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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格维利式开采采硐间煤柱合理宽度留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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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解决条带式旺格维利式开采（ 简称“ 旺采” ） 特有采硐间煤柱在回采过程中影响顶板稳定

性，制约连采设备高效回采、安全退出，降低煤炭资源采出率的难题，以盛平煤矿为研究对象，采用

ＦＬＡＣ ３Ｄ 数值模拟研究方法，分析了 １．００、１．２５、１．５０、１．７５ ｍ 不同采硐间煤柱宽度方案下的煤柱受力情

况、煤柱塑性区分布、直接顶塑性区受力、基本顶塑性区受力、巷道顶板下沉量、支架受力状态，得出了
条带式“ 旺采” 采硐间煤柱影响回采的有关规律。 研究结果表明：采硐间煤柱在常规尺寸范围内，无
法通过增加煤柱宽度来阻止其全部进入塑性区；随着采硐间煤柱宽度增大，承载能力增加，更好地保
证采硐间煤柱后侧采硐的安全回采且巷道超前段采空区侧煤体塑性区减小；随着采硐间煤柱宽度增
加，巷道顶板下沉量逐渐减小，但宽度在 １．２５ ～ １．７５ ｍ 的控制效果不会再显著增强，无法通过增加煤

柱宽度改变直接顶的总体运移规律；随着采硐间煤柱宽度的增加，基本顶发生破坏的面积会大幅减

小，基本顶底部塑性区变化规律未见显著差异，仅区域大小有所不同，表明较宽的采硐间煤柱有着更
高的承载能力，但难以改变采场“ 大结构” 的演化规律。 采硐间煤柱宽度增大，行走液压支架立柱工
作阻力近似线性减小，且对相邻支巷采硐间四边形不规则煤柱的应力峰值没有影响。
关键词：旺格维利式开采；采硐间煤柱；多带开采；煤柱宽度；短壁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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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碎机之间运输煤。 连运 １ 号车接煤后将煤破碎转载

言

目前，我国煤炭年产量已近 ４０ 亿 ｔ，历年累计为

国家的能源贡献了 ８００ 亿 ｔ 左右的煤炭

［１］

。 随着煤

炭资源的大幅开采，国内绝大多数矿井遗留了大量
的边角 煤

［２－３］

。 浅埋深优质煤炭资源储量日益减

少，开采回收边角煤势在必行

［４－６］

。 近年来，以连续

采煤机为龙头装备的“ 旺格维利” 采煤法（ 以下简称
“ 旺采” ） 在我国得到了广泛应用

［７－９］

。 相关研究与

至带式输送机运出工作面。 采硐回采中，其宽度为
连续采煤机机身宽度，采硐深度通常为机身长度，遇
地质条件较为复杂时，则缩短采硐深度，采硐回采顺
序为后退式开采。 工作面支巷回采顺序为：按照支

巷布置顺序自第 １ 条支巷至第 ５ 支巷依次回采，支

巷内采硐均采完密闭后方可进入下一支巷。 相邻采

硐间留设采硐间煤柱，每隔 ３ 条支巷留设隔离煤柱。

实践表明，条带式“ 旺格维利” 式采煤法特有的煤柱
系统，对提高煤炭资源采出率、控制覆岩移动及地表

下沉有关键作用 ［１０－１１］ 。 煤柱系统的特殊性在于其

煤柱分为采硐间煤柱、不规则煤柱、区段隔离煤柱、
边界煤柱，各类煤柱由于功能和支撑位置的差异造
成了留设尺寸的不同要求，因而，确定煤柱系统中各
类煤柱的合理尺寸是研究旺采技术的主要内容之
一 ［１２］ 。 当前条带式“ 旺格维利” 采煤法煤柱系统研

