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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空厚煤层高强度开采工作面煤壁失稳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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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西部矿区高产高效厚煤层工作面邻空开采时煤壁大面积失稳的问题，在现场调研的基础

上，通过工作面液压支架工作阻力分析、顶板悬顶钻孔探测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邻空高强度开采工
作面煤壁失稳机理。 结果表明：①工作面推进到相邻采空区附近，采空区侧煤层顶板失去支撑是引起
煤壁失稳的主要原因；②工作面邻空开采时，靠近采空区一侧的液压支架工作阻力升高，且工作阻力
与煤壁片帮次数呈正相关；③工作面邻空开采，采空区侧煤柱上方存在悬顶，煤柱进入塑性阶段失去
支承能力使得侧向支承压力峰值移向煤壁，从而引起煤壁失稳。 研究成果可为西部矿区邻空开采生
产设计、矿压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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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７－８］ 。

言

国内学者对煤壁失稳片帮机理和治理进行了大

随着我国煤炭行业转型升级，在西部矿区涌现
出一批千万吨级的高产高效矿井。 此类矿井通常具
有采高大

［１－３］

、推进速度快

［４－６］

量的研究 ［９－１２］ 。 常聚才等 ［１３］ 通过理论分析，建立了

支承压力作用的煤体变形破坏及煤壁片帮分析力学

的特点。 高强度开采

模型，发现支承压力集中系数增大、机采高度增加和

条件下，工作面出现的矿压显现强烈、煤壁失稳易片

支架护帮阻力的减小能够加重煤壁片帮程度。 伍永

帮等新问题，已成为制约当前矿井安全开采的关键

平等 ［１４］ 结合现场监测，研究了大倾角软煤综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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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煤壁片帮 → 顶煤冒空 → 支架倾倒 → 底版滑移”

的围岩灾变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 郭卫

彬等

［１５］

针对仰斜工作面，提出当仰采角大于 １１°时，

工作面易发生煤壁片帮和顶板下滑。 杨胜利等

［１６］

对影响煤壁稳定性的因素进行了敏感性分析，提出
降低采高和提高支护强度、煤壁注浆加固和防止煤壁
［１７］

片帮的有效措施。 杨培举等

提出影响煤壁失稳的

主要因素为断面距与砌体梁结构的回转变形压力，并
采用塑性滑移线确定了煤壁片帮的危险范围。

第 ４９ 卷

稳的形式、机理和矿压显现特征，并提出了相应的控
制措施。 研究成果可为我国西部矿井高强度开采工
作面的生产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１
１．１

工程地质概况
矿井概况
小纪汗矿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北西方向约

２０ ｋｍ 处，井田北面以榆横矿区边界为界，南面与西

红墩井田和红石峡井田都有部分地区相邻，西边与

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单一工作面开采的情况，
针对高强度开采下邻空工作面的煤壁失稳问题研究

较为缺乏 ［１８－２０］ 。 陕西华电榆横煤炭有限公司小纪

可可盖勘查区接壤，东边以渝溪河为边界。 井田东
西长 １３．０５ ～ ２３．４３ ｋｍ，南北宽 ７．８８ ～ １４．３３ ｋｍ，面积

约 ２５１．７５ ｋｍ ２ 。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位于井田北翼东北部

汗煤矿 是 年 产 １ ０００ 万 ｔ 的 高 产 高 效 矿 井， 在 其

的 １１ 盘区，采用走向长壁后退式综合机械化开采方

面动压现象明显，大面积煤壁片帮产生的大块煤严

４ ８８８ ｍ，倾斜宽度 ２８０ ｍ，平均采高 ４．５６ ｍ，倾角 １° ～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回采期间，推进至采空区附近时工作
重制约了矿井的正常生产工作。 笔者以小纪汗煤矿
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邻空高强度开采工作面煤壁失

Ｆｉｇ．１

图１

式，全部垮落法管理采空区顶板。 工作面走向长度

３°，煤层平均埋深 ３５０ ｍ，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布置如图 １
所示。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布置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Ｎｏ．１１２１５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小纪汗煤矿主采 ２ 号煤层，直接顶厚度６．７ ｍ，

