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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采动岩层控制的煤炭科学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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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煤炭科学开采是煤炭行业追求的目标,采动应力与岩层控制研究可以促进煤炭安全开采、

提升自动化与智能化开采效率、保护地下水与地面环境、实现煤炭及共伴生资源协调共采,是实现
煤炭科学开采的基础。 采动应力可数倍于原岩应力,偏应力和采动卸压是促使围岩破坏的主要因
素,在一些长工作面顶板会发生分区破断现象,要充分重视采场围岩控制的系统刚度原理,对一些
特厚煤层和薄基岩煤层开采的顶板运动及载荷边界尚不清楚。 随着开采理念和技术进步,岩层控
制研究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今后需更多地关注覆岩运动、底板破坏与突水、裂隙岩体、地质构造等
问题。 由于煤炭开采更多研究的是岩层破坏后的力学行为,破坏后的岩层是以块体组合、非连续体
为主,其宏观运动以接触面位移、大变形为主要特征,需要提出针对性的研究方法,开发专用的仪器
设备,完善煤炭开采岩层控制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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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coal mining based on mining ground control
WANG Jiachen

( School of Energy and Mining Engineering,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 Beijing) ,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Sustainable coal mining is the goal of coal industry. Researches on mining-induced stress and ground control

are the basis to develop the sustainable coal mining,which will promote safe coal mining environment,improve automa-

tion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mining efficiency,protect groundwater and ground environment,and achieve coordinated

co-extraction of coal and other associated resources. Mining-induced stress can be much larger than in-situ rock stress,

meanwhile,the deviatoric stress and the mining pressure relief are the main factors to promote surrounding rock fail-

ure. Sub-regional fracturing mainly occurs at the roof of longwall faces,and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principle of

system stiffness of ground control. The potential roof movement and load boundaries of some extremely thick coal seam
and thin bedrock coal seam are remained unclear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ining concepts and technology,the re-

search on ground control has encountered new challenges such as overburden movement,floor failure and water inrush,
fractured rock mass,geological structure and etc. Since coal mining is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mechanical behavior af-

ter rock failure,the damaged rock is dominated by block combination and discontinuous body. Its macroscopic mo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contacting surface displacement with large deformation.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propose targe-

ted research methods,develop specialized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and also improve the research system for coal
mining grou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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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科学开采是由钱鸣高院士于 10 a 前首先提

硐室及采场支护困难,发生冲击地压、煤与瓦斯突出、

面环境与水资源保护、生产效率与资源采出率等问

覆岩中含水层破坏等。 上述现象是煤炭开采带来的

题,从而使煤炭行业成为技术密集型、人们热爱、社会

隐患与负效应,也正是科学采矿需要避免的。 因此,

尊重、政府放心的行业。 煤炭开采与其他固体矿床开

真正实现科学采矿首先要从采动应力与岩层控制入

采一样,都是从地壳中大规模地开采地下资源,不可

手,解决煤矿开采中常见的瓦斯、顶板、冲击地压、突

避免地对覆岩、含水层、地面造成扰动与破坏,从而影

水等灾害及保护地下及地表水、控制地面沉陷以及保

响到矿区及周围的生态环境、地下水系以及地面上建

护生态。 煤炭科学开采涉及的采动及岩层控制问题

出

[1]

,主要目的就是解决煤炭开采中的生产安全、地

(构) 筑物等,因此,粗放式、安全保障差、不与环境协
调的煤炭开采受到社会广泛批评。

为此,实现煤炭科学开采,保障安全开采、保护环
境与水资源、自动化与智能化开采、提高生产效率、煤

顶底板涌水甚至突水,地面沉陷及植物破坏与损伤,

众多且复杂,笔者仅对相关问题上的一些新认识进行
论述。

1

炭及共伴生资源协调回收是煤炭行业共同奋斗的目
标。

采动应力
采动后,在巷道、采场等围岩中会引起原岩应力

重新分布,形成采动应力。 采动应力是引起煤矿巷
开采就会产生采动应力、引起围岩与岩层运动。

道、采场等围岩变形、破坏,甚至井下灾害的诱因。 根

常见的采动现象有巷道及硐室四周围岩运动及破坏、

据开采条件不同,采动应力分布也有所差异,有时采

采场顶板破断与垮落、覆岩逐层垮落或下沉直至地
表、采场底板破坏等。 开采除了产生采动应力及围岩
与岩层宏观运动外,还会引起采动影响区域内岩体裂
隙产生与扩展、断层活化、水系变化等,并且采动应力
与岩层运动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并非孤立或割裂存在
的。 这种采动应力及岩层运动结果有可能导致巷道、

