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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目前深井高地应力开采环境复杂、煤炭资源采出率低等问题，提出了巷内预制充

填体切顶无煤柱开采技术，以山西某矿21214工作面运输巷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分析以及数
值模拟仿真方法确定切顶参数、预制充填体合理宽度，并结合工程实例进行了可行性研究，按
照设计的施工工艺和参数在21214工作面进行了实施。现场观测结果表明，巷内预制充填体切
顶无煤柱开采技术实践效果显著，巷道顶底板最大位移量为120 mm，实体煤帮位移量为
145 mm，巷道围岩变形量能够得到很好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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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non-pillar mining technology of preset packing body and
roof cutting in deep well roadway
YANG Guanghui，WANG Kai，ZHANG Xiaoqiang
(College of Mining Engineering，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Mining Engineering，Taiyuan 030 024，China )

Abstract：In the view of present deep-well and high-stress mining environment problem especially in complex and
low recovery rate of coal resources，a new technique with preset packing body and roof cutting for coal seam without
coal pillar mining is putting forward，with coal mine 21214 head-entry in Shanxi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to determine reasonable roof cutting parameters and preset
packing body width. The feasibility study was carried out with an industrial test，according to the design of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parameters in 21214 coalface. The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echnique with preset
packing body and roof cutting for coal seam without coal pillar mining practice effect was remarkable.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 between roof and floor rock of roadway was 120 mm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solid coal wall was
145 mm. It also showed that the deformation of roadway surrounding rock can be successfully controlled.
Key words：deep-well and high-stress；roof cutting and pressure relief；preset packing body；non-pillar mining
煤炭作为短时间内不可再生资源，随着人类不

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同时，随着开采范围和

断的持续开采，储量越来越少，传统留设区段煤柱

回采产量的增加，我国煤矿开采陆续由浅部向深部

的采煤方式所导致的资源浪费问题日益突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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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资源采出率是我国煤炭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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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空掘巷技术由于可以借用上个工作面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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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的特殊岩层结构，从而可以提高下个工作面

空留巷充填带施工困难的缺点，且下区段回采巷道

回采巷道围岩稳定性而被广泛应用。沿空掘巷包

可沿预制充填带进行掘进，实现了无煤柱开采。针

括沿采空区边缘掘巷( 无煤柱掘巷 )以及与采空区之

对深井高地应力情况下的无煤柱开采技术的研究



间留设窄煤柱掘巷两种 。无煤柱沿空掘巷由于采

较少。基于此，笔者运用巷内预制充填体无煤柱开

空区内残留大量瓦斯、水以及冒落矸石整体的不稳

采技术与切顶卸压相结合，通过理论分析计算、数

定性，对巷道的正常掘进造成严重影响，一般非特

值模拟以及工程实例，研究深井高地应力情况下，

殊地质条件的矿井不宜采用。窄煤柱沿空掘巷通

巷内预制充填体切顶卸压无煤柱开采技术的可行

过计算得出窄煤柱有效宽度，并在窄煤柱应力降低

性，为深井无煤柱开采技术提供参考。

区内进行巷道布置，其主要特征是巷道围岩应力
小，可以对巷道围岩变形进行有效控制，然而窄煤
柱在经过峰值应力变形后，导致煤体内部结构发生

工程背景

1

煤层条件

1.1

破坏，煤体自身强度和承载力显著降低，在巷道掘

山西某矿2号煤层位于山西组中部，平均埋深

进期间及下区段工作面回采期间超前支承压力作

630 m，上距K砂岩25.87～37.65 m，平均30.00 m，下

用下，其稳定性难以保证，且窄煤柱沿空掘巷依然

距6号煤层30.89～52.50 m，平均43.12 m。2号煤层

 

存在资源损失问题

特性：黑色，块状，半亮煤为主，完整性较好。煤层

。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针对沿空留巷技术进行了
大 量 研 究 ，其 中 利 用 巷 旁 充 填 体 技 术 研 究 较
 



厚1.55～3.25 m，平均2.42 m，煤层厚度最小为井田
东南部9号孔1.55 m，最大为井田中部3号孔3.25 m，

。然而，巷旁充填体初支撑力不够以及与支

煤层倾角为2°～11°，平均6°，煤层结构简单，一般

撑岩层变形不协调等突出问题，导致巷道围岩稳定

不含夹矸，局部含1层夹矸，属全井田稳定可采煤

性较差，不易于维护，而且充填体要滞后上区段工

层。

作面施工，施工空间维护及施工组织较为困难，安

1.2

多

地应力测试

全隐患较大，充填体施工还会影响到上区段工作面
回采，导致不能高效生产。

地应力测试共布置2个测点。1号测点位于
21207运输巷515 m处，2号测点位于21208回风巷

  

