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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作面周边存在较大断层时，一般采用留设断层保护煤柱法，使覆岩移动不直接影响

到断层。为分析受正断层影响的地表移动变形规律，通过工作面开采前后地表裂缝与房屋墙
体裂缝损坏的现场调查，发现位于常规沉陷影响边界之外至断层露头范围内仍有平行于断层


走向的地表裂缝及墙体裂缝性损害；应用FLAC 模拟研究了正断层影响下的上盘煤层开采时
地表沉陷特征及断层带应力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受开采扰动影响的断层带附近原始构造应
力得到释放并产生一定变形，反映至地表为非对称性的偏态下沉；建筑物下伏岩层有较大断层
时，应在边界角法或沉陷预计法留设地面建筑保护煤柱的基础上，考虑留设合理宽度的断层安
全煤柱；同时提出断层带周边的应力变化可作为断层受开采沉陷影响与否的判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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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pecial rules of surface subsidence affected by normal fa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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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en there is a large fault around the working face, designers often use method of protection coal pillar for
faults to make the faults beyond directly affected zone. To analyze the surface movement and deformation law
influenced by normal fault,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before and after mining, the authors found that surface cracks
paralleled to the fault strike and wall cracks damage still exist between subsidence influencing boundary and fault
outcrop area.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FLAC3D was applied and the authors studied characteristics of surface
subsidence and the fault stress variation when hanging wall coal seam mining of normal faul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riginal tectonic stress of fault zone affected by mining released and generated a certain deformation then
asymmetrical skewed subsidence will be appeared on surface. A reasonable width security coal pillar of fault should
be considered based on method of boundary angle or subsidence prediction when large fault exists under buildings.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at stress changes in fault zone can be used as a basis of mining
subsidence judgement.
Key words：subsidence；normal fault；skewed subsidence；stress changes；security coal pillar of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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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房屋等建筑物下压煤及其保护煤柱留设
是开采沉陷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响 应 力 得 以释 放 情 况 下的 地 表 移 动变 形 鲜 有 研


，若开采

究。本文采用FLAC 对以鄂尔多斯某矿109工作面

区域周边发育有大型断层等地质构造，井下采矿活

受断层影响的地表移动规律进行了模拟，分析了受

动可能对断层产生扰动影响，引起断层带附近的应

该工作面采动影响的地表移动变形特征及断层应

力变化，反映至地表表现为断层露头区域的地表移

力变化特征。

动变形。断层的存在可能会影响岩层移动及地表
移动变形的正常传播规律，部分产状断层可能对地
表沉陷起加剧、催化作用。

断层影响下的地表沉陷特殊性实例分析

1
1.1

为研究断层赋存条件下的地表沉陷规律，我国

工作面概述

开采沉陷学者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张玉卓等 推导

( 1 ) 工作面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内蒙古东胜煤田北部边缘，行政

了受断层影响条件下的地表移动变形函数数学表

区划属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109工作面采深约





达式，并在云南田坝矿进行了应用；张华兴等 推

171 m、开采2-3煤层，煤层连续性较好；工作面平均

导了受断层影响的断层带上离层空间形态及其影

煤层厚度3.40 m，煤层倾角1°～5°，为近水平煤层开

响、对断层影响的地表移动影响规律及地表沉陷函

采；地表大部地段被第四系风积砂覆盖，开切眼侧

扰动的外部条件，利用有限元分析了弱面非连续变

钻孔揭露表土层厚度为14 m；工作面采用综采工
艺，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
( 2 ) 煤层顶、底板及岩性
煤层顶、底板主要为砂质泥岩及泥岩，局部为