Fig. 1

图1

动应力会高于原岩应力的数倍。 如图 1 所示,2 个工

作面间的煤柱应力可达原岩应力的 3 倍( 图 1( a) ) ,2

个工作面间没有煤柱时,工作面交汇处支承压力可达
原岩应力的 3. 3 倍( 图 1( b) ) [2] ,这是小煤柱或无煤

柱开采时 2 个工作面交汇处围岩难以控制的重要原
因。

相邻工作面四周及煤柱中支承压力分布模拟结果

Simulation results of abutment pressure distribution around the adjacent face and in the coal pillar

常见的采动应力有巷道、硐室四周支承压力及掘
进头超前支承压力;各种煤柱的支承压力;采场四周

2

煤炭开采过程涉及到煤岩体破碎与维护煤岩体

支承压力;采动引起的采场底板应力重新分布等。 图

2 为 2 个矩形巷道之间不同煤柱宽度时的支承压力

卸压与偏应力原理

稳定这两个相反的岩体力学问题。 相比金属硬岩矿

分布情况( 原岩应力 25 MPa,双向等压) 。

而言,煤岩体破碎相对容易一些,而维护采动空间围

也是无法避免的力学现象。 通过采矿工程布置、开采

情况,开挖以后,围岩应力分布如图 3 所示。 若巷道

采动应力数倍于原岩应力是煤矿开采中最常见,

顺序优化等可以减缓采动应力强度和改变分布规律,
但是无法消除采动应力,因此研究、认识和利用采动
应力分布规律,降低围岩稳定控制成本,避免诱发灾
害是科学采矿的重要内容,也是采矿永恒的研究主
题。

岩稳定更困难一些。 现有一圆形巷道,处于双向等压

围岩是弹性体,不会发生破坏,则切向应力分布为曲

线①。 而实际上,巷道围岩在应力差值( σ t - σ r ) 达到

一定程度后,会发生破坏,所以实际的切向应力分布
为曲线③,径向应力分布为曲线②。 在距巷道边界不
同点处分别取单元体 1,2,3,4,其主应力 σ t ,σ r 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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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 2

2 个矩形巷道不同煤柱宽度时的支承压力分布及破坏区 [2]

Distribution of bearing pressure and failure zone of different coal pillar widths in two rectangular roadways [2]

很大差异,分别对应图 4 中的莫尔圆 1,2,3,4。 莫尔

圆 5 表示围岩处于弹性状态下在巷道边界处(4 点)

单元体的应力莫尔圆。

图 4 表明,从远离巷道处的围岩单元体受力状态

经历了从 1 到 3 的变化,即从双向等压到切向应力增

加而径向减小的过程,单元体所受到主应力差逐渐增
大,即单元体的偏应力逐渐增大,最终导致围岩破坏。
这一过程揭示了采动围岩破坏的根本原因,既有加载
也有卸载,因此,围岩是在加载作用下破坏的说法不
准确。 事实上,卸载比加载更易使围岩破坏。 若围岩

应力状态为图 5 莫尔圆Ⅰ所示,若 σ r 不变,通过加载
增大 σ t 使围岩破坏,需使 σ t 增大到 σ tⅢ ;反之,若 σ t

不变,通过减小 σ r 使围岩破坏,需使 σ r 减小到 σ rⅡ 。

图3

Fig. 3

不同位置单元体的主应力场变化

Variation of principal stress field of unit
body at different positions

由图 5 中的几何关系可以得到
Δσ t σ tⅢ - σ t 1 + sinϕ
=
=
> 1
Δσ r σ r - σ tⅡ 1 - sinϕ

(1)