马立强、张东升、王红胜等

提出巷内预制充

70 m处。每个测点布置1个顶板钻孔，钻头直径选

填带无煤柱开采技术，该技术从本质上结合了沿空

用55 mm，顶板钻孔深度20 m左右，铅垂于煤层顶板

掘巷和沿空留巷的技术特点，实用性强，克服了沿

布置。具体测试结果见表1。

表1
Table 1

地应力测试结果
Stress test results

压裂参数/MPa
测点序号

主应力值/MPa

测段埋深/m

最大主应力方向/( ° )
P

P

P







1

615.9

14.22

10.92

9.96

18.59

9.78

15.40

N36.3 W

2

683.3

15.15

8.47

9.92

20.98

9.76

17.08

N30.6 W

结合两个测点测试结果可知，最大水平主应力

2

介 于 18.59 ～ 20.98 MPa 之 间 ，最 小 水 平 主 应 力 为
9.77 MPa，垂直应力为15.5 MPa，根据相关判断标
 

2.1

巷内预充填体施工及巷道支护参数
巷内预制充填体施工工艺

，属高应力场，应力场类型为：最大水平主应

依据该矿2号煤层21盘区东翼工作面的采掘

力＞垂直应力＞最小水平主应力，最大水平主应力

接替顺序，21213工作面回风巷掘进时( 预留出巷

为垂直应力的1.20～1.23倍，说明地应力场是以水

内充填体的宽度 )沿非工作帮滞后浇筑巷内充填体，

平构造应力为主导的，最大水平主应力的方位大致

需要注意，在21213工作面回风巷掘进时，要采用

为南北向。

锚杆锚索进行断面全支护，且在21213工作面回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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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巷内充填体要充填完成( 图1( a ) )。21213工作

运 输 巷 ，与 上 区 段 工 作 面 之 间 不 再 留 设 煤 柱 ( 图

面 回 采 完 成 后 ，沿 墙 体 另 一 侧 掘 进 21214 工 作 面

1( b ) )。

巷内充填体
21214 工作面

21213 工作面
21213 工作面回风巷
(a)

21213采空区

巷内充填体

21214工作面

21213工作面回风巷

21214工作面运输巷
(b)

图1
Fig. 1

巷内预制充填体实施步骤

Implementation steps of precast backfill in roadway

巷道支护参数

层垮落后碎石形成的高度大于岩层原有厚度，利用

21213工作面回风巷采用矩形断面，沿煤层底

这一特性，切顶一方面可以避免采空区岩层悬顶对

板布置，巷道掘进高度为3.1 m，掘进宽度依据巷旁

下区段煤体及充填体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通

支护体设计的不同宽度而定。回风巷内顶板及两

过控制合理的切顶高度，使得切顶范围内的采空区

帮均采用  22 mm×2 400 mm的高强螺纹钢锚杆，顶

顶板垮落后，刚好可以填满采空区。此时，上覆岩

锚 杆 间 排 距 为 800 mm×800 mm ；顶 板 锚 索 规 格 为

层整体可分为两种受力结构，一种是远离采场( 竖直

 22 mm×9 000 mm与 18.9 mm×6 800 mm，长度不同

方向 )达到一定高度后，岩层所形成的一类拱“大结

的 锚 索 隔 排 布 置 ，长 锚 索 间 排 距 为 1 600 mm×

构”，该结构以两侧煤岩体( 水平方向远离当前采场

3 200 mm，短锚索间排距为1 600 mm×3 200 mm；巷

一定距离 )为支承点，其上部载荷不直接施加于采

道工作帮锚杆间排距为700 mm×800 mm；巷道非工

场，而是通过两侧支承点传递到采场两侧

作帮锚杆间排距为900 mm×800 mm。

种受力结构称为“小结构”，如图2所示，关键块B

2.2

21214工作面运输巷采用矩形断面，巷道沿巷

 

