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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煤矿深部开采冲击地压监测防治难题,采用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室内试验和现场监测相

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研究了深部应变型、断层滑移型和坚硬顶板型 3 类冲击地压的致灾机理,提出
了煤岩组合冲击能速度指数和卸围压冲击能速度指数两个新指标,建立了与冲击地压类型相适应的
煤岩冲击倾向性评价体系,获得了深部开采 3 类冲击地压的前兆信息特征,给出了以深部开采冲击地

压类型为导向的监测预警及组合式卸压解危方法,研发了钻孔施工与预警同步一体化技术。 结果表
明:① 深部应变型冲击地压是围岩系统能量积聚大于能量释放与耗散之和的结果;与浅部开采相比,
深部坚硬顶板破断释放的变形能明显增大,以及深部断层更易发生错动滑移;② 深部应变型和深部
坚硬顶板型冲击地压的冲击倾向性评价需在国家标准基础上分别增加卸围压冲击能速度指数、煤岩
组合冲击能速度指数,而对于深部断层滑移型冲击地压,这两个指标均需增加;③ 深部应变型和深部
坚硬顶板型冲击地压监测预警应以能量和应力判据为主,但深部断层滑移型冲击地压应以能量判据
为主;④ 深部应变型冲击地压解危方法优先顺序为开采保护层、大直径钻孔、断底和煤层注水;深部
坚硬顶板型冲击地压解危方法优先顺序为开采保护层、深孔断顶爆破、大直径钻孔、断底和煤层注水;
深部断层型冲击地压解危方法优先顺序为开采保护层、大直径钻孔和煤层注水;⑤ 采用钻孔施工与
预警同步一体化技术,可在钻孔施工过程中通过监测煤粉量和应力变化信息,对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
的冲击危险进行同步预警。 煤矿深部开采冲击地压防治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以科学分类为基
础的系统防治技术体系仍是深部开采冲击地压需要重点攻关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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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technology of rock burst monitoring and control in deep coal mining
TAN Yunliang1,2 ,GUO Weiyao1,2 ,XIN Hengqi3 ,ZHAO Tongbin1,2 ,YU Fenghai1,2 ,LIU Xuesheng1,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ining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founded by Shandong Province and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dong U-

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590,China; 2. School of Mining and Safety Engineering,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590,China; 3. Shandong Energy Xinwen Mining Group Co. ,Ltd. ,Taian 271233,China)

Abstract:Rock burst mitigation and monitoring is a challenge during deep coal mining. Theoretical analysis,numerical
simulation,laboratory tests and field monitoring are all used for researching this issue. First,the occurrence mecha-

nisms of three types of rock burst ( i. e. ,strain rock burst,fault slip rock burst and hard roof rock burst) are re-

searched. Second,two new burst liability indexes ar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burst liability,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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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s the burst liability evaluation system more suitable for deep coal mining. Third,the precursor information charac-

teristics of the three rock burst types are given. Forth,the corresponding monitoring-warning and combined pressure re-

lief methods are proposed. At last,synchronization technique of drilling and monitoring is developed.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① Deep strain rock burst is the result that the energy accumulation of surrounding rock system is larger
than that of superposition of energy release and energy dissipation. Compared with shallow mining,the released energy

of deep hard roof fracturing increases and deep fault slips more easily. ② When evaluating burst liability of deep strain

rock burst and hard roof rock burst,burst energy speed indexes of unloading confining pressure and combined coalrock need to be added except the national standard,respectively. For deep fault slip rock burst,the two new indexes

are all need to be added. ③ Monitoring and warning of deep strain rock burst and deep hard rock burst should depend
on energy and stress criteria,while for deep fault slip rock burst,energy criterion is the priority. ④ Priorities for miti-

gating deep strain rock burst are protective seam mining,large-diameter drilling,floor fracturing and water infusion.

Priorities for hard roof rock burst are protective seam mining,roof fracturing,large-diameter drilling,floor fracturing
and water infusion. Priorities for fault slip rock burst are protective seam mining,large-diameter drilling and water infu-

sion. ⑤ When using the synchronization technique of drilling and monitoring,drilling powder and stress change can be
monitored for potential burst warning during drilling process. System establishment of control technique based on scien-

tific classification still will be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deep mining;rock burst;classification;mechanism;monitoring and warning;prevention
冲击地压指井巷或工作面周围煤岩体,由于弹性
变形能的瞬时释放而产生突然剧烈破坏的动力现象,
常伴有煤岩体抛出、巨响及气浪等,具有很强的破坏
性

[1-4]

。 随着我国煤矿开采强度和开采深度不断增

加,冲击地压灾害已经成为威胁煤矿安全生产的重大
灾害之一

[5-6]