究存在以下问题：①已有研究对短壁连采中留设煤

柱合理 尺 寸 多 数 基 于 规 则 的 房 柱 式 开 采 ［５，１３－１５］ ；

②在条带式 “ 旺采” 中各类煤柱研究中针对煤柱系

统的采硐间煤柱合理宽度鲜有报道 ［１６－２０］ ；③井下现
场对采硐间煤柱的留设尺寸多数依靠现场经验，对

Ｆｉｇ．１

煤柱受力分布、直接顶和基本顶的弹塑区分布及下
沉量等问题处于被动和盲目状态。
针对当前条带式“ 旺格维利” 煤柱系统中采硐

间煤柱合理宽度存在的问题，笔者通过 ＦＬＡＣ ３Ｄ 数值
模拟建立力学模型，分析了采硐间煤柱不同尺寸条

件下的直接顶塑性区、煤柱受力、巷道顶板下沉量、
直接顶和基本顶塑性区、支架受力状态，得出浅埋深
条件下条带式“ 旺格维利” 采煤法中煤柱系统中采
硐间煤柱的合理尺寸范围及相关规律，为井下实际
留设采硐间煤柱的合理宽度及设备选型提供十分重
要的的理论依据。

１

条带式“ 旺采” 工艺
条带式“ 旺采” 工艺如图 １ 所示，在开采范围内

布置主运巷、回风巷、辅运巷，形成全负压通风。 各
巷道与第一支巷掘进完成后，连续采煤机即在支巷
两侧后退式交替进行斜切进刀采硐回采作业，进刀
顺序为先左后右。 梭车往返与连续采煤机和转载破
７０

２

图１

条带式“ 旺采” 工艺

Ｓｔｒｉｐ ｔｙｐｅ ｏｆ Ｗｏｎｇａｗｉｌｌｉ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条带式“ 旺采” 结构模型
选取吉县盛平煤矿作为浅埋深优质煤炭资源的

条带式“ 旺采” 典型矿井，盛平煤矿生产能力 １２０ 万

ｔ ／ ａ，２ 号煤的边角煤储量约为 １７ 万 ｔ，适合采用连续

采煤机进行短壁机械化开采解决边角煤资源回收问
题，试验工作面为 ２２０８ 连采工作面。 矿井井田位于

河东煤田台头精查区内的西南部，单斜构造，地层倾

角 ２° ～ ２９°。 煤层埋深 １００ ～ ２００ ｍ，煤层厚度３．２ ｍ，
煤层结构简单，含 ０ ～ ２ 层夹矸。 直接顶板为细砂岩

及泥岩，底板为泥岩、粉砂岩。 细砂岩直接顶单轴抗
压强度 ５７．６ ＭＰａ，单轴抗拉强度２．７２ ＭＰａ，泥岩直接

顶单轴抗压强度４０．６ ＭＰａ，单轴抗拉强度 ０．９７ ＭＰａ。

依据 其 地 质 资 料 建 立 数 值 模 型： 模 型 尺 寸
１９６ ｍ × １４４ ｍ × ３０．８ ｍ，共 １５３ ６０４ 单元，１９１ １７６ 节
点。 围岩本构关系采用 Ｍｏｈｒ － Ｃｏｕｌｕｍｂ 模型，模型
底部固支，边界限制法向位移，顶部采用应力边界条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２ 期

马进功：旺格维利式开采采硐间煤柱合理宽度留设研究

件代替覆岩重量，考虑重力 ｇ ＝ ９．８１ ｍ ／ ｓ２ 。 液压支

３

采用 Ｆｉｓｈ 语 言 控 制 分 步 开 挖， 每 循 环 推 进 一 对 采

３．１

色不同仅为区分回采顺序。 共模拟采硐间煤柱宽度

析煤柱受力，由图 ３ 可得到如下规律：

架采用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 模块挤出，锚杆间排距均为 １ ｍ。
硐，并运算 ５００ 步，再进行下一对采硐开挖，采硐颜