。另一

回转下沉后在采空区触矸，压实后的破碎岩石与充

内充填体另一侧煤层底板掘进，掘进高度为3.1 m，

填体给其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同时关键块B还受两

掘进宽度为4.8 m。运输巷内顶板及工作帮均采用

端关键块的夹持，受到其水平方向力的作用，因此，

距 为 700 mm×800 mm ；顶 板 锚 索 规 格 为  22 mm×

关键块C

关键块B

关键块A

12 m

 22 mm×2 400 mm的高强螺纹钢锚杆，顶锚杆间排

切顶岩层

9 000 mm与 18.9 mm×6 800 mm，长度不同的锚索隔
排布置，长锚索间排距为1 800 mm×3 200 mm，短锚
索间排距为1 400 mm×3 200 mm；巷道工作帮锚杆间
21213采空区

排距为700 mm×800 mm。

3

75°
1.0 m
煤层

切顶参数及理论分析计算
巷内充填体

3.1

切顶参数的确定

21214运输巷

图 2 切顶参数示意

由于岩石具有一定的碎胀系数，采空区顶板岩
013038-3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roof cutting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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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2364.58 kN/m 2

关键块B稳定性很好，即使在下区段工作面回采所
形成的超前支承压力作用下，依然能够维持一个较


好的动态平衡状态



。

由于巷旁支护体受2个工作面采动影响且处于
深井高地应力环境下，需要考虑一定的动压影响系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21213工作面上覆岩层实

数，根据查阅相关资料，以及本文着重考虑21213

际情况，以及各岩层碎胀系数，使破碎岩石能够填

工作面采空区对墙体的影响，故重复采动影响系数

满采空区，以此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沿墙体外侧

取4.5，则巷旁支护体上所承受的最大载荷为

斜切切顶卸压，切顶参数为：切顶线距离墙体外侧

q  2 364.58  4.5  10 640.61 kN/m 2  10.64 MPa

1.0 m，与顶板夹角75°，向采空区侧倾斜，切顶高度

3.3

为12.0 m，如图2所示。

3.3.1

3.2

充填体上方顶板压力计算

充填支护体设计
充填支护体材料
本文巷内预制充填体采用内置锚栓的充填袋

基于笔者提出的巷内预制充填体切顶技术施

混凝土，其中袋内素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20。在充

工工艺及其自身特性，分析得出上覆岩层所形成的

填袋混凝土预制充填体技术中，充填袋混凝土通过

力学结构，确定采用“分离岩块法”计算充填体上方

混凝土泵泵注到充填袋内，利用其透水不透浆的功

围岩压力。该方法的理论依据是：沿空巷道和支护

能以及泵压强制接顶

体上方一定范围内分离岩块的质量构成了支护静

作用。混凝土墙体内预置锚栓，锚栓采用  22高强

载荷，从而根据力矩平衡得出计算公式，具体力学

螺纹钢锚杆，两端各外露50 mm，每排打4根锚栓，间

计算模型如图3所示。

排距为800 mm×800 mm。
3.3.2

切顶岩层
H=12 m

0.5(b+b+x)
煤层

θ

，起到及时主动支撑顶板的

充填支护体强度核算

外约束体共同组成，在纵向垂直压力作用下，混凝
土发生横向扩容变形，使得袋外约束体产生拉伸变
形从而形成作用在混凝土上的横向约束力，袋内混

煤层

凝土处于三向受压应力状态

N    fcc  4 r  w

图 3 “分离岩块法”力学模型
Fig. 3

袋外约束应力计算公式为

Mechanical model of "separation rock
block method"

r 

计算公式为

内素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的稳定系数，取1.0；fcc

bB  0.5 x


式中，q为巷旁支护体载荷，kN/m ；h为巷道高度，
3.1 m； 为剪切角，根据经验选取26°；bB 为掘巷宽
度，4.8 m；x为巷旁支护体的宽度，初步取1.2 m；bC
为支护体外侧悬顶距，取1.0 m； B 为岩块容重，切


顶岩层平均容重为27 kN/m 。

为袋内素混凝土达到28 d龄期的抗压强度值，取
20 MPa； r 为袋外约束体作用产生的有效应力值，
MPa；w 为充填袋混凝土墙宽，取1.2 m；d 为锚栓直
径 ，取 22 mm ； b 为 锚 栓 材 料 抗 拉 强 度 值 ，取
490 MPa；a1 ，a2 为锚栓间排距，均取800 mm。

