Иߊڶ߾ކ⣚И֢؆ߐߊ⣚ՠછџߊ࢛ߛڀ݇ރ⣚
И֢ॠߊڶ߾܉⣚И֢ߊ⣚ৠ澝И֢؆ߐߊ⣚ͧҰद࣍ͨҶߊڣݶކ⣚

ISSN 2096  7187
CN 10  1638/TD

,1740#.1(/+0+0)#0&564#6#%10641.'0)+0''4+0)

դᏕ

ѳᓠ

ಙ፞Ოሤ 

ᐒ͘ᎆ ୀކၨဳਠᫌι॰ेఅռ୷യ॑؟C॑؛ദ
ᰋࠛಙ፞ ᐒ

ᄅކ͘ᎆ ၨኀᕗਠᫌอਨι୷യᥱ

ఆᙓ

်ಙ፞
ఆᙓ

ၨဳਠᫌι॰ेఅռሂጿᯆिਇդ൚

ᛸᒷই

ཿ᪂ਠᫌނ॰ጯࣸથι॰ेఅռԚ᭼ᄩᡯ୷ڏയ

ᄅऊᖣ

߫Ͼ֧ᫌ॰ेఅռሂၨဳࣞਠᫌ

ਰԲ͘ᎆ

ၨাᨄᑖළఅ᱿ᄩᡯιᴬಅ౻ஈ୷യ

ਰمᰭ͘ᎆ ኀज़ᅯએᄏࠊѨ௧इਠᫌѬιಭ
ᡭऊ൜͘ᎆ ߫ϾԚ᭼ेఅռሂ᪂դԅࠅᫌၨ୷യ
രβି͘ᎆ ॰ቻ៎أԼ՜ᢇᴆጻûûᄐႼι॑ദ
ਝ৩͘ᎆ θه؊ਇ॰ेኙಪอਨࣼᴆጻ
ᴬक

ಕӑอபޙޒζၨኀਠᫌ॰ቻ֟ࣞᯀᲝϏሂৼᅱ

ᄅކ͘ᎆ ၨኀᴬಅਠᫌ୷യι᠁ࠤሂജಬ॑؟
ѭकᨄ͘ᎆ ֧ᫌڶζ᠀ၨা༄༲֣ޅюጻιৼᅱ
ᕃ့͘קᎆ ୀކᫌၨ໔ᰖוᄐႼǌᑤلᄩอਨ؛ᄩਝᡤ
ᴬਫಙ ᰿
፞ఆᙓ

ୀކЄলၨኀᕗਠ୷؟യᄐႼ॑؟؛

ḇ৴ಬ͘ᎆ ୀކԼ՜ޙᄩᡯǌ୷യιඎՆѬጻ
ϛ͘ᎆ Ϗކၨဳ៙ς॑؟ᱟϒሂιളᨽ
ң᭜͘ᎆ ᷟ᯿ҍᒥᐚၨᅷԼ՜ޙޙᤇႪιᯱ
٤ಃ͘ᎆ ཿ᪂ᴬৼ֟ኦँᒾނ॰ৼ֟դৃ؛ኙަႪอபጻ



်՜ಙ፞Ოሤᯖζ
П֢؟䑘䩳؍ҶडقبПԄ䑘䎮ॠ؆ू९ۈஓ
܈Ԅ䑘䎮ॠ؆ू९ۈஓڐू९ӣஓ֪ͧמॠਁ܉ѡ߄ஒҸ՛ڐગઋзЏୂͨ

Иߊڶ߾ކ⣚И֢؆ߐߊ⣚ՠછџߊ࢛ߛڀ݇ރ⣚
И֢ॠߊڶ߾܉⣚И֢ߊ⣚ৠ澝И֢؆ߐߊ⣚ͧҰद࣍ͨҶߊڣݶކ⣚

䟽⸵фዟቸᐛぁᆜᣛ

ISSN 2096  7187
CN 10  1638/TD

䟽
⸵
ф
ዟ
ቸ


ᐛ
ぁ
ᆜ
ᣛ

ᵕࡀቅぁᓅ

,1740#.1(/+0+0)#0&564#6#%10641.'0)+0''4+0)

,1740#.1(/+0+0)#0&
CAIKUANG YU YANCENG KONGZHI

564#6#%10641.'0)+0''4+0)

GONGCHENG XUEBAO
ࣛէ (2019৪ձէ)

Quarterly (Started in 2019)

፼2፼3ന (બ፼4ന) 2020৪8ഝ

Vol. 2 No. 3 (Series No. 4) August 2020

ϗᎦ ֢؟䑘䩳؍Ҷडقب

4GURQPUKDNG+PUVKVWVKQP National Coal Mine Safety Administration

ϗ֡ 䑘䎮ॠ؆ू९ۈஓ

5RQPUQT China Coal Research Institute

ϗᑼ ډޯ

'FKVQTKP%JKGH KANG Hongpu

֖ϗᑼ ࣦ؟ਗ㬕Ѕۨ⩹࣊䯅

#UUQEKCVG%JKGH'FKVQT WANG Jiachen ZHU Wancheng WU Aixiang

ڙաڠئ

ϗт કа昳

ZHANG Jixiong GAO Fuqiang
&KTGEVQT XU Shuge
&GRWV[&KTGEVQT SHI Hongxia

֖ϗт ޑ朣
ᤂтᑼ 㬮ற㬕ਪ吤
ᑼ՛႘ 澦䩳Њ㈏ݏكӲٗ३؆ܕ澧૾ୂ
ކԧ؟៙ 澦䩳Њ㈏ݏكӲٗ३؆ܕ澧૾ୂ

4GURQPUKDNG'FKVQT LI Qing ZHU Yanzhi
'FKVGFCPF2WDNKUJGFD[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Engineering
&KUVTKDWVGFD[

ޟޙ

Ԙчչٵୌறٶ㿺૨՚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Engineering

ᩣᑼ



#FFTGUU No. 5, Qingniangou Road, Hepingli, Beijing

ս

ԘчԨࢁԟڦԭӳ߄ஒҸ՛

2QUV%QFG 100013

50.00ҫ

ISSN 20967187
CN 101638/TD

84262728

jmsce2019@vip.126.com

84262912

http://mkkc.cbpt.cnki.net

ㅢ
ӂ
ভ


ㅢ
п
ᵕ






















































ӂ
ɂ
ӂ
ɂ
ᒪ
ޡ
ᴾ

䜞ᔶ䟽പዟどᇐᙝфዟቸީ䭤⨼䇰ૂᢶᵥ
㭗㗄ጦ
䟽൰㾼ዟᖘ࠼ᐹᕅݿ㓚ⴇ ⎁ዟ։ݿ㓚 㙜ਾᙝ࠼᷆
Ḫᮢㅿ
㗀൰⒴➚⸵䟽ࣞ൦㻸㕓ਇ㛨⢯ᖷ㿺ᗁ⹊ガ
ץ〇ㅿ

3
2020
ㅢ ভ ㅢ  ᵕ
П֢؟䑘䩳؍ҶडقبПԄ䑘䎮ॠ؆ू९ۈஓ
܈Ԅ䑘䎮ॠ؆ू९ۈஓڐू९ӣஓ֪ͧמॠਁ܉ѡ߄ஒҸ՛ڐગઋзЏୂͨ

第一届《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编辑委员会
顾

主

问：
钱鸣高

古德生

洪伯潜

顾金才

谢和平

蔡美峰

顾大钊

武

王双明

王国法

强

张铁岗

彭苏萍

袁

亮

编：康红普

副主编：王家臣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朱万成 东北大学

吴爱祥 北京科技大学

张吉雄 中国矿业大学

高富强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开采研究分院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志军 中国矿业大学

王卫军 湖南科技大学

勾攀峰 河南理工大学

尹升华 北京科技大学

左建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冯国瑞 太原理工大学

毕银丽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齐庆新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许家林 中国矿业大学

李夕兵 中南大学

李树志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杨

杨天鸿 东北大学

吴拥政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开采研究分院

张

张东升 中国矿业大学

农 江苏师范大学

科 安徽理工大学

柏建彪 中国矿业大学

姜德义 重庆大学

宫凤强 东南大学

柴

敬 西安科技大学

徐

涂

敏 安徽理工大学

涛 东北大学

黄庆享 西安科技大学

梁卫国 太原理工大学

靖洪文 中国矿业大学

窦林名 中国矿业大学

谭云亮 山东科技大学

潘俊锋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开采研究分院

鞠

鞠文君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开采研究分院

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2020 年 8 月

第2卷
目

033037

第 3 期(总第 4 期)
次

深部开采围岩稳定性与岩层控制关键理论和技术
……………………………………………………………………………………………………蔡美峰

033036

深部巷道复合顶板全锚索一次支护研究
……………………………………………………………………………………………李金奎，王 浩

033011

承压水上煤层底板破坏特征研究
…………………………………………………………………………………马文著，周晓敏，谭

033032

龙滩矿沿空留巷顶板突变式变形规律与复合支护切顶技术
……………………………………………………………………………………………………范

033012

敏，付宝杰，卜庆为

超，宋卫东，付建新，李

杨，张开诚

坚硬顶板孔内磨砂射流轴向切缝及压裂试验研究
……………………………………………夏永学，陆

033035

宇，涂

海底金矿破碎岩体巷道治理技术的研究
………………………………………………………………张

033522

凯

深井侧向采动应力分布规律及沿空巷道支护
…………………………………………………………………………王

033039

帅

闯，杨光宇，苏士杰，庞立宁，丁国利，苏

波

脆性类岩石材料边缘裂纹扩展规律试验研究
…………………………………………………………………………张保良，沈宝堂，张金虎，张新国

033038

采场覆岩变形分布式光纤监测岩体-光纤耦合性分析
………………………………………………………………………柴

036012

敬，欧阳一博，张丁丁，雷武林

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支护能力的分析与评价方法
……………………………………………………………………………………………………任艳芳

036031

工作面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协同自适应控制模型设计
……………………………………………………………………………………………付

037038

翔，王然风

羊场湾煤矿采动地裂缝发育特征及规律研究
……………………………………………………侯恩科，谢晓深，徐友宁，魏启明，刘江斌，张仲杰

期刊基本参数：CN10-1638/TD *2019 *q *A4 *104 *zh *P * ￥50.00 *1000 *12 *2020-08

Journal of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Engineering
Vol. 2 No. 3( Total No. 4) Aug. 2020
CONTENTS
033037

Key theories and technonogies for surrounding rock stability and ground control in deep mining
……………………………………………………………………………………………CAI Meifeng

033036

Ground support of interbedded rock roof in a deep roadway with fully-anchored cables
………………………………………………………………………………………LI Jinkui，WANG Hao

033011

Study on failure characteristics of coal seam floor above confined water
…………………………………………………………………MA Wenzhu，ZHOU Xiaomin，TAN Shuai

033032

Sudden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cutting-roof support technology for double-used roadways in
Longtan Mine
……………………………………………………………………………………………………FAN Kai

033012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side abutment pressures and ground support for double-used entries in deep
mining
………………………………………………………………WANG Yu，TU Min，FU Baojie，BU Qingwei

033039

Technology for roadway management of fractured rock masses in a submarine gold mine
…………………………………ZHANG Chao，SONG Weidong，FU Jianxin，LI Yang，ZHANG Kaicheng

033522

Experimental study on axial fracture cutting and fracturing of abrasive jet in boreholes within hard rock
roofs
…………………XIA Yongxue，LU Chuang，YANG Guangyu，SU Shijie，PANG Lining，DING Guoli，SU Bo

033035

Experimental study of edge-opened cracks propagation in rock-like materials
………………………………………ZHANG Baoliang，SHEN Baotang，ZHANG Jinhu，ZHANG Xinguo

033038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mechanical coupling between rock and optical fiber for distributed sensing of
overlying strata deformation
…………………………………………………CHAI Jing，OUYANG Yibo，ZHANG Dingding，LEI Wulin

036012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method for supporting ability of supports in coalmine working face
………………………………………………………………………………………………REN Yanfang

036031

Cooperative self-adaptive control model of fluid feeding system and hydraulic supports in working face
…………………………………………………………………………………FU Xiang，WANG Ranfeng

037038

Prediction of ground cracks induced by coal mining in Yangchangwan Coal Mine
……………………HOU Enke，XIE Xiaoshen，XU Youning，WEI Qiming，LIU Jiangbin，ZHANG Zhongjie

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

No. 3

JOURNAL OF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ENGINEERING

Aug.

2020

第 2 卷第 3 期
2020 年

8月

蔡美峰. 深部开采围岩稳定性与岩层控制关键理论和技术[J]. 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2020，2(3)：033037.
CAI Meifeng. Key theories and technonogies for surrounding rock stability and ground control in deep mining[J]. Journal of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Engineering，2020，2(3)：033037.

深部开采围岩稳定性与岩层控制关键理论和技术 
蔡美峰
( 1. 北京科技大学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北京

摘

1,2

100083；2. 金属矿山高效开采与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

要：首先，介绍了地应力对采矿工程荷载作用方式的特殊性，阐述了地应力控制采矿开挖

过程和岩层稳定性的力学机理。地应力是采矿开挖前就存在于地层中的天然应力，采矿开挖
出现自由空间并引起地应力向自由空间释放，形成“等效释放荷载”，它作用在开挖自由空间
的边界上，而不是采矿外边界上。
“等效释放荷载”带动周围岩体变形、位移和应力集中，导致
围岩和岩层失稳、破坏。这与传统力学理论“外边界加载模式”有本质区别。若将地应力直
接加在采矿外边界上，将得出“采矿外边界位移最大、开挖周边位移最小”等一系列错误结
果。为此，必须根据采矿设计的开挖形态，将地应力转换成“等效释放荷载”进行计算和分
析，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同时，必须认识到地下采矿是多步开挖过程，也就是多次“等效释
放荷载”加载过程。岩体是非线性材料，荷载的力学效应具有加载途径性。优化开采布局、开
采顺序等可以优化“等效释放荷载”加载途径和力学效应，实现更好的岩层控制效应。最后，
提出了地下采矿围岩稳定性与岩层控制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出：支护的根本目的是保护、改
善和提高岩体的强度，必须改变把围岩当成一种被动的荷载加以支撑的传统认识；充分发挥围
岩自身强度达到采矿工程稳定，是岩石力学最基本的原理。在深部高地应力条件下，为了控制
岩层变形和移动，维持采矿工程的稳定，上述原理的指导尤其重要。
关键词：深部开采；地应力；等效释放荷载；围岩稳定性；岩层控制；力学机理；关键理论和技术
中图分类号：T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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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theories and technonogies for surrounding rock stability and
ground control in deep mining
CAI Meifeng

 

( 1. School of Civil and Resources Engineering，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2. Key Laboratory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High-Efficient Mining and Safety of Metal Mines，Beijing 100083，China )

Abstract：The special unloading mode of in-situ stress due to mining is introduced，and the mechanism of in-situ
stress controlling the process of mining excavation and the stability of rock strata is expounded. In-situ stress is the
natural stress originally existing in rock mass. Mining excavation produces a free space in the rock strata and
simultaneously causes the release of in-situ stress to the free space，leading to the formation of ''equivalent releasing
load''. The ''equivalent releasing load'' is acting on the boundary of the free space，not the outside boundary of the
mining area. It makes deformation，displacement and stress concentration in surrounding rock mass，which are the
factors causing surrounding rock and strata unstable or failure.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outside boundary 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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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of the traditional mechanic theory. If the in-situ stress is directly acting on the outside boundary of the mining
area，the mechanical analysis will generate a series of wrong results，such as that the displacement is largest at the
outside boundary of the mining area，and the smallest at the boundary of the free space. It is necessary to calculate
the ''equivalent releasing load'' according to the already designed excavation plan and in-situ stress state prior to
using the ''equivalent releasing load'' to make the mechanical analysis. At the meantime，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mining is a multi-step excavation process，i. e. a multi-step loading process of ''equivalent releasing load''. The rock
mass is a nonlinear material，its the mechanical effect of loading is remarkably dependent on the loading path.
Optimizing mining layout and excavation steps can optimize the loading path of ''equivalent releasing load'' and its
mechanical effect，thus getting better strata control. At last，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surrounding rock
stability and ground control in underground mining are provide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essential purpose of the
support is preserving，improving and enhancing the strength of rock，the surrounding rock c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
passive load to be supported. It is a basic principle of rock mechanics that fully using the strength of rock itself to
realize the stability of rock engineering. In deep mining with high-stress conditions，in order to make the stability of
mining engineering by controlling rock deformation and displacement，the guidance of the above principle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Key words：deep mining；in-situ stress；equivalent releasing load；surrounding rock stability；strata control；
mechanical principle；key theories and technologies

1
1.1

稳与破坏，影响开采的安全。因此，围岩变形与岩

采矿岩层控制的关键问题

层控制是保证地下矿山安全高效开采的主要内容
之一 。

采矿围岩变形与岩层控制力学机理



采矿是采用开挖和剥离的手段将埋藏在岩层

采矿开挖引起围岩变形和岩层移动的形成

中的矿产资源开采出来。开挖巷道和采场是地下

与 发 展 过 程主 要 受 地 应力 场 所 控 制。 地 应 力 是

采矿工程的主要工序之一。巷道和采场的开挖将

采矿开挖前就存在于地层中的天然原始应力，一

导致其周围岩体的变形与岩层的移动。这种变形

切的采矿开挖活动都是在地应力的控制之下进行

和移动若不加以控制，将可能导致巷道和采场的失

的 。


等
效
释
放
荷
载

拟
开
挖
区
域

( a ) 开挖前

( b ) 开挖后

图1
Fig. 1

“等效释放荷载”示意

Diagrammatic sketch of ''equivalent releasing load''

如图1所示，在地应力场的作用下，图1( a )中虚

了“反转应力”加载模型，为根据开挖状态将地应

线所标的采矿拟开挖区域，不论地应力的值多大，

力作用转变成“等效释放荷载”，提供了具体的分

在采矿开挖之前都处于自平衡的稳定状态。采矿

析和计算方法 。文献[3]对此做了基本介绍。正

开挖后，出现一个如图1( b )中实线所标的自由空间，

是这种“等效释放荷载”，带动周围岩体的变形、

并同时引起地应力向自由空间的释放，形成作用在

位移和应力重分布，在围岩中形成局部应力集中。

自由空间边界上的“等效释放荷载”。1969年，J.

按照弹性力学的理论，力乘以位移就是能量。采矿

M. DUNCAN( 邓肯 )和R. W. CLOUGH( 克拉夫 )提出

开挖在岩体中产生的位移和应力集中就形成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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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动能量聚集在岩体中。这种开挖扰动能量对岩

的失误，甚至灾难性的后果。

体的稳定性有决定性影响。

为了适应深部采矿的应力环境条件和开采技

“等效释放荷载”相关理论是指导采矿和其

术条件，保证深部开采的安全和高效进行，对传统

他地下岩石开挖工程力学计算、分析和研究最基本

的适用于浅部的采矿理论、方法、工艺技术进行有

的理论。它是基于地应力是存在于地层中的内应

针对性的根本变革是十分必要的

力，而不是外加荷载提出来的。在分析地下巷道、

石力学的理论，深部高应力条件下的巷道和采场支

采场围岩应力位移场时，过去传统的方法是建立外

护，应十分重视巷道和采场所处应力环境的测量与

边界加载模型，先挖洞、后加载，与结构力学的加载

分析，强调峰值强度后已破坏岩体残余强度的利

与力学分析方式是相同的。这脱胎于经典弹性理

用。巷道和采场围岩稳定性与岩层控制的力学分

论中半无限体孔边应力集中分析的力学模型与方

析研究，应在传统的基于弹性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基

法 。它没有考虑采矿岩体中原始地应力的存在。

础上，发展和应用基于弹塑性、黏弹塑性、流变性和

实际上，地下采矿围岩中的位移和应力集中是由于

复杂非线性等符合深部岩体力学特性与开采应力

“开挖”引起的，是地应力向采矿开挖自由空间释

环境条件的理论和方法。巷道和采场支护与岩层

放形成的“等效释放荷载”造成的。“等效释放

控制结构系统设计应更多地建立在能量( 开采扰动

荷载”作用在开挖自由空间的边界上，而不是作用

能量在岩体中聚集 )分析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以

在采矿外边界上。到外边界时，开挖引起的影响已

应力和强度作为设计准则 。

很小，位移可以忽略不计。而用“外边界加载模

1.2









。譬如，按照岩



深部地压显现规律与特征
按表现形式，地压可分为4类：散体地压、变形

型”，将地应力直接加在采矿外边界上进行计算，
将会得到外边界位移最大、开挖周边位移最小的结

地压、冲击地压、膨胀地压 。变形地压和冲击地压

果，这与实际是完全相反的。

是深部地压2种主要的表现形式。

 

地应力的形成主要与地球的各种动力运动过

变形地压是采矿开挖在围岩中产生的位移引

程有关，包括：大陆板块边界受压、地幔热对流、地

起的压力，这是地压的一种最基本的形式。在岩体

球内应力、地心引力、地球旋转、岩浆侵入、地壳非

条件较好的情况下，随着开挖的进行，围岩的位移

均匀扩容等。70多年来的实测和理论分析表明，以

和变形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停止了，开挖结束后可能

大陆板块挤压为主的地球水平构造应力和以地心

不需要支护，围岩自身就能维持稳定。但在多数情

引力为主的垂直自重应力是地应力的2个主要组成

况下，特别是深部和非线性、流变岩体条件下，围岩

部分。地应力值随地层深度增加呈近似线性增长

必须支护才能防止过量位移引起的破坏。深部高

的关系。因此，深部采矿遇到的第1个问题，就是高

应力条件下，围岩具有产生大变形的内外部条件，

地应力条件 。在高应力作用下，深部岩体结构与

围岩必须通过支护才能防止过量变形而引起的岩

力学特性会发生重大变化，硬岩可能变成软岩，弹

层移动和破坏。



性体可能变成塑性体或潜塑性体，从而引起岩层更

冲击地压是一种岩石动力学现象。如前所述，

大变形和移动。如前所述，岩体中的高应力和大位

在地应力的作用下，采矿开挖产生的“等效释放荷

移，将形成高开挖扰动能量的聚集，不但对岩体稳

载”引起围岩变形、位移和局部应力集中，形成开

定性有重大影响，而且可能导致岩爆等动力灾害的

挖扰动能量( 一种应变能 )储存在岩体中。多步骤的

发生。再加上深部高地温、高渗透压和复杂的地质

采矿开挖形成多次的“等效释放荷载”加载过程，

环境条件以及深井提升、通风、排水等问题，都是浅

每次加载过程都产生扰动能聚集在围岩中。大量

部开采不会出现的。因此，深部采矿与岩层控制的

聚集的开采扰动能量在岩体由于高应力作用出现

理论和方法与浅部相比，会有十分显著的差别。浅

破裂等情况下突然释放，就形成动力冲击破坏，即

部采矿设计与岩层控制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

冲击地压，金属矿称为岩爆。所以岩爆是一种应变

技术、控制措施、设计标准、计算方法等，原封不动

能型的冲击地压。深部高应力为岩爆发生创造了

地用于深部，而不考虑深部特殊的岩体结构和应力

条件

环境条件，因为盲目性和不确定性，将会导致严重
0330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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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断层为核心呈非对称分布，并由此引起能量聚集

态。采矿开挖打破了这种平衡状态，引起地应力向

的非对称分布。在新的开采扰动下，不对称的能量

采矿开挖产生的自由空间释放，形成“等效释放荷

分布将导致断层错动并伴随能量的释放，产生冲击

载”。正是这种“等效释放荷载”，才是带动采矿

破坏，形成矿震。所以大多数的矿震是断层错动型

工程围岩变形、破坏和岩层移动的作用力。
由于地应力是一种内应力，而不是外加荷载，

的冲击地压。天然地震都是断层错动型的，因而煤
矿矿震的形成机理更接近于天然地震



因此，采矿工程是“先有荷载，后挖洞”。而一般

。

冲击地压防控，是深部采矿岩层控制的核心问

力学研究，工程结构上的荷载是外加的，是“先挖

题。应主要从选择合理的采矿方法、优化开采布局

洞，后有荷载”。所以采矿工程力学研究，包括岩

和开采顺序，并采取适当的能吸收能量的支护措

层控制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与以研究“外载荷作

施，避免和减少采矿过程中在岩体中产生的应力集

用”为特征的固体力学、结构力学的研究思路和方

中和过量位移，减少开采扰动能量的聚集，并控制

法有根本不同。

开采扰动能量释放的途径，从而减轻和控制冲击地

2.3

一般力学分析是根据相关力学理论求解在外

压的发生。

2

采矿及其岩层控制力学研究中的施工因素

荷载的作用下，材料结构或工程体中应力、变形及

地应力对采矿和岩层控制的主导作用

破坏的产生和分布状况，以分析和评价材料结构或

地应力对采矿设计和岩层控制的重要性

工程的安全性等。只要掌握了材料的本构关系和

地应力是在采矿开挖之前就已存在于地层中

外荷载的大小与作用方式，这一分析就能完成。所

的天然应力，所有的采矿开挖活动及其引起的力学

以一般的力学分析与研究主要关心2个因素，一是

反应，包括围岩应力集中、岩体变形和位移、岩层移

材料因素，二是荷载因素。而采矿力学研究必须还

动等都是在地应力场的影响和控制下进行的。

要考虑施工因素。

2.1

为了进行可靠的岩层控制，保证采矿工程的安

地下采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开挖过程，其开挖

全与高效，就必须对采矿开挖全过程的岩层活动和

不是一次完成，而是分多次完成的。每次开挖都是

工程稳定性，进行定量的计算和分析。这样才能做

一次地应力的局部释放过程，也就是一次“等效释

出科学的采矿设计，制定合理可靠的岩层控制措

放荷载”的加载过程。力学研究表明，对于线弹性

施，用于指导采矿开挖工程施工。地应力是进行定

材料，不论加载的途径和次数是否相同，只要荷载

量设计计算必须的力学前提条件。

的总量相同，其在材料中产生的力学效应，如应力、

由于采矿开挖工程结构和形状的复杂性与多

位移大小与分布等，是相同的。即荷载的力学效应

样性，传统力学解析解的计算方法并不适用于这样

具有可叠加性，没有加载途径性。但对于非线性材

的计算。因为解析解的方法，只能计算和分析圆

料，荷载的力学效应不具有可叠加性，而具有加载

形，或通过复变函数变换的方法计算椭圆形等简单

途径性。即尽管荷载总量相同，但不同的加载方

和单一的开挖断面形状。现代数值模拟方法使采

式、不同的加载途径、次序等，都会在材料中产生最

矿的定量设计计算成为可能。但一切计算都必须

终不同的力学效应。由于采矿岩体是典型的非线

在已知地应力条件下才能进行。

性材料，不同的巷道和采场布置，不同的开挖过程、

2.2

采矿及其岩层控制力学研究与其他力学研究

开采顺序，不同的支护结构和施工时间等，其“等

的根本区别

效释放荷载”的加载过程和路径就不同，就会在采

从大的学科分类，采矿是力学问题，岩层控制

矿岩体中产生不同的力学效应，出现不同的应力-

当然也是力学问题。采矿力学研究的对象是采矿

应变分布和最终不同的岩层移动与工程稳定性状

工程岩体( 地层 )，荷载条件是地应力。不能把“岩

态。

体”看成固体力学中的一种材料，它是一种天然地

所以，施工因素对地下采矿工程和岩层的稳定

质体，具有非常复杂的地质结构，是典型的“不连

性状态，以及岩层控制方法与措施的制定及其实施

续介质”。地应力是存在于地层中的天然原始应

效果，均具有重大影响。这也是采矿设计优化的主

力。在采矿开挖活动之前，地层处于自然平衡状

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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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下采矿围岩稳定性与岩层控制的基本
原理与方法

建设，巷道设计采用传统的三心拱形状，高度大于
宽度。由于巷道变形破坏严重，建矿10多年不能正

基本原理与方法



3.1

量占全国总产量的90%以上。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

( 1 ) 选择合理的开挖走向、断面形状和几何尺寸
地下采矿巷道、采场、硐室等岩石开挖工程的
走向、断面形状和几何尺寸与其开挖在周围岩体中
引起的应力、位移大小与分布状态，及其岩层变形
与移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地应力的作用下，地
下岩体处于三向受力状态，当地下巷道、采场、硐室
的走向与最大主应力方向相一致时，其断面内的2
个主应力是较小的主应力，对断面及其巷道、采场、
硐室的整体稳定性是有利的。因此，在生产条件许
可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地安排地下巷道、采场、硐室
的走向与最大主应力的方向相一致或相接近。特
别是对于大长度大断面岩石工程，其开挖走向要尽
可 能 避 免 与地 应 力 的 最大 主 应 力 方向 大 角 度 相
交。
为了合理选择地下采矿巷道、遂道、硐室等开
挖工程的断面形状，必须准确掌握地应力的分布状
态。在工程断面2个主应力( 对于水平方位的开挖工
程，即水平主应力σh和垂直主应力σv，如图2所示 )相
等的情况下，最佳的开挖断面形状是圆形。在工程
断面2个主应力不等的情况下，最佳的开挖断面形

常投产。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金川镍矿在国内最
早开展实用性地应力测量，测量结果表明矿区水平
应力明显大于垂直应力。根据这一测量结果，将巷
道断面形状由直墙三心拱改为矮墙半圆拱( 宽度明
显大于高度，接近于椭圆形 )，并改进了喷锚支护技
术，解决了巷道稳定性问题并很快正常投产



。

采矿开挖工程的几何尺寸对工程的稳定性有
直接影响。在相同的岩体和荷载条件下，几何尺寸
越小越稳定，越大越不稳定。在满足生产要求的前
提下，要尽可能减小开挖体的几何尺寸。对于大几
何尺寸的开挖体，要采取必要、合理的支护措施，维
持其稳定性。
( 2 ) 改善应力分布状态，在岩体强度不变的条件
下，使不稳定应力状态变为稳定应力状态
莫尔( Mohr )强度理论是最适用于岩土工程围岩
稳定性分析的理论。在应用该理论分析岩体稳定
性时，当表示岩体受力状态的应力莫尔圆位于强度
曲线( 图3中的＝cσtan φ线 )之下时，说明岩体是稳
定的；如果莫尔圆与强度曲线相切或相割( 有一部分
位于强度曲线之上 )，则表示岩体是不稳定的。
τ

状是椭圆。椭圆轴比( 水平半轴a/垂直半轴b )与断面

φ
σtan
τ=c+

2个主应力比(σh/σv)相等时，椭圆周边处于等压缩受

莫尔圆4

力状态。这和工程断面2个主应力相等情况下，最
佳的开挖断面形状是圆形的效果是一样的。在此
c

情况下，岩层最稳定。因此，开挖断面形状的选择，

φ 0
σ σ ' σ '' σ ''' σ (σ ')


要根据地应力状态和实际生产需要，尽可能向圆形











σ ''


σ '''


σ

或椭圆形接近。
莫尔圆3

σ



图3
Fig. 3
a

σ



a=σ
b σ

莫尔强度理论围岩稳定性分析示意
Diagrammatic sketch of stability analysis of

surrounding rock by Mohr’s strength theory




b

选择合理的巷道断面形状、轴比，合理的采场
开采顺序、开挖步骤，采取合理的支护措施等，是改

图2
Fig. 2

善应力分布状态、促使岩体稳定的重要手段。参照

水平巷道最佳断面形状示意

Diagrammatic sketch of optimum section shape of

莫尔强度理论，采用这些手段，可以使莫尔圆缩小

horizontal tunnel

或右移，使其从原来与强度曲线相切或相割，变成

位于甘肃河西走廊的金川镍矿，是世界第3、中
国第1的镍生产基地，被称为“中国的镍都”，镍产

位于强度曲线之下，从而由不稳定的状态变成稳定
的状态。

033037-5

蔡美峰：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No. 3( 2020 )：033037

如图3所示，图中最左边的一个莫尔圆，是岩石
单轴加载试验时，岩石发生破坏时岩石受力状态的

坏。“保护岩石强度、防止岩性恶化”就是要避免
这种情况的发生。

莫尔圆。此时，岩石承受的最大主应力是σ ，最小主

采矿过程中采取的各种支护措施，是“保护岩

应力σ ＝0( 表明是单轴压缩状态 )，σ 就是岩石的单

石强度、防止岩性恶化”的重要手段。支护要特别

轴压缩强度。如σ 不变(σ =σ )，σ 变成σ ( ≠0 )，此时

重视2点：① 围岩开挖暴露后，由于风化、水的作用，

岩石处于双向受力状态，则莫尔圆比原来缩小，变

裂隙扩展等，围岩表层强度会迅速恶化，所以在围

成从左向右第2个莫尔圆，它位于强度曲线之下，表

岩开挖后以最快的速度封闭围岩是极其重要的，喷

明处于稳定受力状态。这就等于巷道的表面，在没

射混凝土是最有效的手段；② 传统的支护，如木支

有支护的条件下处单向受力状态，可能不稳定；施

护、钢圈支护、砌块支护等，都是点接触式的支护，

加支护后，在其表面增加一个抗力，变成双向受力

不能封闭围岩；浇注混凝土支护虽然能封闭围岩，

状态就稳定了。

但需要较长时间，可能表层围岩已经显著恶化才完

















图3中右边的2个莫尔圆( 莫尔圆3，莫尔圆4 )，其

成支护，这会大大减小或失去支护的作用。

直径是相等的。但莫尔圆3与强度曲线相割，代表

( 5 ) 改变围岩受力条件，抑制围岩变形

的是不稳定的岩体应力状态；莫尔圆4的2个主应力

如1.1节所述，采矿开挖出现的自由空间引起地

(σ ，σ  )分别大于莫尔圆3中的2个主应力(σ ，σ  )，

应力向自由空间的释放，形成“等效释放荷载”。

移到了莫尔圆3的右边，落在强度曲线之下，表明岩

它带动围岩向开挖自由空间变形与移动。当变形

体变成了稳定的应力状态。

与移动超过一定限度后，就会引起围岩失稳和破









( 3 ) 提高岩石强度，改善围岩力学性质

坏。因此，必须采用数值模拟等方法对这种变形和

按照莫尔强度理论，岩石破坏是一种剪切破

移动的大小与方向进行定量计算。在此基础上，通

坏。破坏时剪切面上能承受的最大剪应力，即剪切

过合理的支护措施改变围岩受力条件，将岩体的变

强度(  )取决于岩石的2个力学参数：黏结力( c )和内

形与移动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特别要注意岩体

摩擦角(φ )。根据这2个力学参数，可以在σ -坐标系

中是否存在具有滑移倾向的软弱结构面，如存在这

中绘制出该岩石简化的直线型莫尔强度曲线(  ＝

样的结构面，必须给予其适当的阻力，防止其滑移

cσtan φ )，如图3所示。黏结力( c )和内摩擦角(φ )就是

导致岩体和工程的破坏。在采矿工程中，充填法是

岩石剪切强度的2个基本指标。在一定的围岩受力

最有效的支护方法。充填体的最主要作用是抑制

条件下，如果应力莫尔圆超出了强度曲线，处于不

围岩变形，而不是提供支承抗力





。

稳定应力状态，岩石就会产生破坏。通过提高岩石

( 6 ) 全断面支护

强度指标、改善围岩力学性质，使岩石的c，φ值提

片帮、冒顶、塌方、底臌等，是地下巷道最常见

高，就可以使岩石的强度曲线上升。从而使原来超

的围岩局部失稳、破坏现象。这些现象的发生，与

出强度曲线的莫尔圆，落在升高后的强度曲线之

巷道围岩局部的力学性质、强度出了问题，包括剪

下，表明岩体从不稳定的受力状态变成稳定的受力

切强度、拉伸强度、压缩强度和c，φ值的下降等密切

状态。因此，改善围岩力学性质、提高岩石强度，是

相关。如前所述，喷锚支护的主要作用就是改善岩

防止岩石破坏的重要手段。喷锚支护的主要作用

体的力学性质，提高岩体的强度。所以，大量矿山

就是提高岩石强度，所以比传统支护更有效。

采用喷锚支护控制和防治上述的失稳、破坏现象。

( 4 ) 保护岩石强度，防止岩性恶化

但很多矿山控制和防治的效果并不好。一个很重

在一定受力条件下，如果岩体是稳定的，说明

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进行全断面支护。只支护加固

岩体的受力状态莫尔圆位于岩石的强度曲线之下

了巷道顶部和两帮周边的围岩，没有加固底部的围

。如果在采矿工程开挖和运营过程中，产生各种不

岩。这样在巷道围岩中就形成不了一个完整的周

利的物理-化学作用，致使岩石的力学性质恶化、强

边围岩承载圈，极大地降低了承载能力。为实现全

度指标c，φ值减小，则强度曲线下降。导致原来位

断面支护，巷道底部要打底拱和适当的向下锚杆，

于强度曲线之下的莫尔圆超出下降后的强度曲线，

巷道周边锚杆和底拱用钢筋网连成一体，成为一个

使原来处于稳定状态的岩体，变成不稳定，出现破

完整的喷锚网支护圈。这对围岩力学、强度条件不

033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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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变形，到1995年发生急剧的下沉和变形破坏，