式中, ϕ 为围岩的内摩擦角。

一般情况下,Δσ t / Δσ r 值可达 3. 5 ~ 4. 0,即在其

他应力不变的条件下,围岩卸载比加载更容易破坏。
围岩在偏应力作用下破坏以及卸载更容易导致围岩
破坏的原理,可用来指导围岩稳定控制以及利用这一
原理促使放顶煤工作面的顶煤破碎。 巷道支护的高
图4

预应力锚杆就是增大围岩的径向应力 σ r ,减小偏应

不同位置单元体的主应力莫尔圆示意

Fig. 4

Principal stress Mohr’ s circle of

the unit body at different positions

力来维护围岩稳定 [3] ,放顶煤开采就是采空区方向
卸压 和 铅 锤 方 向 加 压 共 同 作 用 下 促 使 顶 煤 破 碎
的 [4] 。

3

顶板分区破断与动态迁移
采场顶板控制是采煤工艺的主要内容,为了合理

有效控制顶板,需要研究顶板破断规律以及支架围岩
关系。 目前已有成果认为工作面自开切眼推进后顶
板会形成 O -X 破断,如图 6 [5] 所示。

当工作面足够长时,在工作面中部沿推进方向做

一剖面 A—A,此时可将顶板模型简化为“ 梁” 模型,
Fig. 5

图5

加载与卸载破坏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loading and unloading damage

若破断岩块能铰接在一起形成“ 三铰拱” 式平衡,且

维持稳定,即著名的“ 砌体梁” 结构模型。 “ 砌体梁”
013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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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图7

工作面顶板分区破断与动态迁移 [6-7]

Sub-regional fracturing and dynamic migration [6-7]

式中,K r ,K s ,K f 分别为直接顶( 或含顶煤) 、支架、底

板的刚度。

Fig. 6

图6

采场顶板破断的经典结构模型 [5]

Classic structural model of the roof failure [5]

由 2 块或更多岩块组成,“ 砌体梁” 的前拱脚在工作
面煤壁上方,后拱脚在采空区冒落的矸石上,支架处
于基本顶形成的“ 砌体梁” 结构保护之下,承受着直
接顶( 含顶煤) 的载荷。 一旦“ 砌体梁” 结构失稳,支
架上方的基本顶破断岩块及上覆载荷就会对工作面

Fig. 8

支架突然施加载荷,即工作面来压。 这一经典模型的
基本思路是沿工作面方向具有一致性的破断线,且顶
板是各向同性的均质体,因此可以简化为二维梁分

岩系统的影响较小,可以不计。 则有
K=

裂隙和采动裂隙,顶板岩层也是非均质体,当工作面
然后向其他区域转移,现场的矿压观测结果已经证实
这种分区破断与动态迁移现象的存在。 首先破断区
域与顶板中的采动应力分布有关,更与顶板中的裂隙
或层理等弱面分布有关。 一般来说,若顶板中的裂隙
发生概率服从泊松分布,则工作面中部顶板遭遇裂隙
切割的概率远大于工作面两端,因此工作面中部顶板
易首先发生破断,初始破断以后,改变了其两侧区域
顶板的约束条件,使其两侧更容易破断,从而形成破

断顶板向两侧动态迁移现象,如图 7 [6-7] 所示。

4

采场围岩的系统刚度模型

System stiffness model of surrounding rock

若底板较坚硬时,则底板刚度 K f 较大,对支架围

析。 事实上,工作面上方顶板岩体中存在大量的原生
较长时,顶板的某一区域或某几个区域会首先破断,

图8

Kr Ks
Kr + Ks

(3)

式(3) 表明了支架围岩系统刚度的组成及其相
互影响关系,支架变形在系统总体变形中所占的比重
取决于直接顶刚度与支架刚度的相对大小。 支架相
对刚度越小,其变形量在系统总变形量中所占比重越
大。

图 8 分析了围岩与支架铅锤的刚度关系,这种分

析主要针对如何经济合理控制顶板,其初衷是尽可能
减少支架分担的顶板载荷,通过支架让压与可缩减少
支架上的顶板压力,这在过去整个工业和煤机制造水
平较低的背景下,发挥了巨大作用。 近 20 a 来,煤机