。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冲击地压矿井数

依据的冲击倾向性评价方法 [17-22] 。 冲击地压监 测

预警是冲击地压防治的基础,钻屑、应力监测、声发
射、电磁辐射、微震、震动波 CT 等监 测 技 术 和 设 备

已取得了长足发展 [23-29] ,对冲击地压监测预警起到

了积极作用。 由于深部开采冲击地压复杂性,采用

多参量联合监测成为预测预警的发展方向 [7,30-32] 。

量由 1985 年的 32 个增加到现在的 180 多个,其中近

关于冲击地 压 卸 压 解 危,可 从 两 个 方 面 入 手,一 是

压发生频率和烈度均有显著增加。

击倾向性;二 是 降 低 静 载 应 力 集 中 程 度,使 高 应 力

50 个矿井开采深度达到或超过 1 000 m

[7-8]

,冲击地

通过改变煤岩体结构和物理力学性能,减小煤层冲

煤层开采达到一定深度后,一方面,煤岩体性质

区域向煤 壁 深 部 转 移。 常 用 卸 压 解 危 技 术 包 括 开

将由弹脆性向黏弹塑性转变,使得能量积聚方式由线

采保护层、无 煤 柱 开 采、煤 层 注 水、大 直 径 钻 孔、 断

弹性转变为黏弹非线性,尤其是深部高围压下煤岩积

顶爆破等 [33-42] ,这些技术可有效降低采掘空间附近

聚的能量远高于浅部 [5,9] ;另一方面,煤岩体能量释

围岩区域应力集中程度。

放方式向非线性转变,此时能量释放无法通过一次性

与浅部开采相比,深部开采冲击地压成因及其防

卸压来完成,需多次甚至持续性卸压让黏弹性变形能

治更为复杂,主要体现在:一是高地应力,煤岩积聚能

释放。 当开挖卸荷尺度过大时,易导致积聚的高弹性

量及破坏释能模式发生变化,常规的冲击倾向性指标

能突发性释放,如“ 蠕变型” 冲击地压便是深部开采

体系无法完全满足深部煤层冲击倾向性评价;二是以

冲击地压的一种形式

[10]

。 特别是当上覆厚层坚硬顶

板断裂、断层活化等产生动载作用于积聚高能量的采
掘围岩时,极易造成强冲击

[7,11]

。 因此,深部冲击地

压监测防治难度更大,必须针对“ 深部” 的特点开展
冲击地压监测预警与卸压解危研究。

深部开采冲击地压类型为导向的多参量联合监测预
警方法和卸压解危技术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以及在钻
孔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冲击地压。 针对深部开采冲击
地压防治难题,研究深部应变型、断层滑移型和坚硬
顶板型 3 类冲击地压的致灾机理,建立与冲击地压类

针对煤炭冲击地压发生与防治机理问题,部分

型相适应的煤岩冲击倾向性评价体系,提出以深部开

学者围绕深应力场和能量场的动态演化开展研究,

采冲击地压类型为导向的监测预警及组合式卸压解

并引入非线 性 理 论、损 伤 理 论、断 裂 力 学 理 论 等 建

危方法,以及研发钻孔施工与监测预警同步化技术,

立了煤岩冲击失稳模型

[12-16]

。 在煤岩冲击倾向 性

研究方面,大家逐渐认同以煤岩组合体力学特性为

以期为深部开采条件下冲击地压的监测解危研究提
供理论及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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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开采冲击地压致灾机理及类型
根据深部煤岩体赋存环境、力学性质和冲击地压

学

表达式分别为
ε( t) =

主要影响因素 [5-6] ,也可将深部开采冲击地压分为应

变型、断层滑移型和坚硬顶板型 3 类,但其致灾机理

与浅部煤岩具有很大不同。
1． 1

ε( t) =

深部应变型

煤岩体在深部高应力作用下将发生脆 - 延转化,

表现为持 续 的 强 流 变 性, 可 视 为 黏 弹 塑 性 介 质 [5] 。

深部采掘工程扰动后,采掘空间附近围岩应力重新分

2019 年第 44 卷

报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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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 为流变时间;σ0 为模型总应力;σ s1 ,σ s2 为模

布,在高应力作用下发生黏弹性或黏弹塑性流变,基

型塑性参数;E1 ,E2 为模型弹性参数;η1 ,η2 ,η3 为模

下砂岩的分级流变试验结果,构建深部围岩非线性黏

采掘扰动后围岩积聚能量主要表现为 2 个特征:

