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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西安科技大学 地质与环境学院，陕西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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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７１００５４；２．陕西省煤炭绿色开发地质保障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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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黄土沟谷区浅埋煤层开采地表非连续性的开裂损害，不仅引发了许多生态环境问题，也加大

了生态修复难度，严重威胁着矿区生态安全。 浅埋煤层开采地表非连续变形是特殊地质条件下覆岩
破坏移动的结果，为更加系统地研究覆岩破坏对地表非连续性损害的影响规律，以陕北安山井田

１２５２０３ 工作面为地质原型，采用离散元数值模拟与物理相似材料模拟相结合的方法，模拟分析了覆
岩及地表破坏、岩块尺寸分布及力链演化等特征，揭示了覆岩力链演化对块体分布和地裂缝发育的影
响规律，阐明了覆岩破坏块体对地表非连续损害的控制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黄土沟壑缓坡地带浅埋煤
层开采覆岩垂向变形与水平移动受地形影响较大；覆岩破坏形成双分层块体结构，分层界面距煤层底板

１１．０ ｍ，下分层块体平均长度小于 ５．０ ｍ，上分层大于 ５．０ ｍ，覆岩块体平均长度随岩层至煤层底板距离的
增大呈幂指数增长特征，地表块体平均长度由坡底至坡顶逐渐增大；下分层垮落压实的岩块结构和应力
集中的力链结构，影响着上分层块体和力链的分布及地裂缝的发育，地裂缝平均间距与上分层应力集中
点平均间距基本一致，主沟段顺坡、沟底和逆坡地裂缝平均间距分别约为下分层应力集中点平均间距的

１．１０ 倍、０．７５ 倍和 １．９５ 倍，分别约为下分层岩块平均长度的 ２．９３ 倍、２．００ 倍和 ５．１８ 倍；“砌体梁” 位移模
型可以很好地描述下分层底部岩块的下沉移动过程和特征，进而反映覆岩块体的双分层结构特征和地
表的损害效应。 该研究结果可为黄土沟谷区浅埋煤层开采条件下沉陷控制与修复提供新的科学依据。
关键词：黄土沟谷区；浅埋煤层；覆岩破坏；地表裂缝；颗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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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ｌｏｅｓｓ ｇｕｌｌｙ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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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间为抛物线关系，地表裂缝发育具有“ 双周期 ＋ 稳定

言

开采沉陷作为陕北矿区最普遍、最长期的采动

期” 的动态演化特征。 赵兵朝等 ［１５］ 认为影响黄土沟
壑地表采动损害特征的关键因素为基采比、基载比

损害形式之一，可以引发和加剧水资源枯竭、地质灾

和坡体自身稳定性等；孙学阳等 ［１６］ 采用数值模拟方

害频发、植被退化和水土流失等地质环境问题，严重

法分析了浅埋煤层过沟开采地表裂缝的发育位置和

［１－３］

形态等特征，并基于多边块体结构与采动滑移理论

威胁着矿区的生态安全

。 陕北广泛分布的黄土

沟谷区因地形复杂且起伏大，煤层埋藏浅且变化显
著等特殊的地质条件

［４－５］

，不仅使得开采沉陷表现

出切落式塌陷、地裂缝密集发育等显著的非连续破
坏特征，而且增大了开采沉陷的生态损害效应和修

复难度 ［６－７］ ，严重阻碍和制约了黄河中游生态环境

构建了地表裂缝发育相对位置函数和判别条件。
由此可见，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地裂缝

形态特征与空间分布规律方面 ［１７－２０］ 。 然而，黄土沟
谷区浅埋煤层开采产生的地表非连续移动变形实际
上是特殊地质条件下覆岩破坏移动的结果。 因此，

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基于离散元数值模拟与物理相似材料模拟相结合的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浅埋煤层过沟开采地表变形
损伤特征和规律开展了诸多研究。 文献［ ８ － １０］ 通

方法，揭示黄土沟谷区浅埋煤层开采条件下煤层覆

过野外观测和模拟手段，分析了采动地表裂缝的分

连续移动变形的控制效应，以期为浅埋煤层过沟开采

布规律和宽度特征，认为不同位置的地表裂隙尺寸

条件下沉陷控制与修复提供新的科学依据。

演化规律主要与地形和地表应力状态相关，并根据

１

坡向与煤层开采方向的关系对地表裂缝进行了分类
和规律分析； 刘辉等 ［１１］ 通过对采动地表裂缝的深

岩与地表的破坏特征，阐明覆岩破坏块体对地表非

研究区地质概况

度、宽度、落差进行现场持续动态监测，构建了裂缝

安山井田处于陕北神府矿区的东南部，地表大
面积被黄土层覆盖，地形破碎，沟壑纵横，属典型的

深度与宽度、落差之间的相关性模型，并以此提出了

黄土梁峁地貌。 区内干旱少雨，蒸发量大，７—９ 月

临时性裂缝治理标准和依据；许家林等

［１２］

基于覆岩

层状结构分析了沟谷地表裂缝的发育特征，得出了
过沟开采地表上坡段相较于下坡段更容易产生拉张
裂缝甚至台阶下沉，该结果与李建伟等 ［１３］ 通过地表
应力分布解释坡体地裂缝发育规律的结果一致。 徐
祝贺等 ［１４］ 认为浅埋煤层宽深比与地表下沉系数之
２

