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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埋厚煤层沿空掘进巷道回采期间巷道大变形治理是制约煤矿安全开采的难题，国内

外专家在支护实践中，总结多套巷道支护技术，但由于矿井地质条件的复杂多变性，现有的支
护技术还不能完全控制围岩大变形。以羊场湾煤矿130205工作面深埋厚煤层小煤柱沿空掘巷
回采期间围岩大变形为工程背景，依据全尺寸数值计算分析构建厚煤层沿空侧的覆岩运动特
征与力学结构模型，利用摩尔-库仑准则分析沿空采动期间围岩失稳机理，得出通过降低作用
于煤柱上方的垂直应力才能有效控制围岩变形。在此基础上提出泵送支柱辅助支护方案，通
过该方案的实施，风巷超前段围岩大变形得到有效控制，两帮移近量由3.6 m减小至1.5 m，减小
58.3%；顶底板移近量由1.5 m减小至0.7 m，减小66.1%，确保了工作面的正常回采。
关键词：厚煤层；沿空掘巷；围岩控制；泵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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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bility mechanism and control technology of surrounding rock excavated
driving along next goaf in thick s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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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a difficult problem to control the large deformation of the roadway during the process of driving the
roadway along the goaf in the deep seam，which restricts the safe mining of the coal mine. In the practice of support，
many sets of roadway support technologies have been summarized and developed by experts at home and abroad.
However，due to th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mine，the existing support technologies
cannot fully control the large deformation of surrounding rock. Based on the engineering background of the large
deformation of the surrounding rock during the gob side excavation of the small coal pillar in the deep buried thick
coal seam in the 130205 working face of Yangchangwan mine，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overlying rock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cal structure model of the thick coal seam along the gob side according to the full-scale
numerical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analyzes the instability mechanism of the surrounding rock during the gob side
mining by using the Moore Coulomb criterion，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eformation of surrounding rock can b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reducing the vertical stress acting on the top of coal pillar. On this basis，the auxiliary
support scheme of pumping prop is put forward.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heme，the large deformation of
surrounding rock in the leading section of the wind roadway is effectively controlled，the moving amount of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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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s is reduced from 3.6 m to 1.5 m，with a decrease of 58.3%，and the moving amount of the roof and floor is
reduced from 1.5 m to 0.7 m，with a decrease of 66.1%，which ensures the normal mining of the working face.
Key words：thick coal seam；driving along next goaf；surrounding rock control；pumping prop
无煤柱护巷开采技术是一种先进的地下开采
技术，包括沿空掘巷和沿空留巷。按照采取的技术
措施不同，沿空掘巷可分为完全沿空掘巷、留小煤
柱掘巷、保留部分老巷断面掘巷。就综放工作面而

提供新思路。

工作面沿空掘进巷道回采概况

1

沿空掘巷支护方案

1.1

言，留小煤柱掘巷和沿空留巷较为可行。但综放沿

130205风巷原设计方案采用大煤柱方案，与

空掘巷相较于普通综放在巷道维护、煤柱宽度确

130203机巷留设35 m煤柱。掘进期间，后巷两帮帮

定、矿压理论与支护技术研究方面还存在难题。

臌、底臌、顶板下沉严重，巷道断面由20 m 缩小至



国外一些主要产煤国家对沿空留巷矿压显现
规律、沿空留巷的适用条件、巷内或巷旁的合理支



7.5 m ，采取一梁三柱按照0.5 m棚距加强支护后仍
无法有效控制巷道变形，导致重新施工巷道。

护进行了大量研究。前苏联针对沿空留巷技术开

通过对相邻工作面进行矿压监测、理论研究和

展了大量研究工作，提出沿空留巷在各类顶板条件

数值模拟分析，确定了130205工作面采用留小煤柱

下的适应性，得出有关沿空留巷参数的理论计算方

沿空掘巷回采方案



。

原设计方案130205风巷与130203机巷留设35 m

矸石带强度方面的探索，提出高水材料巷旁充填技

护巷煤柱，改进后，封闭原施工的风巷，施工联络巷

术。波兰沿空巷道一般采用金属可缩性支架作为

将煤柱缩小到6 m( 变更后 )，重新掘进130205风巷，

沿空留巷巷内支护，使用矸石带、混凝土墩、充填带

如图1所示。

等作为巷旁支护 。

11 200



130205风巷1联络巷

岩控制相关理论也进行了大量研究。文献[2]以淮
南谢家集一矿深部沿空留巷为工程背景，采用数值
模拟方法分析巷道围岩变形与应力分布特征；文献

40 000
28 800

130203机巷

我国学者对沿空留巷矿压显现规律及巷道围

6 000

法。英国多采用矸石带作为巷旁支护，通过对提高

130205风巷(小煤柱)