１、１．２５、１．５、１．７５ ｍ 四个方案。

条带式“ 旺采” 结构模型力学分析
采硐间煤柱受力分析

每条支巷回采至 ６０ ｍ 时，从煤层中部切片，分

１） 采硐间煤柱宽度从 １ ｍ 增大到 １．７５ ｍ，其塑

性区范围变化不大，但其承载能力有很大变化。 以

开采第一支巷为例，采硐间煤柱宽度为 １ ｍ 时，承载

压力为 ８ ＭＰａ 左右，采硐间煤柱宽度为 １．２５、１．５０、

１．７５ ｍ 时，承载压力均为 １０ ＭＰａ 左右，虽然承载压

力变化不大，但由于采硐间煤柱的宽度增加引起面
积增加，总的承载能力增大，这表明虽然采硐间煤柱
全部进入塑性区，但不会完全破坏，较宽的采硐间煤
柱有着更高的残余强度，因而有着更高的承载能力，
该效应在煤柱宽度增加至 １．２５ ｍ 以后增速减缓。

２） 从数值模拟的角度出发，上下 ２ 条支巷的采硐

间形成的四边形区域即不规则煤柱，颜色为蓝色或深
蓝色，其承载压力最大，处于塑性状态但未发生破坏。
不规则煤柱最外圈层发生破坏，但核区内为三向应力
状态，仍有很强的抗压强度。 通过横向对比表 １ 发
现，采硐间煤柱的尺寸对相邻支巷采硐间四边形区域
应力峰值几乎没有影响。 分析认为，采硐间煤柱对直
接顶有一定的支撑力，而相邻支巷采硐间四边形区域
对直接顶的支撑力要强于采硐间煤柱。 随着开采支
图２

Ｆｉｇ．２

采硐间煤柱和支巷支护数值模型

巷的增加，四边形区域支撑力逐步增大，增速逐渐减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 ａｎｄ

小，说明其支撑力逐渐趋于极限。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ｏｒｄｒｏｏｍｓ

Ｆｉｇ．３

图３

留设不同宽度采硐间煤柱的垂直应力分布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ｉｄｔｈ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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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支巷间不规则煤柱应力峰值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ｅａｋｓ ｏｆ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ｐｉｌｌａ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位置

不同采硐间煤柱宽度应力峰值 ／ ＭＰａ

１ｍ

１．２５ ｍ

１．５ ｍ

２５．１２

２５．０３

２４．８１

第 １ 支巷

１４．９８

第 ３ 支巷

２９．２４

第 ２ 支巷

第 ４ 支巷

３２．８３

１４．９４

２９．７３

３３．４４

１４．８９
２９．５

３３．５３

１．７５ ｍ
１４．７５
２４．４２

２８．９５

３３．６４

３） 本模拟中严格按照实际开采工艺即后退式

两翼回采方式进行，每条支巷掘进结束后，将进行回

采采硐，其中连续采煤机每左右回采各 １ 个采硐为

１ 组进行 编 号， 按 照 先 后 顺 序 将 采 硐 编 为 １、２、３、
……等若干组。 在 １、１．２５、１．５０、１．７５ ｍ 采硐间煤柱
的第一条支巷第 ４、８、１２ 采硐之后的采硐间煤柱中

部布置垂直应力监测点 １、２、３，记录支巷回采期间
采硐间煤柱的垂直应力变化，整理记录每对数据的

采硐回采期间均值得出采硐间煤柱应力变化曲线图
４。 以测点 １．００ － １ 为例，采硐间煤柱宽度为 １ ｍ 时，
当回采至第 ４ 采硐之后，采硐间煤柱的监测点垂直
应力值迅速下降，回采至第 ５ 采硐时应力已经降低

到０．５３ ＭＰａ。 采硐间煤柱宽度增加至 １．２５ ｍ 时，监
测点 １．２５ － １ 的垂直应力值降低速率减小，回采至第

５ 条采硐时仍有 １．９ ＭＰａ 的支撑强度，相比 １ ｍ 采
硐间煤柱可以更好地保证回采第 ５ 条采硐安全回
采。 其余不同宽度或者测点的应力监测也呈现相同
规律。 上述规律表明，采硐间煤柱受上一对不相邻
采硐回采影响，应力略微升高后开始下降；采硐间煤

