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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采方法与装备及岩层控制技术是保证煤炭正常生产的核心技术。 介绍了改革开放 40 a
来我国采煤方法与装备、岩层控制理论与技术、特殊采煤与矿区生态环境保护技术的发展历程。 基

于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开采研究分院主持和参与的科研项目,总结了 40 a 来煤炭开采与岩层控制技

术取得的研究成果。 包括薄及中厚煤层、厚煤层一次采全高综采技术与装备,厚及特厚煤层综采放

顶煤开采技术与装备,及智能化开采技术与装备;采场覆岩运动与破断规律,岩层结构假说,液压支

架与围压相互作用关系,及坚硬和破碎顶板控制技术;巷道锚杆支护理论与成套技术,破碎围岩注

浆加固技术,及高应力、强采动巷道水力压裂卸压技术;冲击地压发生机理,冲击危险区域评价技

术,冲击地压实时监测、预警及综合防治技术;开采沉陷理论,建(构)筑物下、近水体下、承压水上

开采等特殊采煤技术,及矿区生态环境保护技术。 40 a 的研究与实践表明,我国煤矿已形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煤炭开采与岩层控制成套技术体系,为煤矿安全、高效、绿色开采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
最后,提出了煤炭开采与岩层控制技术的发展方向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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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ining methods,equipment and strata control technologies are the core elements to ensure the normal pro-
duction of coal min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oal mining methods and equipment,strata
control theories and associated technologies,special coal mining and min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
nology during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since 1978.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
search projects initiated and participated by the Mining Research Branch of the China Coal Research Institute,the
main achievements obtained from coal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technologies in the past 40 years were summariz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the fully mechanized mining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for thin,medium thick,and thick coal
seams,the fully mechanized top coal caving mining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for thick and extra-thick coal seam,and
the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for intelligent mining;the movement and breaking laws of strata overlaid above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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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s,the mechanical hypothesis of strata structures,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hields and surrounding rock,and the con-
trol technologies for hard and broken roofs;roadway rock bolting theories and complete set of technologies,grouting re-
inforcement technology for fractured rock,and the destressing technology with hydraulic fracturing for roadways with
high stresses or affected by serious mining activities;rock burst occurrence mechanism,assessment methods for burst
risk zones,and the rock burst monitoring with early-warning and integrated control techniques;mining subsidence theo-
ries,special mining methods such as mining under buildings,water body,and mining above confined aquifer,as well as
the eco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mining areas. The 40-year researches and practices show that a complete
set of technical systems for coal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have been formed in China with special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which provides reliable technical supports for safe,efficient and green production of coal mines. Besides,the fu-
ture development and suggestions for coal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technologies are provided.
Key words:coal mines;coal mining method;mining equipments;strata control;rock burst;special coal mining

　 　 201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40 a 来,煤炭

作为我国的主体能源,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

稳定的能源保障。 40 a 来,我国建成年产 120 万 t 及
以上的大型煤矿 1 200 余处,其中,千万吨级煤矿 42
处,在建和改扩建千万吨级煤矿 37 处[1]。 原煤产量

由 1978 年的 6． 2 亿 t 增加至 2018 年的 36． 8 亿 t(图
1),增加了近 5 倍,累计生产煤炭 773 亿 t。 煤矿百万

吨死亡率则由 1978 年的 9． 713 降低至 2018 年的

0． 093,降低了 99% 。 大型煤炭基地已具规模,科学

产能稳步提升,我国煤炭工业逐步进入了高质量发展

轨道。

图 1　 改革开放 40 a 我国煤炭产量变化

Fig． 1　 Changes of coal production in China in the past 40 years

煤炭科技创新有力支撑了煤炭工业的快速发展。
其中,煤炭开采与岩层控制作为核心,在基础理论、关
键技术及工程实践方面均取得重大进展。 煤炭开采

技术与装备是实现煤炭安全、高效、高采出率开采的

基础。 经过 40 a 持续不断的科研攻关与创新实践,
我国煤炭工业实现了由人工采煤、炮采、普采、高档普

采到综合机械化开采、自动化开采的跨越,并逐步向

智能化开采迈进。 综采是采煤史上的一次重大技术

变革,它将井工煤矿工作面的主要生产环节———采、
支、运、供电、检测、通信等有机结合、协同配置,极大

地提高了采煤效率与安全[2]。 我国 1970 年首次进行

了综采技术与设备的工业性试验,70 年代中后期引

进了上百套国外综采设备,并根据我国煤层赋存条件

进行了自主研发,使得 80 年代综采技术在我国煤矿

得到推广应用,实现了采煤技术的跨越。 针对我国煤

炭资源赋存条件,研发出薄及中厚煤层综采技术与成

套装备,厚煤层大采高、超大采高综采成套技术与装

备,厚及特厚煤层综采放顶煤开采技术与成套装备

等,并针对大倾角、急倾斜、破碎围岩等复杂条件进行

了开采技术与装备的创新与实践,基本形成了具有我

国煤炭资源赋存特色的开采技术与装备体系。 最近

几年,我国煤矿智能化开采技术取得快速发展,开发

出以采煤机记忆截割、液压支架自动跟机及可视化远

程监控为基础,以生产系统智能化控制软件为核心的

综采成套装备智能系统,并在多个矿区得到成功应

用。 2018 年,我国煤矿智能化工作面已达到 145 个。
煤炭生产方式正在由粗放向集约高效方向转变。 大

型煤炭企业采煤机械化程度由 1978 年的 32． 3% 提

高到 2018 年的 96． 1% ;掘进机械化程度由 14． 5%提

高到 54． 1% ;全国煤矿人均生产效率由 137 t / a 提高

到 1 000 t / a,增长了 6． 3 倍。 最高年人均效率超过 5
万 t(神东矿区补连塔煤矿,原煤工效达 167． 8 t /工)。

岩层控制技术是煤炭资源安全、高效开采的保

证。 岩层控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采场岩层控制和巷

道围岩控制。 在采场岩层控制方面,经过 40 a 的攻

关,形成了“砌体梁”、“传递岩梁”、“关键层”等国内

经典采场矿压理论[3-7]。 之后,针对综放采场的“组
合悬臂梁-铰接岩梁”、浅埋采场的“切落体”等条件

的顶板运移理论成果又相继出现,提高了对采场覆岩

运动及矿压活动的认识。 围绕液压支架与围岩相互

作用关系,建立了多种力学模型,提出多个估算液压

支架工作阻力的公式,指导了液压支架设计与选型。
开发出多种采场矿压监测预警系统,能实时监测液压

支架工作阻力、顶板下沉量、超前支承压力和煤柱应

力等多个参数,为了解采煤工作面矿压显现规律提供

了基础。 针对坚硬顶板条件,开发出爆破、注水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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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压裂等弱化技术;针对破碎顶板和煤层,开发出

多种加固材料与技术。 这些采场岩层控制理论和技

术对我国煤矿采场顶板管理起到重要作用。
在巷道围岩控制方面,40 a 来逐步由原来的木支

护、砌碹支护、型钢支护发展到锚杆支护。 锚杆支护

经历了从低强度、高强度到高预应力、高刚度、强力支

护的发展历程。 目前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锚杆支

护成套技术体系,锚杆支护成为我国煤矿巷道的主体

支护方式[8-12]。 针对破碎围岩巷道,开发出多种注浆

加固技术[13];针对高应力巷道,开发出水力压裂、爆
破等卸压技术[14],提出支护—改性—卸压“三位一

体”围岩控制理念,为复杂困难巷道支护提供了有效

途径[15]。 此外,小煤柱沿空掘巷技术、无煤柱沿空留

巷技术在适宜的条件下得到推广应用[16-18],在提高

煤炭资源采出率、减少掘进工程量、解决高瓦斯矿井

通风与瓦斯问题等方面起到良好作用。
冲击地压灾害防治一直是岩层控制研究的难点

和热点。 40 a 来,针对煤岩体冲击倾向性、冲击地压

发生机理、冲击地压监测、预警及防治等,开展了连续

不断的攻关研究,基本建立了我国煤矿冲击地压理论

与技术体系[19-21]。 研究成果在我国深部、高应力、强
采动等冲击地压矿井得到推广应用,对控制冲击地压

灾害起到了重要作用。
地表沉陷控制和生态环境保护是煤炭开采必须

面临的问题,我国建(构)筑物、水体及铁路下(简称

“三下”)压煤量约 140 亿 t,约 95% 以上生产矿井存

在“三下”压煤,影响了矿井正常生产布置。 煤炭开

采带来的水资源破坏和生态损害成为煤炭行业的突

出问题。 开采沉陷理论和特殊采煤技术作为解放

“三下”压煤储量、采煤沉陷区治理及生态环境修复

的理论基础,经过改革开放 40 a 的持续科研攻关与

创新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采煤技术体

系[22-25],并逐步向安全、绿色和无损害发展。 伴随充

填减沉开采、控水开采、保水开采等一系列特殊采煤

技术的成功应用,矿区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为
煤炭绿色开采奠定了基础。

40 a 来,我国煤炭开采与岩层控制技术取得重大

突破,为煤炭工业的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 在这个过

程中,众多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煤炭企业、设备与

产品厂家等均参与其中,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笔者来

自于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开采研究分院(原煤炭科学

研究总院北京开采研究所),主持和参与了一些科研

攻关项目。 为此,本文基于笔者所在单位取得的科研

成果,回顾改革开放 40 a 来,我国煤炭开采与岩层控

制技术的发展历程,介绍综采与综放开采技术与装

备、采场与巷道围岩控制、冲击地压防治、特殊开采及

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理论与技术等方面的成果,并对煤

炭开采与岩层控制技术的发展进行展望。

1　 煤炭开采技术与装备

1． 1　 我国煤炭开采技术与装备发展历程

我国煤层赋存条件复杂多样,改革开放前以人工

开采、炮采等高危方式开采为主,生产效率低下,人员

伤亡率高。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国外综

采综放开采技术与装备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促使我国煤炭开采技术与装备迅猛发展,逐步形

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煤炭综采技术与装备体系。
1970 年 11 月,我国第 1 套综采设备在大同煤峪

口煤矿进行工业性试验,拉开了我国综采技术发展的

序幕[2]。 1974 年、1977 年分别引进 43 套、100 套综

采设备,对推动综采技术的应用起到重要作用。 在引

进国外综采技术与装备的基础上,我国进行了大量的

自主研发,实现了由引进消化吸收到创新引领的跨越

发展。
1982 年,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率先开展综采放顶

煤开采技术与装备的引进与实践,并于 1984 年 4 月

在沈阳矿务局蒲河煤矿进行了我国第 1 个缓倾斜厚

煤层综放开采技术井下工业试验[26]。 但受制于支架

设计及采空区自然发火等问题,试验效果并不理想。
1985—1986 年,在甘肃窑街矿务局二矿进行了厚度

为 25 m 的急倾斜特厚煤层水平分段放顶煤开采试

验,获得成功,并开始在我国其他矿区大力推广应用

综采放顶煤开采技术[27]。 至 1990 年底,已经在平顶

山、阳泉、潞安、晋城、郑州、兖州、辽源、乌鲁木齐、平
庄等矿区成功推广应用综采放顶煤工作面 32 个。

针对厚煤层一次采全高开采技术难题,1985 年

西山矿务局首次进行国产大采高综采技术与装备的

井下试验,工作面采高 4． 0 m,平均月产达 14． 57 万

t。 1986 年,邢东东庞煤矿开展 4． 5 ~ 4． 8 m 大采高开

采试验,实现最高月产 14． 22 万 t。 至 20 世纪 90 年

代初,大采高一次采全高开采技术成功在我国铜川、
开滦、西山、兖州、徐州、邢台、双鸭山等矿区进行推广

应用,但受制于综采技术与装备的发展,一次采全高

综采工作面的最大机采高度均未能突破 5． 0 m。
1995 年之后,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开采研究

所与相关单位合作,推动了我国综采综放开采技术与

装备进入高产高效创新发展、提高阶段。 “十五”期

间,与兖矿集团合作率先完成年产 600 万 t 综放开采

技术与装备研发,创造了综放开采单产、工效和采出

率的世界最高记录[28]。 2003 年,针对晋城寺河矿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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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赋存条件,开展了高端大采高液压支架的国产化

研发,研制出 ZY8640 / 25． 5 / 55 国产高端大采高液压

支架,工作面最大采高 5． 2 m,实现最高日产 3 万 t。
2005 年,开展了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专项“年产

600 万 t 综采成套装备研制”的攻关,在神东万利一

矿实现大采高工作面年产 600 万 t。 2008—2011 年,
依靠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年产千万吨

级矿井大采高综采成套装备及关键技术”,研发出

ZY12000 / 28 / 64 型大采高液压支架,在山西焦煤集团

斜沟煤矿实现工作面年产 1 000 万 t。
针对陕北红柳林煤矿、金鸡滩煤矿,及神东补连

塔煤矿、上湾煤矿等煤层厚度为 6 ~ 8 m 的坚硬厚煤

层一次采全高开采技术难题,2009—2013 年在红柳

林煤矿研发应用了 7 m 超大采高综采成套技术和装

备,实现综采工作面年产 1 200 万 t。 2015 年在金鸡

滩煤矿研发应用了 8． 2 m 超大采高综采成套技术与

装备,单一工作面年产突破 1 500 万 t。 2018 年 3 月,
上湾煤矿 8． 8 m 超大采高综采技术与装备成功应用,
再次刷新世界超大采高综采工作面采高、产量与工效

记录。
随着我国综采技术与装备的持续创新发展,煤炭

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开采研究所提出大采高综放开采

技术,研发出系列大采高综放开采技术与装备,有效

提高了厚煤层综放工作面的煤炭采出率。 2008—
2009 年,在神东柳塔煤矿成功应用了采高 4． 2 m 的

大采高综放开采技术与装备,实现最高月产 64 万 t。
同年在平朔安家岭煤矿实现综放工作面月产 130 万 t
的记录。 “十一五”期间,针对大同塔山煤矿 14 ~ 20
m 特厚煤层大采高综放开采难题,成功研发了最大机