通过计算可得支护体宽度为1.2 m时所承受载

r 

荷为

8  3.1  0.49  2  4.8  1.2  1.0 

1.2
3.1   4.8  1.2  1.0   27
4.8  0.5  1.2

πd 2 b
4a1a2

式中，N 为充填袋混凝土墙承载能力，kN/m； 为袋

8h tan   2  bB  x  bC  h  bB  x  bC   B
x

。充填袋混凝土承

载力计算公式为

b

x

b

 

h

q

巷旁充填体

q



充填袋混凝土承载力由袋内混凝土本身及袋

0.5Htan θ

q



3.14  222  490
 0.29 MPa
4  800  800

N  1.0   20  4  0.29  1.2  25 392 kN/m
通过理论分析可知，1.2 m充填支护体支撑能力
为25 392 kN/m,转化成应力值为21.16 MPa，支护体
上方顶板压力为10.64 MPa，安全系数为1.99，能够
013038-4

杨光辉等：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No. 1( 2020 )：013038

满足安全支护要求。

4

不需要分析的部分，为加快计算效率，划分为较疏
散 的 网 格 ，本 模 型 共 划 分 单 元 489 600 个 ，结 点

巷旁支护体宽度模拟分析

4.1

511 803个。模型上边界垂直应力施加大小根据模
型最上方岩层埋深确定，为15.5 MPa；水平应力根据

模型建立
为研究21213，21214两个工作面回采过程对巷

地应力测试结果确定侧压系数为1.21，进行施加；底

道及不同宽度支护体稳定性的影响，采用有限差分

边界进行位移固定，计算至初始平衡。开挖过程模



 

，根据21213，21214工

仿井下实际回采过程，并在相应位置布置位移及应

作面长度、工作面回采动压影响范围以及煤层顶底

力监测点。表2为煤层顶底板岩层物理力学参数。

板岩层厚度确定模型尺寸为530 m×200 m×70 m( 长

为了研究不同支护体宽度对巷道围岩稳定性的控

×宽×高 )，根据分析区域的侧重点不同，划分不同的

制效果及支护体本身的承载稳定性，保持其他参数

网格密度，其中在充填体涉及的两条巷道以及周边

不变，设定支护体高度为巷道高度，支护体宽度分

围岩至少10 m范围内，进行较密的网格划分，其余

别为0.8，1.2，1.6，2.0 m。

软件FLAC 进行模拟研究

表2
Table 2

4.2
4.2.1

岩层力学参数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rock strata


岩层名称

厚度/m

密度/(kg·m )

弹性模量/GPa

泊松比/GPa

黏聚力/MPa

抗拉强度/MPa

内摩擦角/( ° )

粉砂岩

9.1

2 690

9.49

0.21

4.8

4.2

25.0

泥岩

4.0

2 580

4.35

0.23

2.6

5.6

26.5

粉砂岩

4.6

2 690

9.49

0.21

4.8

4.4

25.0

细砂岩

1.8

2 660

8.64

0.22

3.3

2.6

29.4

2号煤

2.42

1 470

2.45

0.05

1.9

1.4

23.9

粉砂岩

1.5

2 690

9.49

0.21

4.8

4.2

25.0

泥岩

12.0

2 580

4.35

0.23

2.6

5.6

26.5

幅仅为7.67%；当充填体宽度由1.6 m增加到2.0 m

模拟分析结果

时，充填体垂直应力增幅进一步增加，为12.35%。

212 13 工作面回采过程分析
由于巷旁充填体在21213工作面回风巷沿非工

巷旁充填体垂直应力/MPa

20

作帮一侧布置，对21213工作面回风巷在工作面回
采时的稳定性贡献不大，前文提到的21213工作面
回风巷支护方式能够很好地控制围岩变形，所以
21213工作面回采过程不对21213工作面回风巷稳
定性进行分析，只对墙体受力进行分析。
随着工作面的回采，充填体将承受上覆岩层质

15
10
5
0

量以及采空区侧岩层的回转下沉，在工作面前后方

80

40

0
-40 -80 -120 -160
测点距工作面距离/m

图 4 不同宽度巷旁充填体垂直应力

形成一定的支承压力，不同充填体宽度所表现的垂
Fig. 4

直应力大小不同，垂直应力越大，证明承载能力越

Vertical stress of backfill at the side of roadway
with different widths

强。如图4所示，在工作面前方60 m内，随着工作面
距离的推进，充填体垂直应力开始增加，在工作面

0.8 m
1.2 m
1.6 m
2.0 m

4.2.2

212 14 工作面回采过程分析

后方20 m内，垂直应力增加最为剧烈，在工作面后

如图5( a )所示，当21214工作面不断推进时，工

方100 m后，基本趋于稳定。当充填体宽度由0.8 m

作面前方充填体垂直应力逐渐增加，但是增加幅度

增加到1.2 m时，充填体垂直应力增加较为明显，从

不是很大。0.8 m充填体在距离工作面前方40 m处

13.04 MPa增加到15.12 MPa，增幅为15.95%；当充填

时发生破碎，不能继续进行计算，1.2 m及以上宽度

体宽度由1.2 m增加到1.6 m时，充填体垂直应力增

的充填体仍然具有很好的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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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承载能力随之增强，对巷道围岩变形量的控制也