柱相邻前后两个采硐，１ ｍ 宽的采硐间煤柱在前方
采硐回采完毕时，该煤柱上的应力值急剧减小，回采
后方采硐时，应力接近 ０，说明此时的采硐间煤柱发

生塑性剪切破坏，不起支撑作用，１ ｍ 采硐间煤柱仅

能对前方采硐起支撑和辅助装煤的作用，不能完全
保证相邻的后方采硐起安全回采的作用。 当采硐间

Ｆｉｇ．４

图４

采硐间煤柱应力变化曲线

Ｓｔｒｅｓ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ｏｒｄｒｏｏｍｓ

色区域代表弹性区。 分析图 ５ 得到如下规律：

１） 第 １ 支巷回采时，塑性区只出现在采硐间煤

柱；从第 ２ 条支巷回采时，压力叠加明显，导致上下

两条支巷间的采硐端头前所围成的四边形区域即不

煤柱宽度大于 １．２５ ｍ 时，采硐间煤柱在回采后方采

规则煤柱也全部进入塑性区。

失承载强度，说明宽度大于 １．２５ ｍ 的采硐间煤柱对

区未见显著差异，均全部进入塑性区。 这表明在常

３．２

止其全部进入塑性区是不可能的。

硐后，垂直应力才减小到接近 ０，发生剪切破坏，丧

两侧采硐均起到保护采硐和辅助装煤的作用。
采硐间煤柱塑性区分析

支巷长度为 １２０ ｍ，每条支巷回采至中部 ６０ ｍ

２） 随着采硐间煤柱宽度增大，采硐间煤柱塑性

规尺寸范围内，试图通过增加采硐间煤柱宽度来阻
３） 在采硐间煤柱宽度为 １ ｍ 时，巷道超前段采

时，从煤层中部水平切片出图，分析煤柱塑性区。 图

空区侧煤体塑性区的面积基本上相当于 ３ 个采硐的

生剪破坏后处于极限平衡状态，而现在已回到屈服

超前段采空区侧煤体塑性区的尺寸基本上相当于 １

５ 中绿色区域代表过去的应力状态在屈服面上，发
面包络范围内，脱离极限平衡状态，其承载能力大幅
减弱；紫色区域表示过去和现在的应力状态都在屈

服面上，一直处于极限平衡状态，承载能力较强；灰
７２

面积；在采硐间煤柱宽度为 １．２５ ｍ 和 １．５ ｍ 时，巷道

个采硐的面积；在采硐间煤柱宽度为 １．７５ ｍ 时，巷

道超前段采空区侧煤体塑性区的尺寸基本上相当于

１ ／ ２ 个采硐的面积。 这表明，随着采硐间煤柱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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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巷道超前段采空区侧煤体塑性区减小，有利于

道围岩的稳定性最为明显。

巷道围岩的稳定。 这种规律呈现非线性变化，采硐

３．３

段采空区侧煤体塑性区减小的面积最大，对改善巷

析直接顶塑性区。 图 ６ 中的绿色表示已经脱离极限

间煤柱柱宽度由１．００ ｍ 增加至 １．２５ ｍ 时，巷道超前

Ｆｉｇ．５

图５

直接顶塑性区受力分析

每条支巷回采至 ６０ ｍ 时从直接顶中部切片，分

采硐间不同煤柱宽度煤层中部水平切片后塑性区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ｚｏｎｅ ａｆｔｅｒ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ｓｌｉｃｉｎｇ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ｃｏａｌｓｅａｍ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

Ｆｉｇ．６

图６

采硐间不同煤柱宽度直接顶中部水平切片后塑性区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ｚｏｎｅ ａｆｔｅｒ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ｓｌｉｃｉｎｇ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ｒｏｏｆ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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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状态，蓝色表示处于极限平衡状态。 此处对直