形的力学成因，并推导了地表非连续变形的计算方


法；郭文兵 以地表裂缝的实测资料为基础，推导
了受断层影响的地表台阶型裂缝发育规律；吴侃



将受断层影响的地表移动变形作为一个等效倾斜
采空区的开采，首先计算出实际开采区和等效开采
区的地表移动变形，并建立受断层切割影响的地表

中 砂 岩 及 细 砂 岩 。 直 接 顶 岩 层 厚 度 为 5.05 ～
21.35 m，根据钻孔岩石力学试验结果，抗压强度为
8.6～19.1 MPa。底板以砂质泥岩为主、细砂岩次
之，抗压强度为9.2～17.8 MPa。
( 3 ) 断层概况
井田近似为一单斜构造，109工作面开切眼侧



变形预计模型；崔希民等 基于郭庄煤矿实测资料
研究了断层对地表沉陷范围和非连续变形的影响
规律，探讨了断层露头附近台阶型裂缝计算方法；


应用数值模拟研究了有无断层影响下

的覆岩与地表移动变形差异；于秋鸽等



基于空间

守恒原理，推导出断层面受采动影响产生的离层空
间；黄平路等



应用实测数据验证了特殊地质构造

对地表沉陷速度加速作用；郭文兵等



采用数值模

拟的研究手段验证了受采动影响后的断层活化，得
出地表沉陷范围的扩大化特征；韩红凯等



层破碎带平均宽度为9.8 m，表土层厚度为14 m。矿
方为保证井下的安全生产同时为保护地面的建筑
物不受采动影响，在井下留设了断层保护煤柱，F5
断 层 距 离 109 工 作 面 开 切 眼 侧 最 小 平 面 距 离 为
122 m。如图1所示。
108.2

表土层

采用

14.0

杨建立等

有F5正断层，倾角为65°～70°，断距为12～14 m，断

的地表非连续变形特征，并提出了断层保护煤柱的

157.0

UDEC模拟研究了采动直接波及到小倾角断层影响
基岩层

开

留设方法。
综上可知，以往学者主要针对工作面过断层

65°
109工作面

后，断层对岩层的移动变形及地表的非连续性变形

122.0

进行研究；且对当井下采动直接波及断层时(“两带”
发育至断层体)地表沉陷规律已有一定的研究，反映
至地表将出现台阶型裂缝与非对称性沉陷范围的
变化；对于采动未直接波及至断层但断层受采动影
011007-2

87.0

层

认为采矿活动是弱面

F 5断



采
影
响
范
围
边
界

数式进行了研究；戴华阳

煤层
单位:m

图1
Fig. 1

109工作面与F5断层的相对位置关系
Rel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109 working
face and F5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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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房屋裂缝性损害调查

