称的2点对所



。对回转台建模并在相应位置

布置62个三向测点，回转台实物与测试模型如图11
所示。

有激励总和的频率响应是相同的。在所有输入通
道同时激振情况下，每个输出通道的频率响应函数
在0～20 Hz时，幅值较大，在频率大于20 Hz时，频响
函数幅值急剧减小。对频率大于20 Hz的激励，回转
台响应较小。相同频率下，回转台两臂与升降液压
缸铰接点附近部位振动幅值较大，回转台底面的振
动幅值最小。当激励频率为4.0，14.6 Hz时回转台响
应幅值较大。当激励频率为10.0 Hz时回转台响应
幅值相对较小。
100
60
幅值/dB

20
-20

测点5'
测点7'
测点1
测点5
测点3

-60
-100
-140
0.01

0.1

图11
1
频率/Hz

10

Fig. 11

100

试验结果与仿真数据对比见表4，回转台各阶

100

模态的试验结果与仿真分析完全对应，平均偏差为

幅值/dB

60

11.83%，最小偏差仅为2.41%；此外回转台各阶振型

20

的振动表现区域以及方向与试验情况保持一致，由

测点6'
测点8'
测点2
测点6
测点4

-20
-60

-100
0.01

图10

回转台实物与模型建立

Marked test points on the rotary table and the modle

0.1

此可得本文提出的基于煤矿井下实测数据导入的
振动分析方法对于掘进机回转台的振动分析是十
分有效的。
1
频率/Hz

10

100

表4
Table 4

试验结果与仿真结果对比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xperiment

回转台左侧与右侧标记点频率响应幅值曲线

Fig. 10

and simulation

Frequency response amplitude curves of the
gauge point on the rotary point

模态阶数

频率/Hz

变化率/%

FEM

EMA

1

152.399

139.581

8.41

2

166.591

170.601

2.41

为了验证有限元模态分析的结果，对回转台进

3

251.626

270.549

7.52

行模态试验( EXP )。模态分析系统由激振系统、测

4

311.365

363.650

16.80

5

321.160

414.087

28.93

6

470.726

438.216

6.91

4

模态试验

量系统以及分析系统组成

 

，力锤信号采样频率为

25.6 kHz，加速度响应信号为3 200 Hz，即变时倍数
选为8，每次采集32 768个样本点。本试验用到的力
026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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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较大，达28.93%；振型的表达方面，试验的一阶

[4]

2017，22( 2 )：1-4.

振型为左右两臂上下摆动，而仿真分析出的振型为

LEI Yi.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nderground mine

左右两臂均向上摆动，分析原因为回转台的振动模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technology in domestic[J]. Coal Mining

型建立时，其装配与约束方式是基于实际的装配状
态，回转台的销轴支撑限制了其圆环及邻近部位的

雷毅. 我国井工煤矿智能化开发技术现状及发展[J]. 煤矿开采，

Technology，2017，22( 2 )：1-4.
[5]

王苏彧. 悬臂式掘进机记忆截割及自动截割控制方法研究[D].

运动，与试验时的悬挂方式存在细微差别，若排除

北京：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2014.

此类特殊情况，模态频率的偏差仅为8.41%。

WANG Suyu. Study on memory cutting and automatic cutting control
method of boom-type roadheader[D]. Beijing：China University of

5

结

论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2014.
[6]

( 1 ) 完 成 了掘 进 机 回 转 台 的 受 力 分 析 ，结 合

李晓豁，何洋，李婷，等. 纵轴式掘进机横向和纵向随机振动响应
的分析 [J]. 煤炭学报，2014，39( 3 )：580-585.

Pro/E与ADAMS建立了掘进机回转台的振动模型，

LI Xiaohuo，HE Yang，LI Ting，et al. Analysis of horizontal and

并将井下工况实测的载荷数据进行组合与处理后，

vertical random vibration responses of longitudinal roadheaders[J].

导入仿真模型，进行了更接近实际工况的模态仿
真。

Journal of China Coal Society，2014，39( 3 )：580-585.
[7]

张增杰. 多集中质量离散固支弹性板模态解析与试验研究[D].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4.

( 2 ) 分析了掘进机回转台在仿真环境下的模态

ZHANG Zengjie. Modal analysis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of

参数和振动响应特性，得到了前6阶模态的频率与

discrete-clamped elastic plate with multi-concentrated mass[D].

振型，并对其振动响应进行分析，得到了回转台振

Beijing：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2014.

动幅值较大的频率点，以及同频率下回转台上振动

[8]

张 建 广 . 纵 轴 式掘 进 机 振 动 特 性的 试 验 研 究 [J]. 煤 矿 机 电 ，
2012( 1 )：24-26.

幅度较大的位置。

ZHANG Jianguang. Experimental study on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 3 ) 设计了掘进机回转台模态试验，并将试验与

longitudinal boom roadheader[J]. Colliery Mechanical & Electrical

仿真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试验与仿真数据在各阶
振 型 与 频 率 上 十 分 吻 合 ，频 率 的 平 均 偏 差 为

Technology，2012( 1 )：24-26.
[9]

春：吉林大学，2006.

11.83%，最小偏差为2.41%，并对存在偏差的原因进

XU Bin. Dynamic analysis research on vibra-cutting mechanism of new

行了合理的分析，证明该建模与仿真分析方法是可
有效分析掘进机回转台振动特性，并为掘进机其他

许斌. 新型悬臂掘进机振动截割机构的动力学分析研究[D]. 长

type of roadheader[D]. Changchun：Jilin University，2006.
[10] 周建龙. 重型掘进机截割部振动特性的研究[D]. 阜新：辽宁工程

机构的振动分析与结构优化提供依据。

技术大学，2011.
ZHOU Jianlong. Research on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ea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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