上，发生拉破坏，并处于极限平衡状态，而现在已回到

接顶的分析中，由于模型中的介质为是连续介质，直

屈服面包络范围内，脱离极限平衡状态。 蓝色区域表

接顶不会发生垮落，因此需要通过位移变化来判断

示过去和现在的应力状态都在屈服面上，一直处于极

直接顶的垮落。 分析图 ６ 可得如下规律：

限平衡状态。 灰色代表弹性区。 但由于难以模拟断

１） 随着采硐间煤柱宽度增大，直接顶的塑性区

裂基本顶的由 １ 条细缝开始发生的破坏，在此以红色

更高的承载能力，但直接顶软弱易垮的特性决定了

域的面积表示基本顶破坏程度。 分析可得如下规律：

范围变化不大。 这表明虽然较宽的采硐间煤柱有着
其塑性区的主要扩展规律，即直接顶该垮落时仍要
垮落，无法通过改变采硐间煤柱改变直接顶的总体
运移规律。

和蓝色区域均表示基本顶发生拉破坏，红色和蓝色区
１） 采硐间煤柱宽度不同条件下，在回采第 １ 支

巷和第 ２ 支巷时基本顶都不会发生破坏。

２） 采硐间煤柱宽度不同条件下，回采第 ３ 支巷

２） 随着采硐间煤柱宽度增大，支巷的超前范围

和第 ４ 支巷时，随着采硐间煤柱宽度的增加，基本顶

３） 随着开采支巷数量的增加，应力集中逐渐增

度为 １ ｍ 时，回采至第 ３ 支巷中部时，其基本顶已经

顶破坏范围基本处于采硐内，采硐间煤柱仍为灰色的

１．７５ ｍ的基本顶才开始发生破坏。 这表明，随着采

要明显减小。

强。 分析原因有 ２ 个方面：①开采第 １ 支巷时，直接
弹性区。 开采第 ４ 支巷时，采硐间煤柱上的直接顶破

坏范围与采空区直接顶破坏范围贯通。 ②直接顶进
入极限平衡状态的面积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大。

４） 直接顶的运移规律：第 １ 支巷的采硐回采之

后，直接顶发生变形，进入塑性区，随时间的增加塑

发生破坏的面积会大幅减小。 例如：采硐间煤柱宽

发 生 了 较 大 面 积 的 破 坏， 而 采 硐 间 煤 柱 宽 度 为

硐间煤柱宽度增大，基本顶底部塑性区变化规律未
见显著差异，仅区域大小有所不同。 由此可知，虽然
较宽的采硐间煤柱有着更高的承载能力，但难以改
变采场“ 大结构” 的演化规律。

３．５

巷道顶板下沉量分析

性区趋于稳定，当其余支巷陆续回采，已经趋于稳定

因为模型中单元体为连续介质，不会发生离层

的直接顶变形加大，进入塑性区的范围增加，最终趋

等现象，所以数值模拟中，其位移量相比现实中的位

于稳定。

移量小，但可以通过数值模拟，发现其位移变化趋

３．４

７４

基本顶塑性区分析

图 ７ 中红色区域代表过去的应力状态在屈服面

Ｆｉｇ．７

图７

势。 从直接顶底部切片，分析巷道顶板下沉量，分析
图 ８、图 ９ 可得如下规律。

采硐间不同煤柱宽度基本顶中部水平切片后塑性区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ｚｏｎｅ ａｆｔｅｒ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ｓｌｉｃｉｎｇ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ｒｏｏｆ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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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８

图８

采硐间不同煤柱宽度直接顶垂直位移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ｒｏｏｆ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

显。 这表明较宽的采硐间煤柱有着更高的承载能

力，但宽度达到 １．２５ ｍ 以上时，对巷道顶板的控制

效果不会再显著增强。 最终为现场提供指导意见，

当采区内煤的硬度一致时，支巷出现顶板条件较差
或地质构造复杂的情况下，采硐间煤柱的宽度设置
在 １．２５ ｍ，可以有效改善回采条件。

３．６

支架受力状态分析

每回采一组采硐，数值模拟中支架移架一次。
图９

采硐间煤柱宽度为 １、１．２５、１．５０、１．７５ ｍ 时

Ｆｉｇ．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ｉｒｅｃｔ ｒｏｏｆ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ｗｉｄｔｈｓ

