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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支架的稳定性控制是大倾角煤层走向长壁工作面安全高效开采的关键问题之一，以潘四东矿

１１５１３ 大倾角厚煤层综采工作面为背景，基于现场上覆岩层破断运移规律与支架受载特征的监测分

析，采用理论分析方法，建立了工作面支架倾向力学模型，研究顶板载荷下支架的力学行为响应，定义
了支架抗倒稳定性系数与抗滑稳定性系数，推导了支架倾倒、下滑临界倾角，并探讨了煤层倾角和设
备参数等因素对支架稳定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大倾角厚煤层开采中，受采高增大影响，顶板破断
运移的幅度与支架工作阻力比一般大倾角煤层开采明显增大，挤架、咬架现象明显；受工作面顶板运
移的影响，支架随顶板运动而运动，增大支架与顶底板间的摩擦力和初撑力，可有效防止支架倒滑；多
重因素耦合作用下，支架抗倒稳定性系数随底座宽度的增大而增大，随支架重心高度和质量的增大而
减小；系统分析了 １１５１３ 工作面支架偏斜原因，得到煤层倾角大、断层构造复杂、防倒防滑措施不齐全

是支架失稳的主要因素。 提出了注浆加固破碎顶板，铺设双层金属网、加快推进速度、安装防倒防滑

装置等措施；回采时，严控工作面 ３ 煤缺失区和异常区的顶板稳定并及时调整支架，提高工作面支护
系统的稳定性，保障了安全高效回采。

关键词：大倾角煤层；厚煤层；支架稳定性；防倒防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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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１

言

大倾角煤层是指埋藏倾角为 ３５° ～ ５５° 的煤层，

是国内外公认的难采煤层

［１］

。 在大倾角煤层开采

过程中，支架倾倒、下滑现象时有发生，影响着工作
面安全回采。 随着采高的增大，大倾角厚煤层工作
面围岩运移空间增大，支架受力特征与围岩相互作
用关系较一般煤层复杂，支护系统的稳定性控制难
度显著加大

［２］

。 近年来，许多学者通过理论分析、

工作面概况

淮南矿业集团潘四东矿 １１５１３ 工作面主要回采
３ 煤，３ 煤层平均普氏系数 ｆ ＝ １．２，厚度为 ０ ～ ８．０２ ｍ，
平均 ４．５２ ｍ，煤层倾角 ３２° ～ ４０°，平均 ３６°，属于大倾

角厚软煤层开采。 主采煤层下伏厚 ３．７９ ｍ 的 １ 煤，

煤层间距约 １．５７ ｍ，属于近距离煤层群下行开采。
回采区域内断层较多，其中 ６ 条断层落差大于 ２ ｍ，
工作面基本顶为厚 ２０．０３ ｍ 的中细砂岩，中细粒结

数值计算、物理模拟试验和现场监测等方法对大倾
角厚煤层开采的支架受力特征、支架 － 围岩系统作

构，硬度较大，局部层理发育，层理之间赋存薄层状

出了保持支架稳定的工作阻力计算式，提出了支架

状如图 １ 所示。

用机理与失稳机制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与探索，给
防倒防滑措施，推动了大倾角煤层支架稳定性控制

泥岩夹层，伪顶是厚约 ０．３２ ｍ 的泥岩，泥质胶结，硬
度较小，直接底为厚 １．５７ ｍ 的泥岩，工作面综合柱

理论与技术的发展 ［３－４］ 。 王国法等 ［５］ 提出超大采高
一次采全厚开采方法，分析支架与围岩的“ 三耦合”

作用机制及控制方法。 章之燕等 ［６］ 建立支架力学
模型，分析了影响支架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并有针对
性地 提 出 了 防 止 支 架 倾 倒 的 技 术 措 施。 伍 永 平
等 ［７］ 建立支架力学模型，对其临界倾倒状态进行分
析，并结合现场监测对大倾角松软煤层综放面支架
倾倒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重点阐述。 工程实践中，
工作面顶板在重力和上覆载荷作用下发生破断、回
转、下沉运动，支架与顶板间的作用处于动态变化
中，即支架随着顶板的运动而运动。 断层构造影响
顶板岩层的完整性，致使支架与围岩相互作用更加
复杂多变，易发生挤架、咬架现象，诱发支架失稳。
目前对于大倾角厚煤层多断层综采工作面支架失稳
的研究相对较少。

鉴于此，针对潘四东煤矿 １１５１３ 工作面回采阶

Ｆｉｇ．１

图１

工作面柱状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工作面回采初期，在回风巷（ 机尾） 推进 ８．９ ｍ，