采高度 5． 0 m 的国产大采高综放开采技术与装备,年
产突破 1 000 万 t。 针对我国西部矿区坚硬特厚煤层

顶煤冒放性差的难题,研发出 5． 0 m 两柱强力大采高

液压支架及成套装备,在双山煤矿、神树畔煤矿等实

现了坚硬特厚煤层高产、高效、高采出率开采。 2018
年,针对兖矿集团金鸡滩煤矿平均厚度约 12 m 的浅

埋深、坚硬、特厚煤层,研发出最大机采高度 7． 0 m 的

超大采高综放开采技术与装备,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综

放开采技术与装备水平。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技的

快速发展与创新应用,促使我国煤矿自动化、智能化

水平不断提高[29-32]。 2001 年铁法煤业集团通过引进

德国成套刨煤机组,配套国产液压支架,在小青矿、晓
南矿实现了薄煤层自动化开采;2007—2013 年,针对

冀中能源峰峰煤矿复杂坚硬薄煤层条件,研发了适用

于 0． 6 ~ 1． 3 m 薄煤层的综采自动化成套技术与装

备,实现了 0． 6 ~ 1． 3 m 薄煤层自动化安全高效开采。
2014 年,针对黄陵一号煤矿中厚煤层自动化、智能化

开采需求,研发了 1． 4 ~ 2． 2 m 中厚煤层自动化成套

装备,开创了工作面“有人巡视、无人值守”的自动

化、智能化开采模式,并成功将液压支架自动跟机移

架、采煤机记忆截割、刮板输送机智能变频调速等自

动控制技术在厚煤层大采高综采综放工作面推广应

用。 2017 年,针对赋存条件较简单的中厚煤层高产

高效智能化开采技术难题,研发了 3 ~ 4 m 煤层年产

千万吨智能化综采成套技术与装备,在兖矿集团转龙

湾煤矿实现了中厚煤层安全、高效、智能化开采。 由

于我国煤矿智能化开采技术与装备尚处于初级阶段,
受制于我国煤层赋存条件复杂多样的开采现状,煤矿

智能化、少人化甚至无人化开采技术与装备仍需持续

攻关与突破。
1． 2　 一次采全高综采技术与装备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综采经历了消化吸

收国外技术与装备并研制试验国产普通综采装备、研
制高端综采支护装备完全替代进口、研发超大采高综

采支护装备引领世界的 3 个发展阶段,形成了适用于

薄煤层、中厚煤层、厚及特厚煤层、复杂难采煤层的系

列化综采技术与装备。
(1)薄及中厚煤层综采技术与装备

我国各大煤炭主产区均赋存有薄煤层,其资源储

量约占煤炭资源总储量的 20． 4% 。 薄煤层覆存条件

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开采作业空间小、安全性差、成本

高、产量小、效率低的特点。 因此降低工人劳动强度,
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系数,提高生产效率是薄煤层开

采的关键因素。
针对薄煤层安全高效开采技术难题,基于冀中能

源集团峰峰煤矿 0． 6 ~ 1． 3 m 复杂薄煤层赋存条件,
研发了系列大伸缩比、高可靠性薄煤层液压支架,如
图 2 所示。 采用大弧度缸底和活柱无上腔外进液口

的结构形式,简化了外缸上腔进液口,通过将上、下进

回液口集成设计在一个阀板上,降低了立柱固定段长

度,增大了立柱的伸缩比。 采用紧凑型整体插装式电

液控制阀,解决了控制阀组小体积、大流量与高集成

度等难题。 通过采用板式整体顶梁、双平衡千斤顶等

结构,并对液压支架底座的筋板布置、连杆与底座铰

接形式等进行优化设计,解决了薄煤层液压支架大伸

缩比与高可靠性的矛盾。
针对急倾斜薄煤层开采条件,提出了急倾斜工作

面俯伪斜布置方法,有效提高了综采设备的稳定性。
为了适应俯伪斜开采工艺,设计研发了菱形液压支

架,如图 3 所示。 菱形液压支架及俯伪斜布置方法在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康红普等: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1,No． 1(2019):013501

013501-5

图 2　 薄煤层液压支架主体结构

Fig． 2　 Main structure of hydraulic shied for thin coal seam

图 3　 薄煤层菱形液压支架

Fig． 3　 Rhomboid hydraulic shield for thin coal seam

松藻逢春煤矿成功应用,实现了煤层厚度 0． 84 m、煤
层平均倾角 64°薄煤层工作面的安全高效开采。

针对薄及中厚煤层自动化、智能化开采要求,研
发了适用于 0． 6 ~ 1． 3 m 复杂薄煤层的综采自动化成

套技术与装备,提出了“有人值守、无人操作”的薄煤

层自动化开采模式,如图 4 所示。 冀中能源集团薛村

煤矿成功应用薄煤层自动化综采成套技术与装备,在
0． 6 ~ 1． 3 m 不稳定、有硬夹矸、复杂煤层条件下,实
现了薄煤层工作面自动化、少人化开采,工作面年产

达 100 万 t。 黄陵一号煤矿在 1． 4 ~ 2． 2 m 中厚煤层

应用智能化综采成套技术与装备,实现了智能化、少
人化开采,工作面年产达 400 万 t。

针对转龙湾 3 ~ 4 m 中厚煤层开采条件,通过将

采煤机的电控系统与 LASC 惯导系统进行有效融合,
实现了采煤机位置、姿态的实时监测;通过开发工作

面循环记忆截割系统,实现了采煤机的记忆截割及刮

板输送机的直线度控制。 通过对采煤机的截割速度、

图 4　 薄煤层工作面自动化控制系统

Fig． 4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for working
face in thin coal seam

位置、摇臂摆动角度、液压支架推移量等进行实时解

算,获取采煤机的实时截割落煤量;结合刮板输送机

煤量扫描系统,实现了对刮板输送机煤流量的实时监

测。 采用刮板输送机变频控制系统,对刮板输送机进

行变频调速控制,实现了煤流运输的精细化管理。 采

用上述技术,利用国产高可靠性装备,实现了 3 ~ 4 m
煤层年产 1 000 万 t。

(2)厚煤层大采高综采技术与装备

大采高开采技术是我国厚煤层实现高产、高效的

主要开采技术之一,主要应用于晋、陕、蒙、新等大型

煤炭基地。 目前,我国大采高综采技术的一次开采高

度已经由 3． 5 m 提高至 8． 5 m(液压支架高度 8． 8
m)。 随着工作面开采高度的不断增加,煤壁片帮、液
压支架压垮、倾斜失稳等成为了制约大采高工作面安

全高效开采的主要因素。
为了解决大采高工作面易发生煤壁片帮等问题,

国内外学者相继在煤壁片帮影响因素、片帮破坏形

式、片帮机理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形成了

提高支架初撑力及支护阻力、控制采高及工作面长

度、减小空顶距、加快工作面推进速度、注浆加固等大

采高煤壁片帮防治成套技术。 另外,针对超大采高工

作面煤壁片帮、冒顶问题,设计了专门的护帮结构。
通过对比分析两种超大采高液压支架护帮结构的力

学特性(图 5),发现支架伸缩梁与护帮板分体结构具

有护帮合力大、护帮合力作用点更靠近煤壁易片帮位

置、护帮结构可靠性高等优点。 图中,Fd、Fs、F4f 分别

为作用在顶梁、伸缩梁、护帮结构上的力;q1、q2 为作

用在护帮结构上分布力的最大、最小值;a 为护帮结

构合力作用点的距离。
针对大采高液压支架结构及稳定性,在支架架

型、结构、综采工作面布置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

改进。 由于大采高工作面中部机采高度与两侧巷道

高度存在较大落差(3 ~ 4 m),传统大采高开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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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支架护帮结构力学特性对比分析

Fig． 5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al side retaining structures in a shield

采用小台阶逐级过渡的配套方式,造成工作面两端头

大量三角煤损失。 为了解决这一技术难题,提出了大

采高工作面大台阶直接过渡布置方式,如图 6 所示,
通过研发带有大侧护板的特殊过渡液压支架,实现了

由工作面机采高度至巷道支护高度的一次性过渡,单
一工作面可多回收煤炭资源近 40 万 t。

图 6　 大采高工作面大梯度过渡布置方式

Fig． 6　 Transition layout of large mining height
working face with large gradient

超大采高液压支架架型可分为两柱掩护式与四

柱支撑掩护式两大类。 针对传统观点认为四柱支撑

掩护式液压支架具有“四平八稳”特点的认识,进行

了超大采高液压支架合理架型结构研究。 通过对比

分析两种架型液压支架的结构力学特性[33],发现掩

护式液压支架较支撑掩护式液压支架具有支护强度

大、前后连杆受力状态好等优点,如图 7 所示(负值

代表压应力),更适用于超大采高工作面。

图 7　 大采高液压支架架型对比分析

Fig． 7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shields with
large mining height

为了解决超大采高液压支架高强度结构钢的焊

接及可靠性问题,提出了无重复预热自动焊接、多层

多道焊等焊接工艺,研发了机器人焊接生产线,极大

地提高了液压支架的焊接效率与成品率,保障了超大

采高液压支架的高可靠性。
针对超大采高工作面采高增加带来的液压支架

稳定性差的问题,在单台液压支架稳定性控制的基础

上,提出了超大采高工作面液压支架群组分布式协同

控制策略[34],如图 8 所示,大幅提高了超大采高工作

面支护系统与围岩的稳定性。

图 8　 液压支架分布式群组协同控制逻辑

Fig． 8　 Distributed group collaborative control
logic for hydraulic shields

为解决超大采高工作面大断面巷道超前支护难

题,通过分析巷道超前支护区域应力的分布特征(图
9),提出了“低初撑、高工阻”与“非等强支护”的巷道

超前支护理念。 采用自动遥控式控制技术,实现了巷

道超前支护区域的液压支架自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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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巷道超前支护区域应力分布特征

Fig． 9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tress
in advance support area of roadway

典型的超大采高综采液压支架的成功范例是针

对兖矿集团金鸡滩煤矿 6 ~ 8 m 坚硬厚煤层赋存条

件,设计研发的 8． 2 m 超大采高综采液压支架

ZY21000 / 38 / 82D,满足了对顶板动载矿压及煤壁片

帮的控制要求。
1． 3　 综采放顶煤开采技术与装备

自 1982 年引进综采放顶煤开采技术与装备以

来,我国学者针对厚煤层顶煤冒放规律进行了深入研

究[35-40],提出放煤“椭球体理论”、“散体介质流理

论”、“BBR 理论”等,研制出系列综采放顶煤成套装

备,促使我国综放开采技术与装备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
针对特厚煤层综放开采顶煤破碎机理及特征,在

不同高径比的煤体试样全程应力-应变曲线的测定

及现场观测基础上,形成以下认识:①工作面超前支

承压力对支架上方中、下位顶煤体内裂隙的扩展和顶

煤体的破碎起着关键性作用,采场内支架的频繁运动

支撑进一步促进了下位顶煤体的破碎。 ②特厚煤层

综放开采支架上方顶煤体自下而上呈现“散体带”、
“块体带”、“裂隙梁带”三带结构,如图 10 所示。 充

分破碎的散体带内的下位顶煤体可以随采随冒;块体

带内的中位顶煤体随下位顶煤体的放出而成块状冒

落;而裂隙梁带内的上位顶煤体呈周期性滞后垮落。
③特定条件下特厚煤层综放开采支架上方顶煤体呈

现“一带”或“两带”,其形成过程主要与顶煤体厚度、
煤体强度、煤体裂隙发育程度、地应力等因素有关。

“特厚煤层大采高综放开采成套技术与装备研

发”是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由中国

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等多家单位共同承担[41-42]。 项目开发出 14 ~ 20 m
特厚煤层大采高综放开采工艺;建立了大采高综放开

采覆岩的“悬臂梁-铰接岩梁”结构模型;基于滑移线

场和极限平衡理论,建立了煤壁稳定性与顶板压力、
煤壁强度、煤壁高度、支架阻力、支架水平支护力等参

数之间的关系(图 11,图中 G 为重力;N 为滑移面垂

图 10　 特厚煤层顶煤体“三带”结构模型

Fig． 10　 “Three belts”structure model of the top
coal body of the extra-thick coal seam

向力;S 为滑移面切向力),获得了大采高煤壁稳定所

需要的支架阻力和水平支护力大小;提出基于顶板压

力和维护煤壁稳定确定支架工作阻力的二元准则及

系统刚度法,确定了支架工作阻力并设计了二级护帮

结构,解决了大采高综放开采顶板与煤壁控制难题。
针对特厚顶煤放出过程中,相邻支架矸石容易提前窜

入放煤口,导致顶煤混矸率高的难题,建立了三维放

煤理论,得出了三维放出体形态、三维煤矸分界面、实
际放出体高度等,解决了 10 ~ 15 m 厚顶煤高采出率

放出的关键技术难题。 采用“一采一放”、多轮间隔

顺序多口放煤工艺,通过支架上的强扰动式放煤机

构、顶煤回收装置、实施初采期间顶煤弱化技术等,顶
煤采出率达 86． 7% 。

图 11　 控制煤壁片帮模型

Fig． 11　 Model for controlling coal side spall

项目研发出特厚煤层大采高综放开采成套装备。
发明了大缸底大缸径并设有旁路安全阀的双伸缩抗

冲立柱;研制出强扰动式放煤机构,对大厚度顶煤放

落过程中的结拱进行充分扰动,提高了放煤速度。 在

此基础上,开发出 5． 2 m 抗冲击大采高综放液压支

架,如图 12 所示。 研制出高效、高可靠性电牵引采煤

机,首套国产大功率刮板输送机阀控液力偶合器和综

放工作面后部大功率刮板输送机,形成了全部国产的

年产千万吨大采高综放开采成套装备。 项目在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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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山煤矿进行了工业性试验和推广应用。 工作面最

高月产 103． 5 万 t,年产达 1 085 万 t。

图 12　 ZF15000 / 28 / 52 大采高综放液压支架

Fig． 12　 ZF15000 / 28 / 52 shield for top coal caving
face with large mining height