面 开 采 影 响范 围 最 外 侧边 界 距 离 工作 面 边 界 为

109工作面对应地表征地补偿范围线以外仍有

108.2 m，断层露头位于沉陷预计边界以外87.0 m

部分地面村庄。该区域居民房屋大部分已建10余

处。然而现场入户调查与踏勘中发现在预计范围

年甚至20余年，少部分房屋新建不久。房屋的建筑

之外与断层露头之间区域，发现有大量地表裂缝，

结构形式也有一定的差异，有人字型木梁的砖木结

这些地表裂缝具有发育范围较长、大致平行于断层

构，也有砖混结构。

走向、裂缝宽度3～8 mm等特点，房屋墙体裂缝与地

1.2

2016年10月，工作面刚开始开采，经现场入户

表裂缝相对应；且这些房屋的裂缝及地表裂缝具有

调查掌握到地面房屋除自然失修的老旧裂缝以外，

明显的采动影响发育特征。这些都证明了工作面

房 屋 墙 面 及薄 弱 结 构 部位 未 出 现 裂缝 性 损 坏 。

开采对断层有一定的扰动影响并将影响传播至地

2017年3月，再次经踏勘与现场入户调查，发现F5断

表，仅用常规边界角法或沉陷预计法留设地面建筑

层露头附近的几处居民房屋在薄弱结构部位有一

保 护 煤 柱 进行 地 面 建 筑物 保 护 的 方法 科 学 性 较

定程度的裂缝损坏。同时沿F5断层走向对应地表

差。

断层露头附近发现宽度为3～15 mm的台阶裂缝与
张开型地表裂缝。
1.3

沉陷预计分析
从该矿首采面布置的地表移动观测站实测数
  

2

正断层影响数值模拟
为分析工作面受断层影响及其受采动影响应


力及地表移动变形规律，应用FLAC 建立数值模

选取了109工作

型，对受正断层影响的地表移动变形特征和断层周

面地表沉陷计算参数为：下沉系数q＝0.73，主要影

边的应力特征进行了模拟研究(为进行对比分析，沿

响角正切tan β＝1.50，开采影响传播角θ＝87.8°，

工作面推进方向模型尺寸较大，使工作面开采达到

水平移动系数b＝0.38，拐点偏移距S＝0。地表的下

充分采动，并应用同一模型中工作面两侧地表移动

沉计算等值线、F5断层及地面房屋的相对位置平面

变形及应力特征进行对比)。

图如图2所示。

2.1

据出发，并参照相关规程、规范

数值模型建立
( 1 ) 模型及研究对象建立

2016年11月

模型以109工作面地质采矿资料为基础，模拟

2 000

500
1 000

100

沉
陷
影
响
范
围
边
界

10

研究F5断层存在条件下的地表沉陷影响范围变化
规律及断层周边的应力变化规律。煤岩层倾角取
0°，模型沿Z方向垂高为210 m，煤层埋深为171 m，

2016年10月

表土层厚度为14 m，煤层厚度为3.4 m；F5断层倾角

109工作面

取65°，断距为14 m。
图3为109工作面开采沉陷受F5断层影响分析

工作面开切眼

的数值模拟计算网格模型。
地面村庄

( 2 ) 物理力学参数



基于矿井岩石物理力学性质参数，并借鉴相邻

沉陷影响范围边界

F5
F5

矿区已有岩石物理力学性质参数进行参数赋值，断
断层

断层
露头

层物理力学性质依据相关研究成果

 

，赋值取周

边岩层参数的1/10～2/10，计算选用的物理力学参



数见表1。
( 3 ) 边界约束条件
图2
Fig. 2

模型前后和左右边界施加水平约束，采用等效

109工作面开采后地表下沉等值线
Surface subsidence contour map of 109

应力来添加约束；模型底部边界固定，即底部边界

working face

水平、垂直位移均为0；模型顶部为自由边界，全煤

109工作面常规条件下(未考虑断层影响)的地

岩层建模，没有等效载荷。

011007-3

徐乃忠等：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No. 1( 2020 )：011007

表土层

断层

煤层

图3
Fig. 3
表1

数值模拟物理力学参数

X /m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0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for
-500

煤岩层

E/GPa

K/GPa

φ/(°)

c/MPa

t/MPa

表土层

0.09

0.04

22

0.08

0.03

粗砂岩

8.4

3.0

36

3.4

1.8

细砂岩

8.4

3.0

42

5.2

2.6

砂质泥岩

6.2

2.8

32

3.2

1.5

煤层

2.0

0.9

28

1.3

0.6

粗砂岩

9.8

4.0

44

6.6

3.0

下沉量/mm

numerical simulation

-1 000

F5断层

Table 1

数值模拟研究模型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earch model

-1 500
-2 000
-2 500

109工作面

-3 000

图4
Fig. 4

受断层影响的地表下沉曲线

Surface subsidence curve affected by fault

得下沉盆地内的移动变形特征发生变化，由对称的

( 4 ) 工作面回采
F5断层位于工作面的开切眼侧，工作面开切眼

下沉盆地逐渐偏向于F5断层一侧，使得该断层侧的
下沉盆地范围变大，边界收敛缓慢。

侧与F5断层间留设122 m的保护煤柱；模型自右侧

结合数值模拟可知，由于109工作面开采后F5

向左侧推进，模拟工作面推进长度为280 m(X坐标

断层的存在，上盘岩层受到沉陷扰动的影响存在有

为200～480 m)，模型X方向两侧各留设约200 m煤

向沉陷盆地滑移的分力，使得断层上盘地表点移动

柱，使采动不受边界约束影响。

变形有所增大；同时受F5断层的影响，受扰动的上

2.2

地表移动变形分析
数值模拟过程中，在研究区域地表设置了地表

移动观测点用以监测地表移动变形情况。与常规
条件下上覆岩层移动以及地表下沉盆地相比

 