巷旁充填体垂直应力/MPa

20

随之增强。经过模拟数据分析，0.8 m充填体稳定性
18

得不到保证，在多次采动扰动之后，容易发生破碎，
失去承载能力；1.2 m充填体能够满足充填体本身及

16
0.8 m
1.2 m
1.6 m
2.0 m

14
12

0

各方面增幅都不很明显；2.0 m充填体虽然相对于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测点距工作面距离/m
( a ) 不同宽度巷旁充填体垂直应力

70

巷道顶底板位移量/mm

巷道稳定性要求；1.6 m充填体相对于1.2 m充填体
1.2 m充填体各方面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在

90

稳定性都满足的条件下，考虑施工及经济方面的因
素，2.0 m充填体不能满足高效生产及经济性要求。

0.8 m
1.2 m
1.6 m
2.0 m

60

因此，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确定巷旁充填体的宽
度为1.2 m。

50

5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在21214工作面运输巷实

30
0

10

施此项技术，具体各项施工参数及施工工艺如前文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测点距工作面距离/m
( b ) 不同宽度充填体下巷道顶底板移近量

所述。目前21213工作面已回采完毕，21214工作面
正准备回采，图6为测站监测巷道表面位移随距工

实体煤帮位移/mm

80

作面煤壁距离的变化规律，测站设置在距21214工

0.8 m
1.2 m
1.6 m
2.0 m

70
60

作面开切眼60 m处。如图6所示，在测站距工作面
50～60 m时，顶底板及实体煤帮位移量增加幅度不
大，基本处于稳定状态；此后，随着工作面的推进，

50

巷道顶底板及实体煤帮位移量急剧增加，在30～
40

50 m时，增加幅度最为明显；在0～30 m时，巷道顶
0

图5
Fig. 5

工程应用

4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测点距工作面距离/m
( c ) 不同宽度充填体下实体煤帮位移量

90

底板位移量增加幅度变缓，这是超前支护起到控制
围岩变形的效果，但是实体煤帮位移量变缓幅度不

充填体及巷道围岩稳定性与工作面的距离关系

大，随着工作面的推进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幅度；

Relation between stability of backfill and surrounding

最后在距工作面0 m处，实体煤帮位移量达145 mm，

rock of roadway and working surface

顶板位移量达53 mm，底臌量为67 mm，顶底板总位

墙体越宽，承载力越强，从而对控制巷道顶底

移量为120 mm。

板及实体煤帮的变形能力越强。如图5( b )，(c )所示，

160

随着与工作面距离的不断缩进，巷道顶底板及实体

140

顶板下沉量
底膨量
实体煤帮移近量
顶底板移近量

120
位移量/mm

煤帮位移量不断增加，两者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
实体煤帮位移量总体上比顶底板位移量多出10 mm
左右。与巷旁支护体垂直应力监测结果相同，0.8 m

100
80
60
40

煤柱支护下巷道顶底板及实体煤帮位移量在工作

20

面前方40 m时突然大幅度增加，证明充填体发生破

0

碎，失去承载能力；当充填体宽度由1.2 m增加到
1.6 m时，顶底板位移量减小9.49%，实体煤帮位移量

图6

减小11.62%，减小幅度不是很大；当充填体宽度增

Fig. 6

0

10

20
30
40
50
距工作面煤壁距离/m

60

70

巷道表面位移随距工作面距离变化规律

Variation rule of roadway surface displacement with
distance from working face

加到2.0 m时，同样增幅不是特别明显，且充填体宽
度在1.2 m及以上时，巷道变形量均在可控范围内。

充填体应力监测结果：21213工作面回采后，在

综上所述，随着巷旁充填体宽度的增加，充填

工作面后方碎石充填采空区缓慢压实的过程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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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填体形成了侧向支承压力作用，且无法向煤体内

大学学报，2006，35( 2 )：145-148.