制造业进步显著,支架阻力迅速提升,尤其是我国的

支架阻力已 经 发 展 到 20 000 kN 以 上, 是 美 国 的 2

采场围岩相互作用的系统刚度原理
采场围岩与支护体系的系统刚度问题早已引起

倍。 大部分情况下,支架足以控制顶板,保障工作面

荷集度。 由于基本顶岩层较坚硬,可将其视为刚体。

破坏与机道上方的端面漏冒,以提高工作面推进速度

学者们的注意,常见的模型如图 8 所示,其中,q 为载

安全。 然而近年来企业更加关心的是如何避免煤壁

则支架与围岩在铅锤方向上的系统刚度 K [5] 可表示

和开采效率。 已证明提高支架工作阻力会缓解煤壁

为

1
1
1
1
=
+
+
K Kr Ks Kf

(2)

压力 [8] ,其实支架与煤壁的刚度关系也会影响到煤
壁稳定,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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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特厚煤层放顶煤开采,或者 7 m 以上煤层

的大采高开采岩层运动,尤其是顶板运动规律还没有
研究清楚,对顶板在厚煤层采出后的采空区巨大空间
上是以切落为主还是旋转下沉为主的运动形式并没
有进行深入研究,在研究思路上也有些过于拘泥已有
成果,还难以解释目前特厚煤层开采中顶板控制遇到
的一些问题。
Fig. 9

图9

薄基岩问题是我国煤矿开采近 20 a 遇到的岩层

采场围岩的系统刚度模型

控制难题。 早期主要是神东矿区的浅埋薄基岩开采

System stiffness model of surrounding rock

顶( 顶煤) 的刚度在采空区一侧由于破坏会小一些,

条件,曾发生过多次压架事故。 近年来随着中东部的

即 K r1 < K r2 。 图 9 中底板刚度 K f 、煤壁刚度 K c 、直接

巨野煤田、焦作煤田东部等矿区建井开采,又遇到了

支架结构材料等有关,若基本顶作为刚体,则基本顶

压架情况。 其实无论是浅埋还是深埋薄基岩压架时

顶刚度 K r1 和 K r2 属于客观存在的。 支架刚度 K s 与

一些深埋厚冲积层薄基岩开采的难题,也发生了多次

及上覆岩层的载荷在支架与煤壁上的分配与二者的

往往都伴随着渗水现象,由于基岩薄,开采后完全破

刚度有很大关系,其中煤壁处的系统刚度为
K cs =

K c K r2
K c + K r2

(4)

K s K r1
K s + K r1

(5)

支架处的系统刚度为
K ss =

断形成泄水通道,一旦冲积层中有水很容易渗入工作
面顶部,会严重恶化顶板状况。 同时薄基岩开采时的
顶板载荷边界确定是一个难题,目前还没有好的办
法,文献[9] 给出了基本思路,但是实际应用中还需
要逐步修正。 因此薄基岩问题主要是如何考虑覆岩
中水的影响,以及顶板载荷边界的确定。

若 K ss > K cs ,则支架会分担更多的顶板载荷;若
K ss < K cs ,则煤壁会分担更多的顶板载荷。 在早期的

动规律,即“ 砌体梁” 以上的覆岩运动,其中“ 关键层”