为灰白色中 厚 层 状 中 粒 砂 岩 及 薄 层 状 细 砂 岩； 基

１．２

工作面煤壁破坏特征

现场观测发现，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推进区域位于Ⅰ

本顶下部为 灰 绿 色 中 粒 砂 岩，上 部 为 灰 绿 色 薄 层

区时（ 图 １） ，煤壁失稳现象很少；进入Ⅱ区后，煤壁

岩，缓坡状层理。 底板大部分地段为泥岩，强度较

来压期间，下端头顶板破碎严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状粉砂岩， 夹 有 厚 ２． ７ ｍ 的 灰 白 色 厚 层 状 粗 粒 砂

小。 现阶段 １１２１３ 工作面已经回采结束，１１２１５ 工

作面回采已经进入 １１２１３ 工作面开切眼和采空区

位置。

图 １ 中将工作面分为Ⅰ区和Ⅱ区，其中Ⅰ区表

失稳频率增加，最大煤块直径为 ２．３ ｍ（ 图 ２） 。 顶板
冒顶，最大冒顶高度达到 ３ ｍ。

２

工作面煤壁失稳破坏机制
以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为研究对象，煤体破坏主要分

示未邻空开采段，Ⅱ区表示邻空开采段。 １１２１５ 工

为 ２ 个阶段。

中间留设有宽 ２０ ｍ 的区段煤柱。 进入Ⅱ区，１１２１５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未邻近 １１２１３ 采空区时，工作面前方煤

影响到正常的生产回采。

头附近甚至转变为单向应力状态，两向应力状态和单

作面回采已进入Ⅱ区，其中 １１２１３ 与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

工作面靠近 １１２１３ 采空区的煤壁大面积片帮，严重
７６

１）未邻近 １１２１３ 采空区的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图 ３）。

体由原始的三向应力状态转变为两向应力状态，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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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弯曲变形，从而引起煤壁的侧向位移，在如此复杂
应力状态与本身裂隙发育状态下，工作面煤壁极易
发生片帮失稳。

Ｆｉｇ．２

图２

图４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煤壁失稳现场

Ｒｉｂ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Ｎｏ．１１２１５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向应力状态的稳定性远低于三向应力状态，同时工作
面采动引起上覆岩层垮落下沉带来的来压作用，使得

３

岩层转移至煤壁，即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在回采过程中的煤
壁超前支承压力，对于工作面两侧也会形成相应的侧

３ 中矩形框选部分，但此时支承压力并未达到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煤体的破坏极限，煤壁失稳现象几乎不发生。

ｗｈｅｎ ｉｔ ｉｓ ｂｅｓｉｄｅ Ｎｏ．１１２１３ ｇｏｂ

为研究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矿压显现规律及原因，对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邻空侧顶板悬顶形态和支架工作阻力
进行实测。

３．１

向支承压力。 在工作面上下两端头，煤壁超前支承压
力和侧向支承压力相互叠加，形成尖峰支承压力如图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Ｎｏ．１１２１５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采空区悬顶及支架工作阻力实测分析

基本顶垮落过程中的回转运动对直接顶产生的各种
拉伸剪切破坏，将很大一部分支承压力由采空区上覆

邻近 １１２１３ 采空区的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应力分布

Ｆｉｇ．４

采空区悬顶形态
为了探测相邻采空区顶板的悬空状态，采用钻

孔探测法，由 １１２１５ 回风巷向 １１２１３ 采空区侧打钻

探孔。 在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推进至 １１２１３ 采空区影响范
围内，在 １１２１５ 回风巷打 １ 组上述扇形钻孔，钻场位
置如图 ５ 所示， 钻场 距 １１２１３ 开 切 眼 ５１８ ｍ， 超 前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 ８９ ｍ。

图３

Ｆｉｇ．３

未邻近 １１２１３ 采空区的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应力分布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Ｎｏ．１１２１５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ｗｈｅｎ ｉｔ ｉｓ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Ｎｏ．１１２１３ ｇｏｂ