部转移从而发生应力集中，应力峰值为18.7 MPa；在

BAI Jianbiao，HOU Chaojiong. Control principle of surrounding rocks
in deep roadway and its application[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采空区碎石压实稳定过程中，充填体随着上覆岩层
的下沉发生一定的变形，变形量为132 mm，表现为

Mining and Technology，2006，35( 2 )：145-148.
[4]

充填体纵向压缩横向变宽，卸载了原有峰值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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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充填体并没有发生明显破坏，仍然具有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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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体结构稳定后，充填体应力值由18.7 MPa降为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underground coal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technolog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12.3 MPa；21214工作面回采阶段，充填体在超前支
承压力范围内应力以及变形量仍有增加，但是增加

Engineering，2019，1( 1 )：013501.
[5]

张学景. 大埋深软岩孤岛工作面无煤柱沿空掘巷技术研究[J]. 煤

幅 度 不 大 ，应 力 值 由 12.3 MPa 增 加 至 最 大 值 ，为

炭科学技术，2018，46( 2 )：144-149.

16.8 MPa，进一步产生的变形量为47 mm，充填体

ZHANG Xuejing. Research on gob side entry driving with non-pillar

整体稳定性依然良好，没有发生明显破坏。

technology of large depth soft rock island working face[J]. Co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8，46( 2 )：144-149.

6

结

论

[6]

张科学. 深部煤层群沿空掘巷护巷煤柱合理宽度的确定[J]. 煤炭
学报，2011，36( S1 )：28-35.

( 1 ) 通过理论分析，并利用深井上覆岩层结构

ZHANG Kexue. Determining the reasonable width of chain pillar of

力学特性及岩石碎胀系数，确定满足稳定性要求的

deep coal seams roadway driving along next goaf[J]. Journal of China

切顶参数为：切顶线距离墙体外侧为1.0 m，与顶板

Coal Society，2011，36( S1 )：28-35.

夹角为75°，向采空区侧倾斜，切顶高度为12.0 m。

[7]

彭林军，张东峰，郭志飚，等. 特厚煤层小煤柱沿空掘巷数值分析
及应用[J]. 岩土力学，2013，34( 12 )：3609-3616，3632.

( 2 ) 基于笔者提出的巷内预制充填体切顶无煤

PENG Linjun ，ZHANG Dongfeng ，GUO Zhibiao ，et al. Numerical

柱开采技术施工工艺及其自身特性，分析得出了上

analysis of thick coal seam small pillar along gob roadway and its
application[J]. Rock and Soil Mechanics，2013，34( 12 )：3609-3616，

覆岩层所形成的力学结构，确定采用“分离岩块法”
计算充填体上方围岩压力，并得出充填体宽度为

3632.
[8]

1.2 m时上覆围岩压力为11.54 MPa。

陈勇，杨玉贵，闫帅，等. 沿空留巷巷旁充填体对拉锚杆加固机理
研究[J].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2018，35( 6 )：1129-1134.

( 3 ) 数值模拟结果进一步表明，巷旁充填体宽

CHEN Yong，YANG Yugui，YAN Shuai，et al. Study on reinforcement

度越大，承载能力越强，对巷道围岩变形控制能力

mechanism of filling body in gob-side entry retaining[J]. Journal of

越好，通过几种充填体宽度的分析比较，确定充填
体最佳宽度为1.2 m。

Mining & Safety Engineering，2018，35( 6 )：1129-1134.
[9]

陈勇，李百宜，郝德永，等. 固体充填采煤沿空留巷顶板下沉影响
因素研究[J]. 矿业研究与开发，2015，35( 9 )：14-19.

( 4 ) 该项技术在实际工程应用中效果显著，墙

CHEN Yong，LI Baiyi，HAO Deyong，et al. Study on influence factors

体及围岩稳定性较好，在21214工作面超前支承压

of roof subsidence in gob-side entry retaining with solid backfill

力范围内，墙体未发生明显破坏，顶底板最大移近

mining[J]. Min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15，35( 9 )：14-19.

量为120 mm，实体煤帮最大移近量为145 mm，均在

[10] 张自政，柏建彪，王卫军，等. 沿空留巷充填区域直接顶受力状态
探讨与应用[J]. 煤炭学报，2017，42( 8 )：1960-1970.

可控范围内，满足安全生产要求。

ZHANG Zizheng，BAI Jianbiao，WANG Weijun，et al. Study on stress
state of immediate roof above backfill area in gob-side entry ret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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