太好的矿山，是十分必要的。
( 7 ) 小结

最大下沉0.6 m，并伴随大面积片帮垮落、冒顶、四周

采矿工程岩层失稳和破坏主要是由于岩体强

围岩严重松动等现象。塌陷后的巷道断面收缩到

度的损伤、下降所造成的；支护的根本目的是保护、

不足原设计断面的1/2，电机车不能正常通行。为了

改善和提高岩体的强度；不能把围岩当成一种被动

维持正常生产，矿方采取了灌浆、钢支架、木支架、

的荷载加以支撑。充分发挥围岩自身强度达到采

铁轨钢板铺底等一系列支护加固措施，均不见效。

矿工程的稳定，是岩石力学最基本的原理

。在深

事实表明，常规技术已无法解决该巷道的修复治理

部高应力条件下，为了改善围岩应力分布状态，控

问题。1996年底，笔者团队接手该项目后打破常规

制岩层变形和移动，维持采矿工程的稳定，上述原

、另辟蹊径，提出了先不直接修复治理巷道，而先加

理的指导尤其重要。

固四周围岩，然后重新掘支成巷的方案。

3.2





( 2 ) 加固治理难点

工程实例
以玲珑金矿主运输巷道塌陷加固治理工程



① 巷道严重变形收缩，需首先拆除临时支架，



为例进行说明。

将断面扩至原设计大小，然后进行加固，才能满足

( 1 ) 工程简介

运输要求。但由于巷道顶部和两帮围岩严重松动

玲珑金矿位于山东省招远市，是我国最大的黄

破坏，一旦拆除支架，围岩将立即塌落而无法进行

金矿山之一。该矿主运输巷道( 简称主运巷 )的下方

施工。

有2条矿脉。20世纪80年代初2条矿脉回采时，为了

② 围岩严重破裂松散，无法直接实施注浆技

保护主运巷的安全，采场上部留了12 m厚的保安矿

术。一是无法打注浆孔；二是该巷道没有原始混凝

柱未采，采空区进行了废石充填。但从80年代后期

土砌碹等衬砌层，即使直接注浆也会发生大面积跑

开始的非法“民采”，在主运巷的下方进行了大规

浆现象，达不到加固目的。

模的盗采、盗挖，12 m厚的保安矿柱被盗采后剩下

( 3 ) 加固治理方案

不到1 m的厚度。从1990年开始，主运巷就发现有

加固治理方案如图4所示。

B

A

C
9°
11°

A

B

C

2 000

30 000

2 000

34 000

O'

O'

O

2 400

2 400

2 400

A—A

B—B

C—C

图4
Fig. 4

加固治理方案示意

Diagrammatic sketch of reinforcing and administering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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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将塌陷段( 图4中30 m长度段 )用废石渣土充
填封堵，充填过程中从中间向两端预埋2套注浆管
路，封堵段填实后，两端砌止浆墙( 厚度2 m )封堵。

持围岩稳定

 

4

结

。

论

( 1 ) 地应力是采矿开挖前就存在于地层中的天

接着通过预埋管向填渣段进行低浓度注浆使其固

然应力，一切的采矿开挖活动都是在地应力的控制

结，防止围岩注浆时朝巷道内跑浆。
② 从两端止浆墙朝巷道四周围岩打2圈注浆孔

之下进行的。因此，采矿开挖引起围岩变形和岩层

( 钻孔的倾角分别为9°，11° )，两端打入的钻孔在封

移动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主要受地应力场所控制。

堵段中部围岩体内交叉搭接；每孔插入2根φ25 mm

为了进行科学的采矿设计，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岩层

的螺纹钢筋后封孔，并实施高压注浆；注浆材料为
水泥-水玻璃双液浆，水泥浆 ：水玻璃=1 ：0.3～1 ：

控制措施，准确掌握矿区地应力条件是十分必要
的。

0.6( 体积比 )，其中水泥浆的水灰比为1：1～1：0.6，水

( 2 ) 地下采矿围岩中的位移和应力集中是由于

玻璃浓度为( 30～45 )Be'( 波美度 )。注浆前需在现场

采矿“开挖”引起的。采矿开挖出现自由空间，引

进行注浆材料的配比试验，滤定出配比曲线以指导

起 地 应 力 向 自 由 空 间 释 放 ，形 成 “ 等 效 释 放 荷

现场施工，保证上向注浆时浆液可获得10 m左右的

载”。它作用在开挖自由空间的边界上，而不是作

有效扩散，下向注浆时控制浆液流动速度和凝固时

用在采矿外边界上。正是这种“等效释放荷载”

间，使其停留在巷道下20 m以内的充填物内，而不

带动周围岩体、岩层的变形与移动。传统的“外边

从空区盲目流失。

界加载模型”，将地应力直接加在采矿外边界上，

③ 经过1个月的养护期，按原设计断面尺寸将

将会得到“采矿外边界位移最大、开挖周边位移最

巷道重新掘开，并进行喷锚支护。

小”等一系列错误结果。所以，地下采矿力学研

( 4 ) 加固效果及力学机理

究，包括岩层控制研究，必须根据开挖状态，将地应

① 高压注浆材料浆液黏度低，流动性能好，可

力转换成“等效释放荷载”进行计算和分析，才能

注性强，能进入细小裂隙和砂层中，因此每孔浆液

得到正确的结果。

均可获得10 m左右的有效扩散，且每孔均有2根钢

( 3 ) 地应力随深度增加呈近似线性增长。在高

筋插入，其本身就是一个微型灌注桩；全部锚注孔

应力作用下，深部岩体结构与力学特性会发生重大

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整体的灌注桩群；从而有效地

变化，硬岩可能变成软岩，弹性体可能变成塑性体

改善巷道周边围岩的应力分布状态，提高岩体强

或潜塑性体，从而引起岩层更大变形和移动。因

度，从根本上保持巷道的稳定。

此，深部采矿岩层控制的理论和方法与浅部会有十

② 巷道顶部的左右钻孔在中间部位搭接，在向

分显著的区别。深部巷道和采场支护与岩层控制

上10多米范围内形成一个拱形加固带；下部的左右

结构系统设计应更多地建立在能量( 开采扰动能量 )

钻孔同样在中间部位搭接，近20 m厚的加固层相当

分析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以应力和强度作为设

于在整个巷道塌陷段架起一座桥梁。从上下左右

计准则。

整体上看，加固段是在破碎带中形成了一个安全管

( 4 ) 地下采矿是非常复杂的多步开挖过程，每步

状通道，从而有效地控制了岩层变形与移动，出色

开挖都是一次“等效释放荷载”加载过程。采矿

地发挥了全断面支护的作用。

岩体是非线性材料，荷载的力学效应不具有可叠加

③ 下部钻孔注浆时，对浆液流动速度和凝固时

性，而具有加载途径性。不同的巷道和采场布置，

间可以加以控制，使其不从空区盲目流失，而是停

不同的开挖过程、开采顺序等，其“等效释放荷

留在巷道下20 m以内的充填物内，使充填物固化，

载”的加载途径就不同，就会在采矿岩体中产生不

从而再次形成一个人工保安矿柱，减少了下部空区

同的力学效应和工程稳定性状态。选择合理的采

对巷道稳定性的影响。

矿方法，优化开采布局、开采顺序、开挖步骤等，对

④ 在巷道周边形成的管状加固带，相当于一道
隔水帷幕，起到防水渗漏的作用，阻止围岩被风化、

优化“等效释放荷载”的加载途径和力学效应，实
现有效的围岩稳定性和岩层控制，具有重要作用。

侵蚀而导致物理力学性能的恶化和强度的降低，保
033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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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的损伤、下降所造成的；支护的根本目的是保

based on in-situ stress measurement and accumulating theory of mining

护、改善和提高岩体强度；不能把围岩当成一种被

induced disturbing energy[J].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动的荷载加以支撑。充分发挥围岩自身强度达到
采矿工程的稳定，是岩石力学最基本的原理。“玲

Engineering，2013，32( 10 )：1973-1980.
[12] 李鹏，蔡美峰，郭奇峰，等. 煤矿断层错动型冲击地压研究现状与
发展趋势[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8，50( 3 )：1-17.

珑金矿主运输巷道塌陷加固治理工程”是应用该

LI Peng ，CAI Meifeng ，GUO Qifeng ，et al. Research status and

原理的成功范例。

developing tendency of fault dislocation type pumping pressure in coal
mines[J]. Journal of Harbin Industrial University，2018，50( 3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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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巷道复合顶板全锚索一次支护研究 
李金奎，王 浩
( 大连大学 辽宁省复杂结构系统灾害预测与防治实验室，辽宁 大连

摘

116622 )

要：城山煤矿一采区3B煤层右0巷顶板为复合顶板岩层，为解决其巷道顶板易离层冒顶问

题，提出新型巷道复合顶板全锚索一次支护方案。采用弹塑性基本理论分析了锚索加固机理，
指出高预应力全锚索可大幅提高支护结构的早期支护强度与刚度，有效控制复合顶板的离层
和下沉，高预应力为复合顶板岩层提供了法向约束应力，明显改善了顶板岩层应力状态。针对
右0巷顶板岩层岩性及分层状况，运用数值模拟和现场实测的分析方法综合评价了巷道复合顶
板全锚索一次支护效果，分析了掘进、回采期间顶板下沉及锚索承载规律，掘进期间顶板最大
下沉量为34 mm，回采期间顶板最大下沉量为63 mm。现场试验表明：全锚索一次支护对控制深
部复合顶板变形效果十分显著，可为深部复合顶板巷道支护提供参考。
关键词：复合顶板；全锚索；一次支护；工业性试验
中图分类号：TD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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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support of interbedded rock roof in a deep roadway with
fully-anchored cables
LI Jinkui，WANG Hao
(Disaster Prediction and Control Laboratory of Complex Structure System in Liaoning Province，Dalian University，Dalian 116622，China )

Abstract：The roof of the Y0 roadway of the 3B coal seam at the Chengshan Coal Mine is interbedded rock strata.
Roof collapse would easily occur if not supported appropriately. To solve this problem，a field trial was performed
using fully-anchored cables to support the roadway. The elastoplastic basic theory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anchorage
reinforcement mechanism.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high prestressed fully-anchored cables greatly improved the
early support strength and stiffness of the supporting structure，and the separation and sinking of the interbedded roof
wer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The high prestress of fully-anchored cable provided the normal restraint stress to the
interbedded roof rock，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stress state of the roof strata. Based on the lithology and
stratification of the roof layer of the Y0 roadway，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field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support effect of the interbedded roof，and the bearing law of the roof subsidence and
anchor cable during the excavation and mining were analyzed. The maximum sag of the roof during the excavation
and longwall ming was 34 mm and 63 mm，respectively. Field results show that the fully-anchored cables are very
effective in controlling the deformation of interbedded roof in deep roadways.
Key words：interbedded rock roof；fully-anchored cables；one-time support；field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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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上覆岩层由于地质作用存在着厚度不均

序
号

名称

7

细砂岩

3.0

15.0 钻屑呈白色，钻进困难，压
力水不足

6

灰页岩

2.0

12.0 钻屑呈灰白色，钻进较快

5

凝灰岩

2.5

10.0 钻屑呈灰白色，遇水变黏、
夹钎，钻进困难

4

细砂岩

3.0

7.5 钻屑呈白色，钻进时较快

3

灰页岩

1.5

4.5 钻屑呈灰白色，钻进时较快

等

2

细砂岩

2.0

3.0 钻屑呈白色，钻进时较快

提出了采用树脂全长锚固高强锚杆+W型钢带+菱

1
0

泥岩
煤

1.0

1.0 钻屑呈灰色，钻进时较快

 

匀，层理、节理发育的软硬岩的复合岩层

，巷道顶

板复合岩层之间黏聚力c较小，易发生离层、分层冒
落



柱状

厚
累
度/m 厚/m

岩性描述

，复合顶板巷道支护是巷道支护的热点和难点





之一 。柏建彪 等针对复合顶板极软煤层巷道，
提出了运用合理的注浆、锚杆支护技术控制围岩稳
定，加强顶板支护强度，充分利用了围岩的自承能
力；马其华





等针对复合顶板变形特点，提出了采

用预应力中空注浆锚索+锚网索联合支护方案，有
效控制了围岩变形；路之浩





等提出了高性能预应

力支护体系，提高了岩体整体稳定性；蔡庆生





形金属网联合支护的方法，有效控制了顶板岩层的
下沉；张俊文





图1

等针对厚泥岩复合顶板，提出了

“预应力锚杆+锚索承载结构，配合原生裂隙区域

Fig. 1

一采区3B右0巷ZK3B07钻孔柱状图

Columnar section ZK3B07 of Y0 roadway at seam 3B

注浆加固”的改进支护方案，有效地控制了厚泥岩

表1

复合顶板变形与破坏。本文以城山煤矿一采区3B

Table 1

煤层右0巷复合顶板为研究对象，提出了新型全锚

弹性

黏聚

内摩擦

抗拉

模量/GPa

力/MPa

角/( ° )

强度/MPa

0.21

8.5

8.2

35

2.5

灰页岩

0.28

5.5

4.0

27

1.8

凝灰岩

0.22

9.5

8.0

36

2.2

细砂岩

0.23

8.1

7.9

35

2.5

灰页岩

0.30

4.2

3.9

28

1.8

细砂岩

0.32

8.0

4.1

26

1.8

泥岩

0.35

4.5

2.2

22

0.5

煤

0.35

3.5

1.7

18

0.4

砂质泥岩

0.33

4.5

2.1

21

0.6

细砂岩

0.25

8.0

8.1

36

2.6

岩性

泊松比

数值模拟和工业性试验研究，旨在为深部复合顶板

细砂岩

巷道支护提供新的思路和解决途径。

索一次支护方案，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固机理分析、

1

工程地质条件及新型支护方案

1.1

工程地质条件
城山煤矿一采区3B煤层埋深780～820 m，煤层

厚度3.8～5.2 m，平均厚度4.5 m，煤层倾角5°～8°；
直接顶为泥岩，厚度0.8～1.5 m，平均1.0 m；直接顶
上覆岩层分别为细砂岩、灰页岩、细砂岩、凝灰岩、

岩石力学参数

Rock mechanical parameters

灰页岩及细砂岩，厚度1.5～3.0 m不等，根据勘察报
告，顶板岩层薄厚不均，软硬相间。右0巷掘进时发

6.7 m长锚索

生过多次冒顶事故，常规的锚杆锚索支护难以保证
25°

的矩形巷道，支护参数如图2所示。顶板锚索规格
为 φ21.6 mm×6 700 mm ，间 排 距 为 1 100 mm×
1 000 mm，采用树脂药卷锚固。两帮沿竖向布置

25°

3 800
4 000

φ22 mm×2 500 mm 左 旋 螺 纹 钢 锚 杆 ，间 排 距 为
900 mm×1 000 mm 。 金 属 网 规 格 为 2 000 mm×

图2
Fig. 2

2 000 mm，顶板及两帮均采用3 800 mm长钢带。
033036-2

右0巷支护断面

Y0 roadway support section

4 200

900

2.5 m长锚杆
900

新型全锚索一次支护方案
一采区3B煤层右0巷设计断面为4.0 m×4.2 m

500 900

如图1所示，实验室测得的岩石力学参数见表1。
1.2

3501 100 1 100 1 100 350

900

右0巷进行了支护试验。右0巷ZK3B07钻孔柱状图

100

巷道正常使用。为了探究合理的顶板支护形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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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z  a, z     a, z     z 

锚索作用机理

2

高预应力全锚索可以大幅度提高支护结构的
早期支护强度与刚度

  

将其代入式( 2 )整理得
  b
  r, z  rdr   a  z   0

 z  a zz

l
2a
 mzz  z  =
0 b2  a2   z  dz


。在复合顶板巷道中，能

有效地控制岩层节理面及层理面的离层、错动及新
裂隙的产生。通过利用高强锚索足够长的长度及
其较高的预应力，提高了层状岩体的法向约束应
力，增大了岩层间摩擦力和围岩抗剪强度，使得岩
体具有初步的整体性，再加上选用合理的锚索间

式中， zz  z  为岩体内沿径向的平均轴向应力；l为
m

锚索长度。
对于锚索，存在如下关系式

距，在高强锚索高预应力的作用下，单体锚索形成

d zzf  z  2
+   z  0
dz
a

的压缩体可以相互叠加，从而在岩体的深部形成巨
大的拱形承载结构，使岩体的整体刚度得到进一步
  

提高

。

(3)

(4)

式中， zzf  z  为锚索平均轴向应力。
岩体的本构关系方程为

锚索单体加固顶板围岩主要是通过锚索单体、

  r，z  =Gm  Gm

黏结剂及托锚力的共同作用加固复合顶板围岩。
根据弹性力学理论建立复合顶板岩层及锚索相互

dw
dr

(5)

式中，G为深部围岩体的剪切模量；w为深部围岩体

作用力学模型，如图3所示。

轴向位移。
综合式( 1 )，(3 )，(5 )并沿a，r积分，得到
τ (r, z)

z

wr  wa 

l

dθ

 2 r 1 2

b ln   r  a2  

a 2
Gm  b  a  

2

a

dz

w  wa 
o
p



σzz(r, z) σzz(r, z)

图3
Fig. 3

r

(6)

(7)

将式( 6 )代入式( 7 )，可得



锚索及其影响岩体微段模型



假设锚索及影响范围内岩体满足轴对称，则锚
索微元体的轴向平衡方程为

 zz 1    r rz  
 
0
z
r  r 

(1)

应力。

(8)

a

ab4

b

2

 a2 

2

ln

b
a 2 b2
a


2
2
a 2b  a  4





(9)

式中，E为锚索的弹性模量。
锚索及影响岩体微段截面力的平衡条件为
a2
f
b2  a 2

( 10 )

d 2 f
 k2 f  0
dz 2

( 11 )

m  

(2)

式中，a为锚索半径；b为围岩体内剪应力影响范

于是有

围。

 rz  b, z   0

w  w 

2G
d 2 f
  m Ef  m   f
2
dz
a Ef

对式( 1 )沿a，b积分，得到

  r rz 
 zz  r, z 
rdr  
dr  0
a
a
z
r



将式( 8 )代入式( 4 )，并进行微分可得

式中， zz 为锚索微元体轴应力； rz 为锚索微元体剪

b

Gm

其中，

microsegment model



b
1
 wr  wa d  r 2 
2 a
b  a 
2

σzz(r, z)

Anchor cable and its influence on rock mass

b

2

引入平均位移差的概念，得到

σzz

b

a

其中，
033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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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2G m 
Ef a 2
1 

2
2
a E f 
E
b
a




m


为32° ，锚索预紧力为300 kN，可得锚固承载拱承载
能力为722.77 kN，是普通锚杆( Q=50 kN，L=2.4 m，
800 mm×800 mm )支护所提供承载能力的6.42倍。

式中，E为深部围岩体的弹性模量。
式( 11 )的通解为

  z   A sinh  kz   B cosh  kz 
f

( 12 )

3

复合顶板巷道数值模拟试验

3.1

数值模拟模型的建立
利用有限元软件Midas GTS构建数值模型，模型

又有边界条件

P

f
 z  0，  z   2
a

 z  l， f  l   0


的尺寸为长×宽×高=70 m×2 m×50 m。整个模
( 13 )

设定为应力边界条件，承受均布荷载，上覆岩层平

式中，P为锚索预拉力。

均容重取25 kN/m，平均埋深800 m，则原岩应力为

得到锚索轴向应力为

 f  z 

型共划分8 340个单元，12 817个节点。模型上边界

20 MPa，数值模型左右边界 x 方向约束，前后边界 y

p
cosh  kz   c tanh  kl  sinh  kz 
a2

( 14 )

方向约束，底面边界固定，各岩层采用摩尔-库仑本
构模型，锚杆、锚索采用弹性本构模型。

式中，c为黏聚力。

岩层物理力学参数如图1，表1所示。锚杆、锚

相应地，锚索与围岩体界面剪切应力为

  z 

kp
 c tanh  kl  cosh  kz   sinh  kz 
2a

索参数见表2。
表2

( 15 )

Table 2

单体锚索压缩体相互叠加形成锚固平衡拱，力

杆体类型

尺寸/( mm×mm )

弹性模量/GPa

预紧力/kN

锚杆

φ22×2 500

200

50

锚索

φ21.6×6 700

195

300

学模型如图4所示。
q

锚杆( 索 )参数

Bolt ( cable ) parameters

拱

3.2

数值模拟结果及分析
掘进期间在锚索预应力作用下，围岩达到稳定

时，顶板岩层竖向应力分布如图5所示，各个锚索形
成的支护应力场相互叠加，改变了层状岩体的应力

巷道

状态，在顶板岩层中形成应力平衡拱，提高了顶板
图4
Fig. 4

岩层的承载能力，数值模拟结果也很好地解释了理

锚固平衡拱力学模型

Anchored balance arch mechanics model

论分析中锚索锚固平衡拱的高强承载力。

q

Q 1  sin   L  D 
2
D 1  sin   R  L  D 

7.348 48×10
4.659 20×10
1.969 91×10
-7.193 73×10
-3.408 66×10
-6.097 94×10
-8.787 23×10
-1.147 65×10
-1.416 58×10
–1.685 54×10
–1.954 44×10
–3.223 37×10
–2.492 29×10

( 16 )

式中，q为平衡拱的承载能力，kN；Q为锚索预应力，
kN；L 为锚索长度，m；D 为锚索间距，m；R 为巷道跨
度的一半，m；θ为煤岩体内摩擦角，(° )。
由式( 16 )可知，复合顶板全锚索锚固平衡拱的
图5

承载能力与锚索预应力成正比，与锚索间距平方近
Fig. 5

似成反比，锚索间距对承载力影响较为显著。

应力/MPa

锚固平衡拱承载结构的承载能力计算公式为

锚索预应力锚固平衡拱

Anchor cable prestressed anchoring
balance arch

根据城山煤矿一采区3B煤层右0巷地质生产条
件、巷道施工条件及新型支护方案，将相关参数代

掘进、回采期间进行了岩层竖向应力、顶板下

入式( 16 )进行计算，巷道跨度为4 m，锚索长度为

沉位移及锚索应力的数据采集，其结果见表3。回

6.7 m，沿巷道方向锚索间距为1 m，煤岩体内摩擦角

采期间巷道支护效果如图6所示。

033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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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Table 3

掘进期间，由于巷道开挖，短时内巷道表面围

数值计算结果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岩失去了约束，向巷道内部进行位移，巷道顶板最

数值指标

掘进期间

回采期间

大沉降位移为26 mm。回采期间，巷道顶板最大沉

岩层竖向应力峰值/MPa

33.16

47.19

降位移约为52 mm，在回采扰动作用下较掘进期间

顶板沉降/mm

26

52

顶板沉降位移有所增大，但在全锚索作用下位移仍

锚索应力峰值/MPa

13.0

36.6

然较小，有效控制了顶板的沉降。
掘进期间，顶板锚索应力最大值约为13.0 MPa；
回采期间，顶板锚索应力最大值约为36.6 MPa，与掘
进期间相比提升了23.6 MPa，约提高其掘进期间应
力的1.82 倍，回采期间顶板锚索受力增大，对顶板

应力/MPa

3.581 13×10 
-6.502 19×10
-4.881 57×10
-9.112 91×10
-1.334 43×10
-1.757 56×10
-2.180 69×10
-2.603 83×10
-3.026 96×10
–3.450 10×10
–3.873 23×10
–4.296 37×10
–4.719 50×10

岩层发挥了巨大的压缩作用，单体锚索压缩作用相
互叠加，使复合顶板各岩层锚固在一起，阻止顶板
离层。

4

( a ) 岩层竖向应力

4.1 全锚索一次支护现场实测
4.1.1 试验巷道测站布置
在城山煤矿3B煤层一采区右0巷进行了全锚索
一次支护工业性试验，支护参数如图2所示，建立了

位移/mm

1.552 02×10
9.877 33×10
4.234 46×10 
-1.408 39×10
-7.051 25×10
-1.269 41×10
-1.833 70×10
-2.397 98×10
-2.962 27×10
–3.526 55×10
–4.090 84×10
–4.655 13×10
–5.219 41×10

工业性试验

顶板下沉及顶板锚索承载监测站，布置方式如图7
所示，记录了巷道掘进期间和工作面回采期间监测
数据，如图8和9所示。

( b ) 岩层竖向位移

A

T1

A

图7

( c ) 锚索受力

图6
Fig. 6

T2

E

应力/MPa

3.664 01×10
3.452 16×10
3.240 30×10
3.028 44×10
2.816 58×10
2.604 72×10
2.392 86×10
2.181 00×10
1.969 14×10
1.757 28×10
1.545 42×10
1.333 56×10
1.121 70×10

C

B

Fig. 7

B

C

E

试验巷道位移及锚索承载监测点布置
Layout of monitoring points for test roadway
displacement and anchor cable load

回采期间巷道支护效果

Roadway support effect during mining
35

掘进期间，竖向应力由于岩体的开挖，使其进

30

行应力重分布，竖向应力峰值为33.16 MPa。回采期
图可知，此峰值出现在靠近巷帮区域，有效限制岩

25
位移/mm

间，竖向应力峰值为47.19 MPa，由竖向应力云分布

A
B
C

15
10

下围岩竖向应力在顶底板形成应力降低区，顶底板

5

应力降低区域较小，有效控制顶底板围岩松动区范

0

033036-5

掘进距离/m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20

层竖向应力峰值向巷道深部转移，在采动荷载作用

围，提高围岩的整体性。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时间/d
( a ) 顶板沉降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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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索应力/MPa

16
14

护顶板下沉曲线分为3个阶段，围岩开始变形阶段

掘进距离/m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0

( 1～6 d )、围岩变形剧烈阶段( 7～23 d )、围岩基本稳

T1
T2

12

定阶段( 24～31 d )。

10

围岩开始变形阶段，巷道顶板沉降量为7.86～

8

10.25 mm，平均沉降量为8.88 mm，占全部变形量的

6

28.07%～30.09%，平均为28.87%；最大沉降速率为

4

1.67～2.26 mm/d，平均为1.93 mm/d。顶板锚索应力

2
0

增 量 为 2.86 ～ 3.20 MPa ，占 全 部 应 力 增 量 的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时间/d
( b ) 锚索应力曲线

图8
Fig. 8

27.93%～28.12%，平均为28.03%；最大增长速率为
0.60～0.68 MPa/d，平均最大增长速率为0.64 MPa/

掘进期间试验巷道围岩稳定性分析

d。巷道顶板A点和C点的沉降位移和速率明显低于

Stability analysis of surrounding rock of test

B点，顶板T1锚索的应力和增长速率高于T2锚索，说

roadway during excavation
距工作面距离/m
60 55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65

动影响下，顶板开始向巷道空间内部弯曲沉降，由

0

于顶板对两帮施加压力与两帮对顶板支撑作用，导

A
B
C

60
55
位移/mm

明巷道掘进后，巷道顶板在上覆岩层质量和开挖扰

致顶板两侧A 点、C点比跨中B点沉降量和沉降速率

50

小，T2应力较T1小。

45

围岩变形剧烈阶段，巷道顶板沉降量为16.8～

40

21.95 mm，平均沉降量为18.99 mm，占全部变形量的

35

60.00%～64.56%，平均为61.78%；最大沉降速率为

锚索承载力/MPa

30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时间/d
( a ) 顶板沉降曲线
距工作面距离/m
65 60 55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40
T1
36
T2
32

2.62～5.88 mm/d，平均为3.76 mm/d。顶板锚索应力
增 量 为 6.46 ～ 7.14 MPa ，占 全 部 应 力 增 量 的
63.09%～62.74%，平均为62.92%；最大增长速率为

0

1.31 ～ 1.37 MPa/d ，平 均 最 大 增 长 速 率 为
1.34 MPa/d。巷道顶板A点和C点的沉降位移和速率
低于B点，但变化幅度明显高于围岩开始变形阶段，

28

顶板锚索T1和T2应力增量差值较围岩开始变形阶

24

段减小，说明巷道顶板两帮岩层在不断沉降过程

20
16

中，顶板及两帮岩层、锚杆、锚索、W型钢带开始共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时间/d
( b ) 锚索应力曲线

同作用。

图9

3.23 mm，平均沉降量为2.67 mm，占全部变形量的

Fig. 9

围岩基本稳定阶段，巷道顶板沉降量为2.11～

回采期间试验巷道围岩稳定性分析
Stability analysis of surrounding rock of test

6.21% ～ 11.93% ，平 均 为 9.64% ；最 大 沉 降 速 率 为

roadway during mining

4.1.2

0.45～0.71 mm/d，平均为0.58 mm/d。顶板锚索应力

巷道掘进期间现场实测

增量为0.91～1.03 MPa，占全部应力增量的8.89%～

由图8可知，掘进期间，试验巷道顶板沉降量为

9.05% ，平 均 为 8.97% ；最 大 变 化 速 率 为 0.18 ～

28 ～ 34 mm ，巷 道 跨 中 A 点 沉 降 最 大 ，最 大 值 为

0.20 MPa/d，平均最大增长速率为0.19 MPa/d。巷道

34 mm，其平均沉降量约为30.67 mm。最大沉降速

顶板跨中B点、两侧A点和C点同时沉降，变化幅度基

率发生在开挖7 d后巷道跨中A点，为5.88 mm/d。锚

本相同，顶板锚索应力变化幅度较接近，说明顶板

索应力增量为10.24～11.38 MPa，平均应力增量为

及两帮岩层、锚杆、锚索、W型钢带完全共同作用。

10.81 MPa，最大增长速率为1.37 MPa/d。由图8( a )顶

4.1.3

板沉降曲线可知，巷道围岩掘进期间全锚索一次支
033036-6

工作面回采期间现场实测
由图9可知，回采期间，试验巷道顶板沉降量为

李金奎等：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No. 3( 2020 )：033036

55～63 mm，平均沉降量为58.33 mm；最大沉降速率
为 3.86 ～ 4.43 mm/d ，平 均 最 大 沉 降 速 率 为

数值模拟与现场实测对比分析
对城山煤矿3B煤层一采区右0巷的数值模拟结

4.08 mm/d 。 顶 板 锚 索 应 力 增 量 为 17.95 ～

果与现场实测进行对比分析，拟某一监测断面的顶

19.34 MPa，平均应力增量为18.65 MPa，最大增长速

板沉降和锚索承载力结果分析如图10所示。掘进

率均为0.9 MPa/d。由图9( a )顶板沉降曲线可知，巷

期间巷道顶板跨中B点在数值模拟中沉降为26 mm，

道围岩回采期间顶板下沉曲线也分为3个阶段，围

实测结果为34 mm，差异23.53%；中间锚索承载掘进

岩开始变形阶段( 距工作面距离65～55 m )、围岩变

期 间 为 13.00 MPa ，实 测 结 果 为 15.40 MPa ，差 异

形增长阶段( 距工作面距离55～18 m )和围岩变形剧

15.58%。回采期间巷道顶板跨中B点在数值模拟中

烈阶段( 距工作面距离18～0 m )。

沉降为52 mm，实测结果为63 mm，差异17.46%；中

4.2

间 锚 索 承 载 回 采 期 间 为 36.60 MPa ，实 测 结 果 为

非常小，巷道顶板沉降量为0.62～0.72 mm，平均为

37.89 MPa，差异3.4%。掘进和回采期间的顶板跨中

0.67 mm，占全部变形量的2.19%～2.66%；最大沉降

点沉降和顶板锚索承载均有一定的差异，差异范围

速率为0.25～0.28 mm/d，平均沉降速率为0.26 mm/

3.40%～23.53%，造成差异的原因是由于数值模型

d。顶板锚索应力增量为1.44～1.78 MPa，平均应力

中简化了岩层模型，没有充分考虑岩层中层理、节

增 量 为 1.61 MPa ，占 全 部 应 力 增 量 的 8.02% ～

理及地下水的影响，导致模拟值比实测值偏低，但

9.20%；应力最大增长速率为0.34～0.42 MPa/d，平均

模拟结果对指导工程实际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最大增长速率为0.38 MPa/d。受到回采的影响导致

作用。

围岩开始应力释放，由于是初期，顶板跨中B点的沉

70

降位移与顶板两侧A点和C点基本相同，且速率变化

60

不大。

50

速 率 也 在 不 断 增 大 ，巷 道 顶 板 沉 降 量 为 12.38 ～

34

30

26

20

13.0015.40

10

10

47.57%～47.67%；最大沉降速率为1.13～1.33 mm/

0

0
模拟 实测
掘B 掘B

d，平均为1.23 mm/d。顶板锚索应力增量为9.84～
10.89 MPa，平均应力增量为10.37 MPa，占全部应力

图10

增 量 的 54.82% ～ 56.31% ；应 力 最 大 增 长 速 率 为

Fig. 10

模拟 实测
采B 采B

模拟 实测
掘T1 掘T1

模拟 实测
采T1 采T1

数值模拟与现场实测对比

Comparison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field

0.73～0.77 MPa/d，平均最大增长速率为0.75 MPa/
明显高于围岩开始变形阶段，说明在巷道顶板岩层

50
36.60 37.89 40

20

12.87 mm ，平 均 为 12.86 mm ，占 全 部 变 形 量 的

d。T1的应力和变化速率均高于T2，应力变化幅度

60

52

40
30

70

63

锚索承载力/MPa

围岩变形增长阶段，顶板沉降位移较大且变化

位移/mm

围岩开始变形阶段，顶板沉降位移及变化速率

measurement

5

结

论

( 1 ) 高预应力全锚索加固复合顶板是利用其足

沉降过程中，顶板岩层、锚杆、W型钢带及锚索已经

够长的锚索长度及锚索较大的预应力，使总厚度较

开始共同作用。
围岩变形剧烈阶段，顶板沉降位移及变化速率

大的复合顶板各层岩体紧紧锚固在一起，形成压缩

急剧增大，巷道顶板沉降量为13.05～14.06 mm，平

体结构，增大了岩层的层间摩擦力以及每层岩体本

均为13.51 mm，占全部变形量的49.67%～50.21%；

身的抗剪强度，使岩层的整体性有一定程度的提

最 大 沉 降 速 率 为 1.89 ～ 2.04 mm/d ，平 均 为

高，该支护方案的锚索属于密集型支护，每根锚索

1.97 mm/d。顶板锚索应力增量均为6.67 MPa，占全

形成的压缩体能够相互叠加，使岩层的整体性大幅

部应力增量的34.49%～37.16%；应力最大增长速率

度提高，最终在岩体的深部形成巨大的拱形承载结

均为0.9 MPa/d。A ，B ，C三点沉降速率较大，但变化

构，大幅度提高了岩体的承载能力。

幅度基本相同，同时锚索应力变化幅度较接近，说

( 2 ) 新型全锚索一次支护方案应用于城山煤矿

明顶板 岩层 、锚杆 、W型 钢带及 锚索 完全共 同作

复合顶板巷道，现场实测掘进期间顶板最大沉降为

用。

34 mm，回采期间顶板最大沉降为63 mm，位移较小
033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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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与数值模拟结果较接近。复合顶板的变形得到

[9]

术研究[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1，20( 1 )：53-56.

了较好的控制，稳定性大幅度增强，使巷道检修和

BAI Jianbiao，HOU Chaojiong，DU Mumin，et al. On bolting support of

反复支护次数明显减少，减少了顶板事故，有效保

roadway in extremely soft seam of coal mine with complex roof[J].

障了生产人员的生命安全，提高了煤矿的生产效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01，20( 1 )：53-

率，较好地解决了复合顶板支护的难题，并且为复
合顶板支护提供了新思路，对全国范围内其他复合

柏建彪，侯朝炯，杜木民，等. 复合顶板极软煤层巷道锚杆支护技

56.
[10] 马其华，姜斌，许文龙，等. 复合顶板巷道围岩控制技术研究[J].

