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第 2 卷第 2 期
2020 年

5月

JOURNAL OF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ENGINEERING

Vol. 2

No. 2

May

2020

胡青峰，崔希民，刘文锴，等. 特厚煤层重复开采覆岩与地表移动变形规律研究[J]. 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2020，2( 2 )：
023021.
HU Qingfeng，CUI Ximin，LIU Wenkai，et al. Law of overburden and surface movement and deformation due to mining super thick coal
seam[J]. Journal of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Engineering，2020，2( 2 )：023021.

特厚煤层重复开采覆岩与地表移动变形规律研究 
1,2

3

1,2

4

胡青峰 ，崔希民 ，刘文锴 ，马唐敬 ，耿浩然
( 1. 河南理工大学 测绘与国土信息工程学院，
河南 焦作
( 北京 ) 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
北京

摘

2

454000；
2.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河南 郑州

100083；
4.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3. 中国矿业大学

4500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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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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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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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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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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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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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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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岩垮落带、裂缝带、弯曲下沉带发育规律
分析

胡青峰等：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No. 2( 2020 )：02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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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021-6

胡青峰等：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No. 2( 2020 )：02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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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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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下沉量/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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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0

Slope profile along trend survey line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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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下沉曲线对比
Fi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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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工作面推进2 500 m时倾向观测线地表曲率曲线

Fig.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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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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3

Measured displacement profile compared with its fitting
profile along trend survey line when the face was
advanced 2 5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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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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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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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