130205风巷(原)

130205风巷2联络巷
6 000
130205风巷(小煤柱)

[3]将沿空留巷顶板结构简化为采空区矸石、巷旁
充填体及巷帮煤体共同作用的弹性力学模型，通过
UDEC数值模拟方法，得出充填体宽度及弹性模量

130205风巷(原)

2 煤顶

8 80

巷围岩控制机理，得出留巷顶板下沉是基本顶回转

17°

2 煤底
28 800
40 000

0

与顶板下沉量的关系；文献[4]研究了综放沿空留

板

130203机巷

板
11 200

运动与围岩变形的综合反映，充填体上方顶煤位移
由浮煤、充填体变形以及充填体承载前预留量3部
分组成；文献[5]研究了综放沿空留巷围岩变形影

图1
Fig. 1

130205面风巷位置变更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130205 surface wind lane change

该巷道设计时采用锚网索喷支护方式，顶板使

响因素，认为采高与直接顶2个因素是控制沿空留

用22号-2 500 mm-BHRB500号成套螺纹钢锚杆，间

巷围岩稳定性的主要研究对象。
目前，国内外对沿空掘巷的研究，多采用理论

排 距 900 mm × 1 000 mm ，锚 索 采 用 22 mm ×

分析、数值计算、相似模拟等手段进行窄煤柱合理

10 300 mm钢绞线，锚索托梁使用长为4 100 mm的14



及掘巷期间围岩支护与矿压规律的研

号槽钢( 眼距1 800 mm )与长为2 300 mm的14号槽钢

，而对回采期间沿空巷道大变形失稳机制与

( 眼距1 800 mm )交错布置，槽钢排距2 000 mm。长

控制技术研究较少。本文以羊场湾煤矿130205工

为2 300 mm的14号槽钢布置在靠煤柱帮侧。顶部一

作面沿空掘巷为例，研究沿空巷道围岩大变形失稳

排锚杆布置一条由 16 mm圆钢加工而成的钢筋梯

机制与控制技术，为解决大变形巷道围岩控制问题

子梁，长度为4 800 mm。顶部挂设双层网，一层塑钢

宽度确定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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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一层钢筋网，塑钢网在上，钢筋网在下。

严重影响了通风及行人安全。
通过布置“十字布桩”观测点对顶、底及两帮

帮部使用20号-2 300 mm-BHRB500号成套螺
纹钢端头锚杆，锚杆间排拒800 mm×1 000 mm，帮

变形情况进行观测，数据见表1，表2。

部靠煤柱帮侧挂设一层高强度菱形金属网，每一排

表1

锚杆使用一条16 mm圆钢加工而成的钢筋梯子梁，

Table 1

沿空回采风巷帮移量

Amount of roadway drift along the goaf

长度L=3 400 mm；帮部靠实体煤帮侧挂设一层高强

风巷推

进入小

上帮帮

下帮帮

两帮移

变形后

度塑料网，每一排锚杆使用一条16 mm圆钢加工而

进度/m

煤柱/m

臌/mm

臌/mm

近量/mm

巷宽/mm

290～495

0～205

35

15

50

成的钢筋梯子梁，长度L=3 400 mm。巷道表面喷射
C20混凝土，厚度70 mm；底板浇筑C25混凝土，厚度
200 mm。掘进期间风巷支护方案如图2所示。
250 900 900 900 900 900 250

14号槽钢(眼距1 800 mm)

实体煤帮

495

205

210

90

300

4 800

530

240

700

800

1 500

3 510

1 200

900

2 100

2 800

531～544 241～254

巷道掘进方向

表2
Table 2

沿空回采风巷顶底板移近量

Approaching amount of roof and floor of the

L=2 300 mm

L=4 100 mm

mining road along the goaf

1 000 1 000

位

进入小煤柱240 m

煤柱帮

4 000
4 000
1 000

1 000

1 000

1.2

183( 平均 )