于 Kelvin,Burgers 等模型 [43] ,结合室内不同应力水平

弹塑性本构模型,具体如图 1 所示,其中曲线 b,c 的

型黏性参数;n 为流变指数,大于 1 的整数。

一是在矿山压力作用下围岩应力重新分布,围岩内能

量积聚明显大于能量释放与耗散之和,造成围岩破
坏;二是破坏围岩积聚的弹性应变能缓慢释放并驱动
围岩深部产生塑性变形,到一定围岩深度后受高应力
作用,这一过程到一定深度后会受到阻碍 [10] ,造成此
区域应力集中不断增大。 参考文献 [44 ] 的 模 拟 方

法,建立了如图 2( a) 所示的流变数值模型,研究不同

流变时间作用下煤壁的支承压力演化规律,结果如图

2( b) 所示。 随着流变时间增加,支承压力峰值向围
岩深部转移到一定深度后受到阻碍,且支承压力峰值

图1

流变试验结果及深部围岩非线性黏弹塑性本构模型

Fig． 1

Rheological test results and nonlinear viscoelastoplastic constitutive model

图2

Fig． 2

流变数值模型及不同流变时间下支承压力演化规律
Creep numerical model and abutment stress evolution
law under different creep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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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增大,如当流变时间从 0． 1 a 增大道 0． 5 a 时,最

高应力作用下应力集中程度不断增大,甚至进入流变

根据上述结果,可将深部应变型冲击地压的发生

速增大,即积聚的能量会快速增多,当围岩积聚的能

机制描述为:深部开采巷道围岩在采掘扰动下围岩应

量大于其释放能量与耗散能量之和时,就会发生深部

大应力集中系数从 1． 4 大到 1． 6。

力重新分布,围岩破坏深度逐渐增大直至稳定后,在

1． 2

深部坚硬顶板型

Fig． 3

图3

状态,结合图 1 可知,此时围岩的应变会呈非线性快

应变型冲击地压,具体如图 3 所示。

深部应变型冲击地压发生机制

Occurrence mechanism of deep strain rock burst

随着开采深度增加,不仅煤体积聚的弹性应变能
增多,且由于坚硬顶板的厚度及悬顶长度增加,其积
聚的弯曲变形能也呈快速增加趋势。 参考文献[45]

的模拟方法,建立了如图 4 所示的 FLAC3D 岩梁数值

模型,研究岩梁长度及厚度对岩梁能量积聚的演化规

为 H2 ,L2 ,有 H1 <H2 ,L1 <L2 ,则可给出如图 6 所示的开

采深度影响下坚硬顶板及煤层能量积聚示意图。 浅
部开采时煤层、顶板积聚的应变能分别为 E1 ,E2 ,而
深部 开 采 时 积 聚 的 能 量 会 分 别 增 加 到 ( E1 +
ΔE1 ) ,( E2 +ΔE2 ) 。

由岩体破坏的最小能量原理可知 [46] ,无论岩体

律,结果如图 5 所示。 岩梁积聚能量随着岩梁长度或

处于何种应力状态,一旦失稳,破坏启动,其破坏真正

20 m 增大到 40 m 时, 积聚能量从 0． 78 MJ 增大到

坚硬顶板破断时,浅部开采条件下煤岩系统自身存储

厚度的 增 大 而 呈 非 线 性 增 大 趋 势, 当 岩 梁 长 度 从

6． 57 MJ;当岩梁厚度从 2 m 增大到 4 m 时,岩梁积聚
能量从 1． 82 MJ 增大到 4． 98 MJ。

需要消耗的能量总是单向应力状态的破坏能量。 当
的弹性能能够缓慢有效释放,整个煤岩系统处于动态
平衡状态;随着开采深度增加,煤系统中增加的能量
ΔE1 和 ΔE2 将打破原有的动态平衡状态,但煤岩破

坏消耗的能量是一定的,也就是说系统中新增的两部
分能量将主要转换为煤体抛出的动能,更易形成冲击

地压。 据此,可给出如图 7 所示的深部坚硬顶板致冲
机制。

1． 3
Fig． 4

图4

不同长度及厚度的岩梁数值模型

Numerical models of rock beam with different
lengths / thicknesses

深部断层滑移型
断层滑移型冲击地压是由于采矿活动引起断层

相对错动而猛烈释放能量的现象。 在受开采扰动前,
煤岩体内任意点的应力都是平衡的,假设断层滑移面
的抗剪强度及其面上的剪应力分别为 τ T ,τ,判定断
层是否发生滑移的条件 [47] 可表示为
τT

{

≤τ

> τ

断层不滑移
断层滑移

(3)