直接顶下沉量最大值

１，１．２５，１．５ ａｎｄ １．７５ ｍ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ｖｅｒｎｓ

１） 随着第 １ ～ ４ 支巷的回采，巷道顶板下沉最大

由于每次移架需要重新导入，无法连续监测，需从存
档的数据中找到支架受力最大的图。 云图中只能表
示力的大小，而支架轮廓内的彩色部分表示的应力
张量既可以表示大小，又可以表示方向。 分析图 １０
可得如下规律：

１） 采 硐 间 煤 柱 宽 度 分 别 为 １． ００、 １． ２５、 １． ５０、

值始终出现在边界条件最不利于稳定的地方。 如图

１．７５ ｍ时对应的支架工作阻力分别为 ３ ３８０、３ ０７８、

顶板下沉最大值均出现支巷采空区处的上下两条支

液压支架立柱工作阻力近似线性减小，说明较宽的

巷无实体煤的位置。

采硐间煤柱有着更高的承载能力，使得液压支架受

８ 所示，蓝色区域为巷道顶板下沉最大值区域，巷道
２） 随着采硐间煤柱宽度增大，巷道顶板下沉量

逐渐减小。 采硐间煤柱宽度由 １ ｍ 增大至 １．２５ ｍ

２ ７２０、２ ４９４．８ ｋＮ。 表明随着采硐间煤柱宽度增大，

力降低，符合上述研究结论。
２） 支架受力不均匀，靠近采硐和采空区液压支

时，巷道顶板下沉量由 ２０ ｃｍ 减小至 １５ ｃｍ，效果明

柱的受力最大。 分析原因认为，两台液压支架相邻

道顶板下沉量由 １５ ｃｍ 减小至 １２ ｃｍ，减小已不明

上，因此受力较小，而靠近采硐的液压支柱分散，因

显。 采硐间煤柱宽度由 １．２５ ｍ 增大至 １．７５ ｍ 时，巷

的部分集中了 ４ 根液压支柱，受力分散在每根支柱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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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受力较大；顶板对支架临近采空区一侧的压力大

空区的液压支柱受力是远离采硐和采空区的液压支

于远离采空区一侧的压力，因此最终靠近采硐和采

柱受力的 ３ ～ ４ 倍。

Ｆｉｇ．１０

４

结

图 １０

采硐间不同煤柱宽度履带行走支架受力分析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ｄｒａｉｌ ｐｏｗｅｒｅ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

论

１） 采硐间煤柱宽度增加对其塑性区范围变化

不大，但巷道超前段采空区侧煤体塑性区减小；采硐

间煤柱宽度大于 １．２５ ｍ 时，采硐间煤柱在回采后方

采硐后，垂直应力才减小到接近 ０，发生剪切破坏，
丧失承载强度，起到保护采硐和辅助装煤的作用。

２） 采硐间煤柱在常规尺寸范围内，无法通过增

加煤柱宽度来阻止其全部进入塑性区；随着采硐间
煤柱宽度增大，巷道超前段采空区侧煤体塑性区减

小，有利于巷道围岩的稳定，采硐间煤柱由 １ ｍ 增加
至 １．２５ ｍ 时，改善巷道围岩的稳定性最为明显。

３） 采硐间煤柱对直接顶支撑效果微弱，无法通

过增加煤柱宽度改变直接顶的总体运移规律。

逐渐减小，但煤柱宽度在 １．２５ ～ １．７５ ｍ 时控制效果
不会再显著增强。

６） 采硐间煤柱宽度增大，行走液压支架立柱工

作阻力近 似 线 性 减 小， 为 行 走 支 架 选 型 提 供 理 论
指导。

７） 采硐间煤柱的尺寸对相邻支巷采硐间四边

形不规则煤柱的应力峰值没有影响。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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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未见显著差异，仅区域大小有所不同，表明较宽的
采硐间煤柱有着更高的承载能力，但难以改变采场

“ 大结构” 的演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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