我国西部地区赋存大量厚及特厚坚硬难冒煤层,
为在这种条件下推广应用综放开采技术,基于顶煤破

坏全过程的基本规律和特点,提出通过爆破、水力压

裂等技术预先降低顶煤整体性、完整性的方法。 预先

改变顶煤的整体结构和力学性能,降低顶煤强度,并
充分发挥和利用支承压力以及支架反复支撑的破煤

作用,使预先弱化作用、支承压力作用和支架反复支

撑作用相互协调配合,达到有效控制顶煤最终垮冒和

破碎程度的目的[42]。
为了提高坚硬厚煤层顶煤的冒放性,提出增加综

放工作面机采高度的策略[43]。 提高工作面机采高度

可以有效提高矿山压力对顶煤的破碎作用,增大工作

面后部放煤空间,提高顶煤冒放性,但极易导致工作

面发生煤壁片帮、冒顶等问题。 为了解决综放工作面

提高顶煤冒放性与降低煤壁片帮之间的矛盾,系统分

析了特厚煤层大采高综放工作面机采高度对顶煤冒

放性与煤壁片帮的影响,对比分析了大采高综放工作

面与大采高一次采全高工作面煤壁片帮的差异,建立

了大采高综放工作面煤壁片帮的压剪力学模型,分析

了液压支架初撑力与架型结构对煤壁片帮与顶煤冒

放性的影响,如图 13 所示。 同时,研究分析了液压支

架对顶煤的主动支护作用力、主动支撑作用次数对顶

煤破坏深度的影响(图 14),得出了液压支架支护作

用力对顶煤破坏的定量分析结果,提出了缓解煤壁片

帮与顶煤冒放性之间矛盾的技术措施。
由于坚硬特厚煤层顶煤冒放块度大,传统二级放

煤机构有效放煤空间小,导致冒落的大块顶煤难以放

出。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设计研发了 3 级强扰动高效

放煤机构,如图 15 所示。 通过减少液压支架掩护梁

的长度,增加液压支架后部放煤机构与掩护梁铰点的

高度,有效增加了液压支架后部的放煤空间,提高了

图 13　 液压支架初撑力对煤壁位移与顶煤破坏深度的影响

Fig． 13　 Affect of initial shield support force on coal
wall displacement and top coal failure depth

图 14　 液压支架支护力、支护次数与顶煤破坏深度关系

Fig． 14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ort force,support times
of hydraulic shields and top coal failure depth

大块顶煤的通过性,有利于顶煤的顺利冒落与放出。

图 15　 综放液压支架强扰动高效放煤机构

Fig． 15　 Strong disturbance and high efficiency caving
mechanism in shields for top coal caving face

传统综放工作面后部刮板输送机与转载机一般

采用端卸布置方式,导致刮板输送机机头与转载机搭

接高度较大,极易与过渡液压支架、端头液压支架的

后部放煤机构发生相互干涉。 因此,传统综放工作面

过渡段不能进行放煤操作,导致大量端头顶煤损失。
为了解决传统过渡区域不能放煤造成的顶煤损失问

题,研发了综放工作面后部交叉侧卸布置方式及配套

设备,如图 16 所示。 该布置方式有效降低了过渡区

域刮板输送机的高度,在多个煤矿得到成功应用,实
现了综放工作面过渡区域顶煤的顺利放出,提高了煤

炭资源采出率。
为了解决顶煤冒落过程中放煤时间随煤层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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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综放工作面后部交叉侧卸布置方式

Fig． 16　 Arrangement mode of cross side unloading at the
back of fully mechanized caving face

条件变化而难以实现定量控制的难题,设计研发了基

于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统的液压支架与围岩智能耦

合控制系统,提出了基于果蝇优化算法与 RBF 混合

预测的放顶煤时间控制方法,自动调整放煤时间,同
时记录放煤过程中人工干预的情况。 研发了基于振

动感知的煤岩识别装置,在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麻家梁煤矿、塔山煤矿等进行了工业性试验,但受

制于综放工作面放煤过程的工艺复杂性及煤矸识别

技术瓶颈,相关技术尚未实现大面积工业应用。
经过 40 a 的持续科研攻关与不断实践,综采综

放开采技术与装备不断成熟完善,已经形成了覆盖

“三软”、“两硬”、“急倾斜”、“高瓦斯”、“易自燃”等
复杂条件的综采综放开采技术与装备体系,支撑了我

国煤炭开采的安全、高效、高采出率发展。

2　 岩层控制理论与技术

2． 1　 采场岩层控制理论与技术

2． 1． 1　 采场岩层控制理论与技术发展历程

煤矿采场岩层控制一直是井工开采研究的重点。
钱鸣高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砌体梁”理论[3],认
为基本顶破断回转形成相互挤压的拱式“砌体梁”结
构,解释了工作面支架载荷随顶板岩梁断裂—稳定—
结构失稳的变化特征。 进一步研究了坚硬岩层的受

载特征及运移规律,并于 1996 年提出“关键层”理

论[4],成功解释了采场覆岩破坏规律。 宋振骐于

1978 年提出“传递岩梁”理论[5],对于采场矿压及岩

层控制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此外,黄庆享等建立了

采场基本顶周期来压的“短砌体梁”和“台阶岩梁”结
构模型,为浅埋煤层顶板控制提供了理论基础[44]。

采场围岩控制的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减小围岩的

不利变形,如顶板下沉、煤壁片帮、端面冒顶等,尽可

能促使围岩的有利变形,如顶煤冒放、顶板及时垮落

等。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开采研究所长期致力于

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实用岩层控制

技术体系。
20 世纪 80 年代初,通过对各矿区的主采煤层进

行普查性矿压观测,对各矿区主采煤层的支架—围岩

临界阻力进行观测研究,作为支架参数选择、支护规

程设计的依据,将矿压研究成果用于顶板管理、支护

强度确定及支架设计等方面。 1982 年樊运策引进国

外综采放顶煤开采技术后,在大量现场试验的基础

上,分析了直接顶垮落规律与顶煤损失分布的相互关

系,并提出了减少顶煤损失的有效方法。 1983 年,在
全国 100 多个工作面矿压观测研究的基础上,完成

“缓倾斜煤层回采工作面顶板分类”研究,并于 1996
年完成《缓倾斜煤层采煤工作面底板分类》、《缓倾斜

煤层采煤工作面顶板分类》2 项行业标准,指导了采

煤工作面支护设备选型和参数选取[45-46]。
在“十一五”期间,针对特厚煤层大采高综放开

采条件,提出“组合悬臂梁-铰接岩梁”顶板结构模

型[47-48],解释了大采高综放开采直接顶、基本顶范围

明显加大的原因。 “十二五”期间,开发出采场矿压

在线监测系统及顶板灾害预警平台(图 17),实现了

矿压数据的全面、准确采集及顶板灾害的实时预警,
对工作面安全开采起到重要作用。

图 17　 矿压在线监测系统架构

Fig． 17　 Composition of on-line monitoring system for rock pressure

2． 1． 2　 采场岩层运动破断规律

采场岩层运动破断是个复杂的过程,其复杂性在

于岩层赋存状态的非均匀性、难于准确测试的客观特

征。 但采场岩层的运动又是有章可循的,通过长期总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康红普等: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1,No． 1(2019):013501

013501-10

结各类条件下采场岩层的活动规律,能够得出类似条

件下采场岩层运动、破断特征,进而指导生产实践。
针对综放开采一次采出空间大、顶板活动规律有

别于综采工作面的特点,在有限变形力学理论的基础

上,提出高位岩层形成宏观连续的“挤压拱”式平衡

结构及大采高综放开采顶板“组合悬臂梁-铰接岩

梁”结构模型,如图 18 所示。 该成果已应用到大同

塔山煤矿 8103 大采高综放工作面,得出“铰接岩梁”
关键块滑落、回转失稳条件,解释了大采高综放开采

直接顶、基本顶范围明显加大的原因。

图 18　 “组合悬臂梁-铰接岩梁”结构模型

Fig． 18　 Structure model of composite cantilever
beam-articulated rock beam

A—煤层支撑影响区;B—离层区;C—重新压实区

基于阳泉煤业集团四矿综放开采条件,提出放顶

煤开采的“三带”特征,认为放顶煤开采“三带”位置

较分层开采明显上移,顶板破断步距大幅度减小,裂
隙带顶板仍有可能形成砌体梁式平衡结构,并与规则

冒落带的半拱式结构共同构成综放采场岩层结构的

基本形式。
根据神东矿区浅埋煤层赋存特点及现场实测资

料,总结出一系列浅埋煤层岩层控制理论。 基于数值

模拟及现场实测成果,提出浅埋煤层覆岩承压拱结构

模型[49]。 承压拱结构的形成和失稳对浅埋工作面矿

压影响显著,影响承压拱结构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包括

采高及工作面长度。 通过分析神东矿区浅埋条件综

采工作面矿压实测数据,发现浅埋综采工作面顶板具

有等距来压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切落体模型[50],
如图 19 所示。 对滞后、垂直、超前 3 种切落体模型的

直接受载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出顶板垂直滑动切落是

造成浅埋煤层压架的主要原因。
2． 1． 3　 液压支架与围压耦合作用关系

对于采场围岩控制,主要通过液压支架来实现,
液压支架是综采工作面支护顶板、防护煤壁、阻隔采

空区冒落矸石的核心围岩控制装备。 通过对围岩断

裂过程与液压支架承载力学特性进行系统分析,将液

压支架承受的顶板岩层断裂载荷细分为静载荷与动

载荷两大类,提出液压支架与围岩的强度耦合、刚度

图 19　 浅埋顶板不同切落体形态

Fig． 19　 Shallow-buried roof with different shape of cut-off body

耦合、稳定性耦合原理[51]。 通过充分利用围岩断裂

失稳形成的自承载结构,实现液压支架支护强度与采

动矿山压力的动态平衡;液压支架与直接顶、直接底

岩层的组合刚度将影响顶板岩层的断裂位置与断裂

瞬时矿山压力强度,提高液压支架的初撑力可有效提

高支架与围岩的组合刚度,减少顶板离层及来压时作

用于液压支架的载荷;通过提高液压支架支护系统的

稳定性,适应围岩的周期断裂失稳,提高支架与围岩

耦合系统的稳定性,如图 20 所示。

图 20　 液压支架与围岩耦合支护原理

Fig． 20　 Hydraulic shield and surrounding rock
coupling support principle

液压支架对顶板岩层的合理支护阻力是进行围

岩有效控制的基础,同时也是液压支架的重要参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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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针对液压支架合理工作阻力的确定问题,国内外

学者针对不同煤层赋存条件与开采技术参数开展了

大量深入研究。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开采研究所

基于大量的工作面矿山压力监测结果,于 1981 年针

对煤层厚度小于 4 m 的综采工作面,提出了基于顶板

分类的液压支架合理工作阻力计算方法,见表 1。
表 1　 煤矿顶板稳定性分类

Table 1　 Classification table of coal mine roof stability

直
接
顶

类别
1 2 3 4

不稳定顶板 中等稳定顶板 稳定顶板 非常稳定顶板

主要指标 σ / MPa σ≤30 31<σ≤70 70<σ≤120 σ>120
参考指标 L / m L≤8 8<L≤18 18<L≤25 L>25

基
本
顶

分级 Ⅰ Ⅱ Ⅲ Ⅳ
分级基础 Pmo Pmo≤440 440<Pmo≤520 520<Pmo≤620 Pmo>620

来压当量 80． 5 128． 4 188． 3 >188． 3
分级界限 DH DH≤80． 5 80． 5<DH≤128． 4 128． 4<DH≤188． 3 L0 <DH≤188． 3

　 注:σ 为单轴抗压强度,MPa;L 为直接顶初次跨落步距,m;Pmo 为基本顶初次来压时循环末阻力,kN / m2;DH 为基本顶来压强度当量,DH =
0． 6Pmo-183;L0 为基本顶初次垮落步距,m。

　 　 基于液压支架与围岩耦合作用原理,提出了液压

支架对围岩进行有效控制的 6 个可控参数确定方法,
并对传统液压支架的合理工作阻力计算公式进行了

修正[52]。

P = (2． 75 + Ψ) γM
Kp - 1

(1)

式中,P 为液压支架支护强度,MPa;Ψ 为修正系数;γ
为岩层容重,kN / m;M 为工作面采高,m;Kp 为顶板岩

层碎胀系数。
针对 6 ~ 8 m 超大采高工作面动载矿压显现与煤

壁片帮控制难题,通过分析工作面上覆岩层与煤壁的

应力路径效应及失稳规律,建立了基于“悬臂梁+砌
体梁”的超大采高工作面支架与顶板岩层耦合动力

学模型,以及煤壁片帮失稳的“拉裂-滑落”力学模

型[53]。 通过分析超大采高工作面顶板断裂失稳与煤

壁片帮的关系,提出了超大采高工作面液压支架合理

工作阻力确定的“双因素”控制方法,其计算流程如

图 21 所示。 通过对兖矿集团金鸡滩煤矿 8． 2 m 超大

采高液压支架合理工作阻力进行计算,验证了“双因

素”控制法对超大采高工作面的适应性与可靠性。
通过建立液压支架的位姿运动学方程,分析了液

压支架的位姿与支护状态关系,开发了液压支架支护

质量监测系统,其主体架构如图 22 所示,实现了对液

压支架支护状态的实时在线监测。
根据液压支架与围岩的耦合作用原理,建立了基

于支架与围岩适应性综合指数的液压支架适应性评

价指标体系,提出了液压支架与围岩适应性评价流程

(图 23),评价结果可用于分析围岩破坏机理,协助进

行现场管理及指导液压支架进行改进优化设计。
2． 1． 4　 坚硬顶板及煤层控制技术

我国煤矿地质条件复杂,坚硬或破碎顶板及煤层

条件下岩层控制是必须解决的技术难题。
采场坚硬顶板目前国内普遍采用深孔炸药爆破、

图 21　 基于“双因素”控制方法的超大采高

液压支架工作阻力计算流程

Fig． 21　 Calculation flow of working resistance of super-large
mining height hydraulic shield based on“two-factor”control method