223( 平均 )

406( 平均 )

受侧压后弯曲变形，且柱头柱根被臌出的煤体夹死
在顶底之间，回收困难，如图3所示。

800 800 800 8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 a ) 折弯

350

φ16钢筋梯子梁L=3 400
( c ) 风巷实体煤帮支护侧视图

图2

<155
710( max )

250

φ16钢筋梯子梁L=3 400
( b ) 风巷小煤柱帮支护侧视图

Fig. 2

<100
370( max )

350

高强菱形金属网

高强塑料网

<55
340( max )

移近量最大达到2.1 m，因帮臌造成大量单体支柱在

250

1 000

800 800 800 800

1 000

顶板下沉量/mm 顶底板移近量/mm

由表1可知，工作面进入小煤柱区域，风巷两帮

( a ) 风巷顶板支护俯视图
1 000

底臌量/mm

进入小煤柱前

1 000

2 000

置

掘进期间风巷支护平面图

Plan of wind tunnel support during driving

沿空掘巷矿压显现
( b ) 嵌入煤体

风巷采用小煤柱沿空掘巷工艺掘进期间，围岩
图3

变形量小；回采期间，提前在小煤柱帮部补打锚索
并注浆，形成1.0 m×1.5 m的间排距加固区，同时利
用单体支柱架设迈步抬棚。工作面回采至小煤柱
区域后，两帮及顶底板出现大变形且断面收缩快，
043535-3

Fig. 3

风巷帮部支护物矿压显现情况

Appearance of mine pressure in the support
of the wind tunnel

由表2可知，工作面进入小煤柱区域后，风巷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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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下沉量逐渐加大，底臌也越来越明显，但顶板整

10～15 m区域为外应力场，大于15 m区域为原岩应

体较好。由远及近过程中，风巷围岩变形情况，如

力场。说明式( 1 )计算结果符合现场实际。
由煤层柱状图可知，2煤上方8.56 m厚粉砂岩为

图4所示。

直接顶，以12 m中砂岩为支托形成的约17 m厚砂岩
层为基本顶，其上39 m厚粗砂岩为关键层。工作面
回采过程中，直接顶垮落，基本顶形成铰接结构，其
上方关键层弯曲下沉，以载荷的形式作用于基本顶
上 。 应 力 峰值 位 置 与 直接 顶 塑 性 区扩 展 位 置 接
近。由于关键块B断裂位置深入煤体深度较大，导
致关键块C悬空，岩块D触矸。130205工作面沿空侧
覆岩形态力学模型，如图5所示。

( a ) 近工作面

基本顶

A

B

C

直接顶
风巷
2煤

图5
Fig. 5

2.2

( b ) 远离工作面

图4
Fig. 4

D

130205工作面沿空巷道力学模型

Mechanical model of roadway along 130205 area

沿空采动围岩失稳分析
与常规砌体梁结构相比，130205工作面沿空掘

风巷围岩变化情况

巷回采期间覆岩结构不同之处在于：① 关键块C处

Variation of surrounding rocks in the wind tunnel

于悬空状态，导致关键块B要承担较大的向下附加

2
2.1

剪切应力；② 关键块B附于直接顶上，呈半悬露状

工作面沿空掘巷失稳机制

态，岩块B的回转将给予煤柱较大的垂直应力。

力学模型构建
相关研究



直接顶垮落后，与基本顶之间遗留间隙δ为

表明，工作面沿空侧基本顶断裂位

  m   h( kp  1)

(2)

置距上区段采空侧煤壁距离x。可按式( 1 )计算，即
c0 

 k H  tan  
m
0

(1)
x0 
ln 
2 tan  0  c0  p0 
 tan 
 
0


的空隙。在130205工作面移动支承压力作用下，关

式 中 ，λ 为 侧 压 系 数 ，取 1.8 ；m 为 工 作 面 采 高 ，取

键块B必然会发生回转且可回转角度大。当岩块B

8.8 m，
； 为煤层内摩擦角，取30° ；k 为应力集中系

回转时，根据力的传递关系，必然造成巷道沿空侧

数，取3；H为巷道埋深，取平均埋深691.6 m；γ为上

帮移与底臌，随着回转角度的加大，巷道断面将快



覆岩层平均体积力，取0.025 5 MN/m ；c 为煤层黏结

式中，Σh直接顶厚度，8.56 m；K 碎胀系数，取1.1。
代入相关数值，得δ=7.944 m，因此，直接顶垮落
后，沿空位置关键块B与C铰接点下方有不小于7 m

