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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埋深工作面煤层合并区应力演化与防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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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煤层合并与分叉是诱发冲击地压的重要因素，合理确定煤层合并区应力分布规律与影响范围

对冲击地压防治意义重大。 以张双楼煤矿千米埋深煤层合并区工作面为工程背景，采用数值模拟与
现场微震监测，研究了煤层合并区域采动应力演化规律与冲击危险监测预警方法。 结果表明：煤层合
并区超前影响范围约为 １００ ｍ，而滞后影响范围约为 ８０ ｍ；工作面在煤层合并区回采时的峰值应力大

于正常煤层，且合并区煤厚越厚，峰值应力越大。 工作面接近合并区时应力梯度最大，冲击危险程度
最高；进入合并区后随着底煤厚度变大，应力缓慢上升，应力变化梯度小，整体冲击危险程度较高，但
冲击危险性变化不大；出合并区后一定范围内应力集中程度依然较高，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基于微震
监测系统，提出了采用冲击变形能作为煤层合并区冲击危险的预警指标，确定了预警临界值，进出合
并区的监测预警结果与数值模拟以及现场矿压显现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针对合并区底煤范围大的特
点，提出了合并区超深穿层底煤卸压 －注水与顺层钻孔卸压相结合的防冲技术方案，实现了工作面底

煤的全覆盖卸压处理，取得了显著的防冲效果，保证了工作面的安全高效回采。

关键词：冲击地压；煤层合并区；应力演化；千米埋深工作面；防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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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锋等：千米埋深工作面煤层合并区应力演化与防冲技术

０

引

击的动态响应规律，发现动力扰动的作用是使处于

言

极限应力下的煤体应力增加并打破平衡状态从而诱

煤矿开采导致煤岩应力重新分布，煤岩中积聚

的大量弹性能突然释放导致冲击地压的发生 ［１－３］ 。
根据相关研究，局部应力异常易诱发冲击地压，冲击

地压发生区与断层、褶曲等地质构造息息相关

［４－７］

。

发底板冲击。 刘广建等 ［１６］ 利用了黏滑模型解释煤
层分叉引发的冲击地压问题，发现关键层断裂动载
和煤体高静载应力叠加易引发冲击地压。 以徐州张
双楼煤矿为工程背景，利用 ＦＬＡＣ ３Ｄ 模拟研究煤层合

煤层合并属于地质构造形式之一，通常情况下该区

并区煤厚变化对煤体应力演化的影响规律，分析煤

域地应力分布异常，在此区域进行采掘作业，容易发

层合并区矿震能量、频次及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了采

生冲击地压等动力灾害事故，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

用冲击变形能评价合并区冲击危险性的方法，制定

了一定的研究

［８－９］

。 宋振骐

［１０］

统计了四川天池煤

矿冲击地压事件，发现 ３０％以上冲击地压发生在煤

厚变异区。 牛森营 ［１１］ 同样发现一半以上的冲击地
压事件发生在煤厚变异区。 赵同彬等 ［１２］ 研究了煤
厚变化对超前支承压力分布特征和能量演化规律的
影响，揭示了煤厚变异区煤层开采冲击地压发生的
力学机制。 孙振武