图 22　 液压支架支护质量监测系统主体架构

Fig． 22　 Main structure of hydraulic shield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水力压裂、CO2 气相爆破压裂等技术手段破坏顶板结

构,削弱其整体性,达到降低周期垮落步距和来压强

度的目的。 以上几种技术手段各具特色,适用于不同

的坚硬顶板处置需求。
(1)深孔炸药爆破技术

利用炸药爆炸所产生的冲击载荷作用在孔壁岩

石上,岩石在拉压混合爆破载荷作用下,形成由内至

外的扩腔区、压碎区、裂隙区和震动区,从而破坏围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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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液压支架与围岩适应性评价流程

Fig． 23　 Adaptability evaluation procedure between
hydraulic shield and surrounding rock

的整体性。 该技术适用于裂隙不发育的坚硬顶板条

件,但当瓦斯体积分数较高或煤层具有爆炸倾向性,
采用炸药爆破方式控制顶板岩层时,需要采取防止煤

尘瓦斯爆炸的措施。
该技术已在山西、内蒙、安徽、四川等地的 30 余

个煤矿坚硬顶板、坚硬顶煤的弱化治理中得到广泛应

用。 如在攀枝花煤业集团花山煤矿 6011 工作面初采

坚硬顶板处理过程中,工作面初次来压步距由原来的

80 m 缩短至 9． 6 m,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2)水力压裂技术

水力压裂技术是将高压水注入坚硬岩层,从而产

生裂缝或使天然裂缝重启,通过改造坚硬岩层结构,
形成裂缝网络系统而弱化顶板,使其能及时垮落。

水力压裂分为常规压裂和定向压裂[54],如图 24
所示,图中 σ1、σ2、σ3 为主应力。

常规压裂对钻孔不作处理,选择合适的压裂段进

行封孔、注水压裂,初始压裂裂缝大多接近于纵向裂

缝。 定向压裂在压裂孔段设置横向切槽,切槽方向即

是工程所需的裂缝扩展方向。 钻孔注水后,在横向切

槽端部产生远高于无切槽时的拉应力集中,钻孔在切

槽尖端处优先开裂,并在一定范围沿着横向切槽的方

向扩展。 水力压裂设备包括定向开槽钻头、封孔器、
高压泵站等[55]。

图 25 为神东补连塔煤矿 22309 工作面初次放顶

水力压裂钻孔布置。 该工作面埋深 190 m,直接顶为

砂质泥岩,基本顶为 25 m 的粉砂岩。 由于埋深浅、顶
板岩层完整,不采取放顶措施,顶板采后很难及时垮

图 24　 水力压裂示意

Fig． 24　 Sketch of directional hydraulic fracturing

落。 压裂钻孔主要在开切眼工作面推进方向垂直布

置,直径 58 mm,间距 10 m,大倾角 (50°)、小倾角

(25°)孔间隔布置,长度 40 ~ 41 m。 采用该放顶方案

后,工作面初次来压步距仅 32 m,采后顶板能及时垮

落,保证了安全生产。
在扎赉诺尔矿区铁北煤矿进行的坚硬顶煤及顶

板水力压裂实践表明,水力压裂后支架后方大块岩石

明显减少,每米放煤量增加 400 t,初次垮落步距由压

裂前的 38 m 降至 26 m,压裂前周期来压步距为 13． 7
m,压裂后无明显周期来压显现。

(3)CO2 气相爆破压裂技术

CO2 气相爆破压裂技术原理为在高压管起爆头

接通引爆电流后,活化器内的低压保险丝引发快速反

应,使管内的 CO2 迅速从液态转化为气态,体积瞬即

膨胀达 600 多倍,管内压力最高可剧增至 270 MPa,
CO2 气体透过径向孔,迅速向外爆发,沿裂隙面压裂

岩层。 主要设备包括自动化快速充装机、拆装机、储
液桶及联排充装架及 CO2 压裂器等。 该技术比传统

的炸药爆破更安全,不易产生大量粉尘且可控性好,
但由于致裂成本高,主要应用于炸药供应紧缺或禁止

炸药爆破的井下压裂场所。
CO2 气相爆破压裂技术已在多个煤矿超前切顶

预裂中应用,爆破后噪音低,对巷道稳定性影响小,爆
破范围在 1 m 左右,切顶效果良好。
2． 1． 5　 破碎顶板及煤层控制技术

对于破碎顶板岩层和煤层控制,注浆加固是一种

有效的途径。 注浆是指采用物理或化学方法,将可以

固化的液体材料通过注浆泵或其他手段注入到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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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补连塔煤矿水力压裂初次放顶钻孔布置

Fig． 25　 Layout of hydraulic fracturing
boreholes in Bulianta coal mine

岩体中,从而改善其物理力学性能的方法和过程。 注

浆可在破碎岩体内形成网络骨架结构,充填裂隙弱面

并提高其黏聚力和抗拉强度,提高破碎岩体的整体

性[56]。
随着注浆技术的发展及应用,注浆理论、材料、机

具及质量检测等也得到快速发展。 注浆理论从多孔

介质注浆理论、拟连续介质注浆理论、裂隙介质注浆

理论逐渐发展为孔隙和裂隙双重介质注浆理论;注浆

材料从石灰、黏土、水泥、水泥-水玻璃浆液,到多种

化学浆材。
目前,注浆加固材料一般可分为三大类:水泥基

注浆材料、化学注浆材料及水泥与化学复合注浆材

料。 水泥基注浆材料具有结石强度高、耐久性好、无
污染、成本低等特点,适用于要求强度高,松散、离层

明显的破碎煤岩体,对时效性要求不强的工程。 化学

注浆材料大多为高分子材料,具有黏度低、可注性好、
渗透能力强、固化速度快等特点,在工期要求紧的工

程中得到大量应用[57]。 为了解决化学注浆材料成本

高、易燃等问题,国内外开展了通过硅酸盐对传统聚

氨酯注浆材料进行改性的研究。 该材料固化后形成

有机相(聚氨酯网络) -无机相(无机硅酸网络)三维

结构互穿网络,得到的固结体具有优异的力学特性。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开采研究分院开发的硅酸盐改性

聚氨酯注浆材料的性能指标见表 2[58]。
表 2　 硅酸盐改性聚氨酯注浆材料性能指标

Table 2　 Grouting material performance index of
polyurethane modified by silicate

项　 　 目
指标

A 组分 B 组分

浆
液
性
能

外观 无色透明液体 深棕色透明液体

黏度 / (mPa·s ) 250 ~ 350 150 ~ 250
闪点 / ℃ 无 >190

反
应
性
能

使用比例(体积比) A 组分 ∶ B 组分=1 ∶ 1
可流动时间 / min 2 ~ 5

阻燃性 不可燃

最高反应温度 / ℃ <90
发泡性能 不发泡

固结体抗压强度 / (MPa,24 h) ≥40
固结体抗拉强度 / (MPa,24 h) ≥7． 0
固结体黏结强度 / (MPa,24 h) ≥3． 0

　 　 目前,大采高综采综放工作面越来越多,地质构

造越来越复杂,破碎煤岩体普遍出现,不可避免地会

发生煤壁片帮甚至冒顶等情况。 由于化学注浆材料

渗透性强、固化快、强度高,能及时对煤壁片帮、冒顶

等事故进行快速、有效的加固和处理,因此化学注浆

材料在煤矿工作面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
此外,在回采巷道进行超前工作面深孔预注浆是

一种很有前途的方法。 根据工作面地质条件确定钻

孔位置与参数,在工作面过破碎煤岩体前实施注浆加

固。 既不影响工作面正常生产,又可以采用水泥类注

浆材料,显著降低加固成本。 这种方法已在潞安等矿

区进行了试验[59],取得良好的技术效果与经济效益。
2． 2　 巷道围岩控制理论与技术

2． 2． 1　 巷道围岩控制理论与技术发展历程

我国煤矿巷道支护经历了木支护、砌碹支护、混
凝土支架、型钢支护到锚杆支护的发展过程。 根据支

护原理的不同分为 4 类[60]:支护法,支护力作用在巷

道围岩表面的方法,如型钢支架、喷射混凝土、砌碹

等;加固法,深入围岩内部保持围岩自承能力的方法,
如锚杆锚索支护、注浆加固等;应力控制法,减小或转

移巷道周围高应力的方法,如卸压开采、各种人工卸

压法;联合支护法,两种或多种巷道围岩控制方法联

合使用。 目前,已形成了以锚杆与锚索支护为主,多
种支护方式并举的巷道支护格局。

我国煤矿巷道最初采用木支护,20 世纪 60—70
年代逐步采用混凝土支架、钢筋混凝土支架代替木支

护。 进入 70 年代,矿用工字钢支架开始应用,北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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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研究所将工字钢支架形成系列化,包括 9、11、12 号

多种工字钢支架,推动了这种支架的大面积推广应

用。 从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对 U 型钢可缩性金属

支架进行了集中攻关研究。 开发出 U25、U29、U36 等

U 型钢,设计了拱形、梯形、圆形、马蹄形、环形等多种

架型,以适应不同的巷道条件。 金属支架实现可缩的

关键部件是连接件,为此开发出螺栓连接件和楔式连

接件。 螺栓连接件主要有螺杆夹板式、双槽形夹板式

和顶紧式;楔式连接件有楔块式连接件,耳楔式连接

件及扣紧式连接件等。 为充分发挥金属支架的承载

能力,提高支架的整体稳定性,改善支架间的连接及

支架与围岩的接触条件也非常重要。 研制出不同类

型的金属支架拉杆,将支架沿纵向连成整体,防止支

架歪斜。 支架壁后充填对改善支架受力状况、提高承

载能力有十分显著的作用。 淮南、铁法等矿区的软岩

巷道采用支架壁后充填,支架阻力与无壁后充填相比

提高了 5 倍,巷道围岩变形量下降 90% [61-62]。 除工

字钢、U 型钢支架外,还开发了钢管混凝土支架[63]。
钢管混凝土结构由钢管与混凝土组成,在钢管内充填

混凝土,可增强钢管的稳定性;同时,钢管的约束作用

可使混凝土柱处于三向受压状态,提高其承载能力。
基于钢管混凝土结构的优势,开发出适用于深井、软
岩巷道的高强度钢管混凝土支架,在多个矿区得到应

用,支护效果良好。
我国煤矿从 1956 年开始研究与应用锚杆支护,

早期主要是机械锚固锚杆,用于围岩比较稳定的岩

巷。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

京建井研究所研制出树脂锚固剂,使得树脂端部锚固

锚杆得到推广应用[64]。 80 年代初,我国煤矿引进了

缝管式锚杆、水力胀管式锚杆等全长锚固锚杆。 中国

矿业学院、西安矿业学院等单位开发研制出快硬水泥

锚杆,显著降低了锚固剂成本。 1990 年以前,锚杆支

护主要应用于岩巷,煤巷锚杆支护仅占 3% ~ 5% 。
为了解决煤巷锚杆支护难题,1991—1995 年,煤巷锚

杆支护技术被列为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进行集中

研发。 1996 年引进了澳大利亚锚杆支护技术,对提

高我国煤矿锚杆支护技术起到重要作用。 之后,高强

度树脂锚固螺纹钢锚杆、小孔径树脂锚固预应力锚索

等技术得到认可和推广应用,成功解决了综放开采煤

顶巷道、破碎围岩巷道等支护难题。 2005 年以来,针
对千米深井高应力巷道、强烈采动影响巷道、沿空巷

道等复杂困难条件,开发出高预应力、高强度、高刚度

锚杆支护技术[65]。 不仅重视锚杆支护强度,同时认

识到锚杆支护刚度, 特别是锚杆预应力的重要

性[66-67]。 研制出多种新型的锚杆支护材料及构件,

并对材料和构件的力学性能及匹配性进行了全面、系
统的试验研究。 提出高强度、高刚度、高可靠性与低

支护密度的“三高一低”的现代锚杆支护设计理念,
在保证支护效果的前提下,提高了巷道掘进速度与工

效。 此外,针对破碎围岩巷道,将锚固与注浆有机结

合,开发出多种形式的注浆锚杆、钻锚注锚杆[68];在
大断面巷道、交叉点等,研究并应用了锚杆桁架;针对

大变形巷道,开发出多种类型的可伸长锚杆;为了解

决采煤机截割金属锚杆支护煤帮引起的安全问题,研
制和使用了多种非金属锚杆。

对于高应力、强采动巷道,卸压法是控制巷道围

岩变形的另一条有效途径。 从巷道布置考虑,可将巷

道布置在应力降低区,如在上部工作面采空区下布置

巷道或在采空区内布置巷道,沿稳定的采空区边缘掘

巷等。 在巷道围岩内进行切缝、爆破,在被保护巷道

周围掘卸压巷,可将高应力转移到围岩深部,使围岩

浅部处于应力降低区。 最近几年,水力压裂卸压技术

得到广泛应用,可切断巷道上部悬顶,形成弱化带,转
移高应力,显著降低围岩变形与破坏[69]。

当一种支护方式不能有效控制巷道围岩变形时,
可采用联合支护,即两种或多种支护方式联合使用。
联合支护有多种形式,包括锚杆与注浆,锚杆与金属

支架,金属支架与注浆,及锚杆、注浆与金属支架等型

式。 只要能充分发挥各种支护的优势,并能实现支护

作用的互补,就能达到较好的支护效果。 近年来,淮
南新集矿区引进德国锚架充成套技术与装备,在锚

杆、锚索支护基础上,采用 U 型钢支架联合架后充

填,充分发挥了围岩自承能力,保证了巷道整体性与

稳定性[70]。 针对千米深井高应力、强采动巷道,提出

巷道支护―改性―卸压“三位一体”协同控制技术,
实现高预应力、高强度、高冲击韧性锚杆主动支护,高
压注浆主动改性及水力压裂主动卸压“三主动”协同

作用,解决千米深井软岩巷道围岩控制难题。
本文从巷道围岩地质力学原位测试技术、锚杆支

护理论与技术、注浆加固技术及水力压裂卸压技术等

方面,介绍巷道围岩控制的新成果。
2． 2． 2　 巷道围岩地质力学原位测试技术

围岩地质力学参数是煤矿开拓部署、巷道布置与

支护设计的基础。 为了能够在井下快速测定地应力、
围岩强度及围岩结构等参数,提出煤矿井下单孔、多
参数、耦合地质力学原位快速测试方法,并开发出配

套测试仪器[71]。
地应力测量采用小孔径水压致裂法。 设计了小

孔径封隔器、印模器、储能器及数据采集仪等部件的

新结构,研制出数字定向器,在此基础上,研发出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康红普等: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1,No． 1(2019):013501