速收缩。
假设作用于小煤柱上的最小主应力保持不变，

力 ，取 5 MPa ；p 为 巷 帮 支 护 阻 力 ，锚 杆 支 护 取

垂直应力增大，将导致最大主应力增加，使得莫尔

0.2 MPa。
根据文献[19]的130205工作面风巷钻孔柱状

库仑强度直线与莫尔应力圆相割，如图6所示。

图及同地质条件下中岩石力学参数，代入相关数

岩块B回转过程中，作用于煤柱上的应力将增

值，得出X =10.44 m。即130203工作面采动后，侧向

大，处于峰后阶段的小煤柱在塑性变形过程中强度

关键块B深入130205工作面煤体约10 m位置断裂。

将进一步降低，如图6所示中红色直线。因此，在

文献[20]中相邻130202工作面现场矿压监测分析

130205工作面进入小煤柱前，对风巷巷帮采取注浆

结 果 表 明 ：工 作 面 煤 壁 侧 向 内 应 力 场 小 于 10 m，

加固等措施，使库仑强度直线由红色线变成绿色

043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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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抑制悬空状态下关键块B与C的回转。因此，在支护

支护
定后 加固
稳
浆
掘巷 注

方案的选择上，应选择支护面积大，承载能力高的
支柱支护。

中
过程
回采

σ

σ

为此，参照文献[21]枣泉底臌治理及文献[22]
σ'

近期神东过空巷泵送支柱支护效果，在130205风巷

σ

试验可切割泵送支柱支护。
3.1
图6
Fig. 6

施工位置
因130205工作面风巷安设有设备列车且靠近

沿空掘进巷道回采期间巷帮应力莫尔圆演化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moir circle of
the roadway stress during the mining along the goaf

小煤柱位置，电缆管道等悬挂在小煤柱侧，同时小
煤柱受压时水平移动量大，而泵送支柱主要承载竖

线，提高巷帮强度，同时，架设“一梁二柱”倾向抬

直方向应力，因此，泵送支柱在实体煤帮侧进行施

棚对风巷顶板进行超前加强支护是非常有效的。

工，主要控制顶底板的变形，将顶板力转移到支柱

但由于关键块B回转过程中，附加应力及因附加应

上，从而减小煤帮的受力与变形。

力产生的力矩大，一旦回转，使得顶板运动处于一

3.2

种不可控状态，造成围岩的大变形。

支护参数
( 1 ) 支护强度

现场矿压显现表明：靠近工作面( 约5 m距离 )最
窄处，巷宽约1.5 m，巷高约2 m，严重影响了通风及

在给定变形状态下，控制直接顶下沉所需支护


强度，可近似由下面“位态方程”得出

行人安全。

3

p  h 

支护改进方案

，即

lg 
lg 
1  
2lk  lk 

(3)