顶板巷道支护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煤炭工程，2016，48( 5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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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压水上煤层底板破坏特征研究--以山西义棠煤矿为例
1

1

马文著 ，周晓敏 ，谭 帅
( 1. 北京科技大学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北京

摘

2

100083；2. 贵州中纸投资有限公司 打牛场煤矿，贵州 六盘水 553538 )

要：为探究工作面推进过程中不同水压对煤层底板应力变形与破坏特征的影响，以山西义

棠煤业10号煤层为背景，基于流-固耦合理论，根据实际地质条件借助ABAQUS商业有限元软件
建立有限元模型。从煤层底板变形量、最大拉应力空间分布以及煤层底板塑性变形区3个角度
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工作面推进至一定距离后，底板变形随着水压的升高而增大；不同水
压下煤层最大拉应力、底板塑性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呈“近似勺形”分布；最大拉应力沿
工作面走向先减小后增大，且随水压的提升向煤层底板更深处延伸；实测数据显示：义棠煤业
10号井工作面底板最大破坏深度为14.64 m，与模拟结果相差不大。研究结果有望对承压水上
煤层底板变形破坏机理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充。
关键词：流-固耦合；水压；底板变形量；最大拉应力；塑性区
中图分类号：TD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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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ailure characteristics of coal seam floor above confined water：
A case study of Shanxi Yitang Coal Mine






MA Wenzhu ，ZHOU Xiaomin ，TAN Shuai

( 1. School of Civil and Resource Engineering，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2. Daniuchang Coal Mine，Guizhou Zhongzhi
Investment Co.，Ltd.，Liupanshui 553538，China )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water pressure on the stress，deformations and fail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al floor during coal mining，a numerical study was carried out on the background of No. 10 coal floor in Yitang
Coal Mine，Shanxi.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with actual geological conditions was established by ABAQUS based on
the fluid-structure interaction theor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formation，the maximum tension stress distribution
and the plastic deformation zone of the coal floor under different water pressure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formation of coal seam floor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water pressure after the working surface was
pushed to a certain distanc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the maximum tension stress and plastic deformation zone
were relatively similar，sharing a scoop-shaped distribution；the maximum tension stress decreased at first and then
increased along the direction of the working surface，and extended further to the coal floor with the increase of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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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the measured data showed that the maximum failure depth of No. 10 coal floor in Yitang Coal Mine，Shanxi
was 14.64 m，which was consistented with the simulation result. The research had a good supplementary significance
on the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mechanism of coal floor above confined groundwater.
Key words：fluid-structure interaction；water pressure；deformation of coal seam floor；maximum tension stress；
plastic zone
目前，煤矿开采向更深部持续发展，所遇到的灾

损伤模型与多孔弹性模型，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

害问题日益严峻，其中承压水上煤层开采造成的突

煤层底板的变形破坏过程进行反演，结果显示采空

水事故更是接踵而至



区两侧均出现较深破碎带且破碎带分布范围沿采

，而实现煤炭资源的高效、

空区中心线不对称；宋文成

安全、绿色开采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研究承


压水上采场底板破坏规律尤为重要

等以华丰煤矿为背

景，基于有限差分流-固耦合模型研究探讨了煤层

。

针对承压水上煤层底板突水事故这一热点问

底板的变形破坏特征，研究发现底板塑性区呈非对
称性分布。

题，前人利用理论分析、数值计算和现场实测等手
段对煤层底板的变形破坏特征进行了研究。宋文

上述研究成果丰富了承压水上煤层底板变形破



坏机理，大多是将水压简化为均布载荷施加于煤层

成 基于弹塑性理论构建了破坏判据函数，并结合


FLAC 软件的模拟结果，得出底板沿工作面走向的
 



底板或者在渗流条件下仅对煤层底板的塑性变形

基于摩尔-库仑强

区进行分析，并未对比分析最大拉应力、塑性区和

度准则建立煤层应力模型，并结合先进测试技术所

渗流场的分布特征。本文以山西义棠煤业10号煤

得数据，总结分析了煤层前方支撑压力的分布情

层为背景，基于孔隙介质的有效应力原理和Darcy定

况，探讨了采后煤层底板应力分布和破坏规律；刘

律，借助ABAQUS商业有限元软件建立有限元模

破坏形态呈“勺形”；孟祥瑞等

伟韬等

 



借助三维有限差分软件( FLAC )建立有

型。对生产过程中不同水压下煤层底板变形特征

限差分模型，并设计正交试验探讨了底板各因素对

展开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最大拉应力、塑性变形区

其破坏敏感度以及主应力值与突水危险性的关系，

的分布规律及相似性，以揭示不同水压对底板变形

结果表明，水平应力值接近水压的岩层范围越大突

破坏特征的影响。通过实测数据验证数值模拟结



水事故发生概率越大；KONG

以徐州矿业集团某

果的合理性，以期为煤层底板突水预测及防治提供



煤矿为背景，利用数值软件RFPA 对其煤层底板的

一定参考。

变形破坏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工作面的

1

推进，底板两侧裂隙不断发育形成涌水通道；GAO


工程地质概况

以小纪汗煤矿为背景，利用SPSS软件对实测数

图1是义棠煤矿地质构造以及10号煤层附近的

据和数值模拟结果进行了非线性回归分析，建立了

岩层柱状图。如图1所示，义棠煤业井田位于山西

R



煤层突水评价模型并用于实践；LU Y
N

高仁村
义棠煤业

Q2~3

西刘屯

F8

尧仲村

白水村
Q2~3

F16
F10
F9
中原村
F4
要里村
F3
F5
F10
F6
北角头村 F14
F5
F2 F1
F11

铁屯村

郭屯村

过渡块体霍西区块东部，所处区域位于大西庄背斜

结合微裂隙

南师屯村

地层
单位
(组)

太
原
组
C2
|
P1

大西庄背斜
Q2~3

0

图1
Fig. 1

500 m

厚
度/m

柱状

17.9
10.0
8.1
4.5
5.5
4.0
11.0
7.6
8.4
8.3
19.7
2.5

Q2~3 中上更新统
背斜

断层

上石盒子组

粉砂岩

砂质泥岩

煤

P1x

下石盒子组

中砂岩

Q4

全新统

碳质泥岩

白云质泥岩

泥质砂岩

义棠煤矿边界

灰岩

P2s

义棠煤矿地质构造及地层岩性柱状图

Geological structure and stratigraphic lithology histogram of Yitang Coal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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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翼，其枢纽向西南方向凸出且呈现圆弧型，并由

压水导升带是奥陶系富水石灰岩，底板厚度35 m，

N-W、S-E逐渐过渡为E-W向。井下巷道内共发育

水压力2 MPa。故研究不同水压下10号煤层工作面

12条正断层，但落差较小，因而对煤层开采影响不

底板的变形破坏规律对煤层的安全开采具有一定

大。勘查资料显示义棠煤业的主要煤系地层以太

指导意义。

原组为主，其中10号煤层位于太原组底部。此煤层

2

属于近水平煤层，平均倾角约为2°，工作面推进长
度180 m，其主要采煤方式为综合机械化放顶煤开

底板破坏特征数值模拟

2.1

数值模型构建

采。采煤机放煤高度为4.07 m，割煤高度为2.6 m。

依 据 山 西 义 棠 煤 业 10 号 井 工 作 面 实 际 地 质

10号煤层底板主要由碳质泥岩、砂质泥岩、粉砂岩

条件建立物理模型( 图2 )，结合钻孔柱状图及岩层

以及白云质泥岩构成，且存在少量涌水。顶板主要

物理力学性质指标进一步建立数值计算模型( 图

由碳质泥岩、细砂岩、泥岩构成，且无淋水现象。承

3 )。

5.8 MPa

130 m

煤层
底板

奥灰水

厚
度

监测路径a
监测路径b

180 m

35 m

推进方向

位移监测点

出露底板长度

1.5~2.5 MPa孔隙水压力

20 m

顶板

380 m

图2
Fig. 2

物理模型
Physical model

Y
Z

砂质泥岩1

细砂岩

中砂岩1
煤、泥岩

泥质砂岩
煤层

碳质砂岩

白云泥砂岩1

砂质泥岩2
粉砂岩

奥灰含水层
砂质泥岩3

X

图3
Fig. 3

数值模型
Numerical model

模型为直接流-固耦合模型，即不考虑渗透系

助生死单元技术实现工作面的推进，共推进18步

数的变化。模型沿工作面走向和底板垂直方向x，y

( 180 m )，每步10 m。将每次推进后采空区临空面的

的长度分别为380 m，100 m。其中，数值模型中的

孔隙水压力设置为0。

割煤高度为2.5 m，推进长度为180 m，推进方法采用

岩体及煤层材料简化为理想弹塑性，且均符合

一次采全高。对模型底面垂直方向以及侧面x，y方

摩尔-库仑强度准则，详情见表1。

向节点进行位移约束且设置为不透水边界，将煤层

2.2

数值模拟方案

顶板以上覆岩简化成大小为5.8 MPa的均布载荷。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隔水层厚度、水压以及工作

选用可以考虑孔隙水压力自由度的平面4节点孔隙

面宽度等因素均具有诱发承压水体上的煤层底板

水压力单元( CPE4P )进行计算。在含水层处，设置

变形破坏的能力

大小分别为1.5，2.0以及2.5 MPa的孔隙水压力边界

背景并结合本文研究目的，选择水压作为数值模拟

条件进行水压力的施加。模型单元数：3 536；节点

研究的主控变量。为对比分析水压对底板破坏特

数：3 675。使用ABAQUS软件中的SOILS分析步，借

征之影响，采用控制变量法的基本思想，依据煤层

033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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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数值模型物理力学参数

Table 1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the numerical model


岩层

密度/( kg·m )

变形模量/GPa

黏聚力/MPa

抗拉强度/MPa

内摩擦角/( ° )



渗透系数/( cm·s )

砂质泥岩1

2 600

1.5

2.8

2.0

30

5×10

中砂岩1

2 700

2.2

4.0

3.1

32

6×10

2 000

1.6

4.0

2.9

31

7×10

2 700

3.2

4.5

2.2

35

3×10

2 300

1.4

2.3

1.8

24

4×10

1 400

0.6

0.8

1.1

19

2×10

0.8

25

0.32



煤层

2.4

0.51



碳质泥岩1

1.5

0.35



细砂岩

2 300

0.25



煤、泥岩

碳质泥岩2

孔隙率



0.39



0.41



6×10

0.34



砂质泥岩2

2 600

1.6

3.2

2.3

31

8×10

粉砂岩

2 400

1.8

3.5

2.2

28

2×10

0.21



0.38



白云质泥岩

2 200

1.5

3.2

2.3

32

5×10

奥灰含水层

2 600

2.1

2.6

4.2

35

2×10

砂质泥岩2

2 700

1.8

2.9

2.5

31

5×10

0.49



0.70



0.19


底板平均水压( 2.0 MPa )，具体选取1.5，2.0，2.5 MPa

空间能有效抑制由于扰动而产生的变形

的水压作为变量。通过对比不同水压下的模拟结

水 压 对 底 板变 形 量 的 影响 在 一 定 推进 距 离 后 放

果得到不同水压对底板变形、应力及破坏特征的

大。这是因为工作面推进至一定距离后，出露煤层

影响。

底板的长度增加，所受水压力合力增大，变形更加

3
3.1

。不同

充分。当工作面推进距离大于100 m时，煤层底板

水压对底板变形及应力特征的影响

的变形量随水压的升高依次增大。说明水压大小
与底板变形量成正相关关系，水压越高底板变形量

水压对底板变形的影响
以采空区底板中点位置( 图2 )垂直方向位移表

征煤层底板变形量，记录其与开挖距离的变化曲

越大。
不同水压下最大拉应力分布特征

3.2

线，并绘制图4。如图4所示，不同水压下底板变形

最大拉应力对岩体的变形破坏特征影响显著，
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岩石的受拉破坏，其分

象越发明显 )。推进距离0～100 m时，3种水压下推

布特征在分析底板的变形破坏时具有典型性

进距离与底板变形曲线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且底

考虑到水压2.5 MPa下，工作面推进至160 m时，模型

板变形量较小，基本在5 cm以下。说明推进距离较

发生较大变形导致计算收敛困难，故针对此时模型

小时水压力的改变对底板变形量的影响较小。这

最大拉应力进行对比分析。图5为不同水压下，工

是因为推进距离较小时出露煤层底板的长度较小，

作面推进距离160 m时的最大拉应力云图。依据董

所受水压力的合力以及变形空间较小，而较小变形

学农

底板变形量/cm

量随工作面推进距离的增加呈非线性增大( 底臌现

、刘小波



以及李桂臣



。

等得出的泥岩抗拉

强度范围，并结合实际条件( 赋存深度、富水性 )得出

16
14
12
10
8
6
4
2
0
-2
-20 0

位移增量变大
(计算结果发散)

碳质泥岩2的抗拉强度约为0.8 MPa。以此值为参照
值，观察煤层底板受拉区分布特征可知，最大拉应
位移增量趋于零
(计算收敛)
水压1.5 MPa
水压2.0 MPa
水压2.5 MPa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推进距离/m

图4
Fig. 4





底板变形量随推进距离变化

Deformation of coal seam floor along with
the mining distances

力总体上呈“近勺形”分布，且水压越高煤层底板
受拉区范围越大。
为进一步定量分析工作面底板最大拉应力分
布特征，如图2中监测路径b所示，当工作面推进到
160 m时将采空区中心线上的最大拉应力沿煤层底
板垂直方向进行提取并绘制图6( a )。如图6所示，曲
线在5 m后总体上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在距煤层
底板临空面10 m垂深内，水压对最大拉应力的改变
033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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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拉应力/MPa

近勺形分布

3.2
0.9
-3.6
-8.2
-13.0

3.3
0.8
-3.8
-8.5
-13.0

最大拉应力/MPa

35 m

( a ) 水压1.5 MPa

35 m

( b ) 水压2.0 MPa

近勺形分布

( c ) 水压2.5 MPa

图5
Fig. 5

开采距离160 m时底板最大拉应力云图

Maximum tensile stress nebulae of coal seam floor at mining distance of 160 m

3.5

最大拉应力/MPa

3.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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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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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水压1.5 MPa
水压2.0 MPa
水压2.5 MP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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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空区水平位置/m
( b ) 路径a

140

160

不同水压下最大拉应力分布

Maximum tensile stress distribution under different water pressures

几乎没有影响，这说明距奥灰水系越远，水压对最

大。由于岩体在受拉状态下易产生裂隙，因而可以

大拉应力的影响越小。随着深度进一步增加，水压

认为采空区两侧裂隙连通率较大。岩体中的水主

对最大拉应力的影响逐渐增大，具体表现为：相同

要由裂隙导升，所以，采空区两端易形成突水通

深度下的水压越高，最大拉应力越大。说明越接近

道。将不同水压下相同开采位置的最大拉应力进

含水层，水压对最大拉应力的影响越大，且水压越

行对比，可以得出：原点处20 m范围内，水压越高最

高底板沿垂向的受拉范围越大。由于煤层底板两

大拉应力越大。距离原点20～60 m范围内，不同水



( 图2

压对底板临空面最大拉应力的影响不大。开采推

中红色虚线 )，其底部所受的水压力越大，此简支梁

进距离达80 m后，水压对最大拉应力的影响开始放

中间部位的挠度越大，进而产生较大范围的拉应力

大。相同位置，水压越高最大拉应力越大。表明煤

区。

层两端受拉程度较大，底板受拉程度沿着推进方向

端边界条件接近铰支，因而可以看作简支梁

如图2中监测路径a所示，将最大拉应力沿工作
面走向绘制于图6( b )。如图6所示，不同水压下最大

在一定距离后增大。
3.3

不同水压下塑性区分布特征

拉应力沿工作面走向的分布趋势基本一致，均表现

塑性变形与岩体破坏的关系较为密切。开采

为先降后升，采空区两侧位置的最大拉应力较大且

生产严重扰动原有煤层，在水压等因素下，煤层底

分布范围较深。说明采空区两侧岩体受拉程度较

板逐渐出现塑性变形并累积，最终造成破坏

033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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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区分布。

35 m

3.5×10
1.5×10
0

等效塑性应变
（PEEQ）

7( a )～( c )为不同水压下推进距离160 m时的底板塑

35 m

2.5×10
1.5×10
0

等效塑性应变
（PEEQ）

( a ) 水压1.5 MPa

35 m

5.5×10
1.5×10
0

等效塑性应变
（PEEQ）

( b ) 水压2.0 MPa

Y
Z

X

突水路径

突水路径

1.491
1.288
1.084
0.881
0.677
0.474
0.270

水力梯度

35 m

( c ) 水压2.5 MPa

( d ) 水压2.5 MPa

图7
Fig. 7

开采距离160 m时底板塑性区

Plastic zone of coal seam floor at mining distance of 160 m

如图7所示，不同水压下底板塑性区分布特征
相近：底板塑性变形较大位置主要出现在底板的两
端，塑性变形在一定开采距离后逐渐增加。值得注
意的是，底板塑性区的这种分布特征与最大拉应力

压的升高而增加。

4

原位测试

4.1

沿推进方向的分布特征大致相仿，均呈近似“勺子




形”分布，这与宋文成 、LU Y

、张金才



所得结

实测设备
双端封堵测漏装置因其操作简单，安全性高，

以及试验结果较为准确等优势被广泛采用。该装

论大体一致。初切口处煤层底板的塑性区、最大拉

置由注水系统、封堵系统以及钻杆系统3部分组成，

应力较大，是由首次推进时岩层原有应力突然释放

如图8所示。该装置可以任意调节注水角度，具有

以及水力梯度突增导致的。推进距离较小时，由于

分段注水的功能。被测岩层的裂隙发育程度和最

出露底板的长度较小( 变形空间较小 )，且所受水压

大破坏程度主要根据钻孔注水漏失量来判断和确

力合力较小，因而没有产生塑性区域，且最大拉应

定。

力亦有一定程度的减小。随推进距离的进一步增

4.2

实测方案

加，出露底板的长度增大，煤层底板由“短梁”逐

如图9所示，测孔布置于下区段回风巷，且测试

渐过渡为“长梁”。这使得煤层底板所受水压力合

剖面法线方向与10号井工作面推进方向成近90°夹

力进一步增大，因而导致塑性区和最大拉应力从一

角。以钻孔在不同位置深度时的漏水情况为依据，

定推进距离后逐渐增大，最终形成这种近似“勺

对岩体裂隙分布情况进行判断，进而得出煤层底板

形”的分布特征。若用塑性变形深度代表煤层底

破坏深度最大值。

板破坏深度，那么根据水压1.5 MPa下的塑性区范

4.3

将1～3号测孔( 表2 )的漏水量与钻孔深度的关

围，可以判断煤层底板最大破坏深度约为11.6 m。
水压2.0，2.5 MPa下煤层底板的最大破坏深度分别

实测结果分析

系绘制成图10并进行分析。

为15.52，19.4 m。煤层底板破坏的最大深度随着水
033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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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孔1。孔深30 m左右曲线陡降，除52 m处漏水量
较大外( 约1.5 L/min )，其余位置漏水量几乎为零。
钻杆系统

说明较深位置岩体完整度较高。漏水量突变位置

注水系统

深度( 36 m )乘以测孔俯角余弦值( sin 24° )可得测孔2

岩体

位 置 煤 层 底板 破 坏 的 深度 极 值 为 14.64 m 。 如 图
10( c )所示，钻孔漏水量在0～50 m内波动，波动范围
封
堵
系
统

1～3 L/min，较1号测孔亦有整体增长。曲线在深度

耐压软管

51 m时陡降，陡降后漏水量接近0 L/min。同理，计
算得测孔3位置煤层底板破坏深度为11.47 m。综合

巷道

分析测孔1～3得知，义棠煤业10号井工作面底板连
续破坏的最大深度约为14.64 m。
1.5

图8
Fig. 8

钻孔漏失量/(L·mm )



双端封堵测漏装置

Apparatus with double-ended resisting water

煤层顶板

0.5

0

下平巷

观测巷道

1.0

10

20

10号煤

30
40
钻孔深度/m
( a ) 1号孔

50

60

70

50

60

70

50

60

70

2.5

煤层底板

1号测孔
∠20°, 70 m 2号测孔
∠24°, 70 m

钻孔漏失量/(L·mm )



3号测孔
∠13°, 70 m
煤层底板法线方向

图9

钻孔布置剖面

Fig. 9

1.5
1.0
漏水突变点
0.5

Drilling layout

表2
Table 2

2.0

0

钻孔参数

10

20

Drilling parameters

30
40
钻孔深度/m
( b ) 2号孔

3.0
孔号

名称

孔径/mm

俯角/( ° )

孔深/m

完成时间

1

采前孔

89

20

70

未受采动影响

2

采后孔

89

24

70

推过观测剖面

3

采后孔

89

13

70

推过观测剖面

钻孔漏失量/(L·mm )



曲线，其所处位置的岩层未受到采动的影响，进而

2.5
2.0
1.5
1.0

漏水突变点

0.5

作为对照。1号测孔在13 m处漏水明显，但是其相
0

10

水量在更低范围内波动( 0～0.5 L/min )未见突变，这

图10

不同孔号在不同钻孔深度下的漏失量

说明此范围内的岩体整体性较强，煤层底板基本没

Fig. 10

对漏水量较低( 1.0～1.5 L/min )，这可能是观测站的
位置或者测量误差等因素所致。孔深15～70 m，漏

20

30
40
钻孔深度/m
( c ) 3号孔

Leakage amount of different boreholes
at different drilling depths

有发育良好的裂隙。图10( b )为煤层开采过后2号测
孔孔深与漏水量之间的变化曲线。孔深0～30 m

实测底板最大破坏深度与真实平均水压条件

时，漏水量在1～2.5 L/min范围内波动，且整体大于

下( 2.0 MPa )的数值计算结果相差5%左右，验证了模

033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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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结果的合理性。

[6]

宋文成，梁正召，刘伟韬，等. 采场底板破坏特征及稳定性理论分
析与试验研究[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19，38( 11 )：2208-

5

结

论

2218.
SONG Wencheng，LIANG Zhengzhao，LIU Weitao，et al. Theoretical

( 1 ) 当工作面推进距离较小时，底板的变形量与

analysis and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failure characteristics and

水压大小无明显关系。当工作面推进距离超过一

stability of stope floor[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19，38( 11 )：2208-2218.

定值后，底板变形量与水压呈正相关。
( 2 ) 煤层底板两侧岩体的最大拉应力较大，随着

[7]

孟祥瑞，王军号，高召宁. 基于IoT-GIS耦合感知的煤层底板突水
预测研究[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3，23( 2 )：85-91.

水压升高煤层底板受拉区范围会沿底板垂直深度

MENG Xiangrui，WANG Junhao，GAO Zhaoning. Reasearch on coal

和工作面走向进一步延伸和扩展。

floor water-inrush forecasting based on coupling perception of IoT-

( 3 ) 不同水压下煤层底板塑性区、最大拉应力以
及水力梯度都呈近似“勺形”分布。水压越高煤

GIS[J]. China Safety Science Journal，2013，23( 2 )：85-91.
[8]

朱术云，姜振泉，姚普，等. 采场底板岩层应力的解析法计算及应
用[J].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2007，24( 2 )：191-194.

层底板最大破坏深度越大。

ZHU Shuyun ，JIANG Zhenquan ，YAO Pu ，et al. Application of

( 4 ) 随着底板水压升高，底板向上的位移量增幅

analytic method in calculating floor stress of a working face[J]. Journal

明显；水压与隔水层厚度对与其直接接触的隔水层
的塑性破坏区域的影响都较明显。通过原位测试

of Mining & Safety Engineering，2007，24( 2 )：191-194.
[9]

张华磊，王连国. 采动底板附加应力计算及其应用研究[J]. 采矿

系统对采场底板破坏深度进行探测，判定破坏的深

与安全工程学报，2011，28( 2 )：288-292，297.

度最大为14.64 m。

ZHANG Hualei，WANG Lianguo. Computation of mining induced floor
additional stress and its application[J]. Journal of Mining & Safety
Engineering，2011，28( 2 )：288-29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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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滩矿沿空留巷顶板突变式变形规律与
复合支护切顶技术 
范 凯
( 四川华蓥山龙滩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四川 广安

摘

638020 )

要：针对沿空留巷顶板卸压效果难以保障、围岩控制效果差等问题，以龙滩矿沿空留巷为

工程背景，通过对沿空留巷顶板变形规律进行全过程监测，揭示了沿空留巷采动影响期间的顶
板突变式变形规律，获取了顶板发生突变式变形的关键时机。结果表明：在切顶爆破卸压条件
下，测站处沿空留巷顶板最大下沉量虽然在工程允许范围内，但都出现了2次明显的突变现象，
主要是由超前支承压力的影响和留巷区域顶板悬顶结构失稳导致。据此，形成了分阶段复合
支护切顶技术，以对抗2次顶板变形突变，第1阶段采用增效锚固切顶长锚索，第2阶段采用切顶
支柱与半封闭式小型框式切顶支架。工程监测结果表明，复合支护切顶卸压效果良好，留巷围
岩可较好的保持稳定。
关键词：沿空留巷；突变变形；复合支护；卸压
中图分类号：TD353

文献标志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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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den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cutting-roof support technology for
double-used roadways in Longtan Mine
FAN Kai
( Sichuan Huayingshan Longtan Coal and Electricity Co.，Ltd.，Guang'an 638020，China )

Abstract：Double-used roadways suffer high abutment pressures, leading to severe roadway deformation which may
not be mitigated using traditional stress relief technologies. A case study was performed at a double-used roadway of
Longtan Mine. A cutting-off technology was used to deal with the strong roof of the double-used roadway for stress
relief. The deformation of the roadway was monitored during the entire service period. It shows that the roadway
exhibited a sudden deformation pattern. Two times of sudden deformation occurred and the maximum roof
deformation was acceptable. The critical timing of the sudden deformations was captured. It is found that the sudden
deformation wa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abutment pressure and the instability of the suspended roof structure in
the roof area of the roadway. A two-stage cutting-off strategy was proposed to deal with the two sudden deformations.
The first stage was using long cable bolts with extra bond strength to support the roadway roof. The second stage wa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standing pillars and semi-closed small frame brackets for supplemental support. Field
monitoring data suggests that this support strategy successfully controlled the deformation of the double-used
roadway.
Key words：double-used roadway；sudden deformation；composite support；stress 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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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采煤工作面回采巷道护巷多为留煤

厚度4.6～6.5 m的砂质泥岩和砂岩，岩层性质较为

柱护巷，且护巷煤柱宽度设计越来越大，资源浪费

坚硬，该层位岩层变形破坏对沿空留巷矿压显现影

严重，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巷道良好的维护效

响显著。但该坚硬岩层区域上部为平均厚度0.50 m

果。沿空留巷是回采巷道利用的最佳选择，对提高

的K 煤层和平均厚度1.36 m的泥岩薄层，岩层性质

采出率、降低巷道掘进量、缓解采掘紧张关系等方

较为软弱，给巷道顶板稳定性带来一定的不利影



面都有显著作用

。

响，采煤工作面煤层综合柱状图如图1所示。

在沿空留巷技术领域，诸多学者从理论和技术
层面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对策。大量实践研究



层号

表

明，巷旁支护墙体宽度越大，强度越高，其支护阻力

厚度/m

岩性描述

平均值

1

深灰色薄层状泥岩

0.40~0.85
0.63

2

深灰色中厚层状泥晶灰岩

4.95~7.40
6.18

柱状

越大，但沿空留巷支护体对基本顶岩层的回转下沉
所引起的巷道变形是无能为力的。对于薄煤层沿
空留巷而言，采用以切顶卸压为主的技术理念是沿


空留巷的最佳选择，近年来，何满潮

研究了采空

侧顶板预裂卸压机制，建立了不同顶板位态下围岩
结构力学模型，提出了以切顶卸压为主的沿空留巷

深灰色薄层状砂质泥岩夹薄 0.80~1.92
层灰岩
1.36
0.35~0.65
K 煤层
0.50

3

围岩控制技术体系，实现了沿空留巷的技术变革。
4

目前，现场切顶卸压主要是采用密集钻孔爆破或压


裂，取得了显著的工程效果

。然而，剧烈采动影

响期间，即便对巷道顶板进行高密度的钻孔卸压，

深灰色中厚层状砂质泥岩夹
4.60~6.50
厚度不等的砂岩
5.55

5

部分区域沿空留巷围岩变形、破坏等矿压显现依然
剧烈，给留巷顶板带来安全隐患。近来年，锚索、封
闭式支架等高强支护技术发展迅速，如果在合理时
机通过支护手段提供的高强支护力对运动的顶板
沿空留巷的稳定性将有重要作用。

图1
Fig. 1

龙滩矿针对沿空留巷进行了大量技术实践，然

1.15~2.11
1.48

K 煤层

6

进行再次致裂，进而达到二次辅助卸压的目的，对

采煤工作面煤层综合柱状图

Coal seam comprehensive histogram of coal face

而，受困于巷道前期支护方式的单一及卸压工作效

3124N工作面位于龙王洞背斜西翼，走向长约

果不佳，沿空留巷进度缓慢，且部分区域存在顶板

1 402 m，倾斜长约240 m，埋深400 m左右，工作面与

  

。究

巷道位置关系如图2所示。原巷道( 3124N工作面风

其原因主要是缺乏针对性的沿空留巷顶板卸压对

巷 )采用锚网索联合支护形式，锚杆参数为20 mm×

策，导致部分区域顶板卸压不充分，以至于需要进

2 200 mm ，间 排 距 800 mm×800 mm ；锚 索 参 数 为

行大量的支护补强工作，效率低下且人工、材料浪

15.24 mm×7 500 mm，间排距1 600 mm× 1 600 mm，

费严重，严重影响施工进度。为了解决上述难题，

原巷道支护设计断面如图3所示。

安全隐患，严重制约了矿井安全高效生产

本文基于沿空留巷顶板变形规律监测，提出了针对
性复合支护切顶方法，对于提高沿空留巷卸压效果

3124N工作面

采空区

巷旁处理

和顶板稳定性具有实际意义。

1 工程概况
3124N 工作面风巷

龙滩矿位于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小井乡境内，

3122N工作面

矿井年设计生产能力为1.50 Mt。矿井主采K煤层，
煤层总厚0.84～3.06 m，平均1.48 m，煤层倾角一般
6°～12°，平均8°，倾角变化较稳定；煤层顶板浅部为

沿空留巷

图2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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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方式，顶板卸压采用以钻孔爆破切顶为主的卸压

锚索: φ15.24×7 500
间排距: 1 600×1 600

方法，但剧烈采动影响期间，留巷顶板时常出现突

锚杆:φ20×2 200
间排距: 800×800

变式变形，造成锚杆( 索 )支护失效，给顶板带来安全

15°

800

隐患。掌握这种顶板突变式变形破坏规律，提出针

15°

800

对性控制对策，是沿空留巷围岩保持长期稳定的前

2600

2700

提。

2 沿空留巷顶板变形规律监测
为具体掌握在采动影响过程中巷道不同层位
顶板的变形规律，在3124N工作面沿空留巷内布置

图3
Fig. 3

水沟: 400×300
4 300
4 500

了2个巷道顶板深部位移监测站，基点深度分别为

3124 N工作面风巷支护设计断面

测 站 布 置 ，巷 道 内 共 布 置 2 组 测 站 ，测 站 间 距 为

2，4，6 m，如图4所示。图5为巷道顶板深部位移监
100 m。开始监测时，测站A位于工作面前方50 m，

Support sectional design of return airway in 3124 N
working face

测站B位于工作面前方150 m，当测站距离3124N工

为了提高煤炭资源采出率、降低巷道掘进率、
缓解采掘接替紧张，3124N工作面风巷采用沿空留

作面后方100 m时，监测工作结束，以便能够完全监
测沿空留巷在回采过程中的顶板变形。
6m

4m

2m

( a ) 监测仪器

图4
Fig. 4

( b ) 基点布置

巷道顶板深部位移监测仪与基点布置

Arrangement of deformation monitoring instrument and base point on roadway roof

59 mm，0～6 m范围内顶板最大位移量为130 mm，
3124N机巷

4～6 m范围内顶板位移量较大，主要是由于顶板深

3124N工作面
测站B

测站A
50 m

图5
Fig. 5

部K 煤层和泥岩薄层发生塑性破坏引起的。总体来

3124N风巷

看，3个基点的顶板位移量随着工作面的推进过程，

100 m

都出现了2次明显的突变现象。一次是3124N工作
面推进至距测站A后方40 m左右位置时，巷道受

巷道顶板深部位移监测站布置

Arrangement of deep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到工作面超前支承压力的影响，3个基点监测得到

station on roadway roof

的顶板位移均有显著增加，0～2 m范围内顶板变形

图6( a )为测站A巷道顶板深部位移监测曲线，监

速率从之前的0.2 mm/m增加至0.4 mm/m，0～4 m范

测结果显示顶板位移现象较为明显，当测站A距离

围 内 顶 板 变 形 速 率 从 之 前 的 0.4 mm/m 增 加 至

3124N工作面后方80 m左右位置时，沿空留巷顶板

1 mm/m ，0 ～ 6 m 范 围 内 顶 板 变 形 速 率 从 之 前 的

位移变形趋于稳定。其中，0～2 m范围内顶板最大

0.9 mm/m增加至2.2 mm/m。另一次是工作面推进至

位移量为29 mm，0～4 m范围内顶板最大位移量为

距测站A前方50 m左右位置，此时测站处于留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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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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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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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站B距工作面距离/m
( b ) 测站B

70

110

沿空留巷顶板深部位移变形监测曲线

Monitoring curve of roof deep displacement and deformation when gob-side entry retaining

域内，受顶板坚硬岩层运动的再次影响，3个基点监
测得到的顶板位移变形更为剧烈，0～2 m范围内顶

3 顶板复合支护切顶技术

板变形速率从之前的0.1 mm/m突变至0.7 mm/m，0～

为了抵抗超前支承压力、留巷区域顶板悬顶结

4 m范围内顶板变形速率从之前的0.2 mm/m突变至

构失稳产生的突变式变形，对2次顶板变形突变期

1.6 mm/m，0～6 m范围内顶板变形速率从之前的

间顶板进行复合支护，进而保障顶板安全和留巷顶

0.5 mm/m突变至3.4 mm/m。当工作面推进至距测站

板切顶效果。依据顶板发生突变式变形的时机，结

A前方80 m位置后，3个基点所测的顶板变形趋近平

合此时巷道的施工作业环境，综合确定：超前工作

缓。

面35 m采用切顶长锚索配合锚索锚固增效结构进
图6( b )为测站B沿空留巷顶板位移变形监测曲

行加强，留巷顶板区域悬顶剧烈变形区域，即工作

线，监测结果显示顶板位移现象更为明显。顶板总

面后方40 m以内，采用切顶支柱与半封闭式小型框

变形量为150 mm，3个基点的顶板位移量随着工作

式切顶支架。

面的推进过程，也都出现了2次明显的突变现象。

3.1

一次是3124N工作面推进至距测站B后方30 m左右

切顶长锚索
在顶板坚硬岩层厚度较大时，即便采用钻孔爆

位置，另一次是工作面推进至距测站B前方40 m左

破卸压与切顶支柱联合卸压，也有坚硬岩层断裂不

右位置。当测站B距离3124N工作面后方70 m左右

充分的可能，给后期沿空留巷顶板稳定性带来隐

位置时，沿空留巷顶板位移变形趋于稳定。

患。据此，采用高强长锚索超前支护保障顶板断裂

2处测站顶板最大下沉量为130，150 mm，在工

效果，切顶长锚索支护应遵循以下原则：① 为保证

程允许范围内，但都出现了2次明显的突变现象。

切顶效果，长锚索锚固于坚硬岩层上方强度不高的

一次突变出现在超前工作面20～35 m位置，主要源

岩层，锚固力需有保障，以保障高强支护力的发挥；

于超前支承压力的影响，另一次突变出现在滞后工

② 由于锚索延伸性能有限，长锚索支护时机，应尽

作面50 m左右位置，主要是留巷顶板区域悬顶结构

量在超前支承压力影响过后，即工作面前方20～

失稳导致。即便3124N工作面沿空留巷顶板爆破卸

40 m。3124N工作面风巷支护设计和切顶长锚索布

压孔间距已缩小至500 mm，顶板突变式变形依然显

置如图7所示，其中切顶长锚索排距与锚杆排距相

著。2次顶板突变式变形时常造成围岩破裂、锚杆

同，为800 mm。

( 索 )支护失效等矿压显现现象，给顶板安全带来隐

由于切顶长锚索需锚固在坚硬岩层上方相对

患。因此，必须根据沿空留巷顶板突变式变形规

软弱的岩层，锚固质量存在不合格隐患。据此，采

律，适时采用高强支护的形式进行二次辅助卸压，

用了可增加切顶长锚索锚固质量的锚固药卷搅拌

巷道顶板的卸压与整体支护应能承受2次变形量的

结构和柔性半封堵装置

突变。

松软岩层中锚索锚固力的发挥。其搅拌结构为一
033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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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效锚固切顶长锚索拉拔力测试结果

Pull-up force test results of cable bolt with anchoring
synergistic structure for cutting roof

3124N工作面沿空留巷支护设计和切顶长锚索布置

Fi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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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拔力/kN

800

补强锚索
锚索(L=9.2 m)

3.2

Support design and long cable bolt arrangement for

切顶支柱与半封闭式小型框式切顶支架
高密度钻孔爆破切顶卸压施工后，顶板垮落在

cutting roof in the gob-side entry 3124N working face

留巷一侧形成巷帮，巷帮一侧顶板垮落充分且具有

体化结构，设有多个搅拌齿和便于安装的锥形孔，

较好的密实性，是沿空留巷安全保障的重要部分。

实现锚固药卷初期的搅拌均匀；其半封堵装置设有

据此，依据沿空留巷顶板突变式变形规律，在滞后

左旋螺纹凸起，外径略小于钻孔直径，避免了搅拌

工作面50 m范围内，进行切顶支柱与半封闭式小型

后的锚固剂下流的同时，不会强制封堵锚固剂。

框式切顶支架支设工序，促使顶板垮落充分的同
时，防止碎矸串入巷道，如图10所示。同时，待顶板
运动基本稳定时，进行巷旁注浆密封，防止漏风及

钻孔

采空区有害物质进入留巷。

搅拌装置

快速锚固剂

中速锚固剂
切顶支架

锚索
慢速锚固剂

封堵导升装置
强力支柱

锚索

图8
Fig. 8

锚索锚固增效结构示意

Diagram of cable bolt with anchoring

图10
Fig. 10

synergistic structure

切顶支柱与半封闭式小型框式切顶支架

Cutting-roof pillar and small semi-closed frame type
cutting-roof bracket

图9为增效锚固切顶长锚索拉拔力测试结果，
鉴于锚索张拉仪最大拉拔力有限，力求最大限度地

其中，半封闭式小型框式切顶支架为12号工字

验证锚固增效方法的效果，试验只采用1根K2360树

钢焊接而成的梯形框式结构，其顶梁角度与留巷顶

脂药卷，是设计锚固剂用量的33%，所以试验拉拔力

板角度一致，最大宽度为1.2 m。相比传统全断面式

理想值为118 kN。试验结果显示，采用锚索锚固增

工字钢支架，半封闭式小型框式切顶支架在保障具

效 方 法 ，33% 树 脂 药 卷 用 量 条 件 下 ，锚 固 力 可 达

有高强支护力的同时，还具有稳定性好、运输便利、

125～160 kN，均达到了拉拔力理想值，而采用传统

成本低、回撤快捷等优点。

锚固方式，切顶长锚索锚固力达不到理想值的概率
较大。因此，采用增效锚固方法，对于保障切顶长

４ 工程应用
3124N回采工作面留巷服务期间，对留巷顶板

锚索稳定的锚固力具有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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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巷道顶板深部位移监测，监测采用双基点深

站，每组测站之间相隔20～30 m，第1组测站距离巷

部位移监测仪，基点深度为2，8 m。从沿空留巷成

口920 m。图11为3124N回采工作面留巷顶板深部

巷后1～2 d内布置仪器开始监测，一共布置6组测

位移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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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 N回采工作面留巷顶板深部位移监测结果