013501-15

SYY-56 小孔径水压致裂地应力测量装置。 该仪器

测量钻孔直径为 56 mm,最大测量深度 50 m,最大水

压 50 MPa,测量速度与精度能够满足煤矿井下需要。
围岩强度测定采用钻孔触探法。 提出小孔径探

头新结构;开发出新的探针材料,解决了硬岩小钻孔

中探针容易弯曲与断裂的难题;研制出新型的探针位

移指示仪,显著提高了位移测试精度。 形成 WQCZ-
56 型小孔径煤岩体强度测试装置,可在地应力测量

的同一钻孔中测量煤岩体强度,最大测量深度为 50
m,可测岩体最大强度达 140 MPa。

围岩结构测试采用钻孔壁观察法。 开发了 KD-
BC-56 型数字全景钻孔窥视仪。 采用数字全景技

术,开发出适用于直径 56 mm 钻孔的全景采集探头、
光电深度计数器等关键部件。 探头对裂缝的分辨率

达 0． 1 mm,角度分辨率为 0． 1°,可提供钻孔壁 360°
平面展开图像和三维柱状体图像。

该套测试技术已在全国 20 余个矿区的百余个煤

矿得到应用,获得了大量地质力学参数[72-74]。 所测

煤矿埋深最小为 38． 8 m,最大为 1 283 m,涵盖了浅

部、中深部、深部及超千米深井等各种埋深的矿井,具
有广泛的代表性。

基于井下实测地应力数据,结合国内其他单位的

地应力数据,建立了 “中国煤矿井下地应力数据

库” [75],绘制出中国煤矿矿区地应力分布图。 通过分

析井下实测数据,发现了煤矿井下地应力分布规律,
建立了地应力估算公式,得出了我国煤矿井下地应力

大小与埋深的关系,水平主应力与垂直主应力的比值

随埋深变化的规律(图 26,其中,KH、Kav、Kh 分别为最

大、平均、最小水平主应力与垂直应力的比值;H 为测

点埋深),为巷道布置、支护方式与参数的选择提供

了基础。

图 26　 水平应力与垂直应力比值随埋深的变化

Fig． 26　 Ratio of horizontal stresses to vertical stresses vs depth

2． 2． 3　 锚杆支护技术

研究和应用锚杆支护技术,必须要了解锚杆与围

岩相互作用机理,为支护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国内外

提出多种锚杆支护理论。 经典的支护理论有悬吊理

论、组合梁理论、组合拱理论。 我国学者提出松动圈

理论[76]、围岩强度强化理论[77] 及预应力锚杆支护理

论[65]等,这些理论都对锚杆支护技术起到了指导作

用。
根据支护作用原理可将上述锚杆支护理论归纳

为 3 种模式[78]:模式Ⅰ为锚杆被动地悬吊破坏或潜

在破坏范围的煤岩体;模式Ⅱ为锚杆在锚固区内形成

某种结构(梁、层、拱、壳等);模式Ⅲ为通过锚杆改善

锚固范围内围岩的力学性能与应力状态。 经过长期

的研究与实践,预应力对锚杆支护作用的重要性逐步

得到认识。 预应力锚杆支护原理如图 27 所示,其核

心为:锚杆支护的本质作用是控制锚固区内围岩离

层、滑动、裂隙张开、新裂纹产生等扩容变形,在锚固

区形成压应力区,抑制围岩的拉伸、剪切破坏,减少围

岩强度的衰减,保持围岩的完整性,使围岩成为主体

承载结构;锚杆支护刚度是关键因素,锚杆预应力及

其有效扩散对支护效果起决定性作用;锚杆支护应尽

量一次支护控制巷道围岩变形与破坏,避免二次支护

和返修。

图 27　 预应力锚杆支护原理

Fig． 27　 Principle of prestressed rock bolting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锚杆支护经历了低强度、高
强度、高刚度强力支护的过程[79]。 锚杆支护设计方

法也逐步由原来的工程类比法、理论分析、数值模拟

到综合考虑多种手段的动态信息设计方法。 锚杆杆

体材料由原来屈服强度 235 MPa 级的普通圆钢锚

杆,发展到屈服强度 500 MPa 以上的高强度锚杆。
锚杆材料的类型也显著增加,形成包括螺纹钢锚杆、
玻璃钢锚杆、注浆锚杆、预应力钢棒等多种类型锚杆

材料。 目前煤矿井下应用最多的锚杆为螺纹钢锚杆,
锚杆支护构件如图 28 所示,包括杆体、托板、螺母、垫
圈、锚固剂、钢带及金属网等。

近 10 a 来,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开采研究分院在

锚杆支护材料与构件开发,支护构件力学性能与匹配

性测试方面开展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工作[80-84]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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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锚杆支护构件

Fig． 28　 Components of rock bolting

制出钢号为 500 ~ 700 MPa 系列高强度、高冲击韧性

锚杆钢材,形成了煤矿锚杆支护钢材系列,见表 3。
研制出高精度锚杆杆尾螺纹加工工艺,提高了锚杆加

工精度与质量;开发出低黏度树脂锚固剂,满足了锚

杆全长锚固的要求;开发出高强度、高刚度 W 型钢带

及钢护板;研制出与高强度锚杆配套的托板、螺母等

构件。
在锚杆支护材料力学性能与匹配性方面,研究了

锚杆杆体材料及螺纹段抗拉、抗扭、抗弯、抗剪、抗冲

击及各种复合受力状态下的力学性能;预应力全长锚

固树脂药卷的锚固性能;托板变形特征及影响因素;
表 3　 锚杆螺纹钢力学性能

Table 3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bolt threaded steel
锚杆钢材编号 屈服强度 / MPa 抗拉强度 / MPa 断后伸长率 / % 最大力总延伸率 / % 冲击吸收功 / J

MG400 400 540 20 12 40
MG500 500 630 20 10 40
MG600 600 750 18 8 34

CRMG600 600 750 18 8 120
CRMG700 700 850 17 7． 5 90

　 注:MG 代表锚杆热轧螺纹钢;CRMG 代表锚杆热处理螺纹钢;数字代表钢材的屈服强度级别。

钢带受力特征及与托板相互作用关系;金属网变形、
破坏形态与极限承载力等。 获得了锚杆杆体及杆尾

螺纹、托板、减摩垫片、螺母、钢带及金属网等的合理

结构形式、几何参数及力学性能的相互匹配关系。 在

此基础上对各构件进行了材质、几何形状与尺寸优

化,提高了锚杆支护构件力学性能及匹配性,改善了

锚杆受力状态,降低了支护构件破坏率,提高了支护

系统的整体主动支护能力。
锚索具有锚固深度大、承载能力高、可施加较大

预应力等优点,已成为锚杆支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6 年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建井研究所开发出适

用于煤巷的小孔径树脂锚固预应力锚索[85],使得锚

索在各类煤巷中得到推广应用,显著扩大了锚杆支护

应用范围。 之后,为满足复杂困难巷道的要求,开发

出 1×19 结构的钢绞线[86],如图 29 所示。 一方面,加
大锚索直径,提高锚索承载能力;另一方面,改变钢绞

线结构,提高锚索伸长率。 目前,已形成煤矿锚索钢

绞线系列,见表 4,基本满足了井下使用要求。
在多年锚杆支护技术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制定

了煤炭行业标准 MT1104-2009《煤巷锚杆支护技术

规范》、国家标准 GB / T35056-2018《煤矿巷道锚杆支

护技术规范》,使我国煤矿巷道锚杆支护技术走上规

范化与标准化之路。

2． 2． 4　 破碎围岩注浆加固技术

在 2． 1． 5 节中,对注浆作用、注浆方法与材料等

做了介绍。 注浆加固技术不仅可用在采煤工作面,而

图 29　 锚索用 1×19 结构钢绞线

Fig． 29　 Cable strands with 1×19 structure

表 4　 锚索钢绞线力学性能

Table 4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able bolt strands
钢绞线结构 公称直径 / mm 拉断载荷 / kN 延伸率 / %

1×7 结构

15． 2 260 3． 5
17． 8 353 3． 5
18． 9 409 3． 5
21． 6 530 3． 5

1×19 结构

18． 0 399 6． 5
20． 3 504 6． 5
21． 8 582 7． 0
28． 6 900 7． 0

且在破碎围岩巷道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起到了锚

杆、金属支架等支护无法替代的作用。
根据注浆与掘进的间隔时间,巷道注浆加固可分

为预注浆与后注浆。 预注浆在工作面掘进前实施,适
用于围岩极破碎、围岩自稳时间很短、掘进过程中即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康红普等: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1,No． 1(2019):013501

013501-17

冒顶片帮的条件;后注浆在掘进后实施,有的在巷道

一掘出就注浆,有的掘出一段时间后再注浆。 所谓巷

道维修加固,就是巷道服务一段时间后出现较大变形

与破坏,不能满足安全生产要求后,实施的滞后注浆。
根据注浆工程地质条件及浆液扩散与渗透能力,注浆

可分为充填法、渗透法、挤密法、劈裂法及高压喷射注

浆等。
注浆加固工程施工前,应充分了解巷道围岩地质

与生产条件,在此基础上确定合理的注浆材料、工艺

与参数。 注浆加固参数主要有两类:钻孔布置参数和

注浆参数。 钻孔布置参数包括:钻孔间排距、直径、深
度、角度等。 钻孔布置参数的选择与围岩条件、注浆

材料性质及注浆参数等密切相关。 如注浆钻孔间距

应使两个注浆孔的浆液扩散范围有一定交叉,比 2 倍

注浆扩散半径小;钻孔深度应达到围岩裂隙发育、破
碎区的边缘。

注浆参数包括注浆压力、注浆量、注浆时间等,它
们都不同程度地影响注浆效果。 注浆压力是浆液在

围岩中流动、扩散、渗透的动力,取决于围岩的渗透

性、要求的加固范围及浆液性质等。 注浆压力过低,
浆液难以扩散到围岩中,起不到加固效果。 对于水泥

基材料,一般情况下浅孔注浆压力可选 0． 5 ~ 2 MPa,
深孔注浆压力可选 2 ~ 10 MPa。 围岩破碎时采用小

值,裂隙不太发育时可采用大值。 注浆量与围岩岩

性、破碎程度与范围、注浆压力和时间等密切相关。
为保证浆液能将裂隙充填密实,原则上应注到不吃浆

为止。
注浆可单独实施,也可与锚杆、锚索联合使用,为

此,开发了多种形式的注浆锚杆、注浆锚索及钻锚注

锚杆[87]。 注浆锚杆兼作注浆管,一方面对围岩进行

注浆加固,提高围岩的完整性与整体强度;另一方面,
为锚杆提供锚固基础,提高锚固力。 对于成孔困难的

极破碎围岩,钻锚注锚杆是一种有效的加固手段。 锚

杆兼做钻杆、注浆管,端部安设一次性钻头,集钻、锚、
注为一体,可快速完成极破碎围岩加固。 在小孔径树

脂锚固锚索的基础上,开发出多种注浆锚索。 索体有

实心和空心两种,先采用树脂锚固剂端部锚固,施加

预应力,然后注浆实施全长锚固,浆液同时扩散到钻

孔周围的煤岩体中,起到注浆加固作用。
图 30 为晋城成庄矿二盘区 2 部输送机头硐室顶

部与帮部注浆加固钻孔布置[88]。 该硐室由于受周围

巷道掘进和采煤工作面动压影响,围岩破坏严重,需
要维修加固。 根据硐室围岩破坏状况,确定采用注浆

与锚杆、锚索综合加固方案。 顶帮注浆孔沿硐室断面

顶帮成排、相邻两排三花眼布置。 注浆孔排距 2 m,

间距 1． 5 ~ 1． 8 m。 钻孔直径 56 mm,拱顶孔深 6 m,
两帮和拱肩孔深 10 m。 注浆材料为 525 号普通硅酸

盐水泥配合 XPM 添加剂,水泥浆的水灰比为 0． 8 ∶
1 ~ 1 ∶ 1,注浆终止压力为 4 ~ 6 MPa。 底板注浆孔根

据设备和基础位置布置,注浆孔深度分别为 8、4 m。
8 m 注浆孔内预埋锚索,4 m 注浆孔安设锚杆,注浆终

止压力为 2． 0 MPa。 硐室注浆后,围岩整体性和强度

显著提高,同时后续安装的锚杆、锚索锚固力大幅提

高,硐室围岩变形得到有效控制。

图 30　 晋城成庄矿硐室顶帮注浆钻孔布置

Fig． 30　 Grouting borehole layout for a chamber in the
Chengzhuang Coal Mine,Jincheng coal mining area

2． 2． 5　 水力压裂卸压技术

2． 1． 4 节介绍的水力压裂技术不仅可用于采煤

工作面坚硬、完整顶板处理,还可用于高应力、强采动

巷道卸压。
对于采动影响巷道,水力压裂的卸压机理是:切

断(图 31)或弱化(图 32)巷道煤柱上方的坚硬、完整

顶板,转移煤柱与巷道围岩的高应力,减小采动应力

影响。 图 31 中,采用水力压裂将护巷煤柱靠采空区

一侧的悬顶切断,降低作用在煤柱上的应力,从而起

到保护巷道的作用。 图 32 表明,采用水力压裂技术

弱化煤柱上方顶板前后,围岩应力发生显著变化[89]。
压裂前,煤柱靠采空区一侧承受了很高的支承压力;
压裂后,该高应力区基本消失,实现了煤柱高应力转

移。

图 31　 水力压裂切断护巷煤柱上方顶板示意

Fig． 31　 Sketch of hydraulic fracturing cutting main
roof overlaid on a pillar beside an 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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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水力压裂卸压前后巷道围岩应力分布