其中，为容重，取26 kN/m ；l 为采空区视悬顶距，依

由上述分析可知，130205工作面沿空巷道围岩

据本模型取17.5 m；l 为煤柱支撑点到回转点距离，

断面快速收缩，主要是由于关键块B大幅度回转引

依据本模型取7.5 m。代入数值得：p≈865.5 kPa，施

起的，且采动过程中回转是必然的。因此，控制顶

工试验区，巷道宽约4 m，则巷道每米长度方向上，

板的整体下沉量，是围岩变形控制的关键。

支柱所需支撑荷载为3 462 kN/m ，目前巷道支护强



锚杆( 索 )支护的主要作用是防止顶板离层，对

度很难达到，因此，沿空侧关键块B回转是必然的。

130205工作面沿空巷道顶板回转抑制作用不明显；

巷道属于短期支护，对于其围岩变形控制，主要是

而对于巷帮支护，可提高煤柱残余强度，对顶板回

控制关键块B回转程度。

转起明显抑制作用。现场巷帮提前注浆与锚杆索

( 2 ) 支柱直径

支护效果表明：单靠加固后小煤柱对顶板的支承无

为充分发挥泵送支柱性能，确定尺寸效应对其

法有效抑制悬空状态下关键块B与C共同回转。

影响程度，以4 m高支柱为例，作直径分别为800，

从莫尔应力圆演化规律来看，仅通过加强帮部
支护角度，控制顶板整体下沉趋势，进而提高支护

900 mm，1 000，1 100 mm和1 200 mm的圆柱加载试
验，其结果如图7所示。
700

用于煤柱上方的最大主应力，即垂直应力，才能有

650

相对增加载荷/kN

效果，已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有效降低作
效控制围岩变形。
由于130205工作面沿空巷道直接顶厚度较大，
关键块B近1/2的长度附于直接顶上，因此，在小煤柱
支撑的基础上，通过架设单体液压支柱限制直接顶

550

400

图7
Fig. 7

043535-5

573

450

面100 m和200 m范围内分别架设的“一梁四柱”与
易出现穿顶钻底折弯现象，该支护方式仍无法有效

557

500

300

“一梁二柱”倾向抬棚支护，矿压显现表明：支柱

617

600

350

的下沉，进而控制岩块B与C的回转。现场超前工作

652

319
800

900

1 000
1 100
支柱直径/mm

1 200

不同尺寸状态下支柱承载力增加值

Increase in bearing capacity of pillars in different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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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支柱直径的增大，支柱发生破坏时的临界

顶板
注浆口

荷载越大，支柱承载能力越高。支柱直径小于1 m
时，曲线上升，直径超过1 m时，曲线下降，之后曲线
近似水平。说明在4 m高条件下，直径1 m的支柱相

柔模袋

对承载能力最好；直径超过1 m时，支柱有效承载能
力降低。即宽高比为4：1时，支柱性能发挥最好，尺

木质撑杆

寸效应影响程度最低。施工区域巷高约3.6 m，支柱
直径应为900 mm，考虑巷道空间的限制，最终确定
支柱直径为800 mm。
( 3 ) 支柱强度与让压能力确定

图8

根据围岩变形特征，确定沿空巷道泵送支柱支

Fig. 8

护强度为20 MPa，同时考虑对顶板的限位作用，防

泵送支柱结构及现场布置

Structural diagram of pumping pillar and site layout

4 000

止沿空侧关键块B回转恶化，让压变形能力不能太
围岩变形量/mm

大，确定材料让压变形能力<2%。
( 4 ) 单个支柱承载能力

    r2  b 
p
   =233.7 t
fs

10 000

h

式中，r为泵送支柱半径，0.4 m；为支柱材料设计强


3 500
3 000

2 000



度 ，20×10 N/m ；f 为 支 柱 结 构 性 强 度 古 氏 系 数 ，
0.9～1.0；b 为泵送支柱直径，0.8 m；h 为泵送支柱高
度，3.6 m。

支柱高度
巷道中高
巷道宽度

2 500

76.0 69.6 59.7 55.3 49.7 38.1 31.1 17.7 8.4 1.2
距工作面距离/m
( a ) 2号支柱巷道围岩变形

4 000

考虑巷道空间限制，设计布设单排泵送支柱，
同时为降低初期试验区支护成本，将泵送支柱间距
定为2.5 m。
为避免工作面风巷超前单体支护穿顶钻底现

围岩变形量/mm

( 5 ) 支柱间距

象发生，提高单体实际有效承载力，将单体支柱布

3 500
3 000

2 000

置在泵送支柱四周，如图8所示。

4

围岩控制效果

支柱高度
巷道中高
巷道宽度

2 500

65.7 56.4 49.5 45.7 38.2 31.4 23.7 17.6 10.6 4.2
距工作面距离/m
( b ) 6号支柱巷道围岩变形

4 000

观测一次泵送支柱处巷道变化情况，并收集数据，
等间隔选取一个来压步距25 m范围内绘制围岩变
化曲线，如图9所示。

围岩变形量/mm

前期在风巷试验100 m，泵送支柱施工后，每3 d
3 500
3 000
支柱高度
巷道中高
巷道宽度

2 500
2 000

42.5

图9
Fig. 9

35.5

28.5 21.5 14.5
8.3
距工作面距离/m
( c ) 12号支柱巷道围岩变形

4.1

泵送支柱支护处围岩变化曲线

Curves of surrounding rock at the support of
pumping pillar

由图9可知，泵送支柱支护施工后，风巷顶底板
043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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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近量控制在700 mm以内，两帮最大移近量控制在
1.5 m以内。与未施工泵送支柱前( 最大帮移近量

Space and Engineering，2012，8( 5 )：904-909.
[4]

学版)，2004，35( 4 )：657-661.