无外界开采扰动时,断层滑移面上的剪应力小于
其抗剪强度,断层不发生滑动;受采掘影响,易导致断
层滑移面上的剪应力增大或抗剪强度减小,使断层滑
图5

Fig． 5

岩梁积聚能量与长度及厚度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accumulation
and rock beam length / thickness

浅部开采条件下,取坚硬顶板厚度、悬顶长度为
H1 ,L1 ;深部开采条件下,取坚硬顶板厚度、悬顶长度

移面上的剪应力大于其抗剪强度,造成断层发生滑
移,产生冲击地压。
深部开采条件下断层构造有两个特点:一是与浅
部开采相比,断层区域构造应力明显增大;二是断层
切割的煤岩力学性质差异性远大于浅部开采,采掘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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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深度影响下坚硬顶板及煤层能量积聚示意

Sketch of hard roof and coal seam energy accumul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ining depth

Fig． 7

图7

深部坚硬顶板致冲机制

Burst mechanism induced by hard roof

图9

距断层不同距离时工作面超前支承压力演化规律

Fig． 9

Abutment pressure evolution law under different

distances between fault and longwall face

作面回采,当工作面距离断层由 50 m 减小到 10 m

时, 支 承 压 力 应 力 峰 值 从 32． 5 MPa 增 大 到

51． 8 MPa。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得到如图 10 所示的深部断层

滑移型冲击地压发生机理。 以工作面由正断层上盘向
图8
Fig． 8

断层数值模型及不同埋深下断层区域的原岩
应力演化规律

Numerical model of fault and stress evolution
law under different buried depth

响下应力集中程度更高。 为了验证“ 深部断层区域

的构造应力大于浅部” 这一结论,建立了如图 8( a) 所

示的 FLAC3D 断层数值模型,研究不同埋深下断层区

域的应力演化规律,结果如图 8 ( b) 所示。 断层构造

断层回采时为例,回采引起煤壁前方支承压力增大,而
深部断层构造区区域的应力集中又远高于浅部,随着
工作面回采接近断层,在二者叠加作用下,更易造成煤
体承载力降低、断层带剪应力增大,造成断层带剪应力
超过其抗剪强度,断层发生错动滑移,对工作面煤体产
生冲击,导致深部断层滑移型冲击地压发生。

2

区域的最大构造应力和应力梯度均随埋深的增加而

增大,如埋深从 600 m 增大到 1 000 m 时,最大应力

深部开采煤岩冲击倾向性评价
受深部复杂应力环境和煤岩体力学性质改变的

影响,现有冲击倾向性评价指标体系存在不同程度高

从 15． 75 MPa 增 加 到 26． 06 MPa、 应 力 梯 度 从

估或低估现象,无法完全满足深部开采煤层冲击倾向

断层上盘进行回采,得到了距断层不同距离时工作面

2． 1

2． 91 MPa 增大到 4． 36 MPa。 以埋深 800 m 为例,对
的超前支承压力演化规律,具体如图 9 所示。 随着工

性评价要求。
冲击倾向性指标
冲击地压发生需要煤岩体满足一定物性条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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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岩组合冲击能速度指数反映了煤岩组合体试
样破坏时释放能量的能力,该指数越大,冲击越强。
参考文献[53] 划分煤岩单体的方式,将煤岩组

合冲击能速度指数的界限值近似表示为:W ZT <3 时,
无冲击倾向性;当 3≤W ZT <100 时,弱冲击倾向性;当

W ZT ≥100 时,强冲击倾向性。 以某矿 13 煤为例,进

行煤岩组合体单轴压缩试验,测试冲击能速度指数,

结果如图 11 所示。 采用式(4) 计算得出该煤层煤岩
组合冲击能速度指数为 112． 8,具有强冲击倾向性。
Fig． 10

图 10

深部断层滑移型冲击地压发生机理

Occurrence mechanism of deep fault slip rock burst

煤岩具有冲击倾向性 [48-51] 。 为定量衡量煤岩冲击倾

向性大小,我国 2010 年制定以动态破坏时间( D T ) 、
弹性能量指数( K E ) 、冲击能量指数( W ET ) 和单轴抗压
强度( R C ) 为核心的煤岩冲击倾向性评价的国家标

准。 但这些指标在应用过程中具有一定局限性,动态
破坏时间无法反映煤岩破坏过程中的能量关系;弹性
能量指数不能反映煤岩破坏释放能量和破坏所需能
量之间的关系;冲击能量指数无法反映煤岩破坏过程
中转化成动能的剩余能量大小,以及没有考虑塑性变
形过程中所消耗的能量。 冲击地压是顶底板及煤层
在原岩应力和矿山采动应力共同作用下力与能量不
连续传递的结果,其发生不仅取决于煤岩属性,而且
与煤岩组合形式、应力环境、围岩性质等因素有着密