Fig． 32　 Stress distribution around an entry before and
after distressing by hydraulic fracturing

巷道水力压裂卸压按照实施地点的不同分为本

巷卸压和邻巷卸压。 本巷卸压是在本巷道受到工作

面超前支承压力影响前在顶板钻进压裂孔,弱化顶板

并使靠近煤柱一侧的顶板在工作面后方能及时垮落,
降低超前支承压力峰值和范围。 邻巷卸压是在被保

护巷道的邻近巷道内实施水力压裂,切断煤柱悬顶和

弱化顶板[90]。
如图 33 所示,内蒙古伊泰红庆河煤矿 31011 工

作面布置 3 条巷道,辅助运输巷为下个工作面回风

巷。 该巷道受二次采动影响,围岩变形严重,底臌量

大。 为此,采用邻巷水力压裂卸压技术。 沿胶带运输

巷靠辅助运输巷一侧钻孔,钻孔与巷道轴线夹角为

5°。 钻孔直径 58 mm,深度 50 m,倾角 50°。 后退式

单孔多次压裂,距孔口 9 m 停止,以保护锚杆、锚索支

护。 矿压监测数据表明:未压裂段,煤柱应力集中系

数最大达 2． 9;卸压后应力集中系数降低为 2． 3。 未

压裂段,巷道底臌 1 200 mm,两帮移近量 800 mm;压
裂段,巷道底臌、两帮移近量分别降低 75% 、40% ,顶
板下沉仅为 100 mm。

近 10 a 来,水力压裂卸压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潞

安、晋城、大同、霍州、神东、鄂尔多斯、神木等矿区的

数十个煤矿,为强采动巷道围岩控制提供了一种有效

手段。
2． 2． 6　 巷道矿压监测仪器与技术

巷道支护实施于井下后,应进行矿压监测,以评

价支护效果,必要时修改设计,确保巷道安全。 矿压

图 33　 伊泰红庆河矿巷道与水力压裂钻孔布置

Fig． 33　 Layout of panel entry and hydraulic fracturing
boreholes in Hongqinghe Coal Mine,Yitai coal mining area

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巷道围岩位移、围岩应力及支护体

受力等,如图 34 所示。

图 34　 巷道矿压监测内容

Fig． 34　 In-situ monitoring items for roadways

巷道矿压监测技术经历了简易监测→手动监测

→自动化采集、在线传输等发展过程。 巷道表面位移

监测早期主要采用测杆、测尺、测枪等简易工具,后来

发展到激光测距实时监测;顶板离层和围岩深部位移

由直读式顶板离层仪和多点位移计发展到实时监测

的高精度位移传感器;围岩应力监测由液压钻孔应力

计发展到空心包体应变计、刚性应力计等;支护体受

力(锚杆、锚索、支架)从传统的液压枕发展到电阻应

变式、振弦式测力计等,以及能够测量锚杆全长受力

分布的测力锚杆。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开采研究分院开发出系列与

锚杆支护技术配套的监测仪器[91-92],包括 LBY 型顶

板离层指示仪、ZW-4 型多点位移计、CM-200 型测

力锚杆、GYS-300 型锚杆(索)测力计等监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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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后研发出 KJ25 型在线监测系统,所有的监测

参量均可实现自动高频采集,并实现在线传输,实时

监测。 上述矿压监测仪器已在我国许多矿区得到推

广应用,获得大量监测数据,在评价巷道支护效果、保
证安全生产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2． 3　 冲击地压控制理论与技术

2． 3． 1　 冲击地压控制理论与技术发展历程

冲击地压是煤炭开采中遇到的动力灾害,随着开

采深度的增加,冲击危险性越来越严重,冲击地压控

制理论与技术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
1978 年,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开采研究所在

国内率先成立了冲击地压专业研究组。 国家“六五”
期间,我国从国外引进冲击地压监测仪器与技术,开
展冲击地压机理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李玉生提

出的冲击地压发生的“三准则”机理[21]。 在“七五”
期间,北京开采研究所研制出 KS 系列膨胀枕式应力

传感器。 章梦涛提出冲击地压的失稳理论。 “八五”
期间,我国首次尝试采用地震波层析成像方法开展煤

矿冲击危险性评价。 原阜新矿业学院提出冲击地压、
煤与瓦斯突出的统一失稳理论。 “九五”期间,冲击

地压发生的“三因素”机理提出[93-94],并起草了煤岩

冲击倾向性测定方法的两部煤炭行业标准,提出采用

综采放顶煤开采冲击地压厚煤层技术。 “十五”期

间,我国冲击地压研究力量逐渐壮大。 中国矿业大学

探索电磁辐射技术应用于冲击地压监测;北京科技大

学、山东科技大学、重庆大学等也开始了冲击地压相

关研究。 “十一五”期间,我国很多煤矿进入深部开

采,冲击地压发生频繁,波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微

震监测技术迅速引入我国,我国也开展了大范围冲击

地压危险性评价技术与设备研发。 “十二五”以来,
我国全面开展了冲击地压研究,对冲击地压机理、类
型、评价、监测与防治进行了系统研究,并集成了理论

研究、技术开发、仪器设备研制、工程治理等“四位一

体”的煤矿冲击地压理论与技术体系。
2． 3． 2　 冲击地压发生机理

发生机理是冲击地压研究的首要问题。 在“能
量理论”、“刚度理论”、“强度理论”、“冲击倾向性理

论”以及“三准则”机理等基础上,为了将冲击地压机

理向防治方向延伸,对工程实践起到指导作用,国内

学者提出了冲击地压启动理论[95]、扰动响应失稳理

论[96]。
从理论上讲,煤矿冲击地压事件的物理演化过程

是可分解的。 采用控制论中的黑箱研究方法,对于冲

击地压事件来说,冲击危险区域的地质与开采条件实

际为输入载荷源,冲击地压灾害显现实际为载荷源与

采场、巷道工程结构动力稳定性矛盾结果的输出,结
合冲击地压孕育过程能量的积聚、释放、传递至殆尽

过程,可以揭示出冲击地压物理演化过程主要经历 3
个阶段:冲击启动—冲击能量传递—冲击地压显现。
在冲击地压物理过程分解基础上,结合岩石全应力-
应变过程,开展冲击启动原理研究,得到以下主要认

识:
(1)影响冲击地压发生的因素复杂多变,但归结

起来都是为诱发冲击启动提供静载荷源或动载荷源,
并且主要影响冲击地压物理演化过程中的启动环节。

(2)在岩体全应力-应变曲线中,冲击地压演化

实质对应的是岩石峰后发展的过程。 如图 35 所示

(图中,E j、Ed、EC 分别为岩体中集中静载荷、集中动

载荷、岩体破坏所需最小载荷;W1、W2 分别为岩体中

积聚的弹性能量和岩体破坏过程消耗的能量),冲击

地压达到启动环节可以通过纯静载荷积聚、动静载荷

叠加两种途径。 冲击地压启动是围岩材料失稳与工

程结构失稳的结果。

图 35　 冲击地压启动原理

Fig． 35　 Principle of rockburst initiation

(3)无论是哪种途径致使满足冲击启动条件,采
掘工程结构中静载荷集中是内因,是必不可少的载荷

源,动载荷可有可无。
2． 3． 3　 冲击危险区域评价技术

在冲击地压危险性评价方面,引自波兰的综合指

数法在我国得到广泛应用,但是煤层、采区、采掘工作

面冲击危险性评价采用同样的对照表,显然不够准

确。 数值模拟方法较好地考虑了工作面开采过程中

动态载荷的影响,但也存在模型过于理性化的问题。
井下原位实施的钻屑法、钻孔应力监测虽然能够反映

实际情况,但也是“点”观测“面”认识,不能准确地反

映区域危险性。
集中静载荷是诱发冲击启动的内因作用,并且具

有较为明确的空间分布状态,而集中动载荷是外因,
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直接探测井下煤岩体中诱发冲

击地压启动的静载荷集中度来评价冲击危险性,比传

统的靠地质与开采技术条件进行经验打分的方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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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大优势。 为此,基于冲击启动理论的认识,将波

兰物探仪器引进到冲击地压灾害治理中,建立了冲击

危险性区域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开发出冲击地压危

险区域地震 CT 原位快速评价技术,得到以下主要认

识与研究成果:
(1)采掘工作面集中静载荷是诱发冲击启动的

基础载荷。 可通过对基础载荷集中程度的探测与评

判,为冲击地压预测与防治方案制定提供基础。
(2)煤岩体中地震波波速大小、波速梯度及波速

异常区最小临巷距等波速结构特征与回采工作面冲

击危险性具有相关性。 根据这个关联关系,建立了回

采工作面冲击危险性评价模型。
(3)根据评价模型,形成基于集中静载荷探测的

地震 CT 原位快速冲击危险区域评价技术与仪器,如
图 36 所示。 研究成果已经应用于国内多个典型冲击

地压工作面危险性评价中。
图 37 为陕西亭南矿 207 工作面探测区域冲击危

险性指数分布。
图 38 为陕西亭南矿 207 工作面探测区域煤岩层

冲击危险区范围(卸压靶区)。

图 36　 基于集中静载荷探测的地震 CT 原位快速冲击危险区域评价技术与仪器

Fig． 36　 Technology and instruments for in-situ shock risk zone assessment of seismic CT

图 37　 亭南矿 207 工作面探测区域冲击危险性指数分布

Fig． 37　 Distribution chart of impact risk index of 207 working face in Tingnan Coal Mine

2． 3． 4　 冲击地压实时监测预警技术与平台

经过多年的研究,我国煤矿冲击地压主要形成了

4 种预警模式[97-98]。
模式Ⅰ:单一矿压观测式。 主要用于一些冲击地

压前兆出现、发展缓慢的矿井。 一般采用煤层钻屑

法、锚杆(索)受力观测、巷道变形量观测中的某一方

法判断冲击危险性。
模式Ⅱ:综合矿压观测式。 主要用于采用某一种

方法难以满足要求,而将采掘工作面配备的支架压力

监测、巷道围岩变形监测、顶板离层、钻孔应力监测等

结合起来判断冲击危险性。
模式Ⅲ:单一物探监测式。 采用电磁辐射仪、地

音监测系统、微震监测系统中的某一种监测预警冲击

地压,实现较远距离的动载信息跟踪。
模式Ⅳ:多参量综合监测式。 针对诱发冲击启动

的静载荷与动载荷,综合采用岩石力学方法与地球物

理方法进行分源监测。
针对目前冲击地压监测预警存在的目标原理、时

空差异、警情矛盾等三大问题,从冲击地压启动机理

出发,以诱发冲击地压的载荷来源为监测目标,针对

可以诱发冲击地压的不同载荷来源,采用不同监测范

围的监测手段,实现载荷源分源监测。 对于采掘工作

面近场静载荷集中程度采用岩石力学方法监测,如采

用应力在线监测配合钻屑法临场检验;对于远场动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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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亭南矿 207 工作面探测区域煤岩层冲击危险区范围(卸压靶区)
Fig． 38　 Range of impact danger zone (pressure relief target area)in 207 working face of Tingnan Coal Mine

荷源集中程度采用地球物理方法监测,如采区范围采

用低频高能的微震监测技术,工作面范围采用高频低

能的地音监测技术形成空间全方位覆盖。 对各系统

预警结果的差异进行权重计算,最终作出综合预警。
建立了集构建模型、三维显示、数据管理、办公应用、
系统管理五大模块的“煤矿冲击地压危险性综合评

价及预警软件平台”。 实现了对冲击地压发生区微

震、地音、应力监测、钻屑监测数据综合管理,预警结

果归一化分析。
此外,进一步扩充现有监测手段评价指标的种

类,挖掘潜在的危险状态评价信息。 在集中动载荷监

测上,其一是采用能定量描述岩体应力变化和危险趋

势的地震学参数,如事件数、能量、矩震级、 b 值、η
值、Mm 值、A(b)值、P(b)值等;其二是采用能密切体

现矿山微震活动与开采响应关系的指标,如:探寻采

矿爆破、开采速度、井下工程结构和岩体结构变化等

对矿山冲击危险的影响规律,建立起它们之间的相关

关系,实现更为准确的预测预报。
2． 3． 5　 冲击地压综合防治技术体系

历经多年来的研究与实践,我国煤矿冲击地压防

治模式大体分以下 4 种[98]:
模式Ⅰ:煤岩性质改变式。 通过煤层注水改变煤

岩的冲击倾向度,尤其是一些易自然发火煤层开采矿

井应用较多。
模式Ⅱ:临时卸压式。 针对发生冲击地压的区域

或围岩变形大区域,临时性地采用煤层爆破、大孔径

钻孔等方法卸压。
模式Ⅲ:循环卸压式。 在一些有较长冲击地压发

生史的矿井,在工作面地质构造区、超前支护区、本工

作面与邻近工作面采空区“见方”区等不断采用爆

破、大孔径钻孔等卸压方法。
模式Ⅳ:综合防治式。 包括 3 个层次:第 1 层次

为工作面回采之前在区域实施一些区域性防范措施;

第 2 层次为在采掘空间局部采取一些解危措施,包括

煤层爆破、顶底板预裂爆破、大孔径卸压等;第 3 层次

为个体防护性措施。
造成我国冲击地压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为矿井

设计阶段缺乏专业性防冲规范指导,导致施工、生产

阶段暴露出设计不合理,又无法弥补的局面。 为了实

现冲击地压源头防治,从矿井设计阶段就应充分考虑

冲击地压问题,降低生产阶段冲击地压防治难度。 为

此,以诱发冲击启动载荷源为主线,建立 “煤矿冲击

地压防治技术体系”,如图 39 所示。

图 39　 煤矿冲击地压防治技术体系

Fig． 39　 Technology system for controlling rock burst
in coal mines

在矿井设计阶段提出“区域静载荷疏导理念与

技术体系;针对开采过程中的局部解危时期,以动静

载荷源为中心,分源监测、分源防治,建立了以卸为

主,以支为辅,卸、支耦合的技术体系。 该技术体系在

我国多个矿区进行了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技术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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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殊开采与矿区环境治理