Monitoring curves of roof displacement and deformation in the gob-side entry 3124 N working face

由图11可知，在观测期间，留巷后顶板下沉量

化速率逐渐减小，围岩变形趋于稳定，即工作面后

在33～62 mm之间，均在锚杆( 索 )承受的范围之内，

方160 m左右的留巷可保持稳定，一些临时支护措

多数测站顶板变形主要集中在0～2 m的浅部围岩，

施可在该区域回撤。试验结果表明顶板复合支护

占顶板总下沉量的50%以上，多是由于表层围岩发

卸压和整体支护效果良好，图12为试验沿空留巷现

生塑性变形所致；2～8 m区域内顶板变形占比不

场照片。

大，说明该区域坚硬岩层的稳定性在复合支护的条
件下保持良好。

５ 结 论

从变化趋势上看，留巷初期围岩变形量变化速

( 1 ) 工作面回采过程中，沿空留巷顶板会出现2

率相对较大，多为1.2～1.8 mm/d，未出现复合支护

次明显的突变现象，一次突变出现在超前工作面

切顶前所呈现的突变式顶板变形现象，沿空留巷整

20～35 m，主要源于超前支承压力的影响；另一次

体稳定性较好。成巷30～40 d以后，围岩变形量变

突变出现在滞后工作面50 m左右，主要是留巷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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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井侧向采动应力分布规律及沿空巷道支护 
1

1

1

王 宇 ，涂 敏 ，付宝杰 ，卜庆为
( 1. 安徽理工大学 煤矿安全高效开采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安徽 淮南

摘

1,2

232001；2. 内蒙古科技大学 矿业与煤炭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10 )

要：为探究侧向采动应力分布规律，运用弹塑性力学理论建立煤岩体侧向采动力学分析模

型，同时引入Weibull分布函数，得到煤岩体侧向采动应力方程和破坏深度方程。以顾桥1126( 1 )
工作面为背景，解出煤体侧向采动应力、应力集中系数和塑性破坏深度，并研究各因素对采动
应力分布的影响，指导沿空巷道支护设计。研究结果表明：① 煤体强度、界面强度、支护强度和
煤厚影响煤体稳定性，煤体稳定性增高时，采动影响范围和塑性破坏深度减小，应力集中系数
增大；② 原岩应力和悬臂梁长度决定煤体原始受力，随煤体受力的增加，塑性破坏深度、采动应
力和采动影响范围均增加。根据沿空巷道围岩状态，提出高预紧力全长锚固锚杆+锚索+钢带+
金属网的非对称锚网索密集支护方案。现场实测表明：1126( 1 )回风巷的支护效果良好，可满足
回采巷道安全生产的预期要求。
关键词：深井巷道；采动应力；沿空巷道；非对称支护；巷道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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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side abutment pressures and ground support
for double-used entries in deep mining
WANG Yu ，TU Min ，FU Baojie ，BU Qingwei






 

( 1. Key Laboratory of Safety and High-Efficiency Coal Mining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ainan 232001，China；
2. School of Mining and Coal，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aotou 014010，China )

Abstract：A dynamic model was developed using the theory of elastic-plastic mechanics，aiming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side abutment pressures caused by longwall-mining. The Weibull distribution function is introduced to
obtain equations for calculating side abutment pressures and coal failure depth caused by mining. A case study
was performed based on the geological and geotechnical conditions of the 1126(1) face at Guqiao Mining Group.
The side abutment pressure，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factor and the coal failure depth were evaluat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istribution of mining-induced stress was assessed，aiming to guiding the support design of a
double-used roadwa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① Factors such as the coal strength, interface strength，support
strength，and coal thickness affect the stability of the coal；when the stability of the coal increases，the mining
influence range and the depth of plastic failure decrease，and 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factor increases；② The stress
of the original rock and the length of the cantilever beam determine the force state of the coal. With the increa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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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ce of the coal，the mining-induced stress，the mining failure depth and the mining influence range all increase.
Based on the surrounding rock state of the roadway along with the goaf，a support pattern was proposed the
unsymmetrical bolt net cable dense support scheme of high pretension full-length anchor bolts + anchor cables +
steel belts + metal meshes. Field monitoring shows that the support pattern effectively controlled the deformation of
the double-used entry.
Key words：deep roadway；mining-induced stress；gob-side entry；asymmetric support；roadway support
煤炭开采过程中，综采工作面多以垮落法处理

埋深870 m，主采11-2煤层，平均采 厚3.1 m，其 中

采空区，导致周边煤体内形成采动应力集中和塑性

1126( 1 )回风巷沿1125( 1 )采空区边缘布置，留设8 m

，随着矿井采深的增加 ，采动应力峰值和

煤柱，巷宽6 m，如图1所示。在已确定8 m窄煤柱布

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大。回采巷道一般沿采空区布

巷的工程背景下，考虑到巷道埋深深、断面大、留设

置在煤体弹性区内，而弹性区应力分布尚不明确，

煤柱小、动压显现明显等问题，为满足回采巷道安

对于深井回采巷道，若将围岩应力按原岩应力设计

全支护和正常生产需要，对开掘回风巷前围岩应力

支护方案，支护效果往往达不到预期，巷道变形难

环境和受力破坏情况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更具针对

以控制；而采用过度支护或留设大煤柱又会造成资

性的优化支护设计方案。

破坏





源浪费，增加成本。因此，采动应力分布是回采巷
道支护设计的重要参考依据。
煤体应力分布及塑性破坏深度的问题一直受
到高度关注，大量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取
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可观的经济效益



1126(1)
回风巷

1125(1)
采空区

煤体边缘塑性区发育深度及塑性区内应力分布影

7.5
4.7
4.5

11-2
11-2煤 3.1
泥岩

3.5

11-1
11-1煤 0.5

响特征；熊仁钦 基于岩石力学理论，求解出三维应


“十字”

泥岩

3.7

测点

粉砂岩

2.4

力状态下煤壁塑性区深度；谢广祥 等通过现场实


图1

测并应用极限平衡理论得出煤柱支承压力峰值位

Fig. 1

置解析解；于远祥 等讨论了塑性条件下影响极限


平衡区宽度的主要因素；孙路路 等基于Lippmann


中砂岩
细砂岩
泥岩

。侯朝





厚
度/m

11-3
11-3煤 0.4

炯 等运用极限平衡理论分析煤层界面力学参数对



岩性

工作面布置

Working face layout



2

H煤层失稳理论，建立煤层平动突出模型，得到含瓦
斯煤层整体应力分布、塑性区及扰动深度解析方

2.1

采动应力模型
模型建立及求解
由于1125( 1 )采空区尺寸远大于煤层厚度，且采

程。但以上研究多是针对塑性区的破坏深度与应
力分布，对弹性区采动应力分布的研究尚不充分，

空区为矩形空间，因此可将模型简化为平面问题进

沿空巷道多采用二次支护或过度支护的形式，增加

行分析，如图2所示。为简化计算，假设围岩为理想

了经济成本，制约了矿井安全高效生产。

弹塑性介质，破坏服从Mohr-Coulomb强度准则，且

笔者基于Mohr-Coulomb强度准则和整体受力

采动应力峰值位于弹塑性区交界处，不考虑顶底板

平衡关系，得到弹塑性区采动应力分布方程、塑性

岩层的水平应力。工作面回采会在采空区边缘形

破坏深度及应力集中系数，并分析各参数对采动应

成压力拱结构，结合零点定理及圣维南原理可知，

力的影响，为回采巷道位置选取和支护设计提供参

在仅考虑垂直应力的情况下，压力拱半拱对实体煤

考依据，降低巷道开掘的经济成本，为矿井安全高

的力学效应可等价为悬臂梁

效生产提供了一定保障。

满足关系式

1



x02 

工程概况
顾桥矿1126( 1 )工作面位于北一下山采区，平均



。其中，压力拱跨度

：

f
3 h 2  2 h 4
x0   h 2 
0
3
3 H  h

(1)

式中，x 为压力拱跨度的一半，可等价为悬臂梁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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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f为松散岩块间的摩擦因数；λ为侧压系数；h为压

化简为
 xb  x  =  Pi    e x  

c0
 b
x
 z  x   Kp  Pi    e  tan 
0


力拱的发育高度；H为采深。
z

σ z(x)
P

x

(7)

对 于 弹 性 区 ( x ≥ x ) ，其 采 动 应 力 分 布 可 用




τ(x)

Weibull分布函数表达

P

σx(x)

塑性区



x

M

x
弹性区

图2
Fig. 2

Weibull分布。
由应力连续性可知，弹性区采动应力边界条件

假设1125( 1 )工作面回采前，1126( 1 )回风巷处于
原岩应力状态，煤体上部受到垂直压力P，两侧受到

e
为 x

水平压力λP的作用，两者均为均布载荷。1125( 1 )工

 ze

作面回采后，煤体边缘支护强度为P ，顶板悬臂梁长


度为x ，煤体塑性区深度为x ，垂直采动应力为σz( x )，

x  xb

x 



，建立平衡

微分方程
 M  x  x   d x   M x  x   2  x  dx  0

(2)



(3)

  x  =C x e

x

(4)
2c cos 
；
1  sin 

c   c tan 0
 0
Kp tan 0

b
x 0

(5)

，可建立煤体应力重新分





xb

Pdx    zb  x  dx    ze  x  dx
xb

0

( 10 )

( 11 )

由式( 11 )求解x 后，代入式( 7 )和( 9 )，即可解出采


动应力方程和应力集中系数k，k 为最大采动应力与
原岩应力之比。
以1126( 1 )工作面为例，结合具体地质条件，取
P=22.32 MPa ，M=3.1 m ，P =0 ，c=1.2 MPa ，φ=28° ，


c =0.1 MPa ，φ =13° 。 由 式 ( 1 ) 解 得 悬 臂 梁 长 度 x =

15 m，进而求出煤体塑性区深度 x =6.07 m，垂直采


=Pi 代入方程( 4 )，解得

c   c tan 0
Cx =Pi  0
Kp tan 0

(9)

初 始 工 程 条 件 为 ：f =0.5 ，λ=1 ，h=14 m ，H=870 m ，

式中，Cx为未知常数。
将边界条件  x



Kp  Pi   

c 
3  P  0  xb 
0

tan 0 




M



1

Kp  Pi    e xb  2 xb    Px0 



x )应力满足方程

2 Kp tan 0

= P ，



，塑性区( 0≤x＜

将式( 2 )～( 4 )联立，解得微分方程通解为

x 

进一步整理得，x 满足等式

式中，φ 为煤岩界面摩擦角；c 为煤岩界面黏聚力。

1  sin 
Kp =
；c，φ分别为煤体黏聚力和内摩擦角。
1  sin 

e



 x0



， x

x  xb

=P 。则弹性区( x ≥ x )采动应力方程可改写



关，可表达为

式 中 ，σ 为 煤 体 单 轴 抗 压 强 度 ， c =

x  xb

布后的平衡关系

对于塑性区煤体，界面切应力τ( x ) 与正应力相

 zb  x  =Kp xb  x   c

=  zb

e

根据力学平衡原理

式中，M为煤厚；τ( x )为煤岩界面间的切应力。

  x  = z  x  tan 0  c0

， z

x  xb

 e
e  xb  xb    P   xx
xe b
 x  x  = P  
x

b

b
e  z  xb   P   xx
 e
xe b
 z  x   P 
xb


水平采动应力为σx( x )。
根据弹塑性力学与极限平衡法

=  xb

为



b
x

(8)

式 中 ，λ 为 侧 压 系 数 ；f ( x ) 为 应 力 增 量 函 数 ，服 从

Stress distribution of coal body

根据Mohr-Coulomb强度准则

，设弹性区采动应力方程

e
 x  x  = P  f x  x 
 e
 z  x   P  f z  x 

煤体应力分布



 

为

λP

τ(x)





动应力
(6)

c0   c tan 0
2 K tan 0
令 = p
， =
，则式( 4 )可
Kp tan 0
M

4.43e 0.41 x  0.43
 0 ≤ x  6.07 
 z  x = 
0.16 x
 22.32
 x ≥ 6.07 
13.13 xe

水平采动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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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 x
 1.60
 0 ≤ x  6.07 
1.60e
σ x  x = 
0.16 x
 22.32  x ≥ 6.07 
2.30 xe

( 13 )

过控制变量法探究各因素对采动应力的影响特征。
煤体强度对采动应力的影响

2.2.1

黏聚力c和内摩擦角φ是煤体的主要力学参

应力集中系数k=2.31。
采动应力影响因素分析

数，由图3可知，煤体强度与应力集中系数k成正比，

不同条件下，煤体采动应力分布存在差异，为

与塑性破坏深度 x 成反比，即煤d体强度越大，塑性

增加模型适用性，有必要分析不同因素对采动应力

破坏深度 x 和采动影响范围越小，应力集中系数 k

的影响特征。以1126( 1 )工作面工程条件为算例，通

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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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黏聚力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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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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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内摩擦角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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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体强度对采动应力影响

Influence of coal strength on mining stress

两者对采动应力分布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由图

力梯度为12.12 MPa/m；φ=40°时，垂直应力40 MPa处

3( a )可知，煤体黏聚力c越大，曲线截距越大，即煤壁

应力梯度为27.33 MPa/m。

处垂直应力越大。c=1.2 MPa时，煤壁处垂直应力为

2.2.2

3.99 MPa ；c=3.6 MPa 时 ，煤 壁 处 垂 直 应 力 为

煤岩界面力学特性对采动应力的影响
界面黏聚力c 和内摩擦角φ 是反映界面力学性

11.98 MPa。由图3( b )可知，当垂直应力相同时，煤体

能的主要指标，由图4可知，煤岩界面力学性能与应

内摩擦角φ越大，曲线斜率越大，即垂直应力在煤体

力集中系数 k 成正比，与塑性破坏深度 x 成反比，且

内增加速度越快。 φ=20° 时，垂直应力40 MPa处应

不论c 还是φ ，都不影响煤壁处垂直应力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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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 4

40

界面性质对采动应力影响

Influence of interface property on mining stress

结合式( 3 )可知，界面力学参数c ，φ 仅与煤岩界
面剪应力τ( x )有关，而剪应力τ( x )不改变煤壁处受力

学强度。

状态，因此 c 和 φ 改变垂直应力的应力梯度。但由

支护强度对采动应力的影响
支护强度 P 是巷道支护的重要指标，由图5可

于煤岩界面力学特性受到煤岩体力学强度限制，变

知，支护强度P 能够改变煤体的受力状态，支护强度

化幅度有限，因此其对采动应力的影响低于煤体力

P 与应力集中系数k成正比，与塑性破坏深度x 成反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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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由图6可知，在限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煤厚M与

比。
70

应力集中系数 k 成反比，与塑性破坏深度 x 成正比，


P =0
P =0.5 MPa
P =1.0 MPa
P =1.5 MPa
P =2.0 MPa
峰值轨迹


垂直压力/MPa

60

即煤厚 M 越大，塑性破坏深度 x 和采动影响范围越







50

大 ，应 力 集 中 系 数 k 越 小 。 M=2 m 时 ，k=2.80 ，x =




40

4.21 m；M=8 m时，k=1.70，x =13.75 m。



30



70

20

M=2 m
M=4 m
M=6 m
M=8 m
M=10 m

60

0

10

20

30

40

垂直压力/MPa

10
50

深度/m

图5
Fig. 5

支护强度对采动应力影响

Influence of support strength on mining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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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护强度P 对采动应力的影响效果是递减

10

0



20

的，受黏聚力 c 影响较大，围岩黏聚力越大，支护
图6

强度P 对采动应力的影响越小。且考虑到成本

30
深度/m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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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厚对采动应力影响



Fig. 6

及 技 术 因 素 ，支 护 强 度 P 的 变 化 幅 度 有 限 ，对 采

Influence of coal thickness on mining stress



动应力造成影响非常有限。因此，仅能增加支护

2.2.5

强度P 的被动支护越来越多地被主动支护所取


件，由图7可知，随着 P 和 x 的增大，塑性破坏深度 x

代。
2.2.4

原始受力对采动应力的影响
原岩应力P、悬臂梁长度x 是煤体受力的初始条


和采动影响范围都将增加，且塑性破坏深度 x 与应

煤厚对采动应力的影响



煤厚 M 是影响煤体内采动应力分布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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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Fi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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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体受力对采动应力影响

Influence of coal stress on mining stress

原岩应力 P 和悬臂梁长度 x 对弹性区采动应力

力平衡不变，采动应力峰值与塑性破坏深度 x 负相


分布的影响有较大不同。原岩应力 P 增加后，无穷

关。原岩应力P和悬臂梁长度x 决定煤体原始受力，

远处应力边界条件改变，弹性区应力整体增大，整

当原始受力状态改变时，煤体垂直方向上应力平衡

体增加了沿空巷道的围岩应力。悬臂梁长度x 改变

改变，采动应力传递特征不变，采动应力峰值与塑

时，对弹性区采动应力影响范围有限，仅加大了巷

性破坏深度x 正相关。

道两侧压力差。
结合图3～7和式( 10 )可知，煤体黏聚力 c ，内摩
擦角φ ，界面黏聚力c ，界面内摩擦角φ ，支护强度P





3
3.1

巷道支护设计及应用
巷道围岩特征及支护对策

和煤厚M对煤体稳定性造成影响。当煤体稳定性改

根据计算，1125( 1 )采空区周边煤体塑性区宽

变时，采动应力传递特征改变，煤体垂直方向上应

度约为6.07 m，采动应力影响范围达31.72 m，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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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力 达 51.62 MPa ，应 力 集 中 系 数 k 约 为 2.31 。

岩力学性能，利用围岩自承能力，稳定围岩小结

1126( 1 )回风巷为矩形大断面巷道( 6.0 m×3.8 m )，

构

巷道开掘前，煤柱帮垂直应力为50.41 MPa，实体

护方式对巷道进行密集支护

煤帮垂直应力为40.61 MPa，巷道围岩应力高，非等

移，控制巷道表面变形。针对巷道非等压受力、煤

。巷道开掘后，回风巷煤柱宽仅8 m，煤柱

柱破坏的问题，采用非对称支护方式，补加锚索，加

压受力







。拟采用强力锚杆+锚索+帮带+金属网联合支

将会完全塑性破坏，失去弹性核，回采巷道成为沿

强煤柱侧巷道支护。

空巷道。

3.2



，限制浅部围岩位

巷道支护方案

针对巷道围岩应力高，围岩破碎的特点，单纯

根据上文所述支护对策，采用非对称锚网索密

提高支护强度无法很好地控制巷道变形，拟通过高

集支护方案对1126( 1 )回风巷进行支护，加强煤柱侧

预应力全长( 加长 )锚固锚杆( 锚索 )强化深部破碎围

支护，具体支护参数如图8所示。

锚索: φ21.8 mm×7 700 mm
1 050

锚杆:φ22 mm×2 500 mm

锚索:φ21.8 mm×4300 mm

850

900

1 100
1 050

锚杆: φ22 mm×2 800 mm

3 800

850

锚索:φ21.8 mm×7 700 mm

850

1 300 1 300 1 200

M5型钢带

10号金属网

6 000

图8
Fig. 8

支护方案
Support scheme

对称阶梯式增加，在时间上具有同步性。回风巷开

( 1 ) 顶板：采用锚杆+锚索+M5型钢带+10号菱形
金属网联合支护。每排布置7根左旋螺纹钢锚杆，

掘59 d后，两帮突然变形，煤柱和实体煤帮变形量分

锚 杆 规 格 ϕ22 mm×2 800 mm ，间 排 距 850 mm×

别为170，50 mm；95 d后两帮第2次变形，煤柱和实

900 mm，采用1节K2550加2节Z2380型树脂药卷全长

体煤帮变形量各增加100 mm，累计变形量达270，

锚 固 ，设 计 预 紧 力 矩 不 低 于 200 N · m ，锚 固 力

150 mm；95 d后变形达到稳定，巷道两帮最大变形

120 kN。每排锚杆中间和顶板煤柱侧共布置4根高

量270 mm，如图9所示。
300

用3节Z2380树脂药卷加长锚固，设计预紧力不低于

250

120 kN，锚固力200 kN。

200

( 2 ) 两帮：采用锚杆( 锚索 )+M5型钢带+10号菱
形金属网联合支护。每排布置竖向5根左旋螺纹钢

位移/mm

预应力锚索，锚索规格 ϕ21.8 mm×7 700 mm，每孔采

煤柱帮
实体煤帮

150
100

锚 杆 ，规 格 为 ϕ22 mm×2 500 mm ，间 排 距 850 mm×

“十字”
测点

50

900 mm，采用一节Z2380型树脂药卷加长锚固，设计
0

预紧力矩不低于200 N·m，锚固力120 kN。并在煤
柱 侧 增 加 2 排 走 向 锚 索 ，锚 索 规 格 为 ϕ21.8 mm×
4 300 mm，间排距1 300 mm×900 mm，设计预紧力不

Fig. 9

50

100
时间/d

图9

巷道变形监测

150

200

Tunnel deformation monitoring

低于120 kN，锚固力200 kN。
3.3

由于巷道掘进时邻近采空区顶板尚未完全稳

工程应用
按上述方案对1126( 1 )回风巷支护后，利用该矿

定，沿空巷道围岩小结构受到相邻采空区顶板大结

地测部门所预先布置的监测参照点，在2019-03-08

构活动影响而改变，进而巷道围岩应力环境发生改

—09-16期间采用“十字”布点法对巷道变形进行

变并导致巷道阶梯式变形。从最终的巷道变形量

监测，现场反馈数据显示：1126( 1 )回风巷变形呈非

来看，支护方案满足安全生产需求，达到预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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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XIE Guangxiang，YANG Ke，LIU Quanming. Study on distribution
laws of stress in inclined coal pillar for fully-mechanized top-coal

4

结

论

caving face[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2006，25( 3 )：545-549.

( 1 ) 建立煤岩体侧向采动应力力学分析模型，同

[7]

于远祥，洪兴，陈方方. 回采巷道煤体荷载传递机理及其极限平衡

时引入Weibull分布函数，得到煤体侧向采动应力分

区的研究[J]. 煤炭学报，2012，37( 10 )：1630-1636.

布 方 程 和 破 坏 深 度 方 程 。 结 合 工 程 实 际 ，解 出

YU Yuanxiang ，HONG Xing ，CHEN Fangfang. Study on load

1125( 1 )采空区侧向煤体塑性破坏深度及采动应力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nd limit equilibrium zone of coal-wall in
extraction opening[J]. Journal of China Coal Society，2012，37( 10 )：

分布。

1630-1636.

( 2 ) 分析了不同因素对采动应力分布的影响。

[8]

孙路路，程卫民，武猛猛，等. 基于Mohr-Coulomb准则的含瓦斯煤

c，φ，c ，φ ，P 和M改变时，煤体采动应力与塑性破坏

层巷帮侧塑性区宽度的探讨[J].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2017，

深度 x 负相关，对巷道维护影响具有两面性。原岩

34( 5 )：955-961.

应力P、悬臂梁长度x 改变时，煤体采动应力与塑性

SUN Lulu，CHENG Weimin，WU Mengmeng，et al. Study on the width





of plastic zone in coal rib with containing gas based on Mohr-Coulomb

破坏深度x 正相关，不利于巷道维护。


yield criterion[J]. Journal of Mining and Safety Engineering，2017，

( 3 ) 根据巷道围岩应力状态，提出高预紧力全长

34( 5 )：955-961.

( 加长 )锚固锚杆+锚索+钢带+金属网的非对称锚网

[9]

袁文伯，陈进. 软化岩层中巷道的塑性区与破碎区分析[J]. 煤炭

索密集支护方案，强化煤柱侧巷道支护，稳定巷道

学报，1986，11( 3 )：77-85.

围岩小结构，充分利用巷道围岩自承能力，在工程

YUAN Wenbo，CHEN Jin. Analysis of plastic zone and loose zone
around opening in softening rockmass[J]. Journal of China Coal

实践中取得良好支护效果。

Society，1986，11( 3 )：77-85.
[10] LI Xinyuan，LI Yingming. The instability mechanics of surro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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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金矿破碎岩体巷道治理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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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

1,2

张 超 ，宋卫东 ，付建新 ，李 杨 ，张开诚
( 1. 北京科技大学 土木与资源学院，北京
山岛金矿，山东 莱州

摘

100083；2. 金属矿山高效开采与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3

100083；3. 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三

261442 )

要：为解决三山岛金矿西南翼巷道变形大、顶板淋水、隐伏空区等工程问题，采用理论分

析、现场试验和数值模拟等手段，基于地质雷达对裂隙空区进行扫描，对海底巷道周边存在空
区条件下的巷道支护进行分析，提出喷锚穿一体化支护技术。研究结果表明：结合化学元素分
析、地质雷达扫描、钻孔技术可以准确探明裂隙空区具体位置；喷锚穿一体化支护技术使得巷
道顶板实际下沉量相比原模拟支护方案减小15.41 mm，两帮变形量减小15.36 mm，巷道围岩稳
定性明显得到改善；此外，为保证现场施工达到预期效果，对现场施工技术提出具体技术要求，
并进行现场周边位移的实地监测，实现了对巷道变形的有效控制。研究结果可为矿山其他类
似区域提供参考。
关键词：海底采矿；采空区探测；松动圈；巷道支护；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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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for roadway management of fractured rock masses
in a submarine gold mine
ZHANG Chao ，SONG Weidong ，FU Jianxin ，LI Yang ，ZHANG Kai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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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anshandao Gold Mine is a submarine gold mine. Its southwest wing encounters many engineering
problems including large roadway deformation，roof flooding and hidden void area. A comprehensive study using
theoretical analysis，field test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behavior of a roadway
excavated in fractured rock masses. An integrated support technology was propo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ecific location of the fracture cavity can be accurately identified by combining chemical element analysis，
geological radar scanning and drilling technology. With the integrated support technology of shotcrete anchor
penetration integrated support model, the roof subsidence and the wall-to-wall convergence were decreased by
15.41 mm and 15.36 mm,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simulated support scheme. In addition，in order to
ensure the expected effect of the field construction，specific technical requirement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fiel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and the field monitoring of the displacement around the site was carried out to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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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the roadway deformation. The scheme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other similar areas of the mine.
Key words：submarine gold mine；goaf detection；loose circle；roadway support；numerical simulation
有效的巷道维护是金属矿山安全高效开采的
重要前提之一



。支护强度过大，会增加开采成

更为恶劣。西南翼矿段位于119勘探线以西，矿体
属典型的倾斜中厚矿体，矿体稳固性适中；上下盘

本及生产周期，支护强度过小，安全难以保证，寻求

围岩主要为碎裂花岗岩，稳固性较差。另一方面，

一种合理的支护措施是矿山生产的重要环节

。

海水深4～6 m，受海水压力及岩体内部渗流作用，

诸多学者针对巷道治理展开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岩层移动规律较为复杂。由于前期的无规律开采，

作，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马鑫民 等揭示了

造成-165 m水平多处出现顶板淋水现象，导致巷道

大变形巷道围岩失稳破坏机理，建立了双层环状支

变形严重。









护带承载体系，并提出了锚注支护一体化技术；陈

2

实验分析

2.1

喷射混凝土和注浆为基础、高强度预应力锚杆和锚

围岩力学参数
西南翼矿段上盘紧贴F 大断层，下盘有破碎带

索为核心的“大小结构”双拱协同全断面支护方

的存在，围岩情况较为恶劣。岩石主要为碎裂花岗

等依据弹塑性理论建立了巷道围岩-

岩、钾化花岗岩和绢英岩化花岗岩，主要成分有原

支护体耦合作用模型，研究了支护位置和支护体厚

岩矿物斜长石( 45%～50% )、钾长石( 15%～25% )、石

度与巷道位移、支护反力和围岩塑性区半径之间的

英( 15%～30% )、黑云母( 15％～25% )等，节理裂隙

关系；韩斌

等提出了湿喷混凝土在不良岩体巷道

较为明显。现场取岩体试块，制成标准圆柱体试件

支护中的支撑作用、充填与隔离作用以及应力转化

( 50 mm×100 mm )进行围岩力学参数的测定，岩样

作用，采用湿喷混凝土+树脂锚杆实现了对不良岩

试件分别进行单轴压缩、巴西劈裂和三轴压缩实验

体的支护；刘洪涛

等构建了围岩-支护系统本构

( 图1 )，测定其抗压强度、弹性模量和泊松比等力学

模型，提出了顶板可接长锚杆支护系统，应用于具

参数，并采用Hoek-Brown准则对已有力学参数进行

体矿山并有效地控制了顶板的持续变形；王其洲

适当的折减获得岩体的基本参数，具体见表1。

顺满 等为研究软弱围岩巷道返修控制技术，对巷




道围岩的破坏特征和变形机理进行分析，提出了以

案；罗生虎

 









等研究了非均称变形巷道围岩位移、应力和塑性区
等围岩稳定性指标变化规律，以及高强度分区锚网
索支护作用，提出了非均称变形巷道高强度分区锚
网索支护技术。目前大多数文献研究的主要是传
统的陆地矿山，涉及海底矿山巷道支护方面的文献
较少。与传统的地下巷道相比，海底采矿条件更为
恶劣，一方面由于地压的扰动使围岩产生较大变
形，另一方面由于海水的渗流导致围岩更为裂碎。

( a ) 岩样制备

本文以三山岛金矿西南翼-165 m水平125线脉
外探矿巷为研究工程背景，基于巷道的地质条件及
围岩的变形特征，通过理论分析、现场试验和数值
模拟等手段，研究在巷道周边存在空区的条件下巷
道的支护治理情况，提出了喷锚穿一体化支护技
术，进而保障巷道的安全稳定。

1

工程地质条件
( b ) 单轴压缩实验

三山岛金矿新立矿区西南翼矿段属于国内首
例金属矿海底采矿矿山，其地质条件较于陆地矿山
033039-2

图1
Fig. 1

岩石室内实验
Laboratory rock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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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65 m 水平 125 线脉外探矿巷基本力学参数
Table 1 -165 m basic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125 line horizontal vein external exploration roadway


位置

密度/( kg·m )

单轴抗压强度/MPa

弹性模量/GPa

泊松比

抗拉强度/MPa

黏聚力/MPa

内摩擦角/( ° )

-165 m水平125线

2 718

39.18

33.85

0.24

1.33

1.69

37.4

顶板淋水分析

顶板淋水进行化学成分分析，通过比较该位置顶板

进行-165 m水平125线脉外探矿巷顶板淋水研

淋水与海水的相似程度，可初步判断是否存在贯通

究是为了确定巷道周边是否存在较大的裂隙或空

海底的裂隙或存在充满海水的老采空区。125线脉

区，海水是否通过裂隙或空区渗流而下。取该位置

外探矿巷顶板淋水与海水的化学成分见表2。

2.2

表 2 -165 m 水平 125 线脉外探矿巷顶板淋水和海水的化学成分分析
Table 2 -165 m chemical composition analysis of water and sea water on the roof of line 125
horizontal vein external exploration roadway


取水地点

pH值 悬浮物/( mg·L )





化学需氧量/( mg·L )



Cl 含量/( mg·L )

铜含量/( mg·L )



铅含量/( mg·L )



锌含量/( mg·L )

海水

7.56

3.8

0.96

15 003.90

未检出

0.012

0.011

-165 m水平125线

7.68

14.0

0.24

18 654.85

0.024

未检出

0.024

海水中含有大量Cl ，在长期的时间效应中，形

地质雷达的有效精度为30 m，扫描的区域如图

成的水合物生成的排盐效应，使得部分区域内海水

2所示。该位置之前曾打钻孔探明有空区、裂隙较

的盐度增高，Cl 含量增加，该区域有空区存在的可

发育，通过地质雷达可有效确定该区域具体位置，





能



。当Cl 含量大于20 000 mg/L时，与海水相差较


大，说明从该区域渗流而下的水属于Cl 含量高值异


为后期治理提供准确的勘探资料。
129
基300

127

125

123

121

119

常区，则必定有区域内储存部分海水，可能有空区
配
电
硐
室

存在，对顶板产生较大威胁。
对比海水和-165 m水平125线脉外探矿巷顶

回风大巷

板淋水，125线脉外探矿巷顶板的Cl 含量较海水


相 差 不 大 ，且 小 于 20 000 mg/L ，水 分 的 pH 值 都 呈

125线脉外探矿巷

扫描区域

基350

弱碱性，其他微量元素也无较大差别。由此可以
断定-165 m水平125线脉外探矿巷顶板淋水为海
水 通 过 裂 隙 直 接 渗 流 而 成 的 ，即 在 -165 m 水 平
巷道已充填

125线脉外探矿巷周围有裂隙存在，未有较大的空
基400

区。
2.3

裂隙、空区探测

图2
Fig. 2

对-165 m水平125线脉外探矿巷周围裂隙或者
空区的具体位置，还需借助地质雷达进行精确扫
描。地质雷达探测工作原理



为通过发射天线

-165 m水平125线平面图

-165 m horizontal plan of line 125

采用地质雷达自西向东扫描图2中红色区域，
地质雷达的扫描结果如图3所示。

以60°～90°的波束角向地下发射高频电磁脉冲波，

通过雷达图像，可清晰观察到：

电磁脉冲波在传播过程中遇到电性分界面时，由于

( 1 ) 在绿色方框( 扫描长度0～5 m )0～3 m深度

电磁脉冲波在不同介质中具有不同的介电常数，因

范围内，有多组电磁波反射信号，同相轴时断时续，

此电性分界面两侧会存在介电常数差异而产生反

频率中低频，该区段范围内节理裂隙发育；

射，两侧的相对介电常数变化越大，反射电磁波的

( 2 ) 在红色方框( 扫描长度5～17 m )0～5 m深度

信号强度越大。反射电磁波由接收天线接收，并将

范围内，有多组电磁波反射信号，信号同相连续，振

接收的信号转换为电信号再传至主机，由主机形成

幅较强，频率低频，局部有多次震荡特征，该区段范

雷达探测图像。

围内富含水分，并伴有节理裂隙发育；
033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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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40

60

时间速度/ns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边的节理裂隙充填治理后，需对巷道进行后期重新

0

支护。

探测面长度/m

3.2

围岩控制方案分析
在已有巷道支护的基础上提出喷锚穿一体化

5

支护。混凝土喷层作为巷道主动支护的主要手段，
通过对巷道浅部围岩进行喷浆，封闭巷道周边破碎
围岩，使巷道周边形成连续强应力带，抵抗围岩的

10

位移变形。在混凝土喷层基础上进行锚杆支护，根
据设计均匀布置锚杆，用穿带将排间锚杆连接起
来，之后再喷射一层混凝土，使支护成为一个整体，

15
0

1

2

3

图3
Fig. 3

4

5
6
7
结构深度/m

8

9

形成完整的围岩自承结构，阻隔地应力和变形的传

10

播和扩展。穿带采用φ15型号的钢筋焊接而成，顺

地质雷达扫描图

着锚杆托盘下方穿过锚杆，将各排锚杆固定为一个

GPR scanning map

整体。另一方面，喷锚穿一体化支护也能阻止裂隙

( 3 ) 在这2个方框右侧范围内，电磁波反射信号
较弱，同相轴不连续，信号振幅较弱，频率较高，该

水的渗流、防止锚杆和穿带等金属的腐蚀。具体的
支护模型如图4所示。

范围内围岩较好。
根据地质雷达扫描结果，在该区域5～17 m扫
树脂锚杆

描区域内节理裂隙发育较丰富，为保证巷道稳定，
需即刻进行治理。目前矿山已结合钻孔设计探明

穿带

空区具体位置，并已进行大面积充填注浆处理，填
混凝土喷层

充节理裂隙，维护巷道初步稳定。

3

巷道

巷道支护控制对策

3.1

围岩松动圈

支护方案及破坏特征

-165 m水平125线脉外探矿巷属于海底巷道，
受到地压和水压双重耦合作用，加剧了巷道的破坏
效果。另一方面，矿山对海底巷道支护控制强度应
较常规巷道更高，海底巷道支护除了防止地压过大
产生顶板、片帮冒落外，还应对巷道周边裂隙进行
封堵，避免自海底形成贯通裂隙，形成矿山突水事
故。
巷道断面为三心拱，截面积为3.6 m×3.3 m。目
前矿山采用的支护方式主要为喷射50 mm厚混凝

图4
Fig. 4

3.3

喷锚穿一体化支护模型

Shotcrete anchor penetration integrated support model

围岩松动圈计算
准确掌握围岩松动圈的大小是进行支护的基

础条件

  

，松动圈厚度的大小，直接与巷道的稳

定性和支护的难易程度相关。可依据芬纳公式的
修正式

 

进行松动圈的计算，具体的计算公式如式

(1)所示。
1 sin 

固，树脂锚杆无固定排间距，因此可认为矿山目前

R  (c cot   p0 )(1  sin  )  2 sin 


r0 
p  c cot 


支 护 方 式 为 喷 浆 支 护 ，后 续 进 行 支 护 模 拟 时 以

式中，R为松动圈半径；r 为巷道半径；p 为围岩初始

50 mm喷浆支护作为原支护方案。由于顶板淋水，

应力；p为初期支护压力；c为围岩的黏聚力； 为围

顶板多处混凝土喷层脱落，部分区域围岩裸露；顶

岩的内摩擦角。

土，根据围岩稳固情况选择性使用树脂锚杆进行加

(1)

板出现下沉现象；由于围岩为碎裂花岗岩，强度较

依据矿山基础地质条件，围岩的内摩擦角取

低，少量帮部围岩冒落。另外-165 m水平作为矿山

37.4°，黏聚力取1.69 MPa，巷道半径取1.8 m，围岩初

科研通道，需要永久保留。因此，在已进行巷道周

始应力取5.275 MPa，初期支护压力取0，计算得松

033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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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圈半径R为1.974 m。