份集中降雨易产生沟道内洪流。 井田内揭露地层由
老至新依次为侏罗系下统富县组 （ Ｊ１ ｆ） 、 中统延安
组（ Ｊ２ ｙ） 、新近系（ Ｎ ２ ｊ） 及第四系（ Ｑ ４ｅｏｌ ） ，区内构造简
单，南部为西南倾向的单斜构造，北部为阶梯式断陷
带。 井田内可采煤层 ６ 层，当前主采煤层为 ５ －２ 煤
层，厚度为 ２．２ ～ ３．０ ｍ，平均可采厚度为 ２．５ ｍ，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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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 １５０ ｍ，该煤层结构较简单，厚度稳定，煤类单

间相似比分别为 １００，１．６，１６０ 和 １０，选取河沙、石膏、

一，全区分布，属稳定型煤层。 煤层上覆基岩厚 ２０ ～

大白粉与云母粉为主要材料，按照合理配比和设计
进行水平分层铺设搭建物理模型，模型尺寸长 × 宽 ×

６５ ｍ，基岩之上覆盖新近系和第四系的松散层 ０～７７ ｍ。

高（ 最高处） 为 ４００ ｃｍ × ２０ ｃｍ × ５７ ｃｍ。 数值模型按
照 １ ∶ １ 的比例进行构建， 模型尺寸长度 × 高度为

井田内最具代表性的 １２５２０３ 工作面位于井田

西北部。 工作面走向长度约 ３ １００ ｍ，倾向长度约 ２７０
ｍ。 采用长壁综采工艺，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回采

４００ ｍ × ５７ ｍ，考虑计算效率将颗粒直径等比放大至

沟底。 沿工作面走向，菜沟主沟长度约 ２２４ ｍ，沟底

地面为自由边界（ 图 ２） 。

日进尺约 １３ ｍ。 工作面走向与菜沟呈 ４５°夹角穿越

０．２ ～ ０．４ ｍ。 模型左右两端和底面设置为固定边界，

最大深度 ２５ ｍ，两侧坡体角度约 １４°，沟底出露基
岩。 菜沟段煤层埋深 ２０ ～ ５１ ｍ。 根据钻孔揭露可知

工作面顶板为粉砂岩、细砂岩和风化基岩，近地表覆
盖黄土层，煤层底板为粉砂岩。 受采煤影响，坡体及
沟底产生大量的坍塌和地表开裂现象（ 图 １） 。

２．２

Ｆｉｇ．２

图２

物理模型与数值模型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模型参数选取及试验过程

选择 在 岩 体 中 应 用 广 泛 的 平 行 黏 结 模 型

（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Ｂｏｎｄｅｄ Ｍｏｄｅｌ ） 作 为 数 值 模 型 的 本 构 模
型 ［２１］ ，采用力学强度单元模型试验，对室内试验所
得煤系地层物理力学参数进行标定，通过多次调试

Ｆｉｇ．１

２

图１

后获得数值模型力学强度参数（ 表 １） 。

研究区坍塌及地表开裂

模拟开采过程中，工作面沿走向由左向右逐步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ｒａ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推进，煤层采厚 ２．５ ｍ，左右两侧各留宽 ２０ ｍ 煤柱，
每步开挖 １０ ｍ，共开挖 ３６ 步（ 均以原型数值进行描
述） 。 物理模拟过程中，采用免棱镜全站仪和 ＶＩＣ －

试验模型构建

２．１

３Ｄ 数字散 斑 应 变 检 测 仪 检 测 分 析 覆 岩 与 地 表 变

地质原型及模型构建

形（ 图 ３） ；数值模拟过程中，运用 Ｆｉｓｈ 语言数据提取

以安山井田 １２５２０３ 工作面菜沟段 ５ 煤层覆岩
－２

程序，对地裂缝间距和破碎岩块长度进行提取。 根据

为地质原型，根据重力相似准则与试验条件，分别取

力链的分布测量相邻应力集中点的间距。

物理模型几何相似比、密度相似比、强度相似比和时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岩土层物理力学参数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物理模型参数
岩性