3． 1　 特殊开采技术发展历程

特殊采煤与矿区环境治理技术主要是研究解决

在建(构)筑物、水体、铁路下以及承压水上(“三下一

上”)压煤安全开采以及煤矿区环境治理、生态环境

保护的问题,包括开采沉陷理论和特殊采煤技术两大

方面。
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引进波兰、前苏联等国特殊

采煤理论及技术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 200 多个矿

井进行了大量的采动覆岩破坏和地表移动观测等基

础工作,得出采动覆岩破坏与地表移动规律,提出相

应的特殊开采方法与技术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煤炭开采技术的进步,在“三下一上”压煤开采方面

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了概率积分法所需的 5 个主要参数,逐渐

发展了概率积分法的参数计算方法;深入研究了不同

倾角煤层采后地表移动规律及地表移动和变形值的

概率积分法,系统阐述了覆岩“三带”理论,形成了以

地层结构分析、采动影响预测、安全煤(岩)柱留设及

技术方案选择等内容的评价水体下采煤可行性和可

靠性的综合评价方法。 90 年代以来,通过现场实测

基本上掌握了薄、中厚煤层以及厚煤层分层开采的覆

岩破坏规律和特点,提出了矿山岩体采动响应理论、
露头煤柱优化设计理论;逐步形成了水体下采煤的

“三带”理论体系。 从采动岩体变形空间分带论、采
动地表变形空间形态论、采动地层结构论到采动地层

质量评价论,形成了一整套认识、预测、防治、控制矿

山采动岩体和地表变形与破坏的理论体系。
进入 21 世纪后,提出了宽条带开采、覆岩离层探

测、宽条带全柱开采、绿色开采与控水开采等先进理

念,为实现安全、绿色开采奠定了基础;系统研究了煤

矿开采引起的地表沉陷预测理论和控制技术,探索了

特殊地质与生产条件下以及综放开采的覆岩破坏规

律。 在海域、大型水体、深部复合水体下进行了高强

度综放开采成功实践。 近年来,随着基础建设的发

展,高压线路、高速公路、油气管线、高层建筑等新型

建(构)筑物有时不可避免地通过采煤沉陷区,经过

不断研究与实践,在采空区稳定性评价、采空区治理、
地基处理技术和沉陷区利用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形
成了 采 煤 沉 陷 区 建 设 用 地 综 合 治 理 成 套 技

术[25, 99-101]。
3． 2　 开采沉陷理论

开采沉陷理论是特殊采煤技术的基础,包括地表

移动计算理论与覆岩破坏控制机理两个方面。

3． 2． 1　 地表移动计算理论

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引入波兰专家李特维尼申

的随机介质理论后,在其基础上将其发展成为概率积

分法。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概率积分法成为适合于我

国煤矿地质条件的开采沉陷计算与预计方法。 同时,
我国学者针对不同地质和开采条件,提出了双层介质

下层模型和概率密度函数预计方法;针对地表移动变

形预计,通过大量现场实测数据建立了双曲函数公

式,提出地表动态移动变形预计的三维模型,及基于

时间函数的地表动态移动变形计算模型[102-104]。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开采研究所较早开展了

急倾斜煤层开采的地表移动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逐渐

发展了概率积分法的参数计算方法,提出了概率积分

法所需的 5 个主要参数。 深入研究了不同倾角煤层

采后地表移动规律及地表移动、变形值的概率积分

法,分析了概率积分法的各种计算参数及其与采煤地

质因素的关系。 提出了断层影响的主要形式为断层

离层空间,断层影响下的地表移动是开采空间影响扩

展与开采在断层带上产生的离层空间影响扩展的迭

加影响。 编制了断层影响的地表移动和变形计算程

序,拓展了概率积分法的适用范围。 针对概率积分法

的一些不足提出了概率积分法的线积分计算方法,将
倾斜工作面的下沉计算转化为水平工作面的下沉计

算,从而解决了长期以来倾斜面下沉计算的简化误差

问题。
针对综放开采地表沉陷特点,在平朔矿区东坡矿

进行了地表移动观测,获得了综放开采地表移动实测

参数。 引入各种可视化软件,编写和实现对监测数据

的直接读取,逐步实现了由原来的二维开采沉陷等值

曲线向三维可视化立体模型的过渡。
3． 2． 2　 覆岩破坏与控制机理

在长期研究采动覆岩结构演化与破坏规律的基

础上,国内外提出多种采动覆岩破坏控制理论。 国外

应用较为广泛的主要有拱形冒落假说、压力拱假说、
悬臂梁冒落假说、冒落岩块碎胀充填假说、预成裂隙

假说和冒落岩块铰接假说。 国内主要有“上三带”、
砌体梁、传递岩梁、关键层、岩移“四带”等假说与理

论。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开采研究所刘天泉就煤

层开采后的覆岩运动和破坏特征提出了覆岩破坏学

说,“上三带”理论成为我国研究顶板突水机理的重

要理论基础[105]。
(1)不同开采工艺条件下覆岩破坏规律

针对同一覆岩类型及岩性结构条件下,全面、系
统地研究了由炮采、普采、综采、分层综采到综放开采

乃至综放重复开采等一系列不同采煤工艺的覆岩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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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规律及其演变特征(图 40),总结出一套较实用的

预计方法。 近年来,针对高强度综放开采覆岩破坏规

律,实测获得了多个矿区综放开采覆岩破坏高度与特

征,基本掌握了综放开采覆岩破坏规律(图 41,图中,
Hli 为导水裂缝带高度;ΣM 为累计采厚),实现了采

动覆岩裂隙演化的定量化分析,形成了以“三带”为

基础的覆岩破坏预计理论[106]。

图 40　 不同开采方法采厚与导水裂缝带高度关系曲线

Fig． 40　 Relation between mining thickness and height of water
conducting fracture zone with different mining methods

图 41　 不同覆岩条件下综放开采覆岩破坏高度

Fig． 41　 Failure height of overburden in fully mechanized top
　 coal caving mining under different overburden conditions

(2)浅埋煤层采动覆岩破坏规律

浅埋煤层一般具有 “黏土隔水层—基岩风化

带—基岩”结构特征,高强度开采覆岩(土)裂隙发

育、顶板破断运动的基本特征不同于传统的在基岩内

部的覆岩破坏规律。 针对这一特征,研究了浅埋薄基

岩高强度开采覆岩(土)破坏变异规律。 依据基岩厚

度和覆岩破坏的空间关系以及上覆土层的性质,划分

了导水裂缝带发育特征模式[107],如图 42 所示。
(3)覆岩破坏控制技术

对于分层开采,研究表明分层重复开采时覆岩破

坏的高度增加一般不明显,即使增加重复开采的厚

度,覆岩破坏高度一般也不会明显增加。 而综放开采

的覆岩破坏高度明显大于分层开采,为此,提出综采

分层开采与放顶煤开采相结合的覆岩破坏控制技术;
针对综放开采特点,提出预采顶分层综放开采、综放

快速开采、局部限厚综放开采、条带综放开采、岩层内

图 42　 浅埋深薄基岩导水裂缝带发育模式

Fig． 42　 Development model of water-conducting fracture
zone in shallow-buried deep and thin bedrock

部离层带注浆减沉、采空区部分充填开采等综合覆岩

破坏控制技术[108]。
3． 3　 特殊采煤技术

特殊采煤技术主要是利用不同开采方式引起地

表下沉、移动变形的规律和特点,通过采煤方法设计

来控制地表沉降或地表变形,以达到保护地面建筑或

水体安全的技术方法。
3． 3． 1　 建(构)筑物下采煤技术

建(构)筑物下采煤问题的关键是控制地表移动

和变形。 基于多年的研究与实践,提出两类方法:一
类为控制地表绝对沉降的方法,如部分(条带、房柱

式、限厚)开采、充填开采等;另一类为控制地表相对

变形的方法,如协调开采、分层开采等。
(1)条带开采技术

针对条带开采技术在建筑物下采煤的应用,国内

外学者对条带开采与岩层移动的机理、条带开采地表

移动规律、条带开采地表移动和变形预计、以及条带

煤柱稳定性等进行了研究。 提出煤柱的压缩与压入

说、岩梁学说、托板理论和波浪消失说等假说,并在预

计参数修正、条带开采沉陷预计的三维层状介质理论

及条带煤柱强度载荷计算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首次在吉林蛟河煤矿奶子

山镇建筑物下进行了煤层群条带开采试验。 2000 年

以来,在提高条带开采采出率及生产效益等方面进行

了有益尝试。 基于地表移动规律提出了控制地表变

形、提高条带开采宽度的宽条带理论。 其实质是在控

制地表沉降与变形的条件下,允许地表出现波浪沉

降,只要最大变形不超出设计要求的变形值,就可增

加条带开采的宽度(图 43)。 宽条带开采理念突破了

条带开采的宽度在 1 / 4 ~ 1 / 10 采深的限制,最大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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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达到 1 / 3 采深[109]。 该技术在江西丰城巨厚岩

溶和村庄建筑群压煤全柱优化开采、山东古城煤矿地

表村庄建构筑物密集压煤深部厚煤层开采等项目进

行了成功应用,地表建筑物均未发生明显损坏。

图 43　 宽条带与常规条带下沉与水平变形曲线

Fig． 43　 Sinking and horizontal deformation curves
of wide strip and conventional strip

另外,针对条带开采采出率相对较低的缺点,理
论上进行了提高条带开采采出率的研究,提出变采留

比条带技术和煤柱加固技术。 变采留比条带是利用

协调开采的原理,将条带开采区域依据地表变形特点

和协调要求,划分为多个区域,而各区域的最大变形

相互抵消,从而在不增加地表变形的条件下,实现提

高条带开采采出率 10% ~ 20% (取决于条带开采的

面积)。 煤柱加固技术是利用巷道加固技术减少保

留煤柱的塑性区,以提高条带开采采出率的方法。
(2)充填开采技术

充填开采是充填采空区实现减少地表沉降,进而

减少地表变形的开采技术,如图 44 所示。 国外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利用水砂充填进行了建筑物下采

煤的试验。 国内在早期曾进行过多次建筑物及水体

下充填开采,但由于技术与成本的原因,使得充填开

采并没有得到持续发展。 近年来,由于规模化开采引

发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充填开采再度成为建构物

下减沉、保水开采的研究热点。 我国学者从充填开采

分类、充填减沉力学机理、充填开采工艺、充填材料与

装备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110-113]。
为解决矸石排放问题,在邢台邢东煤矿利用巷道

开采方式、采用矸石置换方法实现充填开采,取得了

图 44　 充填开采系统示意

Fig． 44　 Sketch of back filling mining system

较好效果,并应用于条带煤柱的二次回采中。 该矿实

施矸石充填开采以来,掘充巷道数十条,充满率约

80% 。 经地面监测,地表设施稳定,地面建筑完好无

损。
通过对现代开采技术及充填开采存在问题的分

析,提出适合于高效开采的宽条带充填全柱开采新技

术。 该技术是在第 1 阶段宽条带开采结束后,对开采

条带采空区进行充填,而在第 2 阶段全柱开采期间,
留设一定的煤柱,隔离充填体与采空区。 利用充填条

带的强度支撑上覆岩层,减少采动沉降,控制地表变

形,动态变形约为全陷开采最大变形值的 43% 。 以

此为基础,研究了宽条带充填全柱开采地表沉陷的主

控因素,分析了充填率、充填体强度、隔离煤柱宽度对

上覆岩层移动的影响,认为充填率是控制上覆岩层下

沉的关键因素。 该技术避免了开采与充填的相互干

扰,为充填开采技术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新的技术途

径。
(3)协调开采技术

协调开采技术是一种宽泛的岩层移动时空控制

理念,利用工作面错位、错距布置及开采方向布置实

现减少开采引起地表变形的方法。 主要方法有:煤层

群或厚煤层分层协调开采(图 45,图中,ε 为综合水

平变形;ε1、ε2 分别为上、下煤层开采引起的水平变

形;ε′1、ε′2 分别为第 1、2 分层开采引起的水平变形;
H 为采深;H1、H2 分别为上、下煤层采深;r 为主要影

响半径;r1、r2 分别为上、下煤层开采主要影响半径),
全柱开采布置,背向或对向工作面推进布置等。 协调

开采技术在我国峰峰矿区辛寺庄下布置了 7 个工作

面同时开采,在丰城八一煤矿村庄下布置两个工作面

同时开采,使村庄下不出现固定的开采边界,减小了

地表变形。
近年来,根据地表移动与变形的特点,提出煤柱

开采可分阶段实施的宽条带全柱开采方法。 该方法

充分利用条带开采与全柱开采这两种方法的优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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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协调开采的变形抵消与错距示意