3.4.1

根据相关理论依据、设计规范，结合工程类比

根据松动圈半径，可知矿山目前选取的树脂锚
杆(20 mm×2 200 mm )符合要求。
3.4

支护方案优选

法，主要选取3种不同的支护方案进行数值模拟，主
要的参数如下：

喷锚穿一体化支护方案数值计算
基于岩石力学原理，巷道开挖应力扰动范围为

方案1：采用锚喷穿一体支护方案。顶板采用

巷道宽度的3～5倍，结合巷道截面积3.6 m×3.3 m，

20 mm×2 200 mm 的 树 脂 锚 杆 ，锚 杆 间 排 距 为

模型尺寸设为30 m×5 m×25 m。模型的建立如图5

800 mm×1 000 mm；垂直于巷道布置穿带，穿带间距

所示，围岩均为碎裂花岗岩，针对探明的裂隙空区

1 000 mm；喷射50 mm厚混凝土进行封闭。

已进行注浆填充。由于巷道位于海底，考虑海水的

方案2：采用锚喷穿一体支护方案。顶板采用

渗流作用，建立流固耦合模型进行巷道支护计算。

20 mm×2 200 mm 的 树 脂 锚 杆 ，锚 杆 间 排 距 为

采用各向同性渗流模型( Model fl_isotropic )，具体设

1 000 mm×1 200 mm；两帮采用 20 mm× 2 200 mm

计参数见表3。采用FLAC 中的结构单元进行支护

的树脂锚杆，锚杆间排距为1 200 mm× 1 200 mm；垂

方案的模拟，其中应用cables单元模拟锚杆，应用

直巷道布置穿带，穿带间距1 200 mm；喷射50 mm厚

shells单元模拟混凝土喷层，应用beams单元模拟穿

混凝土进行封闭。



带，具体参数见表4，5。

方案3：采用锚喷穿一体支护方案。顶板采用

20 mm×2 200 mm 的 树 脂 锚 杆 ，锚 杆 间 排 距 为

σ


-150 m

1 000 mm×1 000 mm；两帮采用 20 mm× 2 200 mm
的树脂锚杆，锚杆间排距为1 200 mm× 1 000 mm；垂
直巷道布置穿带，穿带间距1 000 mm；喷射50 mm厚

σ

混凝土进行封闭。

σ





3.4.2

混凝土喷层

原支护情况下( 50 mm喷浆支护 )巷道变形的数

巷道
碎裂花岗岩
-175 m

图5
Fig. 5

8.12
7.50
5.00
2.50
0
-2.50
-5.00
-7.50
-10.00
-12.50
-17.50
-20.00
-21.76

数值计算模型

Numerical calculation model

各向同性渗流模型参数的选取

Table 3

Selection of parameters of isotropic
seepage model

碎裂花岗岩




海水




渗透系数/( m ·Pa ·s ) 孔隙率 流体模量/Pa 流体密度/( kg·m )
1×10



0.14

表4

2×10

( a ) 顶板下沉

1 025

21.50
20.00
17.50
15.00
12.50
10.00
7.50
5.00
2.50
0
-2.50
-5.00
-7.50
-10.00
-12.50
-17.50
-20.00
-20.99

锚杆、穿带具体参数

Specific parameters of bolt and penetration

参数

直径/mm

弹性模量/GPa

抗拉强度/kN

树脂锚杆

20

200

1 000

穿带

15

200

1 000

表5
Table 5

变形量/mm

Table 4



混凝土喷层具体参数

Specific parameters of shotcrete

参数

密度/( kg·m )

抗拉强度/MPa

混凝土喷层

2 482

2.20



( b ) 两帮变形

弹性模量/GPa 泊松比
42.5

变形量/mm

值模拟，如图6所示。

注浆

表3

支护方案分析

0.230

033039-5

图6
Fig. 6

原支护巷道变形情况

Deformation of original support roadway

张超等：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No. 3( 2020 )：033039

在原支护的条件下，巷道顶板下沉21.76 mm，

树脂锚杆
φ20 mm×2 200 mm

两帮移动21.50 mm，变形量较大( 巷道位于海底，为
确保支护效果，变形量＞10 mm均认为变形较大、支
护效果不太理想 )。对3种支护分案分别进行数值
模拟，模拟的结果如图7所示。各方案的数值模拟

Ⅰ

结果见表6。

锚杆托盘
120 mm×120 mm×8 mm

穿带
喷浆C42.5

边帮变形/mm

25
20

原支护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15
10

Ⅰ—Ⅰ

5

穿带
间距1 200 mm

0

顶板变形/mm

Ⅰ

-5
原支护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10
-15
-20
0

1 000

2 000

图7
Fig. 7
表6
Table 6

3 000
计算时步

4 000

5 000

图8
Fig. 8

各方案变形情况

Deformation of each scheme

3.4.3

设计方案示意

Design schematic diagram

现场施工技术要求
为保证现场施工能顺利进行，并达到预期效

各种支护方案支护效果

果，对现场施工技术提出以下的技术要求：

Support effect of various support schemes

( 1 ) 首先敷设钢筋条，采用铁丝将钢筋网捆扎

方案

顶板下沉量/mm

两帮移近量/mm

原支护

21.76

21.50

在 钢 筋 条 上 ，2 个 钢 筋 网 间 的 搭 接 长 度 为 0.6 ～

方案1

4.95

5.18

1.0 m，而后采用树脂锚杆将钢筋条及钢筋网固定于

方案2

3.71

3.86

岩壁之上。最后，喷射混凝土形成混凝土支架。

方案3

1.83

1.42

( 2 ) 若巷道顶部成型不规则，不需要将支护钢

由表6的支护效果可知，各方案的参数设计均
能明显降低巷道的变形量。方案3的支护效果最

筋网完全贴合岩壁，后续喷射混凝土进行密实，局
部区域应进行锚杆支架补强。

好，但锚杆的密度加大，相应地提升了经济成本；方

( 3 ) 喷射混凝土的原材料：应选用普通硅酸盐

案1锚杆的密度较小，支护效果较差，经济成本较

水泥，其标号不得低于C42.5，受潮和过期结块的水

低。

泥严禁使用；应采用坚硬干净的中砂或粗砂，细度
综合考虑支护效果和经济效益，方案2为最优

模数宜大于2.5，含水率不宜大于7%；应采用坚硬耐

的支护方案，即：采用锚喷穿一体支护方案，顶板采

久的卵石或碎石，其粒径不宜大于15 mm；不得使用

用 20 mm×2 200 mm 的 树 脂 锚 杆 ，锚 杆 间 排 距 为

含有酸、碱或油的水。

1 000 mm×1 200 mm；两帮采用20 mm×2 200 mm的

( 4 ) 混合料的配比应准确，称量的允许偏差：水

树脂锚杆，锚杆间排距为1 200 mm×1 200 mm；穿带

泥和速凝剂应为±2%，砂、石应为±3%。混合料应

间 距 1 200 mm ；最 后 喷 射 50 mm 厚 混 凝 土 进 行 封

采用机械搅拌。强制式搅拌机的搅拌时间不宜少

闭。

于1 min，自落式搅拌机的搅拌时间不宜少于2 min，
在方案2治理下，巷道顶板下沉量比原支护方

人工搅拌必须均匀。
( 5 ) 混合料应随拌随用，不掺速凝剂时存放时

案( 模拟 )减小18.05 mm，两帮变形量减小17.64 mm，
巷道围岩稳定性得到明显改善。
具体设计方案如图8所示。

间 不 应 超 过 2 h ，掺 速 凝 剂 时 存 放 时 间 不 应 超 过
20 min，在运输过程中应严防雨淋、滴水及大块石头
033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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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护方案相比顶板变形量减小15.41 mm，两帮变形

等杂物混入，装入喷射机前应过筛。
( 6 ) 喷射前应清洗岩面。喷射作业中应严格控

量减小15.36 mm，变形量得到有效控制，该结果与

制水灰比：喷砂浆应为0.45～0.55，喷混凝土应为

数值模拟计算结果相比误差在3 mm之内，与本文理

0.40～0.45。混凝土的表面应平整、湿润光泽、无干

论研究结果相吻合。

斑或滑移流淌现象，发现混凝土的表面干燥松散、
下坠、滑移或裂纹时，应及时清除补喷。终凝2 h后

5

应喷水养护。

论

( 1 ) 应用顶板淋水元素分析、地质雷达等方式
进行巷道周边裂隙、空区的探测，结合钻孔设计探

工程应用

4

结

明裂隙、空区具体位置，进行大面积充填注浆处理，

将优化方案应用于三山岛金矿西南翼-165 m

填充裂隙、空区，维护巷道初步稳定。

水平125线脉外探矿巷，同时分别在巷道周边布置

( 2 ) 结合围岩松动圈理论，提出喷锚穿一体化

测点，监测巷道周边位移的变形情况。测点布置位

支护，并建立流固耦合模型，得到巷道支护最优参

置如图9所示，其中，AB测两帮的移近量，CD测顶底

数：顶板锚杆间排距1 000 mm×1 200 mm，两帮锚杆

之间的变形量。

间排距1 200 mm×1 200 mm，采用20 mm×2 200 mm
树脂锚杆；穿带间距1 200 mm；混凝土喷层50 mm。

C

该方案治理效果使巷道顶板下沉量相比原支护方
案( 模拟 )减小18.05 mm，两帮变形量减小17.64 mm，
巷道围岩稳定性明显得到改善。
A

( 3 ) 将支护方案应用于现场施工，监测巷道周

B

边位移变形情况的结果表明，采用该支护后，围岩
变形缓和，两帮的最大变形量为6.11 mm，顶板的最
大变形量为6.35 mm。该方案为矿山类似区域巷道
D

图9
Fig. 9

支护提供了有效依据。

巷道变形监测基点布置

Deformation monitoring point in road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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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提高坚硬顶板的预裂卸压效果，开发了孔内磨砂射流轴线切顶压裂防冲新技术，

即施工完顶板钻孔后，在预设位置操作钻杆匀速前进/后退，同时，采用磨砂射流系统对钻孔孔
壁进行定向切割，使孔壁形成一定深度的轴线裂缝，再采用封隔器封孔后压裂，在高压水的作
用下，人造裂缝沿着预设方向定向扩展，从而达到精准切顶卸压的目的。现场切缝试验表明，
在射流压力为50 MPa，切缝速度为0.1 m/min的条件下，孔内切缝半径可达300～500 mm。通过
切缝后压裂试验表明，预制裂缝具有较好的导向作用，裂缝扩展主要沿着预制裂缝深度方向，
试验泵压为40 MPa，压裂时间为20 min，裂缝扩展距离可达22 m以上。该技术可提高水力压裂
裂缝方向的可控性，使裂缝沿着最佳切顶方向扩展，从而提高卸压效果。
关键词：冲击地压；坚硬顶板；水射流；定向压裂；防冲新技术
中图分类号：TD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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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axial fracture cutting and fracturing of abrasive
jet in boreholes within hard rock roo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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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e-splitting pressure relief effect of hard roofs，a new technology for cutting and
fracturing and anti-flushing of the frosted jet axis in boreholes was developed. After the drilling borehole is
completed，the drill pipe is operated to advance or retreat uniformly in the borehole. At the same time，the frosted jet
system is used to perform directional cutting on the borehole wall to form a certain depth of axial cracks in the
borehole wall. Hydraulic fracturing is then performed after the packer is sealed. Under the action of high-pressure
water，the artificial fractures are propagated in a preset direction，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accurate cutting and
relief. The on-site slit test shows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a jet pressure of 50 MPa and a slit speed of 0.1 m/min，
the radius of the slit in the hole can reach 300-500 mm. The fracturing test after slitting shows that the prefabricated
fractures have excellent guiding effect，and the fracture propagation direction is mainly along the depth of the
prefabricated fractures. The test pump pressure is 40 MPa，the fracturing time is 20 min，and the fracture propagation
distance can reach more than 22 m. This technology is expected to improve the controllability of the fractur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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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ydraulic fracturing，make the fracture expand along the best cutting direction，and improve the pressure relief
effect.
Key words：rock burst；hard roof；water jet；directional fracturing；new technology for pressure relief
厚硬顶板是诱发冲击地压的重要因素之一，其

流





。高压水射流切割技术最早起源于美国，用于

厚度大，强度高，开采过程中悬顶面积大，易造成局

航空航天军事工业，以其冷切割不会改变材料的物

部应力集中，尤其过渡到深部开采以后，厚硬顶板

理化学性质而备受青睐。后经不断改进，在高压水

的突然断裂常常瞬间释放强烈动载，极易造成群死

中混入石榴砂、金刚砂等磨料辅助切割，极大地提

群伤的恶性冲击地压事故，危害性极大

高了水刀的切割速度和切割厚度。高压水射流切



。

减小坚硬顶板对冲击地压影响的关键在于弱
化顶板强度，降低顶板悬顶产生的弯曲集中静载和
断裂冲击动载的作用

割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陶瓷、石材、玻璃、金属、复合
材料等众多行业。

。目前弱化坚硬顶板的方

顶板孔内磨砂射流轴向切缝压裂技术的施工

式主要有2种：一种是爆破断顶，另一种是定向水力

工艺主要包含钻孔-切缝-压裂3个环节。首先采用

压裂。爆破断顶工序复杂，对生产干扰大，且存在

钻机、配套钻头及钻杆，在巷道顶板中施工一定孔

瞎爆、残爆和爆破诱发冲击等安全隐患

。顶板定

径的钻孔；然后将封孔器和磨砂射流器接好后送至

向水力压裂首先通过人工方法在顶板中制造初始

钻孔预设位置，开启水射流系统并将其切换至射流

裂缝，然后采用水力压裂的方式使裂纹扩展，达到

模式；最后，从射流器两侧的喷嘴中喷射出带有磨

降低顶板整体强度和冲击性的目的

料砂的高压水，操作钻机匀速后退钻杆，使钻孔两



 





 

。该技术具

有安全性好、成本低和对生产干扰小的特点，近年

侧形成一定长度和深度的初始裂缝。关闭磨料泵，

来在高应力巷道顶板处理中应用越来越普遍，已成

并将高压泵调至封孔模式，往封孔器中注入高压水

为冲击地压巷道顶板卸压的重要手段之一。以往

使裂缝上下两段的封孔器坐封。将高压泵切换至

初始裂缝主要采用刀具切缝的方式制造，造缝难度

压裂模式，此时从射流器前端出水孔持续向封孔段

大、工序复杂、刀具磨损量大，是制约该技术大面积

注入高压水，初始裂缝沿着裂缝尖端持续扩展，待

推广使用的主要原因

。为了克服以上技术问

泵压突然下降后或压裂时间达到设计时间时关闭

题，笔者开发了顶板旋切射流定向压裂技术，并在

高压泵，将封孔器卸压，完成该分段的压裂工作。

葫芦素等煤矿进行了应用。该技术简化了卸压工

开启钻机，操作钻杆使射流器移动至下一切缝位

艺，降低了施工成本，在现场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

置，按上述方法进行下一分段的施工。

效果





施工工艺流程、系统结构及射流切缝示意如图

。但在应用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一

是造缝效率低、效果差，旋切射流采用的是纯水，在

1～3所示。

压力为60 MPa，切缝时间为10 min时，切缝深度仅为

在巷道内施工顶板钻孔

5 mm左右；其二，初始裂缝垂直于钻孔轴线，压裂时
裂缝不能沿着最佳切顶方向扩展，可控性低，效果

采用磨砂射流工艺进行水力切缝

难以保证。为此，进一步开发了顶板磨砂射流轴线
切顶压裂防冲技术，并进行了现场试验，取得了良

采用封孔器对割缝位置进行封孔

好的效果。
对封孔段注入高压水实施压裂

1

磨砂射流轴向切缝压裂工艺及原理
高压水射流切割技术，即利用高压泵将水进行

拖动钻杆射流器至孔内下一个位置

加压，可达到50～100 MPa甚至更高压力，水获得压
力能，通过高压胶管、高压密封钻杆将高压水输
送至孔内射流器，从射流器中特制的细小喷嘴喷
射而出，将压力能转换为动能，从而形成高速水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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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裂结束，移动设备至下一个施工地点

图1
Fig. 1

施工工艺流程
Constru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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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m。煤层倾角0°～3°，回采面积为964 800 m，煤
层平均厚度为2.63 m，容重为1.31 t/m。距离2-1煤

枪嘴

层6.7 m以上存在厚度为20.5 m的砂岩顶板，致密坚
岩层

硬。

钻杆

2.2

试验方案
在 21104 综 采 工 作 面 主 运 巷 距 离 主 开 切 眼

400 m处施工7个平行钻孔，如图5所示。钻孔仰角
钻机

70°，方位角90°，孔径75 mm，孔深20 m，孔口位置距

高压胶管

水射流主机

高压泵站

离巷帮约0.5 m。其中，钻孔②作为测量切缝试验专

高压胶管

用 孔 ；钻 孔 ① 、钻 孔 ③ 距 钻 孔 ② 分 别 为 0.3 m 和

进油管路
回油管路

磨料供给系统

图2
Fig. 2

0.5 m，作为切缝试验的观测孔；钻孔④、钻孔⑥为切

系统结构

缝压裂孔；钻孔①、钻孔③、钻孔⑤、钻孔⑦为观测

System structure diagram

孔，钻孔③、钻孔⑤距钻孔④的距离为3.0 m，钻孔
⑤、钻孔⑦距钻孔⑥的距离为5.0 m。试验过程中为
避免相互之间的影响，首先进行顶板磨砂射流切
割，再进行切割压裂，具体试验孔的顺序为钻孔②
→钻孔④→钻孔⑥。

Fig. 3

④ ③②①

观测孔
切缝压裂孔
切缝孔

射流切缝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jet slitting

0.3

主运巷

21104综采工作面

工程背景及试验方案

回风巷

( a ) 俯视

工程背景
基本顶

作面主运巷，巷道宽度5.4 m，巷道高度2.7 m。试验

m

18.8 m

本次试验地点选取在葫芦素煤矿21104准备工

20

2.1

⑤

3

≈

2

⑥

3

开切眼

图3

5

≈

5
⑦

400

0.5

单位: m

地点距离2-1煤东翼辅运大巷3 100 m，距离21104主

直接顶

开切眼400 m，如图4所示。

70°
0.5 m

直接底
试验地点

图5
Fig. 5

3

2-1煤东翼主运大巷

图4
Fig. 4

21104综采工作面

( b ) 倾斜剖面

2-1煤东翼辅运大巷 21104综采工作面
21104回风巷

主运巷

主开切眼

21104主运巷

400 m

现场试验钻孔布置方案

Drilling arrangement plan for field test

≈

2-1煤东翼回风大巷

≈

3 100 m
21104辅运巷

试验地点示意

3.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est site

试验结果分析
磨砂射流切缝
( 1 ) 试验过程
分别对钻孔②、钻孔④、钻孔⑥进行切缝试验，

21104综采工作面位于葫芦素井田2-1煤一盘
区中部，巷道长3 495 m，推采长度3 015 m，工作面

切缝压力均为50 MPa，钻杆移动速度为0.1 m/min。

长320 m。工作面埋深625.7～644.4 m，平均埋深约

以钻孔②为例：在设计切缝位置以0.1 m/min的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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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由下向上开始切割，射流器喷嘴朝向钻孔①方

所示。由图8和图9可以看出，钻孔④、钻孔⑥切缝

向，切割至终止位置时，旋转钻杆至设计角度，以相

后，在切缝段同样形成清晰的纵向裂缝。通过上述

同的切割速度由上至下切割相同的孔壁长度，此时

试 验 表 明 孔内 磨 砂 射 流轴 线 切 缝 的工 艺 是 可 行

在孔壁内形成2条长度相同的轴线裂缝。

的。

切割前后，采用JL-IDOI( A )钻孔窥视系统分别
对钻孔①、钻孔②、钻孔③、钻孔④、钻孔⑥进行了
孔内窥视。
( 2 ) 钻孔②切缝试验结果
钻孔②切缝后的窥视结果如图6所示。钻孔②
在切缝前孔壁完整，无明显的宏观裂缝，切缝后在
孔壁两侧形成了2条缝宽约2 mm的纵向裂缝，缝
面清晰。作为检查孔的钻孔①窥视结果如图7
图8

所示，在钻孔②射流段对应的孔壁上形成一串不

Fig. 8

连续的凹穴，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钻

钻孔④窥视结果

Result of drilling ④ view

机推进速度不均匀造成的，但这一结果仍能说明
磨 砂 射 流 的 切 缝 半 径 在 300 mm 以 上。 监 测 孔 钻
孔③的表面未产生明显的宏观裂缝，说明射流水
未 穿 透 两 孔 之 间 的 岩 体 ，磨 砂 射 流 的 半 径 小 于
500 mm。

图9
Fig. 9

3.2

钻孔⑥窥视结果

Result of drilling ⑥ view

切缝后压裂
( 1 ) 试验过程
将封孔器送至钻孔④内进行压裂，缓慢调节泵

图6
Fig. 6

钻孔②窥视结果

压至5 MPa时，试验孔反水量逐渐减小并消失，继续

Result of drilling ② view

加压后孔内不再出现反水现象，说明封孔器达到坐
封要求。泵压达到50 MPa后保持压力不变，当压裂
1 min时，顶板岩层内传出清脆的噼啪声；当压裂
3 min时，钻孔③和钻孔⑤相继出水；当压裂5 min
时，钻孔④内传出一声剧烈爆炸声，随后孔内反水
量突然增加，泵压迅速下降至5 MPa。关闭水泵，从
孔内取下压裂段设备观察，发现封孔器膨胀胶囊被
压破。本次压裂后，分别对钻孔③、钻孔④和钻孔
⑤进行了窥视。

图7
Fig. 7

钻孔①窥视结果

更换破损的封孔器，将其送入钻孔⑥的切缝待

Result of drilling ① view

压位置。压裂管路连接完成后，打开水泵，调节泵

( 3 ) 钻孔④、钻孔⑥切缝试验结果

压至5 MPa，稳定泵压1 min后继续增压，目的是让封

采用相同的设备和操作工艺在钻孔④和钻孔

孔器充分坐封。继续增加泵压至20 MPa，稳定压裂

⑥内进行了切缝试验，切缝后的窥视结果如图8，9

5 min后，可以看到钻孔⑦内有小量出水；然后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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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压至30 MPa，稳定压裂10 min后，钻孔⑦内出水量

果表明钻孔④在压裂前后裂缝没有明显的扩展，压

增加，水流速度较大；继续增压至40 MPa，稳定压裂

裂段除切缝外没有增加新的裂缝，说明高压水是沿

10 min后，除钻孔⑦出水外，沿走向方向22 m范围内

着预制切缝面深度方向定向扩展的。

的部分锚索出水量逐渐增大，保持泵压继续压裂

如图10，11所示，钻孔④压裂后，钻孔③切缝段

10 min，观测孔和锚索出水量不再增加。关闭高压

有明显的轴向裂缝，裂缝位置略低于钻孔④对应切

水泵，撤出压裂设备，对钻孔⑤、钻孔⑥和钻孔⑦进

缝段，裂缝长度则远大于切缝段长度，可以推断钻

行了窥视。

孔④的压裂使钻孔③、钻孔④之间的岩体产生了长

( 2 ) 钻孔④压裂分析

度数倍于切缝长度的轴向裂缝，且裂缝面整体是向

对切缝后的钻孔④进行压裂，压裂后的窥视结

巷道自由面方向( 向下 )扩展的。

图10
Fig. 10

钻孔④压裂后钻孔③窥视结果

Result of drilling ③ view after drilling ④ fracturing

增多。在图13中，钻孔⑦内出现明显的轴线裂缝，
这表明钻孔⑥压裂后，钻孔⑥与钻孔⑦之间5 m厚
度的岩体被压开，钻孔⑦的新生裂缝整体低于钻孔
⑥预制切缝位置，同样说明了压裂时裂缝面是向巷
道自由面方向扩展的，这与钻孔④压裂过程的裂缝
发展方向一致。

( a ) 3.78 m处

图12
Fig. 12

钻孔⑥窥视结果

Result of drilling ⑥ view

( b ) 11.82 m处

图11
Fig. 11

钻孔④压裂后钻孔③内裂纹分布情况

Drilling ③ distribution of cracks in the borehole
after drilling ④ fracturing

钻孔④压裂过程中，距离其最近的2个观测孔
钻孔③、钻孔⑤均出现孔内出水现象。由于施加泵
压较大，造成封孔器损坏，本次压裂时间短，未观测
到其他钻孔和锚索出水。
( 3 ) 钻孔⑥压裂分析

图13
Fig. 13

按相同的工艺对切缝后的钻孔⑥进行压裂。

钻孔⑦窥视结果

Result of drilling ⑦ view

如图12所示，钻孔⑥预制的切缝在轴线方向上没有

如图14所示，钻孔⑥预制的2条裂缝分别朝巷

明显的扩展，但压裂段内孔壁表面的宏观裂缝有所

道出口方向和实体煤帮( 图中左侧和上帮 )，在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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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Pa的泵压，持续压裂20 min后，沿着巷道出口方

⑤均未出水，锚索出水现象也很少，这说明钻孔⑥

向22 m范围内的部分锚索出现不同程度的出水，而

压裂过程中，孔内裂缝的扩展方向是沿预制裂缝深

巷道入口( 右侧 )方向由于没有预制裂缝，钻孔①～

度方向定向扩展的，扩展范围可达20 m以上。

⑥
⑨

⑤

④

③

7

⑦
14.0
15.5

⑧

2 1

少量出水的锚索
大量出水的钻孔
未出水的钻孔

单位: m

图14

3

大量出水的锚索
3.0

21.5

Fig. 14

4

5
②

1.5

17.0
18.5
20.0

4

①

6
5.0

预割裂缝及方向

钻孔⑥压裂后巷道内出水锚索分布

Distribution of water outlet anchors in the roadway after drilling ⑥ fracturing

由 于 磨 砂 射 流 可 在 顶 板 孔 壁 上 形 成 300 ～

顶板磨砂射流轴线切顶卸压原理

500 mm深的初始裂缝，压裂过程中初始裂缝对主裂

坚硬顶板对冲击地压的影响之一是采场大面

缝的扩展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可使坚硬顶板内形

积悬顶将上覆岩层重力部分转移至工作面前方及

成以轴线裂缝为主的裂缝网，有利于坚硬顶板的及

侧向煤体，使巷道围岩近场产生大量弯曲弹性能及

时垮落。如图15所示，采用该工艺后，不仅显著降

压缩弹性能，从而导致巷道冲击危险性增大。其

低了顶板悬顶产生的弯曲弹性能和顶板断裂产生

次，在坚硬顶板破断或滑移过程中，大量的弹性能

的动载，而且采空区的充分垮落也起到了对顶板的

突然释放，形成强烈动载荷，导致冲击地压或顶板

支撑作用，降低了煤体压缩弹性能和顶板垮落产生

大面积来压等动力灾害的发生。

的动载，可显著降低甚至消除冲击致灾隐患。

块体A

断裂位置

块体A
块体B

巷道

块体B

块体C

块体C
直接顶

直接顶
实体煤

断裂位置

煤
柱

采空区

实体煤

( a ) 切顶前

巷道

煤
柱

采空区

( b ) 切顶后

图15 磨砂射流切顶减冲原理示意
Fig. 15

5

Schematic diagram of frost jet cutting to prevent rockburst

技术有望提高水力压裂裂缝方向的可控性，使裂缝

结论与展望

沿着最佳切顶方向扩展，从而提高卸压效果。

( 1 ) 通过孔内磨砂射流切缝试验表明，在射流压
力为50 MPa，切缝速度为0.1 m/min的条件下，割缝
半径可达300～500 mm。采用大流量高压泵能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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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脆性岩石边缘裂纹扩展规律，以自制的类岩石材料试件为研究对象，采用单轴


加载、声发射监测及FRACOD 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对预制边缘裂纹的起裂、扩展及声发射
特征进行了研究。试验结果表明：随着预制边缘裂纹宽度的增加，试件的起裂强度、单轴抗压
强度逐渐减小，I型拉伸裂纹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早，剪切裂纹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晚；试件的破坏
形式不因预制边缘裂纹宽度不同而改变，最终以拉伸破坏为主。声发射监测中，裂纹起裂和试
件整体破坏时声发射具有阶梯状波动、能量高的特点；边缘裂纹宽度越大，第1次出现能量峰值
时间越早；I型破坏产生在线弹性阶段，大多数剪切与次生裂纹产生在峰值强度附近，其能量水
平远大于拉伸裂纹起裂点能量值。数值模拟试验过程中，随着裂纹宽度增加，裂纹起裂角度越
趋近于加载方向，裂纹数目增多，总位移由4.7 mm降低到1.07 mm，最大拉应力由58.2 MPa减小
到26.8 MPa，试件的破坏形式与力学试验相同。


关键词：脆性类岩石材料；边缘裂纹；扩展规律；声发射监测技术；FRA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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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f edge-opened cracks propagation
in rock-like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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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series of uniaxial compressive tests were carried out on rock-like brittle specimens with pre-existing
edge-opened cracks to investigate crack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using the method of uniaxial loading，AE


monitoring technique and FRACOD

simulation technolog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uniaxial compression

strength and crack initiation stress both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rack width into the specimens. B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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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 time of mode I tensile crack was more and more early，and that of shear crack was more and more lat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rack width into the specimens. The failure mode of the specimens didn't change due to the
different width of the pre-existing edge-opened cracks，and the ultimate failure modes were tensile failure. AE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ep wave and high energy when crack initiation and overall failure of the specimen. With the
increase of edge crack width，the time of the first energy peak was earlier. Most of the shear and secondary cracks
occurred near the peak strength，and their energy levels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ensile crack initiation
point. The crack initiation angle was closer to the loading direction，the number of cracks increased，the total
displacement decreased from 4.7 mm to 1.07 mm，and the maximum tensile stress decreased from 58.2 MPa to
26.8 MPa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rack width. The failure modes of the specimens in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were
the same as those in mechanical tests.
Key words：brittle rock-like materials；edge-opened crack；propagation law；AE technique；FRACOD
长壁开采工作面的尺寸相对于整个岩层是窄
小的，以采空区中线为对称线将采空区分成2部分，
将带有回采工作面的一部分可以看作边缘裂纹，实



边缘裂纹传播规律试验

1
1.1

试验设计

现将煤层回采岩层裂隙发育问题简化为实验室内

( 1 ) 试件制备

的岩石边缘裂纹扩展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

由于原岩试件制作或在原岩试件制作裂隙过

学者主要集中在二维裂纹传播规律的研究，取得了

程中产生的振动极易造成试件的破坏，而且试验离



较多的研究成果。段国勇 等以边坡破坏为背景研


散性较大，因此采用类岩石材料对裂纹传播过程进

究了岩石边缘裂纹的扩展规律；黄正红、邓守春 等

行模拟研究。

研究了单轴荷载作用下含2条边缘裂纹的水泥胶砂
试样裂纹传播规律及破坏特征；XUE 等研究了不

试 验 材 料 按 照 ：模 型 石 膏 ：硅 藻 土 ：水 ( 水 温
45 ℃ )=165 ：2：70配制，命名为GBM试样，该类岩石

同倾角的裂纹传播过程中强度与声发射的特征；

材 料 平 均 单 轴 强 度 为 24.18 MPa ，参 与 强 度 为





MANOJ Khanal 研究了裂纹宽度变化对岩石强度


及裂纹发展的影响；SHEN



研究了单轴压缩条件

下石膏试件含有的裂纹传播机制及岩桥贯通过程；
SILVA等

 

基于数值软件ABAQUS对岩石裂纹萌

生、传播进行了模拟；郭彦双
等



 

1.3 MPa，平均抗拉强度为2.82 MPa，平均弹性模量
为4 246.7 MPa，拉压比为1：8.6。其与常见脆性岩石
 

材料参数对比见表1

有表中图像所示的变化趋势。

、E GHAZVINIAN
表1

对含张开型裂纹的辉长岩试样进行单轴压缩

Table 1

试验，得到预制裂隙的破裂模式以反翼裂纹为主；


CHAU

 

、E SMITH



、ZHANG等

，脆性岩石应力-应变曲线具

GBM与常见脆性岩石参数对比

Parameters comparison between GBM and
common brittle rock

采用理论分析及
岩石材料

B

ε

大理岩

0.567 0

0.005 6

缘裂纹、倾斜裂纹的破裂特征进行了研究，由于试

花岗岩

0.541 0

0.005 7

样的材料和尺寸存在不同，实验结果也不尽相同。

红砂岩

0.530 0

0.007 1

GBM

0.511 0

0.005 8

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荷载作用下边缘裂纹扩展规



σ

律。以上学者多采用力学实验、数值模拟实验对边

应力-应变曲线趋势

"!