支架设计中,希望煤壁与采空区垮落矸石能分担更多

理论就是解释和研究覆岩运动的一种理论。 理论上

的顶板载荷,因此支架设计成具有大伸缩量的让压结

讲,覆岩运动规律与上覆含水层的运动及水量流失、

构,这在采高不大,工作面产量不大的情况下具有合

地表沉降等可以结合起来,但实际的科学规律尚不成

理性。 在近年来的煤炭高效开采中,工作面快速推

熟。 其中,覆岩运动及离层规律研究相对较多,但是

进,不允许煤壁破坏频发,则需要提高支架系统刚度,

关于覆岩移动的范围一直沿用传统的移动角,并且移

缓解煤壁压力,减少煤壁破坏。 但是,如何量化设计

动角是一个固定值,随着采深加大,移动角是否仍然

支架刚度,目前还没有一个科学的依据。

为固定值值得商榷,最近已经引起了学者思考,并且

5

金属矿开采中也提出了岩层移动角并非是一个定值

顶板结构及覆岩运动
采场围岩控制的主要任务是顶板,其中顶板形成

的结构及失稳后对工作面产生的动载荷是顶板控制

除了采场顶板外,现在学者们更关心的是覆岩运

的概念 [10] 。

6

底板破坏与突水防治

的研究重点。 顶板通常指开采后会发生垮落、破断,

采动应力在煤层底板中的传播会导致一定范围

或形成一定结构,且对工作面支架载荷有明显影响的

内的底板岩层破坏。 底板岩层存在强承压含水层时,

那部分岩层,顶板以上直至地表的岩层往往称为覆

若不采取措施,则存在底板突水危险。 针对承压含水

岩。 早期主要研究顶板垮落及运动对工作面支架影

层上带压开采,国内已有许多研究。 如采场底板突水

响,用于确定支架阻力等参数。 近年来随着支架额定
阻力大幅度增加,有足够能力控制顶板,保障采场安
全。 且一般开采条件下的顶板运动及岩层破断后可
能形成的结构有较充分研究,如“ 砌体梁” 结构。 对
于特厚煤层一次采全高开采认为下位基本顶会以悬
臂梁形式折断,上位基本顶仍然能形成“ 砌体梁” 结
构,因此会产生大小周期来压,据此可以借鉴经典的
岩层运动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的“ 关键层” 理论 [11] 、“ 脆弱性指数法” 预测评价底板
突水 [12] 、矿井注浆加固工作面底板岩体“ 孔隙 - 裂隙

升降型” 突水结构力学模型 [13] 等。 目前常用的是“ 下
三带” 模型和借鉴建筑物基础极限承载力的普朗德
尔( PRANDTL. L) 模型分析底板破坏 [14] 。 如图 10 所

示,普朗德尔模型将底板分为主动压缩区 I、过渡区 II

和被动破坏区 III。 主动区和被动区之间是 1 条对数

螺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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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特征、结构失稳对采场支护的作用、破断岩块排列
方式、裂隙体岩层整体下沉与运动特征等。 在采场顶
板岩层控制范围内,岩层或破断垮落,或形成宏观连
续的裂隙体。 裂隙岩层的宏观运动主要来自破断岩
块的裂隙间位移、岩块旋转及岩块整体运动,每个岩
块可以看作刚体。 岩块及结构运动、裂隙岩层的宏观
变形与运动已经超出了经典力学的连续性与小变形
假设,继续沿用其分析方法是不合适的,有必要针对
采矿裂隙体岩层运动特点建立符合实际的研究方法,
开发相应的试验设备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采动岩体
力学学科。
目前关于岩层破断的分析通常假设岩层为均质

图 10

Fig. 10

连续板( 梁) ,对岩层中存在的各种原生裂隙重视不

底板“ 下三带” 及破坏分区 [14]

够。 岩层受载后首先会沿原有裂隙( 弱面) 破断,由

“ Three zones” and failure zone induced by

于裂隙分布及强度的不均匀性与随机性,许多岩层破

mining in floor [14]

断位置与破断载荷也具有随机性,有些情况下需采用

Ⅰ—主动区;Ⅱ—过渡区;Ⅲ—被动区;h1 —底板导水破坏带高度;

随机分析方法。

h2 —保护带;h3 —承压水导升带;γH—原岩应力

对于底板破坏深度计算,我国已有较成熟的经验

公式和理论公式。 埋深小于 500 m 时,常用经验公
式;埋深大于 500 m 时,常用基于 PRANDTL. L 模型

推导的底板塑性破坏最大深度公式。
我国华北型石炭 - 二叠纪煤田基底普遍赋存有

奥陶纪或寒武纪厚层石灰岩,该层石灰岩距离煤层较
近、厚度大、富水性强、局部岩溶和陷落柱发育,随着
开采向深部延伸,许多矿井面临带压开采问题。 这类
高承压、多水灾的矿区简称为“ 大水矿区” 。 “ 大水矿
区” 带压开采时需对底板水采取防治措施。 常用的
技术措施有:一是疏水降压,通过疏水降低含水层水
压力,实现安全开采,但当含水层富水性强、补给量大