［１３］

根据地应力场测量和矿压观

测，发现在煤层厚度变化的局部区域往往会发生构
造应力异常现象，即应力集中。 任衷平等

［１４］

针对煤

层厚度变化对煤矿冲击危险的影响，采用数值模拟
方法，分析了不同煤层厚度变化条件下应力和弹性
应变能分布规律，发现工作面推进至煤层厚度变化

处时，其应力是煤层未开挖时的 １．３７ 倍；而弹性应
变能是煤层未开挖时的 ２ 倍。 陈峰等

［１５］

研究了不

同底煤厚度作用下应力波诱发特厚煤层巷道底板冲

Ｆｉｇ．１

２

图１

了煤层合并区冲击地压防治技术，以期为类似条件
的冲击地压防治提供借鉴与指导。

１

工程概况
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张双楼煤矿主采 ７

煤和 ９ 煤，平均间距约 ２０ ｍ，在部分区域出现 ２ 层

煤合并现象。 ７４１０２ 工作面主采煤层为 ７ 煤，平均
厚度约 ２．８５ ｍ，煤层埋藏深度为 １ ０２０ ～ １ １３２ ｍ。 在

其东北部存在大面积 ７、９ 煤合并区，如图 １ 所示。
由历史统计结果可知，煤层合并区的冲击地压发生

概率高于其他区域。 张双楼煤矿西一采区采掘过程
中共发生了 ２０ 次能量高于 １０ ５ Ｊ 的矿震，其中 １５ 次
位于煤层合并区及其边缘，研究煤层合并区冲击机
理与监测 防 治 技 术， 对 张 双 楼 煤 矿 具 有 重 要 指 导
意义。

７４１０２ 工作面布置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Ｎｏ．７４１０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煤层合并区煤体应力演化规律

２．１

数值模型及参数
数值模拟方法是研究构造冲击问题的重要手

段

［１７－１９］

，采 用 ＦＬＡＣ ３Ｄ 有 限 差 分 软 件， 模 型 包 含

７４１０２ 工作面非合并区（ 至开切眼距离 ０ ～ ２００ ｍ） 、
煤厚 ６ ｍ 合并区（ 至开切眼距离 ２００ ～ ３９０ ｍ） 、煤厚

８ ｍ 合并区（ 至开切眼距离 ３９０ ～ ７８０ ｍ） 以及出合并
区（ 至开切眼距离 ７８０ ～ ９００ ｍ） ，模型尺寸 １ ０００ ｍ ×

图２

Ｆｉｇ．２

７４１０２ 工作面

Ｎｏ．７４１０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３８５ ｍ × １５６ ｍ。 选择摩尔 －库仑塑性本构模型，节理
采用面 －面接触的方式，模型顶部施加等效地应力

同推进距离工作面煤壁前方煤层垂直应力变化曲线

２．２

ｍ 时，煤体应力开始急剧上升，表明合并区超前影响

２４．５ ＭＰａ，模型如图 ２ 所示。

煤厚变化区对应力的影响

以图 ２ 中非合并区边界为起点（ 起始位置） ，不

如图 ３ 所示。 由图 ３ 可知，工作面接近合并区 １００

范围约为 １００ ｍ。 当接近合并区 ５０ ｍ 时，受煤层合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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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影响达到最大值，此时应力梯度最大，冲击危险程
度最高。 随着合并区煤层厚度变大，应力缓慢上升，
但上升幅度不大，此时应力梯度较小，冲击危险程度
高，但冲 击 危 险 性 变 化 不 大。 工 作 面 远 离 合 并 区

６０ ｍ范围内，应力依然处于较高水平，８０ ｍ 以后应

第 ４９ 卷

力 恢 复 至 正 常 值， 表 明 合 并 区 滞 后 影 响 范 围 约

８０ ｍ，强烈影响范围为 ６０ ｍ。

不同推进距离巷道垂直应力变化曲线如图 ４ 所

示。 由图 ４ａ 可知，在距合并区 １２０ ｍ 时，煤层合并

开始影响 巷 道 应 力 分 布， 运 输 巷 垂 直 应 力 峰 值 为

１１２．４ ＭＰａ；随着与合并区距离的减小，运输巷垂直
应力逐渐增加；当即将进入合并区时，运输巷垂直应

力峰值增加至 １２０．１ ＭＰａ。 进入煤厚 ６ ｍ 合并区时，
运输巷垂直应力峰值为 １２５．３ ＭＰａ，大于非合并区
峰值，如图 ４ｂ 所示。 进入煤厚 ８ ｍ 合并区域时，运
输巷垂直应力峰值进一步增加至 １２９ ＭＰａ，如图 ４ｃ

所示。 穿过煤层合并区后再次进入非合并区时，应
力 逐 渐 由 １１９． ３ ＭＰａ 逐 渐 降 低 至 １１１． ５ ＭＰａ

（图 ４ｄ） ，滞后影响范围为 ８０ ｍ。 结果表明，工作面
在煤层合并区推进时的峰值应力大于非煤层合并
区，且合并区煤层越厚，峰值应力越大。 合并区超前
Ｆｉｇ．３