3.6 m，最大顶底移近量2.07 m )相比，帮移近量减小

XIE Wenbing. Control mechanism of surrounding rock in goaf retaining

58.3%，顶底移近量减小66.1%，有效控制了小煤柱

along fully mechanized caving[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风巷变形，满足通风行人断面要求。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4，35( 4 )：657-661.
[5]

5

结

谢文兵. 综放沿空留巷围岩控制机理[J].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

论

张东升，马立强，缪协兴，等. 综放沿空留巷围岩变形影响因素的
分析[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6，35( 1 )：1-6.
ZHANG Dongsheng，MA Liqiang，MIAO Xiexing，et al. Analysis on

( 1 ) 建立了130205工作面厚煤层沿空掘巷的力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rrounding rock deformation along the goaf

学模型，分析了130205工作面沿空掘巷围岩大变形

of a fully mechanized sublevel caving[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失稳机制，确定了围岩控制原则与方案。

of Mining & Technology，2006，35( 1 )：1-6.

( 2 ) 根据130205工作面沿空掘巷围岩变形特征

[6]

戈素亮，张江波. 综放工作面沿空巷道围岩破断机理及支护技术
研究[J]. 煤炭工程，2019，51( 7 )：44-48.

与变形机制，对比单体支柱支护效果，确定了支护

GE Suliang，ZHANG Jiangbo. Study on breaking mechanism and

面积大、高承限位让压泵送支柱力学性能参数及与

supporting technology of surrounding rock along roadway of fully

单体支柱协调布置方式。

mechanized caving face[J]. Coal Engineering，2019，51( 7 )：44-48.

( 3 ) 结合现场实际条件确定了泵送支柱布置参

[7]

朱珍，何满潮，王琦，等. 柠条塔煤矿自动成巷无煤柱开采新方法

数。现场试验结果表明：设计的泵送支柱力学性能

[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9，48( 1 )：46-53.

等参数，满足了现场围岩变形控制需求。风巷的稳

ZHU Zhen，HE Manchao，WANG Qi，et al. An innovative non-pillar
mining method for gaterord formation automatically and its application

定保证了工作面有足够的风量和安全作业空间，为

in Ningtiaota Coal Mine[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工作面顺利回采提供了保障。

Technology，2019，48( 1 )：46-53.

( 4 ) 通过泵送支柱实施前后巷道变形量对比数

[8]

刘广伟. 沿空留巷技术在煤矿开采中的应用分析[J]. 中国设备

据来看，通过提高支护材料的支撑强度来实现对顶

工程，2019( 2 )：104-105.

板的限位作用，从而实现控制沿空侧关键块回转恶

LIU Guangwei. Application analysis of roadway retention technology
along goaf in coal mine mining[J]. China Equipment Engineering，

化，进一步减小煤帮受力和变形的思路是完全正确
的。可见，相对于传统的锚索支护和单体支柱支

2019( 2 )：104-105.
[9]

高浩，崔廷锋，张魁，等. 留小煤柱沿空掘巷技术[J]. 煤矿安全，

护，采用可切割泵送支柱辅助支护技术可以起到简

2012，43( 4 )：110-113.

化支护方式，减少劳动强度，降低支护成本，提高支

GAO Hao，CUI Tingfeng，ZHANG Kui，et al. Gob-side entry driving

护效果的作用，对于类似条件的工作面有一定的推

technology of remaining small coal pillar[J]. Coal Mine Safety，2012，
43( 4 )：110-113.

广价值。

[10] 石永奎，宋振骐，王崇革. 软煤层综放工作面沿空掘巷支护设计
[J]. 岩土力学，2001，22( 4 )：50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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