本文通过类岩石材料大尺寸试件，采用单轴



压缩试验和声发射监测方法对含预制边缘裂纹试
件的边缘裂纹起裂、扩展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利用

ε #$





注：B为脆性指标，取值范围0～1，值越大表示脆性程度越高。



FRACOD 断裂分析软件对边缘裂纹扩展特征进行

大 尺 寸 试 件采 用 尺 寸 为长 × 宽× 高 =100 mm×

了数值模拟，探讨了不同宽度下的边缘裂纹扩展规

100 mm×200 mm 的 长 方 体 ，裂 纹 位 于 试 件 左 侧 中

律，对我国矿山工程的岩石边缘裂纹扩展研究具有

部，长度为100 mm，宽度l为25，30，40和50 mm，角度

 

重要意义

。

为水平角，试件设计方案如图1所示。
033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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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成形，此时取出钢片并脱模；⑥ 将试件放在

5
R1 R20

DHG-9070A型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烘干5 d( 该时间

R25

99

通过长期对大尺寸模型强度石膏试件烘干总结得
到，目的在于试件前后称取质量差别控制在0.01%，

200

保证各试件之间质量相同 )，温度设为60 ℃；⑦ 最后
l

采用细砂纸打磨不平整表面至光滑，并测量试件尺

99

寸参数及质量( 称重精度为±0.01 g )。本次试验共制

100

100

( 2 ) 试验设备及控制方式
50

( a ) 试件尺寸

图1

取4组( 裂纹宽度l=25，30，40，50 mm )，12个试件。

25
30
40

试验设备主要包括试验加载系统、声发射监测

( b ) 钢片尺寸

系统和摄像机。试验加载系统采用RLJW-2000型

试验设计方案( 单位：mm )

Fig. 1

岩石伺服压力试验系统，试验采用位移控制加载，

Design schemes ( unit：mm )

加 载速率为0.003 mm/min。声发射监测装置采用

试件制作过程：① 组装完模具并将模具内部涂

MISTRAS系列PCI-2声发射监测分析系统，该系统

抹润滑油以保证试件表面光滑及容易脱模；② 将模

对材料几何形状不敏感但是对材料的性质甚为敏

具放置在ZP振动平台上减少浇筑时试件内存留气

感。试验采用SONY便携式数码摄像机捕捉表面裂

泡；③ 按照配比称取模型石膏、硅藻土、水的质量，

纹传播过程。试验主要控制与监测系统如图2所

混合模型石膏和硅藻土，拌至均匀，加水和匀；④ 将

示，试验时，加载系统、声发射系统、摄像机同一时

和好的料浆浇筑到模具中，浇筑完成后，把厚度为

间段进行，保证3者具有相同的时间参数，以便数据

3 mm的钢片插入设定位置；⑤ 8 min左右料浆表面

处理与裂纹闭合、起裂、扩展分析。

加载系统

加载装置

试件

声发射监测系统

前置放大器
摄像机

声发射探头

伺服控制系统

图2
Fig. 2

1.2

试验控制与监测系统

Control and monitoring system

行表面裂纹传播过程分析。

表面裂纹传播规律分析
边缘裂纹在加载过程中裂纹端线( 裂纹尖端点

( 1 ) 裂纹宽度l=25 mm，以试件1-1为例，其传播

形成的线 )的应力集中程度及预制裂纹尖端附近的

过程如图3所示。图3中Pef 表示深度为25 mm的预

拉应力远大于裂纹其他部分，因此，裂纹在端线起

制裂纹；A-1，A-5为I型拉伸裂纹；A-2为剪切裂纹；

裂或终点在端线，从各组试件中选取代表性试件进

A-3，A-4为次生拉伸裂纹。

033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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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峰值强度的87.8%，从预制裂纹尖端分别向下、
上两方向沿80°、45°产生次生裂纹B-2和剪切裂纹
B-3，随后２者随加载裂纹不断传播；当达到峰值强
度15.64 MPa时，在预制裂纹尖端产生次生裂纹B-4
和由上部断面起裂的拉伸裂纹B-5，试件主要以拉
伸破坏为主。
( 3 ) 裂纹宽度l=40 mm，以试件3-2为例，其传播
过程如图5所示。图中Pef表示深度为40 mm的预制
裂纹；C-1，C-2，C-4为I型拉伸裂纹；C-3为翼状拉
( a ) 12.11 MPa

图3
Fig. 3

( b ) 17.25 MPa

( c ) 18.80 MPa

伸裂纹。

试件1-1裂纹传播过程

Propagation process of specimen No. 1-1

当加载到12.11 MPa时，约为峰值强度的64.4%，
预制裂纹尖端出现“鼓包”及裂纹，从试件上部断
面产生I型破坏，起裂后快速与裂纹尖端相连形成拉
伸裂纹A-1；当加载至17.25 MPa时，约为峰值强度
的91.7%，从裂纹尖端起裂，产生与预制裂纹呈17°
的剪切裂纹A-2，同时产生次生裂纹A-3，A-4；加载
至峰值18.8 MPa时，从试件底部断面产生沿主应力
( a ) 2.81 MPa

方向的I型拉伸裂纹A-5并迅速与次生裂纹A-3连

图5

接，试件破坏。卸载后剪切裂纹A-2部分闭合，试件
Fig. 5

以拉伸破坏为主。
( 2 ) 裂纹宽度l=30 mm，以试件2-3为例，其传播

( b ) 9.20 MPa

( c ) 10.52 MPa

试件3-2裂纹传播过程

Propagation process of specimen No. 3-2

当加载至2.81 MPa时，约为峰值强度的26.7%，

过程如图4所示。图中Pef表示深度为30 mm的预制

从试件下部断面产生I型裂纹，快速与预制裂纹尖端

裂纹；B-1，B-5为I型拉伸裂纹；B-2，B-4为次生拉

相连形成拉伸裂纹C-1，传播方向由主应力方向变

伸裂纹；B-3为剪切裂纹。

成与预制裂纹呈80°；当加载至9.20 MPa时，约为峰
值强度的87.4%，自预制裂纹尖端起裂沿90°向下传
播产生拉伸裂纹C-2；加载至应力最大值时，由预制
裂纹尖端起裂产生翼裂纹C-3并沿45°传播，最后转
向加载方向，同时沿着试件下端面产生沿90°向上传
播的拉伸裂纹C-4，试件表现为拉伸破坏现象。
( 4 ) 裂纹宽度l=50 mm，以试件4-2为例，其传播
过程如图6所示。图中Pef表示深度为50 mm的预制
裂纹；D-1，D-3，D-4为I型拉伸裂纹；D-6为次生拉
伸裂纹；D-2，D-5为剪切裂纹。

( a ) 11.82 MPa

图4
Fig. 4

( b ) 13.73 MPa

( c ) 15.64 MPa

当加载至2.59 MPa时，约峰值强度的25.8%，自

试件2-3裂纹传播过程

试件上部断面起裂，裂纹迅速沿主应力方向传播形

Propagation process of specimen No. 2-3

成拉伸裂纹D-1( 在与预制裂纹尖端对接时产生水

当加载到11.82 MPa时，约为峰值强度的75.5%，

平剪切裂纹 )；当加载至8.20 MPa时，约峰值强度的

预制裂纹尖端出现掉渣现象并开始起裂，试件下部

81.8%，从预制裂纹尖端沿45°向上产生剪切裂纹D-

断面产生I型破坏，起裂后迅速沿90°向上与裂纹尖

2；当加载至峰值时，试件产生拉伸裂纹D-3和D-4、

端相接形成拉伸裂纹B-1；当加载至13.73 MPa时，

次生裂纹D-5及剪切裂纹D-6，主要呈拉伸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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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在试件破坏形式上，试件的破坏形式不因预
制边缘裂纹宽度不同发生改变，试件最终以拉伸破
坏为主，剪切裂纹只是加快了其破坏速度，但随着
预制边缘裂纹宽度增大，试件的起裂强度、单轴抗
压强度逐渐减小。

边缘裂纹传播声发射特征

2
2.1

试验设备及方法
声发射监测系统门槛值设置为40 dB，浮动门槛

( a ) 2.59 MPa

( b ) 8.20 MPa

图6
Fig. 6

( c ) 10.02 MPa

6 dB( 环境噪音小于20 dB )，平均波速2 286 m/s，6通

试件4-2裂纹传播过程

道定位。

Propagation process of specimen No. 4-2

试验前对试件进行断铅测试和材料声学特征

总结各组试件表面裂纹传播规律如下：

矩阵测试；试验过程中，探头端部、试件与垫块接触

( 1 ) 在时间上，I型拉伸裂纹在各试件的加载中

面均匀涂抹凡士林，减小断面效应及其对声发射信

出现最早，随着预制边缘裂纹宽度的增加，裂纹出

号的干扰，以保证声发射信号能够被传感器良好的

现的时间越来越早；次生拉伸裂纹、剪切裂纹出现

接收。声发射探头采用胶带固定，试验开始前对传

时间迟于I型拉伸裂纹；随着边缘裂纹宽度增加，剪

感器进行断铅耦合测试，确保各探头幅值信号在

切裂纹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晚。

90 dB以上。

( 2 ) 在传播方向上，随着预制边缘裂纹宽度增

2.2

加，I型拉伸裂纹传播方向越来越平行于加载方向，

应力/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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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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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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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
1 500
2 000
时间/s
( c ) 试件3-2(l=40 mm)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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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试件2-3(l=3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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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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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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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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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试件4-2(l=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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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试件1-1(l=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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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轴压力作用下，不同预制裂纹宽度试件的
声发射特征随荷载的变化关系如图7所示。

能量

应力/MPa

剪切裂纹越来越趋近45°。

声发射特征分析

声发射特征曲线
AE characteristic curves

由图7可知，含边缘裂纹类岩石试件在破裂过

较低，没有较大的变化，表明内部基本无裂纹产生

程中声发射特征如下：在应力无突变阶段，能量值

或者微裂纹产生；当应力值出现“阶梯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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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能量值急剧增大，表明裂纹产生并显现( 根据录

由于试样初始受压，内部原生裂纹密合，造成相互

像视频、能量值变化、时间可知观察到裂纹出现时，

间作用力增大，摩擦力随之增大，从而阻碍了原生

应力值减小，能量值急剧增大 )。在应力第1次出现

裂纹扩展和新生裂纹产生，试件完整性好，预制裂

“阶梯式”变化前，试件能量值主要在100以下，AE

纹周围没有产生新裂纹。

事件零星分布；当应力值发生第1次突变时，能量值

( 3 ) 初始拉伸裂纹阶段( 第③段 )：应力达到峰值

突变到40 000( 试件3-2为20 000 )左右，增加了400

强度64.4%时，能量出现第1次突变，裂纹开始起裂，

倍，AE事件数目增多，表面出现宏观裂缝，观测到与

试样表面出现拉伸裂纹A-1；随后应力仍近似以斜

预制裂纹尖端有关的翼裂纹或拉伸裂纹( 图3中A-

率k'=7.1×10 的直线增加，能量值伴随有突变，表明

1、图4中B-1、图5中C-1、图6中D-1 )产生。随着荷载

试件内部出现多处裂纹起裂、扩展但没有贯通。



的增大，在应力第1次突变后至第2次突变的时间段

( 4 ) 剪切裂纹阶段( 第④段 )：应力达到17.25 MPa

内，能量值在5 000左右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AE事

时，能量出现第2次突变，能量为49 753，试样表面出

件数目以相对稳定的速度增加，表明次生裂纹或内

现剪切裂纹A-2；应力以斜率k''=8.3×10 的直线增

部细小裂纹产生，其聚集成核是一个稳定的发展过

加，裂纹出现贯通造成表面显现次生裂纹，预制裂

程。当应力值出现第2次突变时，能量值再次突变

纹尖端成核，但是试样仍有一定的承载力。



到20 000～40 000，AE事件数目递增，表面出现宏观

( 5 ) 裂纹宏观破坏阶段( 第⑤段 )：当应力达到峰

裂缝，产生次生拉伸裂纹、剪切裂纹( 图3中A-3和A-

值强度时，能量出现第3次突变，预制裂纹尖端出现

4、图4中B-2和B-3、图5中C-2、图6中D-2 )。随着荷

拉伸裂纹A-5，该裂纹迅速向下部扩展，同时各裂纹

载增加到峰值强度，能量值增加到10 000左右( 试件

扩展到四周边界，开度增加，最终试件应力曲线急

2-3为40 000 )，AE事件分布开始集聚，多种类型裂纹

剧下降，整体骨架破坏。
总结其声发射特征具有如下3点：

出现。随后应力直线下降，强度无反弹现象，试件
完成破裂。声发射监测能量信号为相对能量，没有

( 1 ) 裂纹起裂和试件整体破坏时具有传播速度
快、能量高的特点，边缘裂纹宽度40，50 mm时，第1

单位。
以试件1-1通道1( 注：同一试验的声发射6个通
道完全同步 )声发射监测数据为例，结合图7( a )进行

次 出 现 能 量 峰 值 时 间 早 于 边 缘 裂 纹 宽 度 25 ，
30 mm。
( 2 ) I型破坏产生在线弹性阶段，而大多数剪切与

分段分析，试件在压缩过程中可以划分为5个阶段：
初始压密阶段、弹性阶段、初始拉伸裂纹阶段、剪切

次生裂纹产生在峰值强度附近，其能量水平远大于

裂纹阶段和裂纹宏观破坏阶段，如图8所示。

拉伸裂纹起裂点能量值。

应力/MPa

16

应力
能量

k′′
k′

12

⑤

( 3 ) 应力-应变曲线在I型破坏起裂时出现较为明

40 000

显的阶梯状波动，并对应产生能量峰值。分析其原

30 000
20 000

8

③

k
4
0

50 000

10 000

裂瞬间，试件承载能力短暂下降，在应力-应变曲线

①
0
800 1 200 1 600 2 000 2 400 2 800 3 200
时间/s

图8
Fig. 8

积聚的能量释放，导致AE信号产生峰值，I型破坏起

④

②
400

因是加载过程中，预制裂纹尖端产生应力集中，能
量积聚，当裂纹尖端K%超过材料K%&时，I型破坏起裂，

能量

20

上表现出阶梯状波动；II型裂纹起裂后，能量信号突
变式增长，此时II型裂纹起裂与试件破坏混在一起，
信号归属难以区分。

试件1-1声发射特征曲线

AE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men No. 1-1

3
( 1 ) 初始压密阶段( 第①段 )：应力曲线呈上凹
型，由于试样为人工配制均质材料，能量与计数较

3.1

边缘裂纹传播过程数值模拟
模拟方案及参数


试验采用FRACOD 对宽度l为25～50 mm的边

少。


( 2 ) 弹性阶段( 第②段 )：应力以斜率k=8×10 的

缘裂纹进行单轴加载传播过程模拟研究。设计试

直线增加，能量值较小，没有出现突变现象。这是

件尺寸100 mm×200 mm，岩石及裂纹基本力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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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定以实测参数为基准，见表2
表2
Table 2

。

3.2

数值模拟试验分析
裂纹宽度l=25 mm时，单轴加载条件下裂纹传

岩石及裂纹基本力学参数'(

Values of the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播路径如图9( a )所示，总位移如图9( b )所示，第10，

the intact rock and fractures'(

142步主应力分布分别如图9( c )，(d )所示。裂纹传播
路径与图5中类岩石试验结果相似，主要拉伸裂纹

参数

值

单位

Young’s modulus E

42.47

GPa

Poisson’s ratio v

0.22

—

纹尖端处。由主应力分布图9( c )可知，裂纹尖端受

Fracture toughness K)*

0.1

+,MPa·m

到的拉应力最大( 26.5 MPa )，拉伸裂纹A-1从预制裂

Fracture toughness K))*

2.0

+,MPa·m

纹尖端起裂，预制裂纹处产生明显卸载，最小主应

Shear stiffness K.

1 000

GPa/m

力为0，远低于试件其他部位；随着加载继续进行，

Normal stiffness K/

1 000

GPa/m

拉伸裂纹沿加载方向传播，试件破坏时，主应力分

Cohesion c

3.47

MPa

布如图9( d )所示，最大主应力为327.6 MPa，主要集中

Friction angle

30.2

(°)

A-1，A-5出现，总位移最大值为4.7 mm，位于预制裂

于裂纹结点，拉伸裂纹A-5及次生裂纹出现。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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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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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裂纹传播路径
( b ) 总位移(max=4.7 mm)
Elastic fracture
Open fracture

图9

-60

0

0
X轴/m

0.05

( c ) 第10步主应力分布
Slipping fracture

主应力/MPa

Y轴/m

0.02

3.5

主应力/MPa

A-1

0.04

总位移/mm

0.06

-140
-0.05

0
X轴/m

0.05

( d ) 第142步主应力分布
Fracture with water

裂纹宽度l=25 mm的数值模拟结果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crack width l=25 mm

裂纹宽度l=30 mm时，单轴加载条件下裂纹传播

路径、总位移、主应力分布如图10所示。

0.10

Y轴/m

B-3

0.02
0
-0.02

Pef1

-0.04
-0.06

B-1

-0.08 B-2
-0.10
-0.05

0
0.05 -0.05
0
0.05
X轴/m
X轴/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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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Fig.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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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宽度l=30 mm的数值模拟结果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crack width l=3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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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传播路径与图4中类岩石试验结果相似，

174步主应力分布分别如图11( c )，(d )所示。裂纹传

主要拉伸裂纹B-1，B-2和B-3( 图4中B-3为剪切裂

播路径与图5中类岩石试验结果相似，主要翼状拉

纹 )出现，总位移最大值位于拉伸裂纹B-3上部，为

伸 裂 纹 C-1 ，C-2 和 C-3 出 现 ，总 位 移 最 大 值

1.24 mm。加载初期，预制裂纹处主应力卸载明显，

1.05 mm。模型计算至第10步时，在预制裂纹尖端右

预制裂纹尖端下部产生明显的应力集中，最大拉应

下部出现主应力集中区，拉应力最大值20.9 MPa，产

力为33.3 MPa，拉伸裂纹B-1起裂，方向与预制裂纹

生拉伸裂纹C-1，与加载方向呈86°向下传播，如图

方向呈85°；随着加载作用力增加，最大主应力增加

11( c )所示。当计算至174步时，主应力及拉应力增

217.6 MPa，仍位于预制裂纹尖端周围，拉伸裂纹B-

大，裂纹传播的长度及条数增多，主应力集中区仍

1，B-2和B-3与预制裂纹Pef端部形成破坏核区。

位于预制裂纹尖端附近，但区域增大，拉伸裂纹在
起 裂 点 附 近 形 成 破 坏 核 区 ，拉 应 力 最 大 值 为

裂纹宽度l=40 mm时，单轴加载条件下裂纹传
播路径如图11( a )所示，总位移如图11( b )所示，第10，

30.6 MPa，如图11( d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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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ure with water

裂纹宽度l=40 mm的数值模拟结果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crack width l=40 mm

裂纹宽度l=50 mm时，单轴加载条件下裂纹传播

路径、总位移、主应力分布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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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0.05

0
0.05
X轴/m
( d ) 第152步主应力分布

Fracture with water

裂纹宽度l=50 mm的数值模拟结果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crack width l=50 mm

裂纹传播路径与图6中类岩石试验结果相似，

总位移最大值位于预制裂纹中部( D-2起裂点 )，为

主要拉伸裂纹D-1，D-3和D-4及剪切裂纹D-2出现，

1.07 mm。加载初期，预制裂纹尖端产生主应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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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但在裂纹尖端上部试件受到18.8 MPa的最大

( 3 ) 通过数值模拟试验，单轴加载条件下岩石拉

拉应力，产生拉伸裂纹起裂点，裂纹沿82°方向开始

伸裂纹起裂角为82°～86°，沿着最大主应力方向传

传播；预制裂纹处产生了应力卸载，试件主应力分

播 ；随 着 裂 纹 宽 度 增 加 ，总 位 移 由 4.7 mm 降 低 到

布形成了左部为小，右部为大的规律，这种左右不

1.07 mm，最大拉应力由58.2 MPa减小到26.8 MPa；

均形成了中部拉伸破坏产生。随着加载作用力增

数值模拟试验中裂纹传播路径与类岩石力学试验

加，最大主应力增加到152.6 MPa，位于预制裂纹尖

结果相似，随着加载强度增大，试件自上而下产生

端前部；与类岩石中不同的是剪切裂纹D-2起裂点

贯通试件的拉伸裂纹，并伴随剪切裂纹、次生裂纹

在预制裂纹的中部，但试件整体仍呈现拉伸破坏形

发育，最终表现为拉伸破坏形式。

式，最大拉应力为26.8 MPa，如图12( d )所示。

参考文献(References)：

总结数值模拟试验具有如下规律：
( 1 ) 单轴加载条件下岩石试件拉伸裂纹起裂角

[1]

behaviour of rock specimens with specific edge crack distributions

为82°～86°，随着裂纹宽度增加，起裂角度越趋近于

under triaxial loading conditions[J]. Journal of Geophysics and

加载方向，总位移由4.7 mm降低到1.07 mm，最大拉
应力由58.2 MPa减小到26.8 MPa。

Engineering，2019，16( 5 )：962-973.
[2]

( 2 ) 数值模拟试验中裂纹传播路径与类岩石试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2019，
11( 2 )：300-313.

度增加，条数增多，当试件破坏时，预制裂纹与拉伸
[3]

tests[J].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2014，47( 4 )：1183-

尖端附近，而其上部或下部受到的最大拉应力首先

1195.
[4]

成了左右不均的特征，进一步促使中部拉伸破坏产

MANOJ khanal，DEEPAK Adhikary，RAO Balusu. Effect of strata
properties and panel widths on chock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Rock

受主应力集中但并不一定是裂纹起裂点的现象；预
制裂纹处出现应力卸载现象，使试件主应力分布形

XUE L，QIN S Q，SUN Q，et al. A study on crack damage stress
thresholds of different rock types based on uniaxial compression

( 3 ) 加载初期，试件主应力集中区位于预制裂纹
达到临界值，产生拉伸裂纹，解释了预制裂纹尖端

HUANG Zhenghong，DENG Shouchun，LI Haibo，et al. Edge crack
growth of mortar plate specimens under uniaxial loading tests[J].

验结果相似；随着加载强度的增大，裂纹的扩展长
裂纹在起裂点附近形成破坏核区。

DUAN Guoyong，LI Jianlin，ZHANG Jingyu，et al. The mechanical

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2011，3( S1 )：407-415.
[5]

SHEN B，SHI J，RINNE M，et al. Two-dimensional displacement
discontinuity

method

for

transversely

isotropic

materials[J].

生；加载末期，主应力集中区位置没有改变但是其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 Mining Sciences，2016，

面积和最大主应力值及最大拉应力值都增大，试件

83( 2 )：218-230.

自上而下产生贯通试件的拉伸裂纹，并伴随剪切、

[6]

SHEN B，STEPHANSSON O，RINNE M，et al. A fracture propagation
code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nuclear waste disposal[J]. International

次生裂纹发育，形成宏观破坏面，导致试件破坏。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s，2004，41( S1 )：472-

4

结

477.

论
[7]

( 1 ) 随着预制裂纹宽度的增加，起裂强度和平均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2013，46( 1 )：135-151.

单轴抗压强度逐渐减小，I型拉伸裂纹在各试件的加
载中裂纹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早，剪切裂纹出现时间

[8]

SHEN B，SIREN T，RINNE M. Modelling fracture propagation in
anisotropic rock mass[J].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

越来越晚。试件加载中，预制裂纹尖端出现“掉
渣”或“鼓皮”现象，产生拉伸裂纹；随着荷载增

SHEN B，KIM H M，PARK E S，et al. Multi-region boundary element
analysis for coupled thermal-fracturing processes in geomaterials[J].

2015，48( 3 )：1067-1081.
[9]

加，次生裂纹及剪切裂纹产生，最终表现以预制裂

SHEN B，STEPHANSSON O，RINNE M，et al. FRACOD modeling of
rock fracturing and permeability change in excavation-damaged
zon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mechanics，2011，11( 4 )：302-

纹尖端为连接点的拉伸破坏形式。
( 2 ) 通过声发射监测可知，试件产生应力波动伴
随AE能量水平的突变点出现，随着边缘裂纹宽度增

313.
[10] BRUNO Gonçalves da Silva，EINSTEIN H H. Modeling of crack
initiation ，propagation and coalescence in rocks[J]. International

加，能量跳跃式变化出现时间点提前；剪切裂纹与
次生裂纹产生时的能量水平总和远大于拉伸裂纹

Journal of Fracture，2013，182( 2 )：167-186.
[11] 郭彦双，黄凯珠，朱维申. 辉长岩中张开型表面裂隙破裂模式研究
[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7，26( 3 )：525-531.

起裂点能量值。
033035-9

张保良等：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No. 3( 2020 )：033035
GUO Yanshuang，HUANG Kaizhu, ZHU Weishen. Study on fracture

under transient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conditions[J]. International

pattern of open surface-flaw in gab bro[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Journal of Solids & Structures，2015，52( S69-70 )：11-22.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07，26( 3 )：525-531.

[17] 康红普，徐刚，王彪谋，等. 我国煤炭开采与岩层控制技术发展40a

[12] 郭彦双，林春金，朱维申，等. 三维裂隙组扩展及贯通过程的试验

及展望[J]. 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2019，1( 1 )：013501.

研究[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8，27( S1 )：3191-3195.

KANG Hongpu ，XU Gang ，WANG Biaomou ，et al. Forty years

GUO Yanshuang，LIN Chunjin，ZHU Weishen，et al.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underground coal mining and strata

research on propagation and coalescence process of three-dimensional

control technolog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flaw-sets[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Engineering，2019，1( 1 )：013501.

2008，27( S1 )：3191-3195.

[18] 高富强. 数值模拟在地下煤矿开采岩石力学问题中的应用[J]. 采

[13] GHAZVINIAN E ，DIEDERICHS M S ，LABRIE D ，et al. An

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2019，1( 1 )：013004.

investigation on the fabric type dependency of the crack damage

GAO Fuqiang. Use of numerical modeling for analyzing rock mechanic

thresholds in brittle rocks[J]. Geotechnical and Geological Engineer-

problems in underground coal mine practices[J]. Journal of Mining

ing，2015，33( 6 )：1409-1429.

and Strata Control Engineering，2019，1( 1 )：013004.

[14] CHAU K T，SHAO J F. Subcritical crack growth of edge and center

[19] 周辉，孟凡震，张传庆，等. 基于应力-应变曲线的岩石脆性特征定

cracks in façade rock panels subject to periodic surface temperature

量评价方法[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14，33( 6 )：1114-1122.

varia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 Structures，2006，

ZHOU Hui，MENG Fanzhen，ZHANG Chuanqing，et al. Quantitative

43( 3-4 )：807-827.

evaluation of rock brittleness based on stress-strain curve[J]. Chinese

[15] SMITH E. Propagation and arrest of an edge crack in a semi-infinite
soli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1981，17( 6 )：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14，33( 6 )：1114-1122.
[20] SHEN B，STEPHANSSON O，RINNE M. Modelling rock fracturing
processes[M]. Springer，2014.

631-637.
[16] ZHANG X，JEFFREY R G，WU B. Mechanics of edge crack growth

033035-10

第 2 卷第 3 期

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

No. 3

2020 年 8 月

JOURNAL OF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ENGINEERING

Aug.

2020

柴敬，欧阳一博，张丁丁，等. 采场覆岩变形分布式光纤监测岩体-光纤耦合性分析[J]. 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2020，2( 3 )：
033038.
CHAI Jing，OUYANG Yibo，ZHANG Dingding，et al.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mechanical coupling between rock and optical fiber for
distributed sensing of overlying strata deformation[J]. Journal of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Engineering，2020，2( 3 )：033038.

采场覆岩变形分布式光纤监测岩体-光纤耦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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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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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敬 ，欧阳一博 ，张丁丁 ，雷武林
( 1. 西安科技大学 能源学院，陕西 西安

摘

710 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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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 054 )

要：岩体与光纤之间的耦合性是决定分布式光纤感测岩体变形准确性的关键因素。通过

岩层变形光纤响应特性的力学分析，结合运动学方法，提出了光纤-岩体的耦合性判据，并建立
了岩层变形光纤监测模型。通过水平埋设在物理相似模型内部的传感光纤，监测不同开挖状
态下关键层的结构性变形，并借助数字图像相关技术( DIC )对关键层挠度分布进行实时跟踪监
测，综合分析覆岩变形特征及演化规律，并将2者监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当岩层变
形较小时，岩体-光纤耦合性系数在0.9～1.0内，光纤应变计算的岩层挠度与DIC测量的实际岩
层挠度基本一致，最大相对误差为8.9%；当岩层变形较大时，岩体-光纤耦合性系数呈断层式直
线下降，直至岩层发生破断，裂缝处岩体-光纤发生脱离，光纤-岩体接触度与光纤-岩层耦合系
数k值均为0；通过光纤监测数据反演，获得采动覆岩的变形范围及特征，从而反映出光纤沿线
岩层移动变形的位置及程度。研究成果为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应用于模型及现场覆岩变形监
测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覆岩变形；分布式光纤；耦合性；模型试验
中图分类号：T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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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mechanical coupling between rock and optical fiber
for distributed sensing of overlying strata deformation
CHAI Jing ，OUYANG Yibo ，ZHANG Dingding ，LEI Wulin
 



 



( 1. College of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 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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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 054，China )

Abstract：The mechanical coupling between rock and fiber is the key factor to determine the accuracy of rock
deformation sensing by distributed fiber. Based on the mechanical analysis of the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fiber
deformation in rock strata and the method of kinematics，the coupling criterion between fiber and rock strata is put
forward，and the monitoring model of fiber deformation in rock strata is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sensor fiber
embedded in the physical similarity model horizontally，the structural deformation of key layers under different
excavation conditions is monitored，and the deflection distribution of key layers is tracked and monitored in real time
with the help of digital image related technology. The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rules of overlying
rocks are analyzed comprehensively，and the monitoring results of the two are compared and evaluated.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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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that when the rock deformation is relatively small，the rock-fiber coupling coefficient is within the range of
0.9～1.0，and the rock deflection calculated by fiber strai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rock deflection measured by
DIC，with the maximum relative error of 8.9%. When the rock deformation is large，the rock-fiber coupling coefficient
drops linearly in a fault-type manner，until the rock fracture occurs and the rock-fiber is detached at the crack，and
both the fiber-rock contact degree and the fiber-rock coupling coefficient k-value are 0. However，the strain curve
measured by the horizontal optical fiber can be used to invert the deformation rang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ining
overburden，reflecting the location and size of strata movement deformation along the fiber，as well as the size of
strata affected by min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distributed
optical fiber sensing technology in the model and the field overburden deformation monitoring.
Key words：overlying strata deformation；distributed fiber optical；coupling；model test
煤矿采动引起的覆岩运移演化规律是研究矿
山压力，确保煤矿安全生产的关键核心



。采矿覆

岩运动注重的是岩层变形、破坏和垮落等运动过程

其渐进性破坏过程，随后研究了钻孔回填料与光缆
之间的耦合性，进一步针对地面沉降分布式光纤监
测的土-缆耦合性定义及评价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中的应力-应变规律，然而传统监测方法( 钻孔成像

与土体变形不同，开采过程中覆岩产生变形由

法、电阻率法、微地震法、超声波法、钻孔应力计法

微裂隙发育扩展形成宏观裂隙，不同岩层的力学性

等 )均难以同时满足分布式、长距离、高精度、实时

能差异导致岩层变形具有梁式或板式结构性特征，

在线的监测要求

发生压缩、断裂和错动甚至铰接、回转等现象。对



。

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 Distributed Optical Fiber

于覆岩运移这种复杂的物理力学过程，光纤-岩体

Sensing，DOFS )是一种借助于光纳仪，利用光纤作为

之间的耦合关系，是通过光纤监测应变解读反演覆

传感元件，以光为载体，通过感测外力或温度获得

岩变形及应力分布的决定性因素，但目前鲜有相关

光纤沿线应变信息的新型监测技术。分布式光纤

报道。为此，本文通过水平埋设在物理相似模型内

传感技术由于其能长距离感测传输、抗电磁干扰、

部的传感光纤，监测不同开挖状态下关键层的结构

分辨率高等优点可实现对矿山压力驱动下采场上

性变形，并借助数字图像相关技术( Digital Image

覆 岩 层 变 形 、破 坏 时 空 演 化 动 态 过 程 的 实 时 监

Correlation，DIC )对关键层挠度分布进行实时跟踪监

测

测，综合分析覆岩变形特征及演化规律，并将2者的







。在应用分布式光纤监测覆岩变形过程中，

光纤监测数据与岩体真实变化是否匹配，传感光纤

监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了表征光纤与岩体耦

与被测煤岩体之间耦合性能的不确定性是决定光

合性的新参数，论证了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监测覆

纤感测岩体变形准确性的关键因素。

岩变形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成果可为分布式光

ITEN



通过拉拔试验对光纤与土体界面力学

特性进行了定量研究，并使用“微锚”结构增加光
纤与土体的耦合性；管振德



等对光纤与土体的协

调变形进行了力学分析，认为光纤变形是光纤外套
与土层的摩擦力作用的结果；佘骏宽



通过建立三

纤传感技术应用于模型及现场覆岩变形监测提供
参考。

1
1.1

段式拉拔模型揭示了不同上覆压力下光纤-砂土界
面应力传递规律；张丁丁

岩层变形光纤监测模型
岩层变形的光纤响应特性
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监测岩层变形的基本原

等通过分析光纤光栅应

理是：随着开采范围的增大，上覆岩层将发生一定

变与松散层应变的传递性能，建立了钻孔植入光纤

变形，岩层中的埋入式传感光纤也随之发生轴向拉

光栅传感器的松散层应变传递计算模型；李博

等

伸，进而感知岩层内部应变分布情况。通过对传感

设计了土体三点弯曲试验，并借助摄影测量技术对

光纤沿线应变的时空演化分析，可获取采动覆岩运

光纤土体变形耦合性能进行研究，提出了采用应变

移规律与破坏过程，揭示了不同开挖状态的覆岩破

传递系数衡量光纤与土体之间的耦合性能；张诚成

坏形态。

 







等研究了环境变化对光纤-土体界面的影响及
033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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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N

成一定的力学结构，可将其简化为简支梁、悬臂梁
或固支梁等梁式结构进行稳定性分析

 

。为了便

于力学分析，同时对岩体-光纤的力学结构作如下

(2)

式中，σN 为上覆岩体对光纤径向应力；μ为光纤-岩
体界面的摩擦因数。

假设：① 上覆岩层载荷均匀分布，是均匀的、各向同

若光纤-岩体界面的剪应力τ小于光纤-岩体界

性的弹性体；② 纤芯与包层的力学特性相同，忽略

面摩擦力f，则表明光纤-岩体的耦合性较好，反之则

纤芯与包层间的滑移；③ 光纤-岩层变形各向同

产生滑移，此时监测数据的可靠性无法保证。
图1为不同阶段岩层变形光纤监测模型，图中

性。
岩体与光纤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以下力学分

蓝线代表光纤初始埋设位置，红线代表岩层变形后

析来说明。取长度为dx的光纤体微元，此时光纤-

的光纤形态。如图1( a )所示，当岩层发生较小变形

岩体界面的剪应力τ可表示为

时，岩层内光纤随着岩层协调变形产生弯曲，可将



D d
4 dx

(1)

式中，D为光纤直径；σ为光纤所受轴向应力。

纤主要受到上覆岩层施加在光纤上的连续均布荷
载，根据材料力学，即可获得呈简支梁结构岩层的

光纤-岩体界面摩擦力f可表示为

初始光纤

岩层变形构成的力学结构视为简支梁结构，此时光

弯矩图，进而得到光纤的应力分布。

变形光纤

θ

σ

X

τ
σ

r

σ

L

M

τ

L



( a ) 岩层弯曲
水平裂隙

初始光纤

变形光纤
σ

X

τ
σ

τσ

τσ

σ
τ
M
( b ) 岩层破断

图1
Fig. 1

岩层变形光纤监测模型

Monitor structure of rock layer-optical fiber

图1( b )为岩层破断阶段光纤监测模型，当岩层

抗拉强度较小的光纤或在光纤-岩体黏结力较强的

发生较大变形时，岩层中出现纵向裂隙，裂隙处光

情况下，可能在光纤达到其极限抗拉强度之前就发

纤裸露与岩层发生脱离，裂隙张开对光纤产生张拉

生断裂。另一方面，光纤受裂缝影响，发生应变突

力τσ ，导致应力突变。而采空区上部破断垮落后岩

增，致使光纤应变梯度异常高，影响耦合性能判

层内的光纤仅受少量残余拉应力及岩体自重。岩

断。

层弯曲作用下光纤上的弯矩分布呈碗状，而存在水

因此笔者通过运动学方法对光纤-岩体结构进

平张拉裂隙时，分布在光纤上的拉应力将在裂隙产

行几何分析，使用分布式光纤测量应变计算岩层弯

生的对应位置产生应力突变。

曲挠度，并与岩层实际挠度进行对比，进行光纤-岩

光纤-岩体的耦合性判据

体耦合性定量评价。如图1( a )所示，首先，假设岩层

一般情况下，可通过拉拔试验得到埋入式光纤

以最大挠度位置处为中心，两侧对称；然后将岩层

的最大拉拔力，进而求出峰值抗剪强度，通过光纤

弯曲段内部光纤形态视作圆弧；最后采用圆弧模型

。但是一方面，对于

对光纤变形形态构建几何关系进行定量描述，表达

1.2

应变梯度判断光纤是否滑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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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

触度，其值为0～1，0表示光纤与岩体脱离，1表示光

Ld  x 

r  x    2

(3)
 L  x


r
x

sin


 2

 s  x   r  x   1  cos 
式中，θ和r( x )分别为圆弧的弧度和半径；L ( x )为光纤

纤与岩体紧密接触。如图2所示，在岩体发生较小



变形后的长度；L( x )为光纤的初始长度；s( x )为岩层
弯曲挠度。

变形时，岩层处于弯曲阶段，光纤-岩体接触度趋于
1，光纤-岩体耦合性良好，光纤-岩层耦合系数 k 值
接近于1；随着岩体发生较大变形，岩层处于破断阶
段，在岩层破断产生的水平裂缝处光纤与岩层相互
脱离，光纤-岩体接触度与光纤-岩层耦合系数 k 值
均为0，而裂缝附近岩层随着变形的继续增大，光
纤-岩层耦合系数k值呈断层式下降。

L ( x )由光纤各采样点应变求得，表达式为


1.0

N

 Ld  x   L  x    l i
i 1
(4)

L
x


N 

l
式中，l为光纳仪设置的空间采样间隔；εi为各采样点

光纤-岩体耦合系数

岩体较小变形

应变；N为采样点数量。

0.8
0.6
0.4

影响，对于非均匀应变的监测，光纤应变分布范围
Fig. 2

的分布特征，将应变凸峰范围长度减去一倍空间分


0.8

图2

总大于光纤初始长度L( x )，因此一般根据应变曲线


岩体破断
或垮落

0.2
0
1.0

受光纤-岩体受力特性及光纳仪空间分辨率的

辨率所对应的长度即为L( x )

岩体较大变形

0.6
0.4
光纤-岩体接触度

0.2

0

光纤-岩体耦合系数

Optical fiber-rock mass coupling coefficient

不同于土体变形，上覆岩层变形过程的结构性

。

为了表征岩体应变与光纤实测应变之间的关

变化导致光纤处于复杂的应力状态，光纤-岩层之

系，引入光纤-岩体耦合系数 k ，用于描述光纤与岩

间的耦合性随着岩层变形阶段的不同而不同，且岩

体之间的接触程度，即光纤-岩体耦合性能。通过

层变形不同阶段中岩层不同位置光纤的耦合性也

圆弧模型，使用分布式光纤测量应变计算岩层弯曲

不相同，总体来讲，光纤-岩层耦合性具有时空效

挠度，并与岩层实际挠度进行对比，其表达式为
sg  sy
k 1
(5)
sy

应。

式中，s 为光纤实测应变，可由式( 3 )求得；s 为岩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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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模型试验

2.1

际挠度。

模型概况
试验以某矿工作面地质条件为研究背景，选用

光纤-岩体耦合系数 k ，其值为0～1，0表示光
纤-岩体解耦，1表示光纤-岩体耦合。

3 m 平 面 应 力 模 型 架 ，搭 建 了 尺 寸 为 3 000 mm×
200 mm×1 200 mm( 长×宽×高 )的相似模型，其所用

光纤-岩体的耦合性表征

相似材料主要为河砂、粉煤灰、石膏、大白粉。模型

光纤-岩体的耦合性具有以下特点：① 传感光

几何相似比为1：150，应力相似比为1：234。模型两

纤水平埋设于岩层中，其与岩层变形间的耦合性未

侧均留设30 cm的边界煤柱，模拟工作面开挖步距为

知；② 岩层变形不均匀且变形范围大，多呈结构性

3 cm，累计开挖77次，共推进231 cm。

变形，当其变形量较大时，可能导致光纤与周围岩

2.2

1.3

监测系统的布置

体发生滑移；③ 光纤-岩体变形具有时空效应，未发

模型共布置有2种试验监测系统，分别为分布

生滑移区域内光纤的监测数据依旧可信；④ 光纤与

式光纤监测系统和DIC监测系统，并辅以全站仪进

岩层的耦合性能，一方面受光纤本身的材料特性及

行同步测量。各测量系统均在每次开挖结束，岩层

封装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岩体与封装结构之间

稳定后采集数据。

相互作用的影响。

2.2.1

将光纤与岩体的接触程度定义为光纤-岩体接
033038-4

分布式光纤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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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所示，在相似材料铺设前，将光纤固定于关键层