运输巷（ 机头） 推进 １５．７ ｍ 过程中，工作面出现局部

段支架失稳现象，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建立支架力

片帮、冒顶现象，回采条件急剧恶化。 现场 １２—５６

学模型，系统分析大倾角厚煤层过断层综采工作面

部大面积冒顶后出现空顶，４０—５４ 号支架 向 下 偏

回采过程中支架受载特征，并探讨煤层、倾角设备参
数等因素对支架稳定性的影响，根据现场实际，提出
了注浆加固破碎顶板，铺设双层金属网、加快推进速
度、安装防倒防滑装置的技术措施，保障了工作面的
安全高效回采。

号支架片帮深度 １．６ ｍ，１２—６１ 号支架顶板破碎，局
斜，偏斜角度均大于 ５°，最大偏斜角为 １３°，５２—６３

号支架向 后 仰 斜， 仰 斜 角 大 于 ７°， 最 大 仰 斜 角 为

１１°，部分支架发生逆向侧翻型失稳，导致工作面停
产 ６ 个月，严重影响了矿井采掘接续生产。 现场支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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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失稳，如图 ２ 所示。

λ＝

Ｍ０
Ｍ

令 λ ＝ １ 可得：

＝

ｂ（ Ｐ ＋ ２ｒμ １ ）

Ｐｂ ＋ ｈ（ Ｐ － ｒ） ｔａｎ θ

θ′ ＝ ａｒｃｔａｎ

２μ １ ｒｂ

ｈ（ Ｐ － ｒ）

（４）
（５）

其中： θ′ 为支架发生倾倒失稳的临界倾角。 初

Ｆｉｇ．２

２

图２

撑力与抗倒稳定性系数关系如图 ４ 所示，在煤层倾

现场支架失稳示意

角一定的 情 况 下， 支 架 抗 倒 稳 定 性 系 数 与 初 撑 力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ｓｉｔｅ

（ 支架在泵站工作压力作用下对顶板的支撑力） 呈

线性正相关，即支架抗倒稳定性系数随初撑力的增

支架力学模型

２．１

大而增大。 煤层倾角与抗倒稳定性系数关系如图 ５

支架防倒防滑力学模型

所示，当支架架型一定时，支架抗倒稳定性系数与煤

支架的稳定性控制是大倾角厚煤层安全回采的
关键，文献［８ － ９］ 建立了大倾角煤层支架倒滑静力

层倾角呈非线性关系，支架抗倒稳定性系数随煤层

非对称受力特征。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同时为便于

同，支架稳定临界倾角与顶板摩擦因数 μ １ 呈非线性

学模型。 分析了支架在上覆岩层载荷作用下的支架

分析，将单个支架从支护系统中隔离出来，受力状态
如图 ３ 所示，其中，ｈ、ｂ 分别为支架高度和宽度， θ

倾角的增大减小。 临界倾角与顶板摩擦因数关系如
图 ６ 所示，假设支架与工作面顶底板的摩擦因素相
关系，支架临界倾角随摩擦因数的增大而增大。

为煤层倾角。 支架初撑时主要作用力有：顶板对支

架的载荷 ｒ ，底板对支架的支撑力 Ｐ ，顶、底板对支

架的摩擦力 ｆ １ 、 ｆ ２ ，支架自身重力 Ｇ 。

Ｆｉｇ．４

图３

２．２

Ｆｉｇ．３

图４

初撑力与抗倒稳定性系数关系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ｄ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支架受力模型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支架抗倒稳定性分析
假设支架不发生下滑，处于初撑状态时，以支架为

研究对象，运用临界状态分析法。 工作面倾斜方向合
力为 ０，支架所受抗倾倒力矩等于倾倒力矩，即满足：
ｆ １ ＋ ｆ ２ ＝ Ｇｓｉｎ θ

ｂ
Ｇｃｏｓ θ ＋ ｒ
２

∫

Ｇｃｏｓ θ ＋ ｒｂ ＝ Ｐｂ

∫

（１）

（２）

ｈ
ｘｄｘ ＋ ｆ １ ｈ ＝ Ｐ ｘｄｘ ＋ Ｇｓｉｎ θ
２
０
０
ｂ

ｂ

（３）

式中： ｆ １ ＝ μ １ ｒｂ； ｆ ２ ＝ μ ２ Ｐｂ ； μ １ 、μ ２ 分别为顶板、底板
与支架间的摩擦因数；ｘ 为支架顶梁沿宽度坐标，ｍ。

令支架的抗倾倒力矩 Ｍ ０ 与倾倒力矩 Ｍ 之比表

示支架抗倒稳定性系数，用 λ 表示：
１８

Ｆｉｇ．５

图５

煤层倾角与抗倒稳定性系数关系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ｄｉｐ ａ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ｄ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大倾角煤层地质赋存条件复杂，工作面支护系