切关系 [17-22] 。 基于此,提出了煤岩组合冲击能速度

指数和卸围压冲击能速度指数两个冲击倾向性指标。
(1) 煤岩组合冲击能速度指数。

顶板岩层与煤层具有不同的受载变形特征,在外
力加载下,煤体首先破坏,进而导致顶板岩层发生回
弹并释放弹性变形能,加速煤体破坏,采用单一的煤
岩冲击倾向性指标无法准确评价煤层冲击倾向性。

Fig． 11

图 11

煤岩组合冲击能速度指数测试

Calculation sketch for combined coal-rock impact
energy speed index

(2) 卸围压冲击能速度指数。

考虑到深部高应力集中及高能量积聚对冲击地

压发生起到主控作用,以及室内三轴卸围压试验能够
再现深部冲击发生过程,提出了卸围压冲击能速度指

煤岩破坏过程中单位时间内释放的剩余能量表征了

数 W ST ,其计算式如下

单位时间内弹性能转化为动能的多少,也反映出了冲

W ST =

击倾向性强弱,进行冲击倾向性评价需考虑能量因素
和时间效应。 在综合考虑煤岩组合体的尺寸效应、加
载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和破坏过程中释放能量的时间

效应影响下,提出了煤岩组合冲击能速度指数 W ZT ,
其计算式 [52] 如下
W ZT =

h2 Q SER1 + h3 Q SER2 + h1 Q SEC
h1 F X D T

(4)

式中,h1 ,h2 ,h3 分别为组合体试样中煤的高度、顶板岩
石高度和底板岩石高度;QSER1 ,QSER2 和 QSEC 分别为组

合体试样破坏时顶板岩石、底板岩石与煤内积聚的弹
性应变能;F X 为组合体试样中煤体破坏消耗的能量。

(∫

ε1r
ε1c

σ21c + 2σ23c

σ1 dε1 + 2

∫

ε3r

ε3c

σ3 dε3 2ED T

)

(5)

式中,σ1c 为卸围压前的最大轴向应力;σ3c 为卸围压
前的最大围压,即初始水平地应力 σ h ;E 为煤体弹性
模量;ε1c 为卸围压前的最大轴向应变;ε3c 为卸围压
前的侧向应变;ε1r 为轴向残余强度初始点处的应变;
ε3r 为侧向残余强度初始点处的应变。
参考相关试验和现场经验,初步确定卸围压冲击
能速度指数 W ST 的界限值为:当 W ST <6 时,无冲击倾
向性;当 6≤W ST <180 时,弱冲击倾向性;当 W ST ≥180

时,强冲击倾向性。

(3) 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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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岩组合冲击能速度指数考虑了煤岩介质能量

冲击地压发生的主控作用,特别适用于深部煤岩冲击

积聚与释放的差异性,根据煤层所处岩层环境判断其

倾向性判定。 据此,对原有冲击倾向性评价指标体系

冲击倾向性,能减小使用传统指标评价时产生的误

进行了完善,使之更适合深部冲击倾向性评价,具体

差;卸围压冲击能速度指数充分考虑了深部高应力对
表1
Table 1

见表 1。

深部煤岩冲击倾向性新评价指标体系

New burst evaluation system for deep coal mining

指标

无冲击倾向性

弱冲击倾向性

强冲击倾向性

动态破坏时间 D T / s

D T >500

50<D T ≤500

D T ≤50

冲击能量指数 K E

K E <1． 5

1． 5≤K E <5

煤岩组合冲击能速度指数 W ZT

W ZT <3

3≤W ZT <100

弹性能量指数 W ET

单轴抗压强度 R C / MPa

卸围压冲击能速度指数 W ST

W ET <2
R C <7

W ST <6

针对深部开采三类冲击地压致灾机理不同,建立
与深部开采冲击地压类型相匹配的冲击倾向性评价
指标体系,具体如下。
深部应变型冲击地压:在深部高应力作用下围岩
内积聚大量弹性能,一旦卸围压,弹性能将迅速释放

2≤W ET <5

W ET ≥5

7≤R C <14

R C ≥14

深部坚硬顶板型冲击地压:深部坚硬顶板在采空

W ZT ≥100

6≤W ST <180

成冲击灾害,可见深部条件下坚硬顶板与煤体组合的
差异性对冲击程度影响更为突出。 因此,在国家标准
的基础上需增加“ 煤岩组合冲击能速度指数” 。

深部断层滑移型冲击地压:当断层活化时,高叠

加应力在断层附近顶板内积聚的大量弹性能突然释
放并促使断层加速滑移,造成煤体迅速破坏形成冲击
灾害,冲击形式与深部坚硬顶板型冲击地压类似,而
浅部断层活化时顶板与煤体差异性对冲击程度影响
较小;当断层不活化时,深部断层附近顶板因高叠加
应力积聚的弹性能远高于浅部断层,在卸荷作用下会
迅速释放,冲击形式与深部应变型冲击地压类似。 因
此,在国家标准基础上需增加“ 煤岩组合冲击能速度