小于5%；埋设光纤直径大于2 000 μm时，位移变化

位置，在光纤两端施加一定的预应力使光纤处于绷

误差大于5%。相似材料与光纤弹性模量相差2个数

直状态。为准确获取岩层内部变形信息，将NBX-

量 级以内岩层位移变化误差小于8%，反之，误差大

6055光纳仪的参数进行设置，其中空间分辨率为

于8%。本试验选择2 000 μm直径单模紧套光纤，此

5 cm，采样间隔为1 cm，平均化次数为2×10 。前期

时光纤对岩层变形的影响较小，模型预埋光纤的

基础试验研究表明

，埋设光纤的模型与无光纤

岩层变形与无光纤的岩层变形基本一致。试验选

的模型岩层变形相比，埋设不同直径和弹性模量

用莱卡TS02型光学全站仪，在光纤铺设位置岩层

的光纤将使模型岩层变形产生不同程度的误差。

表面布置横向测线，共25个测点，测点间距均为

埋设光纤直径小于2 000 μm时，岩层位移变化误差

10 cm。





计算机

DIC测量系统

1 200 mm

黄土

沙质泥岩
光纤

粉砂岩

细粒砂岩
中粒砂岩
3 000 mm

NBX-6055光纳仪

图3
Fig. 3

监测系统布置

Monitoring system layout

设计光纤拉伸标定试验，在高精度位移拉伸平

DIC 监测系统

2.2.2

采用GOM-ARAMIS作为DIC测量系统，由2个

台上进行应变系数标定。光纤的初始长度为

CCD工业相机采集，分辨率为2 648像素×2 448像

1 200 mm，依次按1 mm的步距递增，每次拉伸完成

素。由于相似材料的表面纹理不佳，需要人工预制

后对光纤的布里渊频移值进行测试。图4为光纤理

散斑，实际预制散斑的大小根据实际成像的放大倍

论应变与布里渊频移值的关系曲线。由式( 6 )可计

率 来 决 定 ，由 于 本 次 试 验 测 试 系 统 放 大 倍 率 为

算出光纤应变灵敏度系数为0.048 MHz/με。根据此

1.8 pixel/mm，于是此次试验实际预制散斑的大小控

系数，可将传感光纤检测到的布里渊频移值转化为

制在3 mm左右。采用墨水在模型表面绘制圆形散

应变值。
350

40%左右。本次试验通过双参数阈值法确定子区大

300

布里渊频移/MHz

斑，散斑大小相对均匀且各向同性，散斑覆盖率在
小为20像素，子区间距为5像素的计算参数对所采
集图像进行分析计算



3

。

测试系统精度

250
200
150
100
50

3.1

光纤应变系数标定

0

由于生产材料及工艺等因素影响，在光纤使用

图4

前，需先对光纤进行标定，求得光纤的应变灵敏度
系数C



Fig. 4

，单位为MHz/με，可表示为
C

v( )  v( 0 )
  0

(6)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5 000 6 000 7 000
光纤理论应变με

3.2

传感光纤应变系数标定

Calibration of strain coefficient of sensing optical fiber

光纤测试系统精度
埋入式传感光纤铺设完成后，需要对光纤的存

式中，v(ε )为拉伸前的传感光纤测得的布里渊频移

活情况以及测试结果可靠性进行检测。在模型开

值；v( ε )为拉伸后的布里渊频移值；ε 为拉伸前的光

挖之前，对埋入模型内部的光纤重复测量5次，验证

纤应变；ε为拉伸后的光纤应变。

光纤测试系统的系统误差。图5为以光纳仪第1次
033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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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中心应变为基准值，将后4次测量结果与第1次

其位移标准偏差为0.008 mm。DIC测量结果可反应

作差得到的因系统误差引起的应变变化。

岩层表面的真实变形。

300

100
上限: +20με
0
下限: -20με
边界煤柱
50

图5
Fig. 5

250

300

10

全站仪
DIC

边界煤柱
100

模型长度/cm
150
200

15

-100
-200
0

100

5

下沉量/mm

光纤应变με

200

50

0

第1次测量
第2次测量
第3次测量
第4次测量
第5次测量

150
200
模型长度/cm

250

20

300

图6
Fig. 6

分布式光纤精度测试

全站仪与DIC测量结果对比

Comparison of measurement results between
total station and DIC

Accuracy test of distributed optic fiber

4

可以发现，5次测试结果基本一致，表明光纤测
试系统光纤传感器存活良好，设备工作性能稳定，

试验结果与分析
岩层弯曲阶段

4.1

系统误差较小。除个别数据异常点外，因系统稳定

图7( a )为工作面推进过程中，布置在关键层中

性引起的测量应变误差在±20με以内。

的光纤监测结果以及沿光纤埋设位置布设的DIC测

DIC 测试系统精度

线应变结果。图7中阴影矩形框为3.2节中求得光纤

为了评价DIC测试系统精度，选取第77次开挖

系统测量误差，应变曲线落于该区域认为是无效数

时全站仪测线数据进行对比验证。由于DIC测量幅

据。图7中左右两侧黑色部分为30 cm的边界煤柱。

面限制，仅对比全站仪22个测点数据。由图6可知，

由于测量原理及对象不一致，导致DIC测量应变值

DIC与全站仪测量获取的岩层下沉移动整体变化趋

与光纤监D测应变值不在同一数量级，但是光纤应

势一致，同一时刻下沉值的相对偏差最大为7.1%，

变分布特征与DIC应变分布特征几乎一致。

15
推进66 cm时光纤应变
推进69 cm时光纤应变
推进72 cm时光纤应变
推进66 cm时DIC应变
推进69 cm时DIC应变
推进72 cm时DIC应变

光纤应变με

500

10

250

5

0

0
边界煤柱

-250

0

50

8

4

2

边界煤柱
100

150
200
模型长度/cm
( a ) 应变对比

250

图7
Fig. 7

推进66 cm时光纤位移
推进69 cm时光纤位移
推进72 cm时光纤位移
推进66 cm时DIC位移
推进69 cm时DIC位移
推进72 cm时DIC位移

6

位移/mm

750

DIC应变/%

3.3

-5
300

边
界
煤
柱

0

边界煤柱
50

100

150
200
模型长度/cm
( b ) 位移对比

250

300

光纤与DIC监测结果对比

Comparison chart of monitoring results between optical fiber and DIC

当工作面推进至66 cm时，关键层附近围岩中应

大离层裂隙，光纤应变峰值突增至216με，对应的

力重新分布，岩层内弹性变形能逐渐积聚，岩层内

DIC应变峰值突增至14.4%。随着推进距离的增加，

部光纤受到拉应力的作用，产生正应变，出现微小

离层裂隙不断发育，光纤应变曲线和DIC应变曲线

凸峰，光纤应变峰值达到138με，DIC应变峰值达到

中的峰值均呈增大趋势。由于关键层发生较大变

6.3%。当工作面推进至72 cm时，关键层由于受到

形，此时光纤应变曲线峰值和DIC应变曲线峰值均

拉伸作用，发生较大法向位移，其上方位置产生较

发生突增。在工作面推进66～72 cm时，光纤应变峰

033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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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位置与DIC应变曲线中应变峰值位置基本一致，

力方向垂直，且沿着最大拉应力正交迹线扩展。因

变化趋势也大致相同。

此，破断线位置处的岩体内光纤受到张拉裂隙的影

使用1.2节中运动学方法，求取工作面推进66～

响发生应变突增，光纤应变达到峰值。而已破断垮

72 cm时岩层弯曲挠度，并与DIC测量的实际岩层挠

落的岩体内光纤仅受到少量残余拉应力及垮落岩

度进行对比，评估光纤-岩层的耦合性能。图7( b )为

块自身重力，该区域内光纤测试曲线比较平缓。

通过光纤应变计算的岩层挠度与DIC测量的实际岩

对应的DIC应变测试曲线呈现相同的应变分布特

层挠度对比，其中横坐标对应模型长度，纵坐标为

征。
如图8所示，随着关键层的破断垮落，在距煤壁

岩层挠度变化。
在工作面推进66～69 cm时，光纤应变计算的岩

采空区方向20 cm位置处岩层产生水平张拉裂隙，形

层挠度与DIC测量的实际岩层挠度基本一致，最大

成了一条向上发育的破断线，与采空区一侧的岩层

相对误差为8.9%，此时对应的k值为0.91，表明光纤-

发育的破断线，形成八字型分布。反映到光纤监测

岩体耦合良好。而当工作面推进至72 cm时，光纤应

应变曲线上即为存在2个应变峰值。两凸峰峰值间

变计算的岩层挠度与DIC测量的实际岩层挠度相差

距即为垮落影响宽度。岩层垮落影响宽度随着工

甚远。对应关键层最大挠度处，光纤应变计算的岩

作面推进不断增大，而应变峰值间距也在不断增

层挠度与DIC测量的实际岩层挠度最大相对误差为

大。证明水平光纤测试的应变峰值间距是覆岩垮

63.9%，此时对应的k 值约为0.36，表明光纤-岩层的

落影响宽度的表现，双峰位置是岩层垮落破断线的

耦合性能较差。

直接表征。虽然岩层破断后，光纤与岩体耦合性较

岩层破断阶段

差，光纤监测应变并不等于岩层实际应变，但是可

主关键层发生破断是岩层受到拉伸破坏的结

以通过对光纤监测结果的反演，获得采动覆岩的破

果，当岩层某位置处拉应力达到岩体本身抗拉强度

断程度及范围，从而反映出光纤沿线岩层移动变形

极限时，裂缝于该部位起裂，起裂方向与最大拉应

的位置及程度。

4.2

推进156 cm时光纤应变
推进156 cm时DIC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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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为工作面推进过程中，布置在关键层中的

层将继续破断垮落。应变左峰大小随着工作面推

光纤监测结果以及沿光纤埋设位置布设的DIC测线

进而不断发生变化，在推进105～123 cm时峰值持续

应变监测结果。光纤和DIC应变变化曲线均呈两头

增大，推进123～165 cm时峰值持续减小，推进195～

凸起，中间下凹的“马鞍”型。随着工作面的推

231 cm时峰值趋于稳定，其变化表明该峰值位置岩

进，应变曲线左峰位置基本保持不变，右峰位置逐

层的破断程度在发生变化，而左峰位置始终保持在

渐右移，且右峰峰值大小总体呈升高趋势，光纤应

模型长度45 cm左右。右峰峰值不断右移反映了关

变曲线分布特征与文献[24]基本一致。

键层破断的位置，峰值大小总体呈增大趋势，反映

从岩层垮落形态上看，模型左侧( 采空区一侧 )

了岩层破断的程度。

的岩层率先破断，垮落形态随时间逐渐稳定；模型

在距煤壁向采空区方向10～30 cm位置处岩层

右侧(工作面一侧)的岩层滞后破断，随时间推移岩

产生水平张拉裂隙，使埋设在岩层内部的传感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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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ves of optical fiber and DIC

受到水平方向的拉应力作用，裂缝位置处的光纤应
变达到峰值，而采空区一侧破断岩层和工作面一侧

5

结

论

未破断岩层均存在应变分布，这表明光纤随岩层垮

( 1 ) 提出了光纤-岩体耦合性系数，形成岩层变

落而处于拉伸变形状态，使裂缝附近岩层内光纤受

形光纤监测数据有效性的评价方法。通过运动学

到不同程度的拉伸。但是靠近采空区一侧光纤应

方法对光纤-岩体结构进行几何分析，使用光纤测

变曲线相比于工作面一侧未破断岩层分布范围大，

量应变值计算岩层弯曲挠度，并与DIC测得岩层实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未破断岩层区

际挠度进行对比，进行光纤-岩体耦合性定量评

域受采动影响较小，光纤-岩体耦合性较好，岩体对

价。

光纤起到很好的“固化”作用；另一方面是靠近采

( 2 ) 当岩层变形较小时，岩体-光纤耦合性系数k

空区一侧岩体内光纤受到残余应力和岩体自重的

在0.9～1.0内，光纤测得应变即为岩层应变。当岩

叠加影响。光纤应变曲线右侧峰值范围始终滞后

层变形较大时，岩体与光纤耦合系数骤降；当岩层

于工作面的推进长度，处于采空区范围内。

发生破断垮落时，裂隙处光纤与岩体脱落，岩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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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解耦，岩体与光纤耦合系数k=0；靠近采空区一

征光纤监测研究[J]. 工程地质学报，2019，27( 2 )：260-266.

侧岩体内光纤耦合性相比于工作面一侧未破断岩

ZHANG Pingsong，ZHANG Dan，SUN Binyang，et al. Optical fiber
monitoring technology for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 of rock stratum

层内光纤耦合性较差。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in space of mining field[J]. Journal of

( 3 ) 虽然岩层破断后，光纤与岩体耦合性较差，
但是可以通过对光纤监测结果的反演，获得采动覆

Engineering Geology，2019，27( 2 )：260-266.
[9]

柴敬，薛子武，郭瑞，等. 采场覆岩垮落形态与演化的分布式光纤

岩的破断程度及范围，从而反映出光纤沿线岩层移

检测试验研究[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8，47( 6 )：1185-1192.

动变形的位置及程度。

CHAI Jing ，XUE Ziwu ，GUO Rui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f
overlying mine strata collapse and its evolution by a distributed op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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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支护能力的分析与评价方法 
任艳芳
( 1. 中煤科工开采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京

1,2,3

100013；2.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采设计事业部，北京

100013；3.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 开采研究分院，北

100013 )

摘

要：液压支架适应性分析是评价液压支架设计选型和现场生产管理操作是否科学合理的

重要研究内容，目前现场人员在分析与评价支架适应性的问题时考虑现场生产操作管理因素
较少，导致对支架支护能力认识存在一定不足。基于多起现场切顶压架事故调查研究成果，提
出评价液压支架适应性的有效支护能力概念及相应的分析与定性评价方法，提出支架有效支
护能力评价涵盖的支架有效支护强度、有效初撑力和有效让压能力等3项子指标的计算方法及
评判标准，并以神东榆家梁煤矿44305工作面支架的实际应用工况为实例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结果表明：支架有效支护能力能够定性反映现场生产操作管理对液压支架适应性的影响，可作
为客观评价液压支架适应性，指导支架设计选型与现场操作管理的有效指标。
关键词：有效支护能力；支架适应性；有效初撑力；有效让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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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evaluation method for supporting ability of
supports in coalmine working face


REN Yanfang

( 1. CCTEG Coal Mining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100013，China；2. Coal Mining & Design Branch，Tiand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Beijing 100013，
China；3. Coal Mining Branch，China Coal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100013，China )

Abstract：The adaptability analysis of hydraulic supports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design and selection of hydraulic supports and the on-site production management operations a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Factors of on-site production operation management were barely considered by mining engineers
when performing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adaptability of hydraulic supports，leading to a certain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support capacity. In this paper，a few cases of hydraulic support failure were presented，based
on which the concept of effective support ability to evaluate the adaptability of hydraulic support and the
corresponding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evaluation were proposed. Besides，the calculation methods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of three sub-indicators，the effective support strength，effective initial support force，and effective yielding
capacity，which are covered by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 support capacity of the hydraulic supports，are proposed.
Using the proposed evaluation method，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condition of support in the 44305 working fa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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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liang Coal Mine Shendong Company were evalu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effective supporting ability can
qualitatively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field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o the adaptability of hydraulic support，and it is
an effective index of objective evaluation on the adaptability of hydraulic support and scientific guiding for designing
and selection of support and field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Key words：effective supporting ability of support；adaptability of support；effective setting load；effective yield
ability to pressure of support
工作面液压支架是确保井下工作面回采时围

济适用”的设计与选型原则



。“支架-围岩”

岩结构稳定，实现煤炭资源安全开采的关键设备。

相互作用关系的核心研究内容是液压支架与围岩

科学合理的液压支架设计选型是决定工作面设备

形成良好的稳定支撑结构以保护工作面回采空间

选型配套成败的重要环节



。笔者曾对国内多个

安全。安全的工作面回采空间并不仅在于支架能

切顶压架工作面进行现场调查，发现虽然很多工作

够为“支架-围岩”支护系统提供的支撑力，还取

面的压架原因最终都与支架支护强度不足有关( 图

决于支架综合支护水平的高低

1 )，后续的改进措施就是提高支架支护强度，但实质

合理评价支架与工作面围岩适应性时，不能单单分

上许多压架工作面支架的支护强度并不低，而是由

析液压支架结构与力学参数，也要综合考虑工作面

于现场对液压支架支护能力的认识及对支架适应

现场生产与管理因素

性的分析评价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忽略了现场生产

工作面生产管理要素，提出利用液压支架有效支护

与管理因素，只关注支架本身( 多数情况下只关注支

能力指标评价支架适应性，为工作面液压支架科学

架工作阻力 )，最终导致液压支架支护强度出现不必

设计与合理选型提供了参考。为便于表述，下文提

要、无限度的加大，违背了液压支架“科学合理、经

到的支架均为液压支架。

图1
Fig. 1

1

 



。此外，在科学

。因此，基于液压支架与

某矿切顶压架工作面与典型液压支架损坏情况

Roof cutting and support crushing of working face and typical damaged supports

液压管路系统日常维护检修不到位或个别阀组密

支架有效支护能力的含义

封件更换不及时等，支架实际的支撑能力远低于设

笔者提出的液压支架有效支护能力概念，主要

计值，则不能有效发挥支撑效力。

是指支架为完成“支护顶板，确保回采作业安全”的

二是液压支架的有效初撑力，是指液压支架利

任务所表现出的综合能力，其涵盖了工作面现场生

用初撑力对其所能控制范围内的顶板主动施加的

产管理因素。

有效作用力。如工作面现场的升架操作时初撑力

基于上述分析，这里所提出的有效支护能力主

难以达到设定值，使得支架控制顶板初次离层的能
力无法发挥，降低了支架-围岩支护系统的有效支

要包含以下3方面指标：
一是液压支架的有效支护强度(或有效工作阻

护能力。
三是液压支架的有效让压能力，是指支架正常

力)，是指液压支架在实际工作状态下能对顶板单位
面积所施加的有效作用力。如多起压架事故中，液

工作状态下活柱伸缩余量足以满足顶板周期下沉，

压支架额定支护强度均很高，但却由于支架配套的

起到让压效果。如工作面支架工作高度始终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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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高度的下限或接近下限，活柱余量过小，使得

接顶的离层下沉被初撑力所控制，使得基本顶岩层

支架在顶板的正常下沉周期内即被压死。

的下沉运动空间减小，这会降低上位基本顶弯曲破

支架有效支护强度

断所带来的冲击载荷。相反，若支架初撑力不足以

支架有效支护强度是指液压支架在实际工作

控制直接顶的离层下沉，将会给基本顶的弯曲下沉

状态下能对顶板单位面积所施加的作用力，反映支

留出较大空间，加剧顶板岩层的下沉速度，引发的

架对顶板的实际支撑能力。实际生产中，能够协同

冲击载荷将造成液压支架出现急增阻的被动支撑

围岩形成稳定承载结构的是支架有效支护强度，并

状态，有时会带来严重的切顶压架后果。因此，初

不是设计支护强度。在液压系统管路、各类阀组及

撑力的大小合理与否，不仅显著影响着长壁工作面

密封件等均正常完好时，支架有效支护强度约等于

的矿压显现，而且还决定着支架支撑能力的发挥程

支架额定支护强度。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液压系

度。如图3所示，当工作面实际初撑力过低而难以

统管路、各类阀组、密封件等均可能出现损坏，或损

发挥主动控制阶段作用时，工作面支架工作阻力将

坏后更换不及时，这将直接影响液压支架的实际支

会出现急速增阻，顶板出现急速下沉。

护能力，此时支架有效支护强度则会远低于额定支
护强度。如图2所示，该支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支
支架工作阻力/MN

阀组或密封件等长期得不到有效维护，液压支架无
法保压，升架后尚未承受顶板压力已出现泄液情
况，根本无法有效支撑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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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岩层的主动控制作用时，工作面支架工作阻力将
是缓慢增阻，表明顶板只是缓慢下沉，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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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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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工作面支架初撑力水平较高的压力曲线
Pressure curve with higher initial support level of
working face

1.3

支架有效让压能力
工作面液压支架除应具有与围岩协同组成承

载结构的支撑能力及对顶板离层下沉的主动控制
能力外，还需具有一定的应对顶板下沉的自适应让
图7

压能力。支架让压能力实质是描述液压支架工作

Fig. 7

状态的指标，必须满足顶板周期下沉及特殊条件下

支架高位工作状态

High working state of support

下沉的要求，确保支架在顶板下沉时瞬间即被压

下缩让压以达到抵抗顶板下沉的能力，在一定程度

死。在液压支架的设计及使用时，主要以支架在正

上加大了压架风险；此外，支架支撑高度降低导致

常工作状态下的活柱伸缩余量是否能满足顶板周

掩护梁与顶梁角度减小，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支架承

期下沉量的要求来判断。

受顶板载荷的范围，客观上加大了支架承担的载

确定液压支架合理高度一般主要考虑适用煤
层的平均采高。支架的最大高度与最小高度之差
成为支架的调高范围。调高范围越大，支架适用范

荷，同时也降低了支护效率。

2

支架有效支护能力评价

围越广，但过大的调高范围给支架结构设计造成困

支架有效支护能力评价关注其在现场实际使

难，使可靠性降低。同时，某一特定支架在允许范

用过程中的支护能力实际发挥效果，并不等同于液

围内不同的工作高度将直接影响液压支架的支撑

压支架适应性分析。笔者提出的支架有效支护能

效率和让压能力。一般情况下，当支架工作高度( 即

力是综合有效支护强度、有效初撑力及让压能力3

工作面采高 )处于其调高范围内的低段范围时，支撑

个主要因素的定性评价指标，对支架支护能力现场

效率取下限，此时支架活柱伸缩余量较小，让压能

发挥效果提供客观有效评价。由于其主要评价指

力也最低；处于调高范围内的高段时，支撑效率取

标内容中包含了现场生产与管理因素，因此很难实

上限，此时支架活柱伸缩余量较大，让压能力相对

现定量化评价。

较高。因此，液压支架在选型设计之初，必须考虑

作为定性评价支架有效支护能力的指标，既需

其实际生产中的工作高度，避免出现“高支架、低

兼顾设计选型与现场生产管理，也要方便收集基础

采高”状态。

数据，便于现场分析评判。因此，采用模糊数学方

支架的低位工作状态如图6所示，支架的高位
工作状态如图7所示。

法，通过对不同影响因素进行影响权重赋值，综合
现场实测数据，可达到相对量化评价。

某些压架工作面由于支架未能在最大高度工

对于综采工作面而言，完善的现场矿压观测手

作，导致支架活柱伸缩余量较小，降低了支架通过

段可以方便地掌握有效支护强度、有效初撑力及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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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能力( 活柱伸缩余量 )等几个指标所需的相关数

工作面支架设计初撑力。

据。

2.3

2.1

支架有效让压能力评价因子 D3

支架有效支护强度评价因子 D1

同一支架在其调高范围内的支撑效率是变化

为确保支架有效支护强度能够满足回采空间

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煤层厚度处于某一支架

支撑要求必须从技术、管理2方面入手。一是在工

的调高范围之内，就认为该型号支架适宜煤层开

作面液压支架设计选型时，必须结合开采技术条

采。此外，支架在某一特定支撑高度下，其避让顶

件，研究确定合理的架型、支护强度；二是提高工作

板下沉压力的空间也是一定的。支架实际工作高

面管理水平，在正常回采期间，必须做好液压支架

度越低，其实际的支撑效率也越低，支架的活柱伸

的日常维修检查，及时更换损坏阀组及密封件等，

缩余量越小，有效让压能力也越弱。

确保液压管路系统完好，以及支架工作状态良好。

评价支架有效让压能力需基于顶板周期下沉

支架的有效支护强度主要受现场管理因素影

特征，掌握顶板周期下沉量和循环下沉量数据。笔

响，由于涉及到人为因素，要实现定量化的精确评

者提出可通过分析支架活柱伸缩余量与顶板周期

价难度较大。但若现场对于液压管路、关键阀体等

下沉量和循环下沉量数据的关系，定性评价支架在

的维护保养不到位，会直接表现为支架立柱泄液不

某特定工况下的有效让压能力。计算方法为

保压等现象。对于拥有矿压监测或电液控制系统

D3 =N / N0

( 同样具备压力监测功能 )的工作面而言，可统计全

式中，D3 为有效让压能力评价因子；N 为特定工况

工作面支架立柱的不保压率也便于操作，能够实现

下支架活柱伸缩余量；N0 为工作面顶板周期下沉

对基于现场管理因素的有效支护强度定性评价。

量。

结合现场矿压管理经验，笔者提出以工作面支

2.4

架泄液不保压立柱占所有支架立柱的比作为支架

模糊评价方法
在以上工作基础上，围绕着3个影响因素，利用

模糊数学分析方法，建立相应指标评价体系

有效支护强度的评价因子，计算方法为

，各

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程度以“权重”表示，见表1。

D1 =L / L0
式中，D1 为有效支护强度评价因子；L 为工作面支

表1
Table 1

架泄液不保压立柱数量；L 为工作面支架所有立柱

支架有效支护能力影响因素权重分配
Weight distribu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ffective support ability

数量。
2.2



支架有效初撑力评价因子 D2
工作面支架的有效初撑力是指支架实际施加

影响因素

D

D

D

权重

0.3

0.3

0.4

给顶板的初撑力，有别于设计初撑力。现场生产

为定量分析各影响因素对支架有效支护能力

中，实际初撑力往往都低于设计初撑力。造成有效

的作用，引入隶属度 i ，各影响因素隶属度 i 赋值

初撑力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液压管路有跑冒滴漏

见表2。

露现象、操作工人责任心不强、供液系统能力不足、

表2

泵压沿途损失过大等。这些因素都可以通过提高

Table 2

工作面管理水平避免，实现工作面液压支架有效初

影响因素

撑力的最优化。

有效

现场支架的有效初撑力更多与工人的现场操

不同影响因素隶属度赋值

Assignment of different influencing factors
赋
D

0.9～1.0

0.8～0.9

值
0.6～0.8

＜0.6

支护强度

μ

0.95

0.85

0.70

0.60

作有关，评价支架有效初撑力的方法非常简便，借

有效

D

0.9～1.0

0.8～0.9

0.7～0.6

＜0.6

助矿压观测系统可方便地获得现场支架的初撑力

初撑力

μ

0.95

0.80

0.70

0.60

有效

D

＞2.0

2.0～1.5

1.0～1.5

＜1.0

让压能力

μ

0.95

0.80

0.70

0.50

水平，通过其与额定初撑力对比分析则可得到能反
映有效初撑力水平的指标 D2 ，计算方法为

支架有效支护能力综合隶属度  为

D2 =P / P0

式中，D2 为有效初撑力评价因子；P 为工作面支架
平均初撑力，即液压支架实际初撑力平均值；P0 为
036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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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i 为第 i 项影响因素所占权重； i 为第 i 项影

时，支架有效支护能力评级为“良”。

响因素隶属度。

44305工作面在局部区域煤层厚度变化至1.4～

结合现场生产与矿压管理实践，根据隶属度值

1.6 m，工作面采高随之调整，ZY10660/11/22支架在

不同范围，可将支架有效支护能力评价分为四大

工作面采高调整至1.5 m左右后，表现出支架压力明

类，见表3。

显增大，移架困难，个别支架损坏，工作面有明显的

表3
Table 3

切顶压架风险。

支架有效支护能力评判标准

Judgement standard of effective support

综合评价结果和现场使用情况，为避免出现切

ability of scaffold

顶压架事故，该工作面支架最低采高应适当加大，

支架有效支护能力

优

良

一般

较差

提高支架有效让压能力，避免支架在顶板正常周期

μ

0.85～1.00

0.75～0.85

0.60～0.75

<0.60

下沉循环时被压死。
支架适应性是决定工作面能否正常生产的关

上述评价标准综合考虑了支架有效支护强度、
有效初撑力和有效让压能力3项指标的支架有效支

键因素，支架设计选型时就应结合煤层地质条件，

护能力评价方法，能够定性反映现场生产操作与管

本着能充分发挥支架有效支护能力( 包括有效支护

理对液压支架适应性的影响，是客观评价液压支架

强度、有效初撑力、让压能力等关键指标 )的原则，

适应性的重要因素，可以为支架设计选型及生产实

进行全面充分的考虑。将确保支架有效支护能力

践提供有益参考。

的 观 念 贯 穿液 压 支 架 从设 计 选 型 到生 产 应 用 始
终。既要把握科学合理的基本原则，研究确定液压

3

评价指标应用实例

支架架型及主要技术参数，同时在现场生产操作又

以神东公司榆家梁煤矿44305工作面为例，分

要注重维护保养，确保发挥支架实际支护能力，保

析支架有效支护能力指标对支架适应性分析与评

证工作面回采安全。

价的实际适用效果。

4

结

论

44305工作面为典型浅埋深工作面，平均赋存
深 度 80 m 左 右 ，设 计 采 高 1.7 ～ 2.0 m 。 采 用

( 1 ) 提出液压支架有效支护能力概念，其定义

ZY10660/11/22支架支护顶板，工作面具有完整支架

为工作面液压支架为完成“支护顶板，确保回采作

压力和活柱伸缩量监测数据。44305工作面现场矿

业安全”的任务所表现出的综合能力，涵盖支架设

压观测结果显示，该工作面支架实际的平均初撑力

计选型与现场生产管理2方面内容。
( 2 ) 液压支架有效支护能力综合考虑支架有效

为设计初撑力的87%；顶板周期下沉量为300 mm，
采高为1.5 m时，活柱伸缩余量约为320 mm；支架立

支护强度、有效初撑力和有效让压能力等3项指标

柱除个别损坏之外，完好率( 支架保压立柱占比 )达

对支架有效支护能力的影响，能够定性反映现场生

98%



产操作与管理对液压支架适应性的影响，是客观评

。

基于对44305工作面的矿压数据实测结果分

价液压支架适应性的重要方面。
( 3 ) 分析提出支架支护能力( 包括支架有效支护

析，可方便得到该工作面支架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
支架有效支护强度、有效初撑力及让压能力指标，

强度、有效初撑力和有效让压能力3项指标 )的判别

并依据支架有效支护能力定性分析方法得到评分，

方法及标准，并以榆家梁煤矿44305工作面支架运

见表4。

行情况为例进行了实例分析，结果表明支架有效支

表4
Table 4

护能力能够定性反映现场生产操作管理对液压支

44305 工作面支架有效支护能力评价

Evaluation of effective support ability of 44305

架适应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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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面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协同自适应控制模型设计
付 翔，王然风
( 太原理工大学 矿业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

摘

030024 )

要：液压支架跟机与乳化液泵供液系统协同控制是工作面综采设备智能化的重要体现，根

据液压支架群组跟机时顺序动作对乳化液泵供液流量的多变性和时效性要求，设计了工作面
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协同自适应控制模型。以适应液压支架动作的稳压供液原理为研究思
路，根据多泵+变频供液系统的流量调节特点，提出了交叠关系的供液与液压支架协同动作控
制逻辑。基于机制主义人工智能理论和多响应优化满意度函数法，设计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
的协同自适应控制模型及其智能生成机制。应用Matlab与AMESim联合仿真进行验证，取得了
预期效果。
关键词：液压支架；乳化液泵；稳压供液；自适应控制；协同优化
中图分类号：TD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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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ve self-adaptive control model of fluid feeding system and
hydraulic supports in working face
FU Xiang，WANG Ranfeng
( College of Mining Engineering，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aiyuan 030024，China )

Abstract：The cooperative control of hydraulic supports and emulsion pump suppl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intelligentization of the fully mechanized mining equipment in the working face. According to the variability and timeliness requirements of hydraulic supports group's sequential action for the emulsion pump fluid feeding
flow，the cooperative self-adaptive control model of fluid feeding system and hydraulic supports in working face has
been design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fluid feeding method with steady pressure adapted to the operation of
hydraulic support，and according to the flow reg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ump and variable-frequency fluid
supply system，the control logic of the overl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fluid feeding system and hydraulic supports
cooperative action is put forward. Based on mechanisti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ory and multi-response optimization
satisfaction function method，a cooperative adaptive control model for hydraulic support and its intelligent generation
mechanism are designed. The joint simulation of Matlab and AMESim is used to verify the results，and expected results are achieved.
Key words：hydraulic support；emulsion pump；fluid feeding with steady pressure；self-adaptive control；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
我国煤矿智能化开采技术与装备尚处于初级
收稿日期：
2019-10-03

修回日期：
2019-11-28

阶段，受制于我国煤层赋存条件复杂多样的开采现

责任编辑：
许书阁

基金项目：
山西省应用基础研究资助项目( 201801D221358 )；山西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资助项目( 2019L0206 )
作者简介：
付翔( 1986— )，男，山西长治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煤矿智能化开采、分选理论与技术等方面的工作。E-mail：
14632235@qq.com

036031-1

付翔等：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No. 3( 2020 )：036031

状，煤矿智能化、少人化甚至无人化开采技术与装

作所需的稳压供液流量不尽相同，尤其是前后顺序



。综采工作面各装备系

液压支架动作的供液流量差别较大，供液流量调节

统协同、耦合、有序、系统地控制运行是智能开采亟

受到供液系统驱动方式和执行机构的影响，可能无

备仍需持续攻关与突破



待研究和发展的重要目标 。其中，液压支架系统

法及时完成流量调节任务。因此，尽管稳压供液可

与乳化液泵供液系统共同组成了工作面液压系统，

实现液压支架单个动作过程快速稳定运行，但液压

两者密不可分。实际生产中液压支架控制策略的

支架群组跟机快速稳定运行则需考虑液压支架与

常态化应用受到液压动力的制约，乳化液泵供液系

供液2者的协作逻辑和控制参数。

统的供液能力直接影响液压支架执行动作的驱动

鉴于此，本文将以适应液压支架动作的稳压供

力、速度、稳定性等。充足稳定的供液流量是液压

液方法为研究起点，通过对液压支架与供液协同控

支架快速跟机移架的基本动力保障，不仅可以保证

制的逻辑设计、控制系统建模、仿真验证等方法，深

液压支架跟随采煤机快速推进，提高工作面生产效

入研究供液与液压支架协同自适应控制模型与机

率，而且可以降低时间因素导致的围岩体刚度下

制。



降，提高顶板岩层结构的自承能力 。然而，不同
类型和数量的液压支架动作对供液流量的需求差

1

适应液压支架动作特征的稳压供液原理

别较大，液压支架动作时系统压力变化表征了当前

衡量供液动力的主要指标是供液流量和系统

动作的供液流量是否充足稳定。实际生产中，2类

压力，液压支架动作时系统压力变化表征了当前动

压力特征制约了液压支架控制策略的常态化应用：

作的供液流量是否充足稳定。图1为井下工作面液

压力下降造成液压支架动作迟缓，甚至无法克服负

压支架跟机循环动作过程的实测压力数据，压力传

载，控制策略的执行目标难以有效完成；压力波动

感器设置在供液系统总管压力测点处，其额定供液

造成液压支架动作颤动，影响液压支架控制精度，

流量为400 L/min。

且长期压力波动容易损坏液压元件，增加液压系统

35



故障率 。
统 的 压 力 变 化 特 征 ，杨 涛





、LI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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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等采用多个乳化液泵并联加卸载驱动方

压力/MPa

30

针对工作面液压支架跟机运行过程中液压系

式，提出多泵联动供液控制方法：通过设定阈值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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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等采用单台乳化液泵变频驱动方式，分别提出基于

液压支架跟机过程的液压系统压力变化特征
Pressure characteristics of hydraulic system in
hydraulic support following process

PID、模糊、Elman神经网络等算法的变频恒压供液

由图1可知：当前井下400 L/min额定供液方式

控制方法：通过判断系统压力状态及其变化规律，
控制变频改变乳化液泵转速，调节供液流量以控制

存在压力下降和压力波动2类特征。液压支架跟机

系统压力在目标值附近。上述研究中，多泵联动方

过程的负载特性为：不同类型和数量的液压支架动

法控制精度较低，变频恒压方法响应速率较慢，且2

作对供液流量的需求不同，造成压力特征差异明

者仅以压力为控制条件和目标，缺乏与液压支架动

显；液压支架跟机控制流程可能会造成前后顺序液

作协同关联，控制方法难以适应液压支架群组跟机

压支架动作供液流量的需求差异较大，压力阶跃突

过程组合动作多变、时效的供液要求。

变性明显；液压支架按照一定控制流程动作，造成

供液系统针对不同液压支架组合动作输出相

压力特征按照此流程规律性变化。
根据液压支架动作的负载特性，笔者提出适应

应充足稳定的供液流量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
基于此，笔者

 

团队提出适应液压支架动作的稳

压供液方法。然而，不同类型和数量的液压支架动

液压支架动作的稳压供液原理

 

，即供液系统根

据液压支架不同动作特征，输出相应的稳压供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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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使整个液压支架动作过程的液压系统压力在限

进入液压支架系统，液压支架的各个动作液压缸通

定范围内趋于平稳，不出现波动。理想的稳压供液

过相应的电液换向阀控制，使液压缸注液或排液，

压力特征曲线如图2所示。

借助液压能推动负载，完成各个支架动作，液压缸
排出的乳化液经过回液管路返回供液系统的液压

p
p
p

箱，形成液压循环。工作面支架液压系统原理如图
3所示。

稳压供液

3
2

4
56

1
p
支架
不动作

支架动作过程

p—卸载压力设定；p —加载压力设定
p—支架动作开始时的压力值

图2
Fig. 2

支架
不动作
t

8

7

9 10

12

11

13

理想稳压供液过程的压力曲线

Ideal process curve of fluid feeding with steady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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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液系统输出稳压供液流量可使液压支架动
作过程的压力在卸载-加载压力限定范围内缓慢变

16

19

化，低于该流量会导致压力下降( 供液不足 )，高于该

17

流量会导致压力波动( 供液过足 )，因此稳压供液流

18

量是适应液压支架动作负载的最大有效流量。稳

图3
Fig. 3

压供液原理是一种适应负载的液压控制思路，特点

Schematic diagram of supports hydraulic
system in working face

是以液压支架动作特征作为负载特性，其目标是构
建液压支架动作特征-供液流量的自适应负载系

工作面支架液压系统原理

1—刮板输送机；2—支架底座；3—支架顶梁；4—支架立柱；5，19—安全
阀；6—液控单向阀；7—电液换向阀；8—推移千斤顶；9—进液管路；10—

统。与压力闭环控制相比，稳压供液可根据液压支

回液管路；11—蓄能器；12—压力传感器；13—卸荷阀；14—高压过滤器；

架动作流程提前适配供液流量并保持定量，具有一

15—单向阀；16—乳化液泵；17—吸液过滤器；18—供液箱

定的超前控制特性。
然而，稳压供液的应用仍然受到供液系统执行
机构动作速率的制约。由于不同液压支架动作类
型所需的稳压供液流量不尽相同，尤其是前后顺序
液压支架动作的稳压供液流量差别可能较大，这同
样要求供液系统的流量调节应快速、准确地响应。