图３

与滞后影响区范围的确定为合理确定防冲监测与防

工作面前方煤壁垂直应力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Ｆｉｇ．４

图４

不同推进距离巷道底板垂直应力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ｆｌｏｏｒ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３ 基于冲击变形能的煤层合并区冲击危险
变化规律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煤层合并区对煤体应力集
中具有增大作用，尤其在进出合并区阶段应力梯度
大，同时超前与滞后影响范围大。 因此，对于合并区
４６

治技术提供了依据。

的冲击危险监测预警需要能够反映应力集中与能量
释放的指标。 冲击变形能指标 ［２０］ 能够反映出煤体

内应力的积聚状况，数值越大，说明其越接近冲击状
态，冲击变形能预警指标值 Ｗ ε 计算方法为
Ｎ
Ｅ εｔ － Ｅ ０
Ｗε ＝
， Ｅ εｔ ＝ ∑ Ｅ ｉ
Ｅ εｌ － Ｅ ０
ｉ＝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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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Ｎ 为上一次宏 观 破 裂 之 后 矿 震 事 件 总
数； Ｅ ｉ 为上一次宏观破裂之后第 ｉ 次矿震事件所释

放的能量； Ｅ εｔ 为冲击变形能的当前值； Ｅ εｌ 为冲击

突变，冲击变形能预警指数最大值为 ０．６，为中等冲

击危险性。 冲击变形能的演化规律与数值模拟的结
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变形能的临界值； Ｅ ０ 为冲击变形能的初始值。 冲击

４

击危险；０．５０ ～ ＜ ０．７５ 为中等冲击危险；≥０．７５ 为强

４．１

并区、出合并区 ３ 个阶段绘制冲击变形能变化如图

应力导致煤体中存储较大能量，回采过程震动频次

时，合并区边缘已经开始出现能量集中，在合并区边

低煤体应力和弹性储能能力措施，以达到降低冲击

图 ５ｂ 为工作面回采进入煤层合并区时冲击变形能

危险的目的。 为了对合并区的底煤进行全面卸压处
理，提出煤层合并区超深孔底煤卸压 － 注水防冲技

形能区域，虽然范围小，但是高于 ０．７５，即强冲击危

拟结果，７４１０２ 工作面距离合并区 ２００ ｍ 时开始进

图 ５ｃ 为工作面距离出合并区 １００ ｍ 的冲击变形能

长距离预卸压钻孔，并对钻孔进行封孔、采用高压、

度较高，但分布较为均匀，反映了进入煤层合并区后

（ 误差±５°） ，平行煤层层面（ 施工至煤层合并区时，

变形能 ０ ～ ＜０．２５ 为无冲击危险；０．２５ ～ ＜０．５０ 为弱冲

冲击危险。 以 ７４１０２ 工作面进入合并区前、进入合

５ 所示。 如图 ５ａ 所示，工作面在距离合并区 ２００ ｍ

缘冲击变形能最大值为 ０．２６，处于弱冲击危险状态；

预警图，可以看出，在合并区边缘出现局部高冲击变

险区，反映了高应力梯度导致的局部能量异常释放。

预警，可以看出煤层合并区整体应力与能量聚集程

冲击危险性整体较高，但是分布均匀稳定，没有大的

煤层合并区冲击防治和效果
超深穿层底煤卸压 －注水防冲技术
现场实测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煤层合并区高

高，震动能量大，易诱发冲击地压。 因此需要采取降

术，配合顺层大直径钻孔卸压，如图 ６ 所示。 根据模

行预卸压工作，在轨道巷和运输巷工作面前方施工
低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注水预卸压。 钻孔垂直巷帮
仰角比顶板倾角小 ２° ～ ３°） ，钻孔直径 １２９ ｍｍ；回风