密度 ／

弹性模

抗拉强

（ ｋｇ·ｍ ） 量 ／ ＧＰａ
１ ７０２

０．１６

度 ／ ＭＰａ

２ ７５０

８．７０

－３

黄土
风化基岩
细粒砂岩
泥质粉砂岩
煤层
粉砂岩

２ ２００
２ ７６０
１ ４２０
２ ７６０

５．８０
６．３０
０．９０
６．５０

黏聚力 ／
ＭＰａ

角 ／ （ °）

１．５６

３６

０．２３

０．４８

２．９２０

３．９１

３．２３０
０．２５０
３．６５０

内摩擦

泊松比

０．０８８
０．８００

数值模型参数

２．８５
２．９８
３．８７

有效弹性

法向黏结

切向黏结

力矩贡献

摩擦

模量 ／ ＧＰａ

强度 ／ ＭＰａ

强度 ／ ＭＰａ

系数

因数

６．３０

１２．０００

０．０５５
４．０００

０．４

１５．９００

０．１

０．２５

６．７０

６．７００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５

２２

０．２５

３４

０．２４

１０．００

０．２７

１．００

３２
３３
３４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２４

７．００

０．１６５

１７．１００
７．８００

１６．２００

５．３００
２．６００
５．４００

０．４
０．２

０．５
０．５
０．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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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物理模拟试验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结果与讨论

３．１

覆岩与地表破坏特征
随着工作面的推进，覆岩破坏和地表移动变形

特征如图 ４ 所示。 当工作面推进至 ５０ ｍ 时，直接顶
垮落并堆积于采空区内，距煤层底板 ６．６ ｍ 的基本
顶内产生离层裂隙（ 图 ４ａ） 。 在数值模拟中，由于煤

层开采步距较大，采空区两侧上行裂隙发育的同时，
顶板下沉弯曲并在距煤层底板 １０．０ ｍ 处产生离层
裂隙（ 图 ４ａ） 。 随着工作面的推进， 顶板周期性破

Ｆｉｇ．４

图４

覆岩破坏及地表裂缝发育过程

Ｏｖｅｒｂｕｒｄｅ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ｒａｃｋ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坏。 当工作面开采至 ７０ ｍ 时，覆岩破坏向上发展，

缝间距在 １４．０ ～ ３０．０ ｍ，平均为 ２０．７ ｍ；两侧坡面地

煤层底板 １７．０ ｍ 处产生高位离层裂隙。 在数值模

征；沟道内地裂缝间距在 ６．０ ～ ９．０ ｍ，平均为 ８．０ ｍ。

下位离层裂隙伴随顶板破坏下沉而消失的同时，距
拟中，覆岩已破坏贯通至地表，采空区两侧上方地表
和支沟底部产生地裂缝，更加符合实际地裂缝发育

裂缝间距均表现为随坡底向坡顶逐渐增大的变化特

该结果与现场观测顺坡地裂缝间隔 １０．０ ～ １４．０ ｍ，
逆坡地 裂 缝 间 隔 １４． ０ ～ １６． ０ ｍ， 沟 底 地 裂 缝 间 隔

特征（ 图 ４ｂ） 。 当工作面推进至 １００ ｍ 时，高位离层

７．９ ～ ８．２ ｍ 的结果非常相近（ 图 ５） 。 因此，地裂缝发

缝，平均间距 ２０．５ ｍ。 地表最大下沉量为 ２．２ ｍ，且

后，覆岩下沉受地形影响较大，沟底下沉量明显大于

裂隙消失，覆岩破坏贯通至地表，并发育 ５ 条地裂
不 再 发 生 变 化， 此 时 说 明 开 采 达 到 充 分 采 动 状

态（ 图 ４ｃ） 。 此后，随着工作面的继续推进，开采达
到超充分采动，覆岩破坏横向扩展，地表裂缝不断发
育。 当工作面推进至 ３６０ ｍ 时，开采结束，工作面完
全横穿菜沟主沟段，工作面正上方和后方 ３２ ｍ 处发
育地 裂 缝， 累 积 发 育 地 裂 缝 １８ 条 （ 物 理 模 拟 １６

育整体表现为沟底密集和坡顶稀疏的特征。 停采
坡顶，水平移动表现为非对称变形特征，顺坡水平移
动最大值大于逆坡水平移动最大值，但逆坡产生明
显水平移动的范围大于顺坡（ 图 ６） ，该结果与文献
［１６］ 所得结果一致。 分析可知，坡面下煤层开采过
程中，顶板岩层的回转方向的侧向水平力限制作用