２） 邻近 １１２１３ 采空区的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 图 ４） 。

在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开采至邻近 １１２１３ 工作面的采空区

时，受邻近采空区残余支承压力与本工作面采动支

承压力的叠加影响，１１２１３ 工作面和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

采空区上覆岩层均有一部分重力转移至工作面前方

煤壁，致使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下端头形成了更高的尖峰

支承压力如图 ４ 矩形框选部分所示，加之 １１２１５ 工

Ｆｉｇ．５

工参数见表 １，采场覆岩断裂如图 ６ 所示。
表１

或者剪切破坏。 其次，在高地应力环境中，煤体自身
存在蠕变、松弛等流变效应，使得煤壁沿竖直方向产

１１２１５ 回风巷煤柱侧采空区探测钻孔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 ｓｉｄｅ ｇｏｂ ｏｆ Ｎｏ．１１２１５ ｔａｉｌｅｎｔｒｙ

的层理节理，二次采动影响下也会促使煤层裂隙发
面上方支承压力叠加后增大，煤体中的弹性区逐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１１２１５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３ 个探测孔具体施工位置：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回风巷

水工作，导致煤层裂隙发育，同时煤层本身存在大量

向塑性区转变，塑性变形量增大，从而发生拉裂破坏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位置

煤柱侧巷帮，分别距顶板 ０．７２、０．１０、０．１０ ｍ，现场施

作面煤层为主含水层，在开采之前进行煤层疏水排

育，而且由于采空区侧煤柱支承压力转移导致工作

图５

钻孔编号

仰角 ／

水平角 ／

孔深 ／

孔径 ／

间距 ／

１

２９

０

４５．０

９３

１

０

５０．０

２

３

（ °）
３５

４０

（ °）
０

ｍ

４０．５

ｍｍ
９３

９３

至顶板

ｍ

距离 ／ ｍ

１

０．１０

１

０．７２
０．１０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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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质量动态监测仪，其中上部 １０ 台，中部 ９ 台，下部

１１ 台，各测站位置如图 ７ 所示。

Ｆｉｇ．６

图６

采场覆岩断裂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ａ

Ｆｉｇ．７

目前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与 １１２１３ 采空区之间留设煤

柱宽度为 ２０ ｍ，根据覆岩揭露可知，煤层上方顶板

为整体性好而分层性差的厚层砂岩顶板，易块状破

图７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矿压监测站布置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ｍｉｎ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Ｎｏ．１１２１５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主要对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在进入 １１２１３ 采空区前、

断。 随着 １１２１３ 工作面和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的回采，煤

后的支架矿压特征进行分析，即对比分析 １１２１５ 工

其破断运动过程如下：

情况，矿压分析如图 ８ 所示。

柱上方特厚砂岩顶板的侧向采动破坏如图 ６ 所示，
１）１１２１３ 工作面开采过程中，多层厚砂岩顶板

作面在单工作面段和单侧邻空段时支架的矿压显现

沿倾向在煤柱附近整体性破断，形成特厚的块状破
断岩柱，煤柱在厚层岩柱的压力下塑性区发育深度
增加，稳定性降低。

２）１１２１３ 工作面采动稳定后，覆岩在煤柱上方

形成了长 １４ ｍ 左右的侧向悬顶，并向 １１２１３ 采空区

产生 一 定 的 旋 转 下 沉， 下 沉 过 程 中， 特 厚 岩 柱 在

１１２１５ 回风巷回采帮上方可能发育形成大角度贯穿
裂隙，使煤柱承担大部分应力，对工作面煤壁影响
较小。

３） 随着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推进，受采动影响，煤柱稳

定性降低。 完全进入塑性状态的煤柱支撑能力大幅

度下降，使采场侧向应力峰值移向实体煤内。 工作

Ｆｉｇ．８

图８

３．２．２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支架压力分析选段

Ｎｏ．１１２１５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支架工作阻力监测结果

支架工作特征值。 Ⅰ区与Ⅱ区在采动下，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支架平均工作阻力、来压阈值和最大工作阻

力的对比如图 ９ 所示。

由图 ９ 可知，Ⅰ区与Ⅱ区相比，工作阻力相关各

面煤体应力升高，引起下端头煤壁大面积片帮以及

项指标分布规律整体一致，均为上凸曲线，即中间大

下部支架的异常矿压。

两边小，主要由工作面两端煤柱支承作用引起。 以

３．２

支架工作阻力

液压支架的工作阻力是采动覆岩应力在平衡
后，作用在采场上压力的直接反映。 以工作阻力为
主要研究对象，选取支架平均工作阻力、支架来压阈
值、支架最大工作阻力和工作阻力均方差为特征值，
研究单工作面（ Ⅰ区） 和邻空工作面（ Ⅱ区） 矿压变