为满足液压支架不同运行阶段的多变动作的
充足供液动力需求，供液系统应当具备大范围、高
精度的流量调节功能和卸载-恢复压力限制电控功
能。因此，目前主流与液压支架配套的供液系统多

此外，工作面智能化目标旨在实现多约束条件
下的设备群组动作工艺生成逻辑与动态决策





采用多泵+变频供液方式

，这

要求液压支架跟机自动化程序能够与设备、环境相

，如图4所示。

多泵+变频供液系统
电控回路
工频+变频泵控柜
管液回路
400 L/min
乳化液泵

液压支架
防爆
计算机

耦合，最大限度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面条件、设
备、工艺



。因此，供液系统自适应控制方法应协

出
液
口
吸
液
口

同多变的液压支架跟机动作流程，实现液压支架跟
机过程的稳压工况供液动力的动态适配。

2

液压支架与供液系统协同逻辑

2.1

多泵+变频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配套
工作面液压系统的工作原理为：供液系统输出

一定流量的高压动力乳化液，压力液经过进液管路
036031-3

图4
Fig. 4

乳化液供液箱

回
液
口

液压支架配套多泵+变频供液系统
A fluid feeding system with multi pump and
frequency for the hydraulic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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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4所示，多泵+变频供液系统由1台工频+变



；每台乳化液泵上安

循
环
动
作

装电控卸载阀，可一定范围内控制调整卸载-恢复
压力限制。该供液系统可实现供液流量的多级粗



Δt i , i +

频与工频可以实现同步切换

ti

用“1拖4”的方式驱动4台400 L/min乳化液泵，变

调+无级精调，兼顾了流量调节的快速和精确。
交叠关系的供液与液压支架协同动作控制



t i+

2.2

逻辑
综采工作面中的采煤机、液压支架、刮板输送

支
架
动
作
S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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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Δti

5 000 L乳化液箱组成。其中，1台400 kW变频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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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 、1 台 防 爆 计 算 机 、4 台 400 L/min 乳 化 液 泵 和

供
液
调
控
SGi

Δt i+

频泵控柜( 内含1台400 kW变频器和4路工变频回

支 SGi+
架 overlap
动
作
SZi+

机的“三机”联动工艺过程本质上来说是：随着采
煤机的割煤过程，液压支架进行及时的联动支护及

图5

推溜。液压支架的跟机支护工艺为：立柱升柱支

Fig. 5

交叠关系的供液与液压支架协同动作顺序
Synergistic action sequence of fluid feeding and

hydraulic supports with overlapping relationship

撑，以液压支架为支点，推溜；降柱，以输送机为支
点，拉架。从控制角度讲，液压支架跟机支护控制

SGi 与SZi 的供液与液压支架动作交叠时间；Δti i 为

工艺为：以采煤机为参照，液压支架多种动作的顺

SZi与SZi的液压支架动作间隔时间。

序循环控制。以工作面中部液压支架的及时支护

如图5所示，准确定义交叠关系的供液与液压

方式为例，当采煤机处于K号液压支架处，液压支架

支架协同动作顺序为：包含n种液压支架动作类型

跟机控制动作工艺为：K+a号液压支架收护帮板

的一轮液压支架循环动作中，液压支架与供液调控

→K-b号液压支架降柱→K-b号液压支架拉架→K-b

协同动作逻辑为供液调控动作SG→液压支架动作

号液压支架升柱→K-b-c号液压支架伸护帮板→K-

SZ →…→供液调控动作SGi →液压支架动作SZi →

b-d号液压支架成组推溜→K+1+a收护帮板( 依次循

供液调控动作SGi→液压支架动作SZi→…→供液

环 )。其中，a，b，c，d为液压支架数量，根据安全距

调控动作SGn→液压支架动作SZn( 依次循环 )。根据

离要求分别计算。

时间世界模型，定义供液调控动作与前组液压支架

上述液压支架动作跟机采煤机位置由不同液

动作的时间关系为meet by( 相遇关系 )，与后组液压

压支架配合完成、循环运行，但对于供液动力的需

支架动作( 调控对象 )的时间关系为overlap( 交叠关

求，同一动作类型不同液压支架并无差异。因此，

系 )。供液与液压支架交叠协同逻辑充分利用多泵

可设液压支架跟机控制动作工艺共有n个液压支架

+变频供液系统先快速粗调( 工频+卸载 )再精调( 变

动作类型，SZi 为第i个液压支架动作。则液压支架

频调速 )的流量调节特点，可在控制执行方面均衡

跟机控制工艺为：SZ→SZ →…→SZi→…→SZn→

供液动力响应快速性和精确性。

SZ( 依次循环 )。基于稳压供液原理的适应液压支
架动作特征的供液动力控制思路，以先调控供液动

3

力、后执行液压支架动作为交替动作顺序，可设SG

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协同自适应控制模
型与机制

为与液压支架跟机控制策略SZ协同的供液系统控

根据机制主义人工智能理论中目标导控-信息

制逻辑，其中满足液压支架动作SZi之前执行供液调

转换-知识驱动-综合决策的智能生成机制，根据多

控动作SGi使供液系统输出流量Qi，设计交叠关系的

响应优化方法，以交叠关系的供液与液压支架协同

供液与液压支架协同动作控制逻辑，如图5所示，其

动作顺序为控制逻辑，以采煤机状态、液压支架群

中，SZi 为第i个液压支架动作，SGi为SZi 之前的供液

组控制策略为输入，以供液控制策略为输出，构建

流量调节动作；Qi为供液系统调控SGi的供液输出流

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协同自适应控制模型，如图6

量；ti 为SZi 的动作时间；ti i 为SGi 的动作时间；Δti 为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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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支架跟机响应变量望目特性参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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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协同自适应控制模型

Cooperative self-adaptive control model of fluid feeding system and hydraulic supports

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协同控制模型的各个单
元运行机制如下。

'

架动作SZi的稳压流量Q i( 计算方法见文献[5] )。液
压支架系统数据包含：液压支架跟机动作控制顺序

( 1 ) 信息采集与传输单元：采集采煤机、液压支

SZ、液压支架n种动作类型的进液作用面积Ai( i=1，

架系统和供液系统的数据，并将相关数据分别传输

2，…，n )、出液作用面积Bi ( i=1，2，…，n)、液压支架

至其他相应单元。

动作间隔时间Δti i (i=1，2，…，n )、液压支架动作所

具体的采煤机数据包含：采煤机速度v! 。供液

需克服阻力与动作速度之间的线性比例系数θ、液

系统数据包含：变频调速额定时间T"、单台乳化液泵

压缸活塞行走距离Li (i=1，2，…，n )、液压支架动作

额定流量Q#、供液系统加载压力设定值p$、供液系统

负载力Fi(i=1，2，…，n )、液压支架架间距H、液压支

卸载压力设定值p%、蓄能器的额定压力p&、V0蓄能器

架同时跟机移架支护的数量M。

的额定体积V& 、从泵的高压腔、联接管道容纳的乳

( 2 ) 液压支架跟机速度函数生产单元：利用Ni，
'

化液的容积V、乳化液的实际弹性模量E、液压支架

Ai，Li，Q#，T"，Δti i，Q i等数据，根据式( 1 )实时生成液

动作SZi 时液压系统压力变化率目标值gp'i 、液压支

压支架系统跟机速度函数。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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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 )为交叠协同逻辑下理论推导的液压支架


Q ≤ Q 
*
i

i

(1)

Q

i(

Qi* 

对应的供液流量数列为QN=[Q，Q ，…，Qn]，以QN为

，其中，Ni为SZi 的液压缸同时动作

自变量，可将式( 1 )记为vz=fv( QN )，以此构建了当前液

数量；Ai 为SZi 的液压缸进液作用面积；Li 为SZi 的液

压支架控制策略条件下，供液流量调控策略与液压

压缸活塞行走距离；sgn( )指取括号内符号；{}指取括

支架系统跟机速度的函数。

跟机速度方程

号内数值的小数部分，如{Qi/Q#}可表示Qi 输出流量

( 3 ) 液压系统压力变化率函数生成单元：利用

下变频驱动泵输出流量与泵额定流量之比；Q#为单

E，V，p% ，p$ ，Ai，Bi，Fi，θ，p&，V&等数据，根据式( 2 )生成

台乳化液泵额定流量；T"为变频调速额定时间，即转

交叠协同逻辑下理论推导的液压系统压力变化率

速从零加速到额定转速所需时间，由变频器设定。

函数

)

Ni ，Ai ，Li ，Q# ，T" ，Δti i ，Q i 等参数由液压系统固定属
性和液压支架控制策略决定，设为固定参数。设包
含n种液压支架动作类型的一轮液压支架循环动作
036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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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i 为液压支架动作SZi 需要克服的负载力，与

为

速度无关，考虑为常数；Ai 为SZi 的液压缸进液作用
面积；Bi为SZi的液压缸出液作用面积；θ为动作所需
克服阻力与动作速度之间的线性比例系数；E为乳
化液的实际弹性模量；V为从泵的高压腔、联接管道
容纳的乳化液的容积；p&为蓄能器的额定压力；V&为
蓄能器的额定体积；p$为供液系统加载压力设定值；
p%为供液系统卸载压力设定值。
E，V，p%，p$，Ai，Bi，Fi，θ，p&，V&等参数由液压系统
固定属性和液压支架控制策略决定，设为 固定参
数。设Qi为自变量，可记式( 2 )为p'i=fp( Qi )，以此构建

D   d11 d22    dnn11    j
1

(5)

其中，ωj 为 dj 的权重，满足0<ωj<1，且∑ωj=1，可记液
压支架跟机总体满意度函数D=fD( QN )，其中QN=[Q，
Q ，…，Qn]，为包含n种液压支架动作类型的一轮液

压支架循环动作对应的供液流量数列。
( 5 ) 规划计算单元：根据总体满意度函数 D=
fD( QN )，定义-D 为目标函数( 最大化转为最小化问

题 )，QN为决策变量，令-D最小化，使总体满意度最
大，进行规划计算，得到最优供液流量数列QN。
( 6 ) 综合决策单元：根据 SZ和 QN 转换生成供液

当前液压支架动作的供液流量与系统加载时压力

自适应控制策略，并送至供液系统执行。转换方法

变化率的函数关系。
( 4 ) 液压支架跟机响应指标望目特性参数生成

具体为：根据图5所示的交叠关系的供液与液压支

单元：将gp'i ，v! 数据转换生成液压支架跟机响应指

架协同动作控制逻辑，由液压支架跟机动作顺序SZ

标 望 目 特 性 参 数 ，包 含 响 应 指 标 的 目 标 数 组 g=

生成供液系统控制逻辑SG，将QN作为该逻辑的供液

[gp'i ，v!]( i=1，2，…，n )，规格上限设定数组u=[u ，

流量调控目标值，并转化成多泵+变频供液系统泵

u ，…，un]，规格上限设定数组l=[l，l ，…，ln]，上

组工频数量和变频转速，转换方法见文献[20]。
基于上述设计的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协同控

述数组共n+1个参量。其中，u=g+a，l=g-a，a=[a ，
a ，…，an]，根据液压支架跟机速度与压力目标的

制模型与机制，通过输入采煤机、液压支架、供液系

控制范围要求进行设定。

统本身的状态信息，经过函数生成、规划计算、综合

( 4 ) 液压支架跟机总体满意度生成单元：根据
多响应优化满意度函数法，将vz=fv( QN )，p'i=fp( Qi )转换
生成液压支架跟机响应变量y( x )=[p' ，p' ，…，p'n ，

决策等数据处理，实现供液控制策略的自适应生
成。

4

vz]，共n+1个响应变量，则可设第 j个响应变量yj( x )

控制模型的Matlab与AMESim联合仿真
验证

为

 f p  Qi 
y j  x  
 f v  QN 

 i  j  1, 2,… , n 
 j  n  1

基于工作面液压系统原理与结构，以及供液系
(3)

统与液压支架协同控制模型与机制，建立工作面液
压控制系统的Matlab和AMESim联合仿真模型，如图

进一步，将g，u，l转换生成液压支架跟机单个

7所示。

望目特性满意度数组d，则第 j个响应变量的满意度
函数dj为

0 zzzzzzzzzzzzzzzzzz z  y j*l j 

 y  l  e1 j
 j j  zzzzzz z  l j ≤ y j ≤ g j 
 g j  l j 
dj  
e
 u j  y j  2 j
 zzzzzzz  g j ≤ y j ≤ u j 

 u j  g j 

0 zzzzzzzzzzzzzzzzzzz  y j+u j 

AMESim模型根据工作面液压原理设计，主要
包括：流量可调的供液系统、液压支架升降推移4种
基本动作模块、Matlab控制器和其他辅助液压元
件。Matlab/Simulink模型根据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
协同控制模型与机制设计，主要包括：工作区参数

(4)

设置、计算与规划、综合决策、AMESim接口等功能
模块。
通过在Matlab工作空间设置参数，实现供液系
统与液压支架协同控制的仿真实验。液压支架参

式中，ej，e j分别为单个满意度dj的下、上接近目标程

数依据ZFS6000型液压支架给定，供液系统参数依

度值，为设定值。

据多泵+变频供液控制方式给定，部分关键参数见

最后，将dj转换为总体满意度函数D，其表达式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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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cope
AMESim interface

From Workspace

Policy Decision

Computation Planning
立柱缸1

立柱缸3

立柱缸2

拉架缸3

拉架缸2

拉架缸1

推溜缸1

推溜缸3

推溜缸5

推溜缸4

推溜缸2

推溜缸7

推溜缸6

推溜缸8

液压支架
动作机构

进液
管路

回液管路

进回液管路
电磁卸载阀

供液系统

蓄能器
总管压力

Matlab
控制器

图7
Fig. 7

流量可调
乳化液泵

工作面液压控制系统Matlab和AMESim联合仿真模型

Matlab and AMESim co-simulation for working face hydraulic control system

表1 Matlab工作区部分关键参数

Matlab工作区设定液压支架与供液系统参数

Table 1 Some key parameters of Matlab workspace
,

,

Matlab/Simulink计算与决策

-.

*

液压支架动作

Ai/ m

Bi/ m

Ni

Li/ m

Qi /( L·min )

降柱

0.036 7

0.138 5

1

0.2

98

移架

0.025 4

0.018 3

1

0.8

167

升柱

0.138 5

0.036 7

1

0.2

634

成组推溜

0.018 3

0.025 4

8

0.1

1 082

Matlab生成控制策略传送至AMESim
AMESim仿真执行供液与液压支架协同控制策略
仿真完成, 生成数据

此外，液压支架架间距H=1.5，液压支架同时跟
图8

机移架支护的数量M=1，根据液压支架控制规则各
Fig. 8

个液压支架动作间隔时间均为Δti i=2 s。

Procedure of Matlab and AMESim co-simulation

液压支架控制逻辑采用及时支护中部跟机循

在上述联合仿真模型上进行仿真实验，具体步
骤如图8所示。

Matlab和AMESim联合仿真步骤

环方式：成组推溜 SZ →供液 Q 流量 SG →降柱 S →
036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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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液 Q 流量 SG →移架 SZ →供液 Q 流量 SG →升柱

精度高；由图9( c )可知，本文所述控制模型应用多

SZ→供液Q流量SG→成组推溜SZ，得到仿真结果

泵+变频系统的供液流量调节方式，先多级阶跃再

如图9所示。

无级升降，实现了流量先快速粗调再精调。

5

压力/MPa

30
升柱

降柱

成组
推溜

25

移架

结

成组
推溜

( 1 ) 根据液压支架动作多变的负载特性和多
泵+变频供液系统特点，设计了液压支架与供液系

20

统交叠协同控制工艺。
15

( 2 ) 基于机制主义人工智能理论和多响应优化

10
0

5

10

15
时间/s
(a)

20

25

原理，设计了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协同控制模型架

30

构和模型内各单元的运行与关联机制，构建了以液

0.9

压支架适速精稳跟机为目标的供液动力自适应适

0.7

配模式与方法。
( 3 ) 通过Matlab和AMESim仿真对上述方法进行

L/m

0.5

验证，结果表明：液压支架与供液协同控制不仅能

0.3
0.1

SZ2 & SZ4

保证液压支架跟机速度，同时使液压支架跟机过程

SZ3

系统压力整体工况稳定，且液压支架动作精确到

SZ2

-0.1
0

5

10

15
时间/s
(b)

20

25

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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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场湾煤矿采动地裂缝发育特征及规律研究 
1

1

2

3

3

侯恩科 ，谢晓深 ，徐友宁 ，魏启明 ，刘江斌 ，张仲杰
( 1. 西安科技大学 地质与环境学院，陕西 西安
矿，宁夏 灵武

摘

710054；2.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陕西 西安

3

710054；3.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 羊场湾煤

751400 )

要：采煤诱发的地裂缝是煤矿区最为常见的一种土地破坏形式，也是矿区土地复垦、生态

环境修复所直面的一种灾害类型。准确掌握其发育规律、特征并对其进行预测是采煤沉陷治
理的基础。以羊场湾煤矿为研究区，采用无人机航拍、野外调查和理论分析的方法对地表裂缝
发育规律、特征及其与采矿地质条件的关系进行了归纳分析。结果表明：裂缝发育程度会随着
开采深度的增加逐渐减弱，当开采深度大于350 m时平行开切眼裂缝几乎不再发育，平行巷道
裂缝则以“环带”的形式发育；当开采深度大于550 m时，裂缝发育特征不再明显。地表裂缝
发育范围可以简化为2个半椭圆和1个矩形的组合形状，并能通过地表移动变形参数和煤层埋
深计算出地表裂缝发育范围。地表裂缝最大发育宽度随着采深采厚比的增加呈负指数形态减
小。经拟合处理，得到了地表裂缝最大发育宽度预测公式。
关键词：缓倾斜煤层；地表裂缝；发育特征；宽度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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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of ground cracks induced by coal mining in
Yangchangwan Coal Mine












HOU Enke ，XIE Xiaoshen ，XU Youning ，WEI Qiming ，LIU Jiangbin ，ZHANG Zho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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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054，China；3.Yangchangwan Coal Mine，Shenhua Ningxia Coal Mining Group，Lingwu 751400，China )

Abstract：Cracks in ground surface induced by coal mining are the common type of land destruction in coal mine
areas，and are also a challenge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surfer
cracks and predicting their development are important for managing coal mining subsidence. A case study was
performed at Yangchangwan Coal Mine. Aerial photography，field investigation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urface cracks and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ing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rface crack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crack gradually decreases with the depth of mining. When the mining depth is more than 350 m，the parallel cut
cracks stop developing. The parallel channel cracks develop in the form of ''ring-belts''. When the mining depth is
deeper than 550 m，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acks development are not obvious. The development range of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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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cks can be simplified into a combination of two semi-ellipses and one rectangle，and their scale can be calculated
by the surface deformation parameters and the coal seam depth. The width of surface cracks decreases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ratio of mining depth to mining thickness. After fitting treatment，the formula for predicting the
maximum width of surface cracks is obtained.
Key words：gently inclined coal seam；surface cracks；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surface cracks；prediction of
the width of surface cracks
采煤引起的地表裂缝是煤矿区最为常见的一

出煤层埋深与地表裂缝最大发育宽度之间的相关

种土地破坏形式。其诱发的耕地退化、水土资源流

关系，拟合得到地表裂缝最大发育宽度的预测公

失等问题制约着煤矿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 近年

来，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学

式，为该研究区及采掘、地质条件与其相似的煤矿
区地面塌陷预防和治理工作提供理论指导。



者将研究目光聚焦在煤矿区地面塌陷问题上 。
侯恩科 等将无人机遥感技术应用到采煤地面

1

研究区概况及开采地质条件

塌陷监测中且较准确地提取了地表裂缝的相关特

羊场湾煤矿是宁东煤炭基地灵武矿区的一个

征及其展布规律；胡振琪 等阐述了风积沙区浅埋

千万吨级别的特大型煤矿，位于灵武市境内。井田

煤层开采地表裂缝的动态发育规律，揭示了浅埋煤

南 北 走 向 长 12.8 km ，东 西 倾 斜 宽 9.8 km ，面 积

层地裂缝宽度、深度等特征随着煤层开采的变化情

58.21 km 。井田地表高程在1 320.25～1 497.69 m，

况；黄庆享 等以相似材料模拟与数值模拟为手段

北低南高，地形起伏不大。



研究了浅埋煤层群开采煤柱应力与地表裂缝之间

目前正在回采的是侏罗系延安组2号煤层，煤

的耦合控制关系。上述成果多集中在采煤诱发的

层厚度在4.73～10.66 m，整体呈现出南北薄、中间

地表裂缝发育规律和形成机理的研究上，而对于地

厚的趋势，平均煤厚为7.80 m，煤层倾角5°～28°，属



表裂缝相关特征预测的研究则较少。戚冉 等利用

缓倾斜厚煤层；井田南部煤层埋藏较深，北部埋藏

三角几何公式推导出了矿体开采地面塌陷面积预

浅，埋深50～1 300 m；煤层上覆基岩以粉砂岩、中砂

测公式，但其将矿体开采塌陷范围简化为一个长方

岩为主，夹杂有少量的泥岩和粗砂岩，为软弱-中硬



等通过研究

岩石。地表松散层厚度1.65～36.95 m，平均厚度为

土体的天然弹性极限特征、力学特征，辅以开采损

10.17 m，地表多被风沙覆盖，中部为黄沙土，底部为

害理论，总结归纳了煤矿区地表裂缝发育宽度与深

基岩风化后留下的卵砾石和钙质结核。煤矿主要

度的预测公式，然而其未考虑地表裂缝发育特征与

采用综采和综放2种采煤方式开采，综采厚度最高

形导致发育范围计算结果较大；高超

采矿、地质因素之间的关系；郭俊廷



、肖金榜



等

基于厚松散层条件下采动地表裂缝的实际观测数

为5.8 m，综放的煤层厚度最高为6.8 m。全部垮落
法管理顶板。

据，根据几何学原理推导出了地表采动裂缝宽度的
计算公式，丰富了采动裂缝宽度的计算方法，但其
未给出裂缝宽度随松散层厚度变化的发育规律。

2

地表裂缝分布规律及发育特征

2.1

调查范围、方法及结果
根据研究区2号煤层埋深情况，本次共选取不

而鲜有将地表裂缝发育特征预测与煤层赋存条件、
开采条件相结合的研究。

同埋深的10个工作面进行地表裂缝发育特征调查，

地表裂缝发育特征及规律研究尤其是地表裂
缝发育范围和最大发育宽度的预测对于煤矿塌陷

工作面开采地质条件见表1，工作面位置分布如图1
所示。

区土地复垦，特别是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的编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本文以羊场湾

煤矿为研究区，通过野外调查、理论分析等方法总

采用搭载索尼A7R相机的Md4-1000低空四旋
翼无人机( 图2 )对目标工作面进行航拍，获取其地表
裂缝发育范围。
采用野外人工测量的方法获取地表裂缝最大

结归纳了不同埋深条件下的地表裂缝发育特征、分
布规律，给出了地表裂缝发育面积的计算公式，找

发育宽度值。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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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工作面开采地质条件

Table 1 Description of mining geological condition of working faces
工作面序号 煤层开采方式 工作面长×宽/( m×m ) 煤层开采厚度/m 煤层平均倾角( 倾向 )/( ° ) 煤层平均埋深/m 上覆基岩平均厚度/m 地表松散层厚度/m
110207

综采

1 096×232

5.8

11.5

110

87

23

110201

综采

2 010×243

3.8

10

220

185

35

120215

综采

1 088×145

5.6

8

350

330

20

120209

综放

2 264×176

6.8

19

341

326

15

120210

综放

2 344×176

6.7

28

400

375

15

120211

综放

907×248

6.4

17.5

468

457

11

130204

综放

2 531×290

6.7

9

508

490

18

160203

综采

1 292×295

5.8

12

570

550

20

160202

综采

807×263

5.7

16

452

446

6

120212

综放

876×215.5

6.8

25

595

578

18

12
0

210

209

120

12 0

11

02

07
1
21
10
5
20
1

N

2 04
1 30
203
160
211
202
160
12

110207
工作面及编号
0

图1
Fig. 1

12 0

120 2

井田边界线

图3
Fig. 3

人工测量地表裂缝宽度照片

Photos of artificial measurement of surface
crack width

2.2

3 km

地表裂缝分布规律
地表裂缝是煤矿区最常见、直观的一种土地破

坏形式

调查工作面位置分布



。按照其分布特征可将其分为平行开切

眼裂缝和平行巷道裂缝。平行开切眼裂缝发育在

Distribution map of working faces

工作面内部、开切眼及终采线外围上方的地表，一
般呈弧型、直线型，2条裂缝之间存在一定的间隔距
离，裂缝展布方向大致与回采方向垂直



。平行巷

道裂缝发育在工作面两侧巷道外围的地表上，其展
布方向与回采方向大致平行，伴随着开采始终存
在



。

调查结果表明：羊场湾煤矿2号煤层开采造成
的地表裂缝会随着埋深的变化展现出2类不同的平
图2

Md4-1000低空四旋翼无人机照片

面展布规律。一种是I类，该分布规律的主要特点在

Fig. 2

于平行巷道裂缝发育位置紧贴工作面巷道，发育范

Photos of Md4-1000

利用上述调查方法对煤矿区的10个工作面进

围由工作面巷道开始向外延伸。其与平行开切眼

行地表裂缝发育范围和最大发育宽度进行调查，其

裂缝共同组成一个闭合环状发育范围，如图4红色

中处于安全考虑120209和120211工作面的裂缝已

线条所示。另一种是II类，该分布规律的主要特点

被填埋，数据缺失。其余8个工作面的地表裂缝调

是平行巷道裂缝呈“带状”发育，发育位置与工作

查结果见表2。

面巷道存在一定的距离L，一般情况下会和平行开
037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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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地表裂缝调查结果

Table 2 Results table of surface crack
平行开切眼裂缝
工作面编号

总数量

平行巷道裂缝

终采线外围裂缝

开切眼外围裂缝

发育范围/m

发育范围/m

总数量

巷道( 上山方向 )

巷道( 下山方向 )

发育范围/m

发育范围/m
54.5

裂缝最大
发育宽度/cm

110207

26

37

35

20

37

150

110201

73

65

70

64

52.5

82

76

120215

8

60

48

23

105

175

34

120210

3

0

0

15

80

115.5

30

130204

0

0

0

21

110

160.8

15

160203

5

0

75

23

已填埋

197

39

120212

0

0

0

7

已填埋

125

5

160202

0

0

0

9

已填埋

147.12

21.5

切眼裂缝组合形成一个“环带”状发育区域；但当

现在工作面上方，已经无法清楚观测出其展布规律

埋深超过350 m时，平行开切眼裂缝将不再发育，平

( 图5( d ) )。

行巷道裂缝自成“带状”发育。如图4黑色线条所

N
埋深等值线

示。

走向裂
缝角2

正
视
图

地表
走向裂缝角1

走向裂缝角1

1 50
350

平行开切眼裂缝

倾向裂缝角1
倾向裂缝角2

L

平行巷道裂缝

俯
视
图

井田边界线

倾向
裂缝
角2



地表

L

范围2
范围1

( a ) 塌陷槽

( c ) 裂缝(W<20 cm)

55 0

走向裂缝角2

工作面推进方向

H<150 m
150～350 m
350～550 m
H>550 m

侧视图

( b ) 裂缝(W<30 cm)

图4
Fig. 4

2.3

地表裂缝展布示意

图5

Schematic map of surface cracks

Fig. 5

地表裂缝发育特征
羊场湾煤矿2号煤层埋深条件变化大，回采该

煤层时地表移动破坏特征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 d ) 裂缝(W<5 cm)

采煤地表裂缝发育特征
Pictures of ground subsidence

3

地表裂缝预测

3.1

地表裂缝发育范围计算
煤层开采造成的地表裂缝发育范围是个形似

野外调查结果显示：煤层浅埋深区域( 煤层埋深H<
150 m ) 地 表 裂 缝 极 为 发 育 ，局 部 形 成 塌 陷 槽 ( 图

“环道”闭合范围

5( a ) )，台阶状的裂缝是该区域地表裂缝主要发育特

究将其简化为1个矩形和2个半椭圆组合而成的图

征。地表裂缝宽度大，最大超过50 cm。煤层中埋深

形，如图6所示。故地表裂缝发育面积为1个矩形面

区域( 150<H<350 m )裂缝较为发育，但裂缝总体宽度

积和2个半椭圆面积之和。其中各参数可以利用几

不 大 ，一般小 于 30 cm( 图 5( b ) ) ；煤 层 中 深埋 区域

何三角关系算出。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为方便计算其面积，本次研

( 350<H<500 m )，工作面内部裂缝零星发育，宽度一

煤层倾向上地表裂缝发育范围预测(图7 )：

般小于2 cm，长度短，难以发现；工作面巷道外围裂

( 1 ) 缓倾斜煤层下山地表裂缝发育范围( 据《开

缝发育较少，裂缝长度不大，宽度一般小于20 cm( 图

采损害学》，2010 )

5( c ) )；煤层深埋区域( H>550 m )，采煤工作面上方地
表基本不再发育地表裂缝，仅少量短小裂缝零星出
037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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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h为松散层厚度。
W



开
切
眼

M'

M'

γ
裂缝发育范围

H

工作面推进方向

M'

h

终
采
线

煤层走向上地表裂缝发育范围预测(图8 )：

W



φ

L
实际发育范围

图6
Fig. 6

L

简化发育范围

图8

地表裂缝发育范围简化

Fig. 8

Simplified map of development range of ground cracks

煤层走向地表裂缝发育范围预测示意
Prediction map of ground subsidence in
coal seam strike

( 1 ) 开切眼或终采线外围地表裂缝发育范围( 据
h

K'

W

γ

W

裂缝发育范围
H

《开采损害学》，2010 )
Hh
h
M 

tan  tan  1

φ

( 2 ) 走向地表裂缝发育范围( 据《开采损害学》，

φ
K

2010 )

α

图7
Fig. 7

L  L0  2 M 

煤层倾向地表裂缝发育范围预测示意

育面积为

coal seam tendency

( 2 ) 缓倾斜煤层上山地表裂缝发育范围( 据《开采

损害学》，2010 )

H  h  K sin 

1



(6)

综上，煤层工作面开采后所造成的地表裂缝发

Prediction map of ground subsidence in

W2 

(5)

h

(2)

1

( 3 ) 缓倾斜煤层倾向上地表裂缝发育范围( 据《开

采损害学》，2010 )

W
 M
(7)
2
式中， 为走向裂缝角；H为走向煤层埋深；M'为开
S  W  L+ 

切眼或终采线外围裂缝发育范围；L 为煤层回采长
度；S为地表裂缝的发育面积。
3.2 地表裂缝最大发育宽度预测
3.2.1 工作面开采地质条件与裂缝最大发育宽度

W  W1  W2  K 

(3)

K   K  cos 

(4)

煤矿区地表裂缝发育宽度与采煤工艺、煤层赋

式中，W为倾向地表裂缝发育范围；0 为下山方向

存条件、开采地质条件、地表岩土体性质等有密切

岩层裂缝角；1 为上山方向岩层裂缝角； 1 为松散

联系

层裂缝角；K为工作面倾向斜长；K'为工作面水平长

度与开采地质条件之间的关系，从以上8个工作面

度； 为煤层倾向上的倾角；H为下山方向煤层埋

选取7个进行研究，数据见表3，散点图如图9所示。

表3

之间的关系



。为充分揭示研究区地表裂缝最大发育宽

地表裂缝最大发育宽度

Table 3 Maximum development width of ground cracks
工作面序号

煤层开采厚度/m 煤层平均埋深/m

采深采厚比

上覆基岩平均厚度/m

地表松散层厚度/m

裂缝最大发育宽度/cm

110207

5.8

110

18.97

87

23

150

110201

3.8

220

57.89

185

35

76

120215

5.6

350

62.50

330

20

34

120210

6.7

400

59.70

375

15

30

130204

6.7

508

75.82

490

18

15

160203

5.8

570

98.28

550

20

30

120212

6.8

595

87.50

578

1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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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裂缝最大宽度/cm
4.0

4.5

5.0
5.5
6.0
煤层开采厚度/m
( a ) 煤层开采厚度

6.5

7.0

裂缝最大宽度/cm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3.5

100

200
300
400
500
煤层上覆基岩平均厚度/m
( c ) 工作面上覆基岩平均厚度

裂缝最大宽度/cm

裂缝最大宽度/cm

裂缝最大宽度/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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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100

600

5

40

60
80
采深采厚比
( e ) 采深采厚比

图9

300
400
500
煤层平均埋深/m
( b ) 工作面煤层平均埋深

10

15

20
25
30
松散层厚度/m
( d ) 工作面松散层厚度

600

35

100

地表裂缝最大发育宽度影响因素散点图

Scatter plo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maximum width of surface crack

从样本数据和散点图中可知，工作面回采完毕
裂缝最大宽度/cm

后，地表裂缝最大发育宽度与采深采厚比、煤层平
均埋深、煤层上覆基岩厚度有明显的增加-递减关
系，而与该区的松散层厚度无明显数学关系。
分析认为：采深采厚比是影响羊场湾煤矿地表
裂缝最大发育宽度的主要因素。
3.2.2

200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20

Fig. 9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20

地表裂缝最大发育宽度预测公式

依据调查数据，利用Origin软件对工作面煤层

40

60
采深采厚比

80

100

图10 地表裂缝最大宽度与采深采厚比关系曲线

平均埋深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发现该研究区的地表

Fig. 10

裂缝最大发育宽度和采深采厚比符合负指数关系，

Relationship curve between the maximum

width of the surface crack and the ratio of depth and

如图10所示。

thickness of coal seam


通过拟合得到了其预测公式，拟合的R 值为
0.828 18。

W  267.86 exp   M 33.73  1.62 ，R =0.828 18 ( 8 )

3.3 工程实例及对比分析
3.3.1 工程实例
选取羊场湾煤矿160202工作面作为验证工作

式中，W 为地表裂缝最大宽度，cm；M 为采深采厚

面对以上预测公式进行验证。该工作面为综采工

比。

作面，采厚为5.7 m，埋深为408～496 m，平均埋深为
037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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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m，松散层厚度为10 m，根据该矿区岩移观测报

行巷道裂缝由工作面巷道开始向外发育，待开采结

告获取岩层裂缝角为74°。

束后与平行开切眼裂缝形成一个闭合的“环状”。

平行开切眼裂缝发育范围：根据羊场湾煤矿地

II类是平行巷道的发育位置与工作面巷道存在一定

表裂缝分布规律知，当煤层埋深大于350 m时，平行

的距离，呈“带状”发育。一般情况下会与平行开

开切眼裂缝不再发育。因此该工作面平行开切眼

切眼裂缝形成一个闭合的“环带”形状。
( 2 ) 将羊场湾煤矿的地裂缝发育范围简化为1个

裂缝的发育范围为零，即不存在平行开切眼裂缝。
工作面上山方向的平行巷道裂缝已被填埋，只

矩形和2个近似半椭圆的组合图形，给出了基于煤

获取到该工作面下山方向平行巷道裂缝的实际发

层埋深、松散层厚度、裂缝角等因素的地表裂缝发

育范围和最大发育宽度数据，在此只预测该工作面

育范围即发育面积的预测公式。
( 3 ) 采深采厚比是影响羊场湾煤矿地表裂缝发

下山方向平行巷道裂缝的发育范围。
平行巷道裂缝( 下山方向 )发育范围：由于松散

育宽度的主要因素，采深采厚比越小地表裂缝发育

层厚度较薄所以忽略其裂缝角影响，直接以岩层裂

宽度越大。最大宽度值与采深采厚比呈负指数关

缝角代替整体裂缝角。故该工作面下山方向裂缝

系；通过数据拟合给出了该区地表裂缝最大发育宽

发育范围为

度的预测公式。

L

496  10
10

 142.22 m
tan 74 tan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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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nd the actual survey results
目

China，2008，27( 8 )：1235-1244.

预测值

实际值

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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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2

147.13

0.033

裂缝最大宽度/cm

23.90

21.50

0.111

[4]

ZHANG Jianmin，LI Quansheng，HU Zhenqi，et al. Study 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mode of ultra wide fully-mechanized coal mining in west

育宽度的预测结果与实地调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发现：预测结果与实际调查结果基本一致，裂缝发

China aeolian sand area[J]. Co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3，
41( 9 )：173-177.
[5]

Shendong coal field，China[J]. Geosciences Journal，2017，22( 2 )：1-

对误差为0.111。证明该公式适合羊场湾煤矿地质
条件下的单煤层开采地表裂缝发育范围即发育面

YAN Weitao，DAI Huayang，CHEN Junjie. Surface crack and sand
inrush disaster induced by high-strength mining：example from the

育范围预测的相对误差为0.033，最大发育宽度的相

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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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和最大发育宽度的预测。

结

张建民，李全生，胡振琪，等. 西部风积沙区超大综采工作面开采
生态修复研究[J]. 煤炭科学技术，2013，41( 9 )：173-177.

将160202工作面地表裂缝发育范围和最大发

4

徐 友 宁 . 矿 山 地质 环 境 调 查 研 究现 状 及 展 望 [J]. 地 质 通 报 ，
2008，27( 8 )：1235-1244.

Table 4 Comparison table between the predi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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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n monitoring of coal mining induced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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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地表裂缝有2种不同的展布类型。I类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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