指数” 和“ 卸围压冲击能速度指数” 。

2． 2

冲击倾向性最优模糊评价方法

传统的模糊评价方法一般采用线性加权平均,使
评判结果趋于平均化,评判结果可靠性差,尤其是进
入深部开采后评价指标较多且所占权重不同。 为克
服深部开采冲击倾向性评价指标权重人为影响,各类

新增

W ST ≥180

级 [54] 。 根据 5 个冲击倾向性指标和 3 个冲击倾向性

等级分类,可建立如式(6) 所示的标准指标隶属度矩
阵 S5×3 ,而根据式(7) 可得到以 u j 为权重的加权广义

欧氏距离 D j 。

é S11

S12

S13 ù

S5 ×3 = S31

S32

S33

S21

S22

S41

区的悬露面积远大于浅部,积聚的能量更多,突然断
裂时将向煤岩系统输入大量能量,使煤体迅速破坏造

国家标准

K E ≥5

造成冲击灾害,需在国家标准基础上增加“ 卸围压冲

击能速度指数” 。

备注

5

S42

ë S51

S52

S23

(6)

S43

S53 û

D j = u j { ∑ [ W i( r i - S ij ) ] 2 }

1
2

i=1

(7)

式中,r = ( r1 ,r2 ,r3 ,r4 ,r5 ) T 为样本规格化后隶属度向
量;u = ( u1 ,u2 ,u3 ) 为隶属度向量;W = ( W1 ,W2 ,W3 ,
W4 ,W5 ) 为样品 j 的 5 个指标权向量。

为了求解最优归类隶属度向量,假设目标函数为

样品 j 对于类别上限值 a1 至下限值 a2 的加权广义欧
氏距离平方和最小,则有
a2

n

j = a1

i=1

min{ F( u j ) } = min∑ { u2j ∑ [ W i( r i - S ij ) ] 2 }
a2

( 约束条件:∑ u j = 1)
j = a1

(8)

进一步,通过构造拉格朗日函数,求得样品 j 对
a1 至 a2 类的最优隶属度理论模型:
a2

u j = [ D2j ∑ D j-2 ]
j = a1

-1

(9)

根据式(9) 的最优模糊识别模型,可对深部冲击

倾向性进行最优模糊评价。 以某矿 10 煤为例,该区

型冲击地压的评价指标权重应采用最优模糊评价方

域煤层位于向斜轴部,构造应力大,易发生应变型冲

法确定,即在确定评价因素的评价等级和权值基础

击地压。 通过试验测试得到各冲击倾向性指标为:
D T = 423 ms( 弱) ,W ET = 5． 332( 强) ,K E = 2． 632( 弱) ,

上, 构 造 模 糊 评 判 矩 阵, 确 定 评 价 对 象 的 所 属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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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C = 27． 28 MPa( 强) ,W ST = 138 ms -1 。 按照最优模型
识别模型计算求得各分类隶属度为:u1 = 0． 01,u2 =