化规律。

支架来压判据公式为
ｐ′ｍ ＝ ｐ ｍ ＋δ ｍｐ
（１）
式中：ｐ′ｍ 为支架来压阈值；ｐ ｍ 为观测期间各支架支
护阻力平均值；δ ｍｐ 为支护阻力均方差。
３．２．１ 矿压监测方案
７８

工作面自运输巷至回风巷共安装 ３０ 台支架支

１１０ 号支架为界，１１０ 号支架以前的平均工作阻力、
最大工作阻力和来压阈值等指标均是Ⅰ区大于Ⅱ
区，１１０ 号支架以后，发生反 转， Ⅱ 区 大 于 Ⅰ 区， 同

时图 ９ 显示在工作面中部和下部，Ⅱ区的 ３ 个指标

值均 比 较 接 近， 且 远 大 于 上 部。 这 主 要 由 于 受

１１２１３ 采空区影响，宽 ２０ ｍ 区段煤柱没能有效支
承 １１２１３ 工 作 面 和 １１２１５ 工 作 面 上 方 覆 岩， 使 二
者协同运 动， 造 成 １１２１５ 工 作 面 下 部 支 架 压 力 水

平明显提高。

同时，由图 ９ 可知，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中部和下部的

支架工作阻力均方差Ⅱ区也明显大于Ⅰ区，说明Ⅱ
区在采动下，支架压力离散程度更大，工作面来压现
象也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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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深度，结合在对应液压支架的平均工作阻力，得到相

煤壁失稳与支架工作阻力关系

通过现场实测各支架前方煤壁失稳片帮次数与

Ｆｉｇ．９

Ｆｉｇ．１０

图９

关关系如图 １０ 所示。

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各测力支架工作阻力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ｂｒａｃｋｅｔ ｏｆ Ｎｏ．１１２１５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图 １０

煤壁失稳平均片帮深度与平均工作阻力变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ｃｏａｌ ｗａｌｌ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由图 １０ 可知，支架平均工作阻力沿工作面方向

换为大部分由煤壁承担，在如此高应力状态下，煤壁

也呈现“ 中间大、两头小” 的特征，煤壁失稳片帮次

必然会失稳，而且分析认为煤壁失稳片帮次数与煤

数和煤壁失稳平均片帮深度基本都是中部大于下部

壁失稳平均片帮深度与顶板压力变化呈正相关。 因

大于上部。 分析认为煤壁失稳片帮次数与煤壁失稳

此提高液压支架工作阻力可以起到来压期间支承顶

平均片帮深度与顶板压力呈正相关，在来压期间顶

板进而降低顶板压力向前方煤壁转移的趋势，减少

板破碎支架上部压力提升，支架正前方煤壁失稳片

工作面煤壁失稳现象的频繁发生。

帮次数与平均深度也呈相同的上升趋势，当支架上

４

部顶板压力降低时，煤壁失稳片帮次数与片帮深度
也呈回降趋势。

结

论

１） 由单一工作面开采到邻空开采的过程中，工

综上所述，１１２１５ 工作面受 １１２１３ 采空区影响，

作面靠近采空区侧顶板失去支撑是引起下端头煤壁

板破碎下沉比较剧烈，如果此时其工作阻力偏低，原

２） 对比工作面未邻空开采和邻空开采期间液

支架工作阻力基本为中下部大于上部，来压期间顶

本由液压支架和前方煤壁共同承担的顶板来压，转

失稳的主要原因。

压支架的工作阻力，发现邻空开采期间，工作面靠近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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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ｍｉｃｓ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ｒｏｃｋ ｍａｓｓ ａｔ ａ ｆｕｌｌ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采空区一侧的液压支架工作阻力有增大趋势；液压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

支架的工作阻力与其前方煤壁片帮次数呈正相关
关系。

３） 通过对 １１２１３ 采空区悬顶进行探测，揭示了

［８］

工作面邻空开采时煤壁失稳机理，即工作面采空区

向支承压力峰值移向工作面煤壁是引起煤壁失稳的
内部原因，一方面可以增加工作面液压支架工作阻

［９］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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