统处于复杂的应力与地质环境 ［１０］ 。 通过构建支架
力学模型，对支架抗倒稳定性进行单因素分析，如图

４、图 ５ 所示。 支架受多重因素耦合影响，初撑状态
下，抗倒稳定性系数随底座宽度的增大而增大，随支
架重心高度、支架质量的增大而减小。 由支架稳定
性影响因素分析可知，回采期间增大工作面支架初
撑力；提高顶底板间摩擦因数，其抗倒稳定性系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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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增大，进而有效防止支架发生倾倒失稳 ［１１］ 。

力、增大支架与顶底板间的摩擦因数可有效控制支
架下滑。
大倾角厚煤层开采时，工作面支架出现空顶，致
使现场回采时支架与顶板接触不实，此时支架对顶

板初撑力为 ０ ［１３］ ，即支架下滑的临界条件满足下列
方程：

Ｇ（ μ ２ ｃｏｓ θ － ｓｉｎ θ） ＝ ０
（８）
计算可得：支架下滑临界角 θ ＝ ａｒｃｔａｎ μ ２ ，临界

角大小取决于支架底座与底板间的摩擦因数。 现场
图６

２．３

Ｆｉｇ．６

工程实践中，支架与底板间的摩擦力受多因素耦合影

临界倾角与顶板摩擦因数关系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响：支架重力、支架材料属性、底板岩层特征、工作面环

支架抗滑稳定性分析

通常支架的临界倾角大于临界下滑角，假设大
倾角工作面支架在重力和顶板压力作用下，沿底板

具有下滑趋势 ［１２］ 。 定义支架的抗下滑力 Ｆ ０ 与下滑
力 Ｆ 之比为支架抗滑稳定性系数，用 η 表示则有：
η ＝ Ｆ０ ／ Ｆ
（６）
结合式（１） —式（３） 得：
η＝

Ｆ０
Ｆ

＝

μ １ ｒｂ ＋ μ ２ Ｐｂ
Ｇｓｉｎ θ

（７）

由（７） 式可知：大倾角煤层支架下滑与支架重

境等［１４－１５］ 。 通常情况下摩擦因数 μ２ 取［０．１５，０．４０］，代
入式（８） 可得支架临界下滑角为 ９° ～ ２１°。

３

现场案例
液压支架作为工作面支护系统的主要组成部

分，提高支架稳定性是控制支护系统整体稳定的关
键，是保障煤层安全回采的基础。 针对潘四东煤矿

１１５１３ 工作面在回采初期出现的倒架、咬架现象，分
别从煤层倾角、地质构造、设备选型、防倒防滑安全
措施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力、煤层倾角（ 图 ７） 、初撑力（ 图 ８） 、支架与顶底板

３．１

下，支架抗滑稳定系数随着初撑力、煤层倾角的增大

４０°。 由图 ５ 和图 ８ 可知，在局部煤层倾角 ４０°时，支

间的摩擦力等因素相关。 当支架选型相同的情况

而减小；当支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提高支架初撑

煤层倾角

１１５１３ 工作面煤层平均倾角 ３６°，局部倾角可达

架的抗倒稳定性系数为 ０．７，抗滑稳定性系数为０．４，
由抗倒稳定性系数和抗滑稳定性系数定义可知，支

架在局部煤层 ４０°倾角时的抗倾倒能力和抗下滑能
力较弱，支架发生失稳的概率增大。

３．２

地质构造

１１５１３ 工作面开切眼布置在断层 ＤＦ１３（ ∠５０° ～
７５°，落差为 ２０ ～ ２４．５ ｍ） 和 ＦＳ － ４（ ∠３５ ～ ８２°，落差为
２．５ ～ ９．０ ｍ） 之间，且回采期间工作面中、上部区域需

Ｆｉｇ．７

图７

穿过 ３ 煤缺失带，进入全岩段，３ 煤缺失范围较大

煤层倾角与抗滑稳定性系数关系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ｄｉｐ ａ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走向 １２７ ｍ，倾向 ５８．７ ｍ） ，如图 ９ 所示。

Ｆｉｇ．９

Ｆｉｇ．８

图８

图９

工作面地质特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受断层和 ３ 煤缺失影响，工作面顶板完整性改

初撑力与抗滑稳定性系数关系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ｌｉｐ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变，支架顶梁与工作面顶板间的摩擦因数随之改变。
根据图 ６ 可知，随着工作面顶板破碎程度增加，支架
１９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