量梯度进行预警。

强冲击倾向性。

电磁辐射监测系统进行监测预警。 阳城煤矿 1304 工

阳城煤矿 1304 工作面为典型的两侧采空孤岛工

0． 37,u3 = 0． 61,根据最优隶属原则判定该煤层具有

作面,易发生深部应变型冲击地压,采用应力在线和

3

深部开采冲击地压监测预警

作面 2012 年 8 至 9 月的应力和电磁辐射监测结果如

大量实践表明,深部三类冲击地压前兆信息差异

生前,煤体应力和应力增量梯度均产生持续增大现

图 12 所示。 从图 12 ( a) 可以看出,两次冲击地压发

性大,建立与深部三类冲击地压相适应的监测预警方

象;而冲击发生后,应力和应力增量梯度均产生突降

法,能够更好实现对深部冲击地压的可靠预警。

现象,而后应力梯度增量进入平稳期状态,煤体应力

3． 1

深部应变型

持续 缓 慢 升 高, 煤 体 再 次 进 入 能 量 积 聚 期。 从 图

深部应变型冲击地压是煤岩系统在变形过程中
的能量稳定态积聚、非稳定态释放的非线性过程,煤

12( b) 可以看出,两次冲击地压发生前,煤体电磁辐
射强度值和脉冲数均持续升高,且升高幅度较大,均

岩体应力及积聚弹性能较大。 冲击发生前,煤体应

达到甚至超过正常值的数倍左右,这是因为该时期内

力、钻屑量、电磁辐射强度等信号持续升高,而微震呈

煤体应力急剧升高,高应力使得煤体内部破裂和摩擦

现多微破裂事件、振荡变化,但微震事件频次和能量

加剧,进而产生较强烈的电磁辐射信号。 该现象表

均较小。 因此,建议以应力在线法和钻屑法监测为

明,深部应变型冲击地压发生前通常存在一个煤体应

主、电磁辐射和声发射监测为辅,用应力或钻屑量增

力持续升高期。

3． 2

Fig． 12

深部坚硬顶板型

图 12

阳城煤矿 1304 工作面应力及电磁辐射监测结果

Monitoring results of stress and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in No． 1304 mining face

华丰煤矿 1411 工作面基本顶岩层厚度较大且坚

深部坚硬顶板型冲击地压是顶板随工作面回采

硬,易发生深部坚硬顶板型冲击地压,采用声发射和

不断发生离层并产生大量微破裂,超过其极限状态时

应力在线系统进行冲击危险监测预警,工作面声发射

突然断裂失稳破坏的过程。 在释放大量能量同时,应
力会从静态到动态突然转变。 冲击发生前,微震或声
发射事件的能量和频率均增大,且煤体应力或钻屑量
也呈增大趋势。 因此,建议采用微震法监测顶板破裂
事件增加作为远期预警,将煤体应力、钻屑量或声发
射事件增大作为近期预警。

及应力监测结果如图 13 所示 [55] 。 从图 13 ( a) 可以

看出,从 4 月 16 日开始,声发射能量值呈现逐渐上升
趋势;从图 13( b) 中可以看出,随着工作面回采,超前
支承压力也随之向前转移,而从 4 月 16 日开始,煤体

中应力持续升高形成应力集中,煤体中积聚大量弹性
能,应力增长持续时间达 3 d,采取强制放顶措施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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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面回采过断层期间的微震能量和应力监测结

果如图 15 所示。 从图 15(a) 中可以看出,随着工作面
回采接近断层,能量积聚呈指数型增长趋势;冲击发生

后,能量大量释放;7 月 24 日后,总能量保持稳定,基本
不再受断层影响。 从图 15( b) 中可以看出,从 7 月 8

日开始,断层附近煤体应力持续升高形成应力集中,具
有冲击危险,而 7 月 9 日深部煤体应力突然下降,表明

深部煤体发生破坏,应力向四周转移,发生冲击地压。
也就是说,当工作面回采接近断层时,微震总能量和煤
体应力均会出现整体持续升高,即冲击显现前煤体内
部在短期内会积聚大量弹性能。

图 13

Fig． 13

3． 3

华丰煤矿 1411 工作面声发射及应力监测结果 [55]

Monitoring results of acoustic emission and stress in
No． 1411 mining face [55]

深部断层滑移型

深部断层滑移型冲击地压是由于断层面产生滑
移、岩体加速滑动而产生,释放大量能量同时,也会造
成煤体应力瞬间增大。 由于断层滑移具有“ 持续滑
动 - 突变” 或 “ 黏滑 - 间歇 - 突变” 的特征,冲击发生

前,能量会呈指数型增长趋势或多峰值特征。 因此,
建议采用微震或声发射监测断层活动性,以应力在线
法和钻屑法监测断层引起的应力变化作为近期预警。
为了确定孙村煤矿 1411 工作面回采过断层时工

作面的动压显现情况,该工作面采用微震和应力监测
系统分别在全局范围、回采空间近场进行实时监测。
2013 - 07 - 09 在孙村煤矿 1411 工作面发生一次冲击

图 15

孙村煤矿 1411 工作面过断层期间微震总能量及

Fig． 15

Monitoring results of microseismic energy and stress

地压,震级 1． 9 级、能量 2． 82 ×10 6 J,工作面冲击地压

4

近,验证了由于断层阻隔,煤体内弹性能无法向前传

4． 1

事件投影剖面如图 14 所示。 震源位置位于断层附
递,导致断层附近发生冲击地压。

应力监测结果

during passing through fault

深部开采冲击地压卸压解危技术
组合式解危方法
基于深部应变型、坚硬顶板型和断层滑移型冲击

地压发生机理,结合开采保护层、钻孔卸压、深孔爆破
和、煤层注水等方法的卸压解危原理,提出了不同类
型冲击地压的组合式解危方法,具体如图 16 所示。

图 14

Fig． 14

孙村煤矿 1411 工作面冲击地压事件投影剖面
Projection profile of one rock burst in No． 1411
mining face