条） ，与现场切穿两侧区段平巷且开裂宽度大于 １０

顺坡强于逆坡 ［１２］ ，顺坡地表向沟内的运动与采动所
致地表的运动方向相反，而逆坡相同 ［１３］ ，顺坡开采

通过对模拟结果中主沟段地裂缝间距进行计

增大，呈加载过程。 因此，逆坡产生显著水平移动的

ｃｍ 的主要地裂缝 １６ 条的结果基本一致。

算，菜沟主沟段地裂缝平均间距 １３．７ ｍ，顺坡段地裂
缝间距在 ７．０ ～ １７．０ ｍ，平均为 １１．７ ｍ；逆坡段地裂
４

过程中覆岩压力逐渐减小，呈卸载过程，而逆坡逐渐
范围大于顺坡，整体表现为顺坡卸载区小范围水平
移动，沟底无明显水平移动及逆坡加载区大范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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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移动的三分区特征。 由此可知，地表变形及地裂
缝发育 受 采 动 覆 岩 破 坏 特 征 和 地 表 形 态 共 同 影
响 ［２２］ 。 在沟谷区浅埋煤层特殊地质条件下，现场地
表采动损害主要表现为非连续损害的地裂缝。 因
此，通过地裂缝数量与间距间接验证了模拟的全过
程基本符合实际。

图５

Ｆｉｇ．５

３．２

菜沟段回采后地表裂缝发育航拍 ［９］
Ａｅｒｉａｌ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ｒａｃｋｓ ａｆｔｅｒ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ａｉｇｏｕ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９］

岩块分布及尺寸特征
煤层开采过程中，岩层受微裂隙贯通发育影响，

破断后形成岩块，岩块的分布及演化特征如图 ７ 所
示（ 图中颜色为随机，无物理意义） 。 由于各岩层的
厚度差异，对于岩块尺寸特性采用工作面走向方向
的岩块长度进行表征。

当工作面推进至 ５０ ｍ 时，直接顶碎胀垮落形成

长度 ４．０ ～ ７．０ ｍ 的岩块，基本顶破坏岩块长度 １６．０ ～

２５．０ ｍ（ 图 ７ａ） ；当工作面推进至 ７０ ｍ 时，直接顶岩

Ｆｉｇ．７

图７

Ｆｉｇ．６

图６

覆岩下沉及水平移动特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ｂｕｒｄｅｎ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覆岩块体结构的演化特征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ｖｅｒｂｕｒｄｅｎ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块长度减小至 ３．０～５．０ ｍ，地表块体长 １７．０ ～ ４５．０ ｍ，岩

近，即直接顶上部相邻细砂岩层的顶面（ 图 ７ｃ） 。 随

面推进至 １００ ｍ 时，地表块体平均长度为１９．０ ｍ，直

岩块结构的主要变化特征为横向相似扩展的特征。

块的大小随岩层的埋深增大而减小（ 图 ７ｂ） ；当工作
接顶岩块平均长度为 ３．２ ｍ。 根据块体尺寸分布特

征，以块体长度为 ５．０ ｍ 作为分界点将覆岩划分为

着工作面推进，岩块结构的垂向分布特征不再变化，
当工作面推进至 ３６０ ｍ 时，开采结束，块体双层结构
基本稳定 （ 图 ７ｄ） 。 主 沟 段 地 表 块 体 平 均 长 度 约

块体双分层结构，其中，下分层岩块长度小于 ５．０ ｍ，

１４．７ ｍ，分布特征表现为：坡底及坡脚处的地表块体

下分层结构的界面基本处于距煤层底板 １１．０ ｍ 附

于 ５．５ ～ ２０．０ ｍ，平均为 １２．６ ｍ；逆坡段地表块体长

平均为 ４．０ ｍ，上分层岩块平均长度大于５．０ ｍ；上、

长度明显小于坡顶，主沟顺坡段地表块体长度分布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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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布于 １５．０ ～ ３０．０ ｍ，平均为 ２３．０ ｍ；沟底地表块

有一定支撑作用的岩块组合结构，进而控制覆岩及

岩块体平均长度整体表现为随埋深减少而增大的变

大 ［２７－ ２８］ 。 因此，黄土沟谷区浅埋煤层采动作用下，

体长度分布于 ４．０ ～ ９．０ ｍ，平均为 ８．０ ｍ。 因此，覆
化特征和显著的双分层结构特征。 同时，受坡向和

地 表 的 变 形 破 坏， 使 得 上 部 破 坏 岩 块 长 度 增
覆岩形成岩块长度“ 上大下小” 的双分层块体分布

坡高的影响，不同沟谷位置处的地表块体平均长度

结构。 同时，由于坡顶至坡底煤层埋深减小，逆坡高

表现为：逆坡大于顺坡大于沟底，且随坡底至