顶梁与顶板间的摩擦因数变小，支架保持稳定对应

的临界倾角减小。 在煤层平均倾角 ３６° 条件下，破

碎顶板易沿工作面倾向滑移，进而引起支架空载，根
据式（８） 可知，在空载状态下，支架保持稳定的临界

倾角为 ９° ～ ２１°。 因而，当煤层倾角大于此范围时，

支架发生失稳的概率增加。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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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选型

１１５１３ 工作面安装有 ＺＺ９２００ ／ ２４ ／ ５０ 支撑掩护

式液压支架，该型号支架初撑力为 ７ ７５８ ｋＮ，由图 ４

进行调架 ［２０］ 。 针对 １１５１３ 工作面特殊的地质条件

及支架结构特征，制定防倒防滑措施如下：①支架顶
梁每 ３ 架为 １ 组，安装防倒千斤顶组成整体结构，提

高支架稳定性。 ②利用支架侧推弹簧使相邻支架顶
梁紧靠，减少顶梁间隙。 ③在相邻支架底座安装防
滑千斤顶。 ④支架底座设置调架千斤顶，及时调正
偏斜支架，防止恶性“ 多米诺效应” 事件发生。 ⑤刮

板输送机与支架间安装防滑装置，移架、推移刮板输
送机时控制千斤顶，带动输送机上移。 图 １０ 为实施

和图 ７ 可知，在此初撑力条件下，支架抗倒和抗滑稳

防倒防滑措施后现场支架效果，在斜拉千斤顶、底座

性系数定义可知，支架在初撑力 ７ ７５８ ｋＮ 时的抗倾

常、支架对顶板支撑有力，整体呈直线排列于工作

定性系数约为 ０．６８，由抗倒稳定性系数和抗滑稳定

倒能力和抗下滑能力较弱，支架发生失稳的概率增

防滑千斤顶、调架千斤顶等协同作用下，支架姿态正
面，保证了工作面安全回采。

加。 工作面回采期间采用坡度仪对支架偏斜角、仰
俯角进行测量，测量期间支架偏斜角最大为 ９°，大
于 ５°的占 ３１％，支架仰俯角最大为 １１°，大于 ７°的占

２３％，表明支架处于偏斜状态，发生挤架、咬架现象，
影响工作面正常回采。

４

安全回采措施与效益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大倾角工作面支架处于

多因素耦合的力学环境。 针对 １１５１３ 工作面现场支

架偏斜的问题，系统分析了工作面支架失稳因素。
工作面煤层倾角大、断层构造复杂，导致顶板破碎出
现空顶现象；现场设备严重的漏液致使支架初撑力

图 １０

低、无法带压移架；局部支架失稳诱发相邻支架发生
恶性“ 多米诺效应”

［１６－１８］

。 多重因素耦合影响下工

作面支架发生偏斜挤咬。 开采工艺和防倒防滑措施

是大倾角煤层安全高效开采的关键。 合理的开采工
艺和有效的防倒防滑措施，有利于支架和工作面设
备稳定，有利于提高工作面生产效率
４．１

开采工艺措施

［１９］

。

为保障 １１５１３ 工作面安全回采，针对工作面特

４．３

Ｆｉｇ．１０

技术效果

现场防倒防滑措施
Ａｎｔｉ ｓｌｉｐ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ｓｉｔｅ

工作面回采期间安装 １０ 部 ＹＨＹ６０ 型矿用电子

压力计实时监测支架压力，采用手持式采集仪进行
数据采集。 选取 ３ 号、４０ 号、８７ 号支架分别代表工

作面下、中、上部区域支架受载特征，如图 １１ 所示。

殊地质条件，制定开采工艺如下：①开采初期顶板较
破碎，向破碎顶板注入化学浆，胶结前方破碎顶板。
②在顶板破碎易漏区域，进行木料充填维护顶板；加

快推 进 速 度， 减 少 超 前 压 力 对 上 覆 岩 层 的 作 用。
③工作面移架、推移刮板输送机时自下而上，做到支
架少降快拉，及时支护顶板。 ④回采期间严格控制

采高，当遇到复杂地质构造带，提前降低采高，提高

支架稳定性。 ⑤回采时工作面铺设双层金属网加强
支护顶板。
４．２

防倒防滑措施
大倾角工作面当煤层倾角大于支架极限倾倒角

时，将发生偏斜倒架，需及时借助支架防倒防滑装置
２０

Ｆｉｇ．１１

图 １１

工作面支架压力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ｂｒａｃｋｅ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采取安全回采措施后，支架压力平稳，分析其运
行状态良好。 支架横向偏斜角是指顶梁与顶板之间
横向的夹角，是衡量支架运行状态的重要指标。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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