图 16

Fig． 16

不同类型冲击地压组合式解危方法

Combined mitigation methods for different rock
burst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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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 深 部 应 变 型 冲 击 地 压, 需 从 2 方 面 入手:

统对卸压前后工作面超前支承压力进行了实时监测,

② 减小工作面超前支承压力峰值及范围,如开采保护

超前 支 承 压 力 峰 值 为 44． 5 MPa, 位 于 工 作 面 前 方

① 降低煤层冲击倾向性,如开采保护层和煤层注水;

层、煤层注水、断底和大直径钻孔。 几种解危方法优先
顺序为:开采保护层、大直径钻孔、断底、煤层注水。
对于深部坚硬顶板型冲击地压,关键是控制厚层
坚硬顶板断裂,其次是降低煤层冲击倾向性。 开采保

结果如图 18 所示。 采用大直径钻孔卸压前,工作面

40 ~ 45 m;采用大直径钻孔卸压后,工作面超前支承

压力峰值为 42． 5 MPa,但位于工作面前方 55 ~ 58 m。
钻孔卸压降低了工作面超前支承压力,且使支承压力
峰值向深部转移,降低了工作面冲击危险性。

护层既可破坏顶板完整性,又能降低煤层冲击倾向
性,是消除此类冲击危险的有效方法。 深孔断顶爆破
可避免坚硬顶板悬顶产生的应力集中,从根本上消除
了坚硬顶板突然断裂对工作面产生的冲击。 几种解
危方法优先顺序为:开采保护层、深孔断顶爆破、大直
径钻孔、断底、煤层注水。

图 18

控制深部断层滑移型冲击地压的关键是防止断

Fig． 18

层两盘突然滑移,使断层两盘不发生相对滑移或仅缓
慢滑移。 只有通过留设保护煤柱的办法才能从根本

几种解危方法优先顺序为:开采保护层、大直径钻孔、
煤层注水。

after stress relief

华丰煤矿 1411 工作面选用深孔断顶爆破和大直

用大直径钻孔和煤层注水提前释放断层构造带附近
性和应力集中,也可有效缓解断层型冲击地压发生。

Comparison of abutment pressure before and

(2) 深部坚硬顶板型 [55] 。

上消除此类冲击地压的发生,若要过断层开采,可采
积聚的应变能。 开采保护层能够降低煤层冲击倾向

阳城煤矿 1304 工作面卸压前后支承压力对比

径钻孔进行卸压。 工作面实施卸压解危措施后,采用
钻屑法对卸压前后工作面煤壁前方 30 m 处进行了监

测,监测结果如图 19 所示。

由于大直径钻孔、煤层注水、深孔爆破断顶等卸
压解危技术均须提前向煤层或岩层中钻孔,钻孔过程
中将对煤岩系统产生扰动,以及在采掘、爆破等扰动
影响下,可能诱发冲击地压,对施工人员安全构成严
重威胁。 为避免钻孔过程中的冲击危险,研发了钻孔
施工与监测预警同步化技术,即在钻孔施工过程中通

Fig． 19

过监测煤粉量和应力变化信息,可对钻孔施工过程中
可能发生的冲击危险进行同步预警,具体施工示意如
图 17 所示。

Fig． 17

4． 2

图 17

钻孔施工与监测预警同步化技术

Synchronization technique of drilling and monitoring

典型冲击地压卸压解危实践

(1) 深部应变型。
选用大直径钻孔在阳城煤矿 1304 工作面超前
80 m 范围内进行卸压后,采用钻孔应力在线监测系

图 19

工作面卸压前后钻粉量对比

Comparison of powder amount before and after
stress relief

卸 压 前, 工 作 面 煤 壁 前 方 最 大 钻 粉 量 约 为
4 kg / m;采用大钻孔卸压后,该处钻粉量明显降低,最
大钻粉量约为 3 kg / m 左右,说明该处应力集中得到
有效缓解。
(3) 深部断层滑移型。
孙村煤矿 1411 工作面选用大直径钻孔作为常规
卸压手段。 工作面施工卸压钻孔后,对卸压前后微震
监测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如图 20 所示。 卸压
前,随着工作面回采接近断层,微震释放能量先增大
后减小,释放最大能量约为 65 kJ;卸压后,微震释放
能量也是先增大后减小,但卸压后的最大微震能量为
41 kJ,仅为卸压前的 63． 07% ,说明工作面卸压效果
明显,冲击危险得到缓解。

5

结

论

(1) 采掘扰动后围岩能量积聚呈黏弹非线性,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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