巷全程孔深 ８０ ｍ，运输巷距离开切眼 ６００ ～ ８８０ ｍ 孔

深 ８０ ｍ，在距离开切眼 １ ０２４ ～ １ ２９４ ｍ 孔深 １１０ ｍ。
同时，配合巷道内底煤爆破、底煤大直径钻孔卸压等
防冲技术，成功控制冲击地压的发生，实现了安全高
效开采。

图５

Ｆｉｇ．５

工作面至合并区不同距离时冲击变形能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ｚｏｎｅ

图６

Ｆｉｇ．６

超深穿层底煤卸压－注水与顺层钻孔卸压技术

Ｓｕｐｅｒ－ｄｅｅｐ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ｓｅａｍ ｄｅｓｔｒｅｓｓ－ｗａｔｅｒ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ｈｏｌ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ｅａｍ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ｄｅｓｔｒｅｓ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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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４（１１） ：２１６１－２１７７．

防治效果

ＸＩＥ Ｈｅｐｉｎｇ， ＧＡＯ Ｆｅｎｇ， ＪＵ Ｙａ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回采过程中，采用微震监测系统对震动频次与

能量进行分析，如图 ７ 所示。 工作面在非煤层合并

区推进时，矿震每日频次约 １０ 次，能量约２０ ｋＪ，最

大能量为 ６０ ｋＪ，累计能量和震动频次均较小。 进入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ｉｎ ｄｅｅｐ ｇｒｏｕ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２］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３４（１１） ：２１６１－２１７７．

姜耀东，潘一山，姜福兴，等．我国煤炭开采中的冲击地压机理

和防治［ Ｊ］ ．煤炭学报，２０１４，３９（２） ：２０５－２１３．

煤层合并区微震事件累计能量和震动频次显著增

ＪＩＡＮＧ Ｙａｏｄｏｎｇ，ＰＡＮ Ｙｉｓｈａｎ，ＪＩＡＮＧ Ｆｕｘ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

约 １４０ ｋＪ，其值均为非合并区的 ２ 倍以上。 同样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４，３９（２） ：２０５－２１３．

大，矿震每日频次约 ２０ 次，能量约 ５０ ｋＪ，最大能量

映出煤层合并区矿震活动频繁，应力高，但是 ７４１０２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ｂｕｍｐ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３］

工作面在掘进和回采穿过煤层合并区时未发生冲击

窦林名，白金正，李学伟，等基于动静载叠加原理的冲击地压
灾害防治技术研究［ Ｊ］ ．煤炭科学技术，２０１８，４６（１０） ：１－８．

ＤＯＵ Ｌｉｎｍｉｎｇ，ＢＡＩ Ｊｉｎｚｈｅｎｇ，ＬＩ Ｘｕｗｅｉ，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地压事故。 工作面进入并穿过 ７、９ 煤煤层合并区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ｏｃｋｂｕｒｓｔ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ｙ⁃

主。 说明所采取的卸压措施有效减小了应力集中和

２０１８，４６（１０） ：１－８．

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ｃ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ｌｏａｄ［ Ｊ］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时，虽然矿震频次较高，但是主要以小能量矿震为

能量积聚，降低了冲击地压发生的可能性，保证了工

［４］

作面安全回采。

ＺＨＡＮＧ Ｍ，ＳＨＩＭＡＤＡ Ｈ，ＳＡＳＡＯＫＡ Ｔ，ｅｔ 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ｚａｒ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
［５］

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６４：１９２－２００．

王存文，姜福兴，刘金海，等．构造对冲击地压的控制作用及案

例分析［ Ｊ］ ．煤炭学报，２０１２，３７（ Ｓ２） ：２６３－２６８．

ＷＡＮＧ Ｃｕｎｗｅｎ，ＪＩＡＮＧ Ｆｕｘｉｎｇ，ＬＩＵ Ｊｉｎｈａｉ，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ｏｎ⁃

ｔｒｏ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ｒｏｃｋ ｂｕ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Ｊ］ ．
［６］

图７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ｏ．７４１０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５

结

论

１） 模拟研究了煤层合并区对煤层应力演化规

律的影响，确定了煤层合并区超前与滞后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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