Fig． 45　 Displacement offset and offset indication of
coordinated mining

条带开采与全柱开采方法有机结合,将地表变形过程

分解为两个阶段,宽条带开采阶段与后期全柱开采阶

段。 通过对不同阶段变形值的控制,达到保护地面、
实现全柱开采的目的,更利于地表变形的控制和地面

建筑的保护。
针对京煤集团大台矿条件,开展了急倾斜煤层深

部开采沉陷规律与跨采区协调开采技术研究,揭示出

坚硬覆岩、基岩出露地区急倾斜煤层深部开采地表移

动规律,顶板先行受压弯曲破断、底板应力失衡臌胀、
采空区碎块滑落的覆岩变形破坏过程和力学机理;提
出急倾斜煤层深部跨采区块段式倾向条带协调开采

技术和方法。 大台矿采用该技术采出“三下”压煤

1． 73 Mt,铁路和各类建(构)筑物安全使用。
3． 3． 2　 抗采动影响建(构)筑物设计技术

我国尚未形成系统性的抗采动影响建筑物的设

计规范或标准,但在沉陷区内建设已有近 40 a 历史。
大量的成功工程实例表明,抗采动影响建筑物的设计

主要体现在建筑物平面布置、建筑设计、结构设计、地
基基础设计方面。

经过多年研究与工程实践,提出抗变形建筑设计

理论。 针对抗采动民房的合理设计,建立了三维有限

元模型并进行了力学分析,计算的附加应力较二维模

型计算值小 20% ~ 30% ,并对采动区民房加固措施

和方案进行了优化设计。 针对采动影响区建筑物大

倾斜调整,研制成功液压传动顶升器调整系统,并对

单层民房和 2 层住宅楼房现场实施了顶升调平,为治

理建筑物倾斜提供了新技术与设备。 对淮北朱庄矿

1 栋 2 层住宅楼进行了历时 10 d 的顶升调平试验,取

得良好的技术经济效果。 针对厚冲积层复杂地基条

件村庄下多煤层开采,研究得出地表和房屋下沉变形

的相关数学关系式及村庄抗采动变形房屋的强度计

算模型和设计方法;提出砂地基建筑参数的设计方法

和强度条件;设计了地基掏砂结构和掏砂调平施工工

艺。 该成果在鹤壁一矿压煤村庄得到成功应用。 经

4 a 井下多次采动地表重复变形作用无一破坏,其变

形量均在建筑物保护等级允许范围内。 在兖州东滩

矿,研制出可搬迁抗采动变形盒子房屋,并通过现场

试验,为高潜水位地区解决建筑物下压煤问题提供了

新途径。 根据采动沉陷理论及岩土变形、人工回填地

基和建筑物相互影响机理,设计抗采动变形楼房群结

构的强度和刚度,提出在浅埋深、巨厚松散层厚煤层

(平均采厚 5． 1 m)开采条件下抗采动变形楼房群设

计,解决了村庄搬迁工作选址难、费用高等实际问题。
3． 3． 3　 近水体下安全开采技术

我国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水体下采煤的

研究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和经验,取得众多成

功实例和研究成果。 已在海域、河流、湖泊、水库、松
散含水层、基岩含水层、岩溶等各种水体下进行了成

功采煤。 形成了以顶水开采、疏干或疏降开采、顶疏

结合开采、处理补给水源后开采、迁移水体开采和留

设煤柱不采等为主的开采技术途径,以及以分层间歇

开采、长走向小阶段间歇开采、正常等速开采、试探开

采、分区开采为主的水体下综合开采技术。
(1)大型地表水体下综放顶水开采技术

在开采地面水体下(海域、河流、水库)压煤方面

成功应用了综放开采技术。 如鹤岗矿区河流下进行

的综放开采,龙口矿区在海下煤层进行的综放开采

(图 46),大屯矿区微山湖下进行的综放开采,彬长矿

区泾河、亭口水库及巨厚洛河组砂砾岩含水层下综放

开采等,均取得良好的技术效果与经济效益。

图 46　 龙口海域下采煤示意

Fig． 46　 Schematic map of mining under Longkou sea area

(2)不同类型水体下控水开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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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覆岩破坏规律、受采动影响岩层的渗透性

能变化及含水层富水特征等的研究,并与具体的地质

条件、采煤工艺和技术措施相结合,提出控水采煤的

理念,即通过一定的技术方法和措施控制工作面的涌

水量大小及涌水形式,以满足安全开采和经济合理双

重要求。
在山东兖州矿区兴隆庄煤矿实现了综放工作面

采空区滞后出水形式下的控水安全采煤;在安徽宿南

矿区祁东煤矿实现了综采工作面有限涌水形式下的

控水安全采煤;在内蒙扎赉诺尔矿区铁北煤矿则通过

对靠近开采煤层的多个含水层分别采取预先疏水、回
采疏水以及顶水开采等不同技术措施,逐步实现了综

放工作面有限涌水形式下的控水安全采煤;基于覆岩

破坏理论和砂岩裂隙含水层充水规律的研究,实现了

在蒙西矿区深部复合水体下“疏控水”高强度安全开

采。
(3)松散含水层下溃砂机理及判据

针对蒙东侏罗系地层半固结含水砂层存在溃水

溃砂的特点,研究了松散含水层条件下发生溃砂的机

理,提出以下突水溃砂的临界条件及预测判据[114]:

H ≥2． 67Jcrrw ln
R
rw

(2)

式中,H 为临界水头;Jcr 为临界水力坡度;R 为影响

半径;rw 为涌水通道半径。
其为实现松散含水层条件下变防水煤柱为防砂

煤柱安全开采提供了理论基础。
(4)急倾斜特厚煤层水平分层综放开采残采复

采工作面防突水技术

针对急倾斜特厚煤层水平分层综放开采残采复

采工作面突水溃泥灾害,研究揭示了残采复采井下泥

石流的形成条件和发生机理,提出以“探、排、放、疏、
防”为核心的采空区积水井上下物探、工作面留管排

水、采空区采前钻孔探放水、工作面大采高疏水、合理

防水(砂)煤柱留设的突水溃泥一体化防治技术。
(5)充填保水开采技术

榆阳煤矿地处毛乌素沙漠东南缘的神府矿区,地
下水资源极其宝贵,区内生态赖以维系的含水砂层直

接覆盖于煤系地层之上,开采煤层上覆基岩厚度薄

(<20 m),煤层采高大,若按常规采煤方法开采,破坏

性影响势必直接波及上覆水体。 针对这一特殊条件,
开展了充填保水采煤技术研究。 开发了适合榆阳煤

矿的充填开采工艺,研发出“煤体分离-地面充填管

道输送-风积沙、粉煤灰、辅料分片隔离充填”整套技

术,实现了地表不塌陷和保水开采。
3． 3． 4　 承压水上开采技术

多年来,国内外对底板突水作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提出多种突水判据和理论,如斯列萨辽夫公式、突
水系数法及“下三带”理论等。

20 世纪 80 年代,北京开采研究所开始进行承压

水上采煤理论研究与实践。 运用薄板理论研究了底

板突水机制。 将底板隔水层视为四周固定受均布载

荷的弹性薄板,采用弹性、塑性力学理论获得了以底

板岩层抗剪及抗拉强度为基准的预测底板所能承受

的极限水压力的计算公式。 采用塑性滑移线场理论

分析了采动底板的最大破坏深度,提出底板岩体移动

的原位张裂、零位破坏及底板剩余完整岩体的概念

(图 47),研究了其分布特征和形态,得出了顶底板岩

体移动一致性规律。 近年来,针对深部高水压条件提

出“承压水固流耦合导升带”的概念,将采动煤层底

板划分为四带,即采动破坏带Ⅰ、有效隔水层保护带

Ⅱ、承压水固流耦合导升带Ⅲ和承压水原始导高带

Ⅳ,如图 48 所示,并建立了基于固流耦合理论的有效

隔水层厚度底板突水预测判据,提出深部高水压含水

层上基于突水系数改进的底板突水危险性预测方

法[115]。 图 48 中,Sa 表示渗透性增大区;Sb 表示渗

透性减小区;Sc 表示渗透性不变区;Ⅰ带中Ⅰc 区、Ⅲ
带中Ⅲb 区和Ⅳ带中Ⅳa 区属于渗透性增大区;Ⅰ带

中Ⅰb 区、Ⅰd 区属于渗透性减小区;Ⅰ带中的Ⅰa
区、Ⅱ带Ⅱa 区和Ⅲ带中的Ⅲa、Ⅲc 区属于渗透性不

变区。

图 47　 底板岩体的原位张裂与零位破坏示意

Fig． 47　 Sketch of in-situ tension fracture
and zero failure of floor rock mass

1—应力分布;2—采空区;3—煤层;4—零位破坏线;5—零位破坏带;
6—空间剩余完整岩体(上);7—原位张裂线;8—原位张裂带;

9—空间剩余完整岩体(下);10—含水层;11—采动应力场空间分布

范围;12—承压水运动场空间范围

3． 4　 矿区生态环境治理技术

土地破坏、矸石山和水资源污染是煤矿区生态环

境的三大主要问题。 美国、德国率先开展了煤矿生态

修复研究,目前形成了生态修复规划、土壤重构、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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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煤层底板分带示意

Fig． 48　 Schematic diagram of coal seam floor zoning

重塑、植被恢复、采复一体化、复垦区环境管理等技

术,并制定了完善的法规和技术规范,煤矿区生态修

复率达 80%以上。 国内主要针对东部高潜水位煤矿

区进行了大量复垦技术研究和实践。 由早期的疏排

法、挖深垫浅法、泥浆泵法等非充填复垦的技术方法,
到使用煤矸石、粉煤灰、泥沙等作为充填材料的充填

复垦技术。 针对西部生态脆弱采煤沉陷地治理,提出

西部风沙区采煤沉陷存在自修复现象,及分区治理模

式、保水采煤技术等。 提出涵盖监测、预测及风险评

估、管理技术、规划设计技术、工程修复技术、化学与

生物(态)为一体的矿区生态环境修复的综合技术。
在采煤沉陷区建设用地综合治理和利用方面,研

究了采空区残余空间、破裂岩体裂隙分布规律,建筑

荷载作用下采空区的变形破坏规律及地表变形的时

间效应,形成了采煤沉陷区建设用地地基稳定性评价

的理论和方法。 提出采空区注浆治理的设计和检测

方法(图 49)。 在总结采煤沉陷区建筑物的抗采动影

响技术基础上,形成包括采空区勘察、采煤沉陷区地

基稳定性评价、采空区注浆治理和建筑物抗采动影响

的采煤沉陷区建设用地综合治理成套技术。 研究成

果已在淮北、开滦、北票、徐州、鸡西等矿区得到推广

应用。

4　 结论与展望

回顾了改革开放 40 a 来我国煤炭开采与岩层控

制技术的发展历程与取得的重要成果。 在采煤技术

与装备方面,由炮采、普采、综采、综放开采发展到智

能化开采,形成了覆盖薄煤层、中厚煤层、厚及特厚煤

层不同赋存条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开采技术与装备

体系。 工作面安全程度、煤炭产量、工效及效益大幅

图 49　 采空区注浆治理效果三维模拟

Fig． 49　 Three-dimensional simulation of
grouting treatment effect in goaf

提高。 在采场岩层控制方面,提出了“砌体梁”、“传
递岩梁”、“关键层”、“铰接岩梁”等假说,揭示出工作

面覆岩运动和破坏规律。 研究了液压支架与围岩相

互作用的关系,提出了多种液压支架支护阻力估算公

式。 研发出工作面坚硬或破碎顶板控制技术,在井下

得到广泛应用。 在巷道围岩控制方面,研究形成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巷道锚杆支护成套技术,实现了从被动

支护到主动支护的跨越。 针对复杂困难巷道,提出支

护—改性—卸压“三位一体”围岩控制理念,开发出

系列注浆材料与技术、水力压裂卸压技术,显著提高

了复杂困难巷道围岩控制效果。 在冲击地压方面,深
入研究了冲击地压发生机理,提出多种冲击地压控制

理论。 研发出冲击地压监测预警设备和平台,形成了

冲击地压防治技术体系。 在特殊开采及地表沉陷控

制方面,提出了覆岩破坏理论与地表沉陷计算模型与

方法,及宽条带开采、充填开采、近水体下控水开采等

特殊开采技术,形成较为完整的煤矿岩体采动响应理

论与特殊开采技术体系。 上述煤矿开采与岩层控制

技术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煤炭安全、高效、绿色发展,推
动了煤炭科技进步。

然而,我国煤层赋存条件复杂多样,不同矿区煤

炭开采理念、技术与装备水平、综合管理水平等尚存

在较大差异,煤炭开采与岩层控制技术发展还存在较

大的提升空间。 为此,提出以下建议和展望。
(1)在煤炭开采技术与装备方面,需要进一步梳

理我国煤炭资源赋存条件的类型,依据不同的煤层类

型提出开采技术与装备的发展方向。 研发复杂煤层

条件高可靠性开采技术与装备,提高工作面自动控制

水平;开展煤机装备关键元部件研发,推进煤机装备

故障诊断与远程运行、维护技术进步,切实提高煤机

装备的可靠性与开机率;开展复杂条件综采综放工作

面智能开采技术与装备研发,提升煤机装备智能制造

水平,实现井下少人甚至无人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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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采场岩层控制方面,加强超大采高、超长

工作面、超长推进度等高强度采场覆岩运移与破坏机

理及支架与围岩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 加大高强度

开采岩层采动损伤、变形及其动力学机理等基础研究

的力度;针对典型的顶板灾害类型,分析顶板灾害前

兆特征信息,实现采场顶板灾害的实时预警、智能决

策与控制。
(3)在巷道围岩控制方面,应进一步开展原岩应

力、采动应力及支护应力相互作用与叠加效应,巷道

围岩大变形机理等基础研究工作;更深入研究超千米

深井巷道、冲击地压巷道、强采动巷道、极软破碎围岩

巷道等复杂困难条件围岩控制理论与技术;深入研究

支护—改性—卸压协同作用机理和适用条件;加大巷

道快速掘进与支护技术的攻关,解决了日益突出的采

掘接续紧张的难题。
(4)在冲击地压控制方面,随着我国煤炭资源逐

步进入深部开采,千米深井、高强度开采矿井、复合灾

害矿井及急倾斜开采矿井仍是以后的研究重点。 应

进一步加大对冲击地压发生与控制机理的研究,进一

步提高监测预警仪器的精度,逐步形成完善的分阶

段、分区域、分类型的冲击地压解危技术与装备体系。
(5)特殊开采及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深入研究特

殊地质及开采条件下地表沉陷规律及地表动态变形

和沉陷区残余变形特征;进一步加强特殊地质与开采

条件下不同类型水害致灾与防灾基础研究;继续开展

基于煤炭规模化开采的生态环境和水资源保护开采

及控制技术研究,逐步完善地表生态修复与土地治理

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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