时会遇到难以疏降或者排水量大、费用高和疏降时间
长等问题;二是注浆改造底板含水层和加固隔水层,
该方法是目前我国底板承压水防治的主要应用技术。
如近年来,邢台和焦作等矿区采用地面和井下水平定
向长孔钻进的区域水害超前探测与注浆治理技术,底

板水害防治效果良好 [15] 。

7

岩体破坏后的力学行为与宏观连续大变形

运动

8

采动岩层运动研究对科学开采的支撑作用
科学开采的主要内涵是要实现煤矿安全开采、自

动化与智能化开采、与环境协调的绿色开采、煤及共
伴生资源共采、改善井下作业环境、矿井全生命周期
设计与综合利用等,这些要求和内涵与采动应力及岩
层运动关系十分密切。
煤矿常见的安全事故有瓦斯突出与爆炸、顶板冒
落、冲击地压、突水、粉尘爆炸、自然发火等,这些事故
发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采动应力和岩层运动密切相
关。 采动应力与岩层运动会引起局部应力集中、改变
采动围岩应力状态、采动围岩及覆岩的裂隙分布与属
性等,为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发生提供了条件与
诱发因素。 进行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等预测与评
价中,首要的是研究待评价区域的采动应力分布及演
化规律,岩层破断与运动规律,尤其是坚硬顶板破断
与运动规律。 顶板冒落、突水等同样是由于采动应力
导致顶板、底板、覆岩等破坏与运动造成的。 若遇一
定规模的地质构造,如断层、陷落柱等,采动会活化这
些地质构造,放大它们的不利影响,诱发瓦斯突出、冲
击地压、冒顶、突水等事故发生。 因此,深入研究采动

一般岩体开挖工程不允许围岩破坏,因此主要研

应力与岩层运动规律是实现煤矿安全开采的基础。

究的是岩体破坏前的力学行为。 煤炭开采规模宏大,

智能开采是近几年煤炭行业大力推动的技术方

不可避免地引起围岩,尤其是上覆岩层的大规模破坏

向,这与国家倡导的人工智能发展有很好的契合度,

和运动,这些破坏和运动会对采场支护、覆岩结构、地
面等产生严重影响,因此煤炭开采主要研究的是岩体
破坏机理以及破坏后的力学行为和运动规律

[16 - 17 ]

。

如顶板岩层破断规律、破断后可能形成的结构以及运

而且也有了很大进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 70 余

个智能化采煤工作面。 关于智能开采的内涵,国内外
同行在理解上还有一定争议。 但是充分利用人工智
能成果,实现采煤工作面无人或少人开采,利用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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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决策代替人的开采决策、利用机器智能运行代替

制问题,但是为了适应高效、智能、科学开采的需要,

人的开采操作是一种必然趋势,也是煤矿追求的目

围岩控制的理论和技术还需要创新。

(3) 由于煤炭开采更多研究的是岩层破坏后的

标。 目前煤矿智能化主要集中在采煤工作面电液控
制、机电岗位无人值守、主要生产系统的地面远程集

力学行为,破坏后的岩层是以块体组合、非连续体为

中控制等,应该说尚处于初级阶段,有些技术国外先

主,其宏观运动以接触面位移、大变形为主要特征,此

进采煤国家 20 a 前就已经开始应用。 除了采煤工作
面外,煤矿辅助运输、岩巷掘进等智能化技术尚需大

的突破。 煤矿井下开采是“ 人—机—环境” 3 元大系

时再采用经典的小变形、连续体力学方法进行研究是
不恰当的,需要提出针对性的研究方法,开发专用的
仪器设备,完善煤炭开采岩层控制研究体系,以便更

统,实现其开采智能化的难度要比其他行业大得多,

好地服务于科学开采。

受作业条件和环境影响巨大,尤其是煤岩条件、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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