，

覆岩层会沿着力学强度较薄弱的断层面发生运动，
各岩层运动传播至地表将由对称性盆地逐渐向断
层面方向沉陷范围变大，变为偏向于断层一侧的偏
态非对称型下沉盆地。断层下盘岩层相对稳定，断

受断层影响下导水裂缝带呈非对称的马鞍形、地表

层发育及岩石间力学强度的降低，阻隔了移动变形

下沉呈非对称性的偏态下沉盆地。图4为根据提取

的进一步传递。

的模拟研究结果绘制的109工作面受F5断层影响开

2.3

采后地表下沉曲线。

断层周边应力变化分析
大量地应力实测结果表明



，断层带附近的

对工作面两侧沉陷特征及影响距离进行对比

最大水平主应力通常为垂直主应力的2～3倍。断

分析可知，非断层影响侧(工作面左侧)开采沉陷影

层属于软弱结构面，断层带强度小于两盘强度、断

响范围边界(X坐标为90 m)距离开采边界(X坐标为

层内充填有一定厚度的软、散、碎胶结体，因此断层

200 m)为110 m，断层影响侧(工作面右侧)开采沉陷

附近的岩层体力学强度较低，受采动影响后，出现

影响范围边界(X坐标为480 m)距离开采边界(X坐标

应力重新分布，其原有应力平衡被打破，在断层体

为695 m)为215 m。在109工作面开采沉陷影响范围

内部组成颗粒相对滑动或孔隙间的再压缩与拉伸，

周边因为有F5断层的存在，煤层及上覆岩层沿着力

反映至地表将出现非常规性移动变形。图5为109

学强度薄弱的断层面产生向采空区移动的分力，使

工作面开采垂直应力σ分布云图。

011007-4

-17.0 ~ -16.0
-15.0 ~ -14.0
-13.0 ~ -12.0
-11.0 ~ -10.0
-9.0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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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Fig. 5

垂直应力/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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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工作面开采垂直应力分布云图

Vertical stress distribution cloud chart of 109 working face

对工作面两侧进行对比分析，由数值模拟结果

215 m，地表呈非对称性偏态下沉盆地；未受断层影

可知，工作面回采后沿水平方向、采场及上覆岩层

响的岩体连续性相对较好，反映至地表下沉盆地边

应力重新分布，出现了应力降低、应力升高与原岩

缘的变形相对较小而平缓，符合正常的地表沉陷规

应力区。沿断层面方向断层侧(工作面右侧)的垂直

律；断层带附近岩体的应力与变形较为集中，反映

应力受到采动影响，通过弱面介质移动变形构造应

至地表的变形也相对较大而集中。

力得以释放，应力降低较为明显；而远离采空区断

( 3 ) 地面受保护建筑物下伏岩层有较大断层

层侧(工作面左侧)的岩体受到采动影响的程度较

时，应在常规留设地面建筑保护煤柱的基础上考虑

小。断层带采空区侧岩石埋深为30～35 m的粗砂

留设合理宽度的断层带安全煤柱；同时断层带周边

岩 风 化 带 与下 部 细 砂 岩交 界 面 处 垂直 应 力 约 为

的应力变化可作为断层受开采沉陷影响的判定参

560 kPa，而相同埋深处断层下盘侧垂直应力约为

考依据。

740 kPa，受断层带非连续介质的影响，受采动后正
断层上盘侧的垂直应力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
在应力差或应力释放不均一的情况下，按照胡
克定律，断层带两侧岩体的变形程度不一，反映至
地表即表现为沿断层面的地表非连续性破坏。对
于工作面左侧相对连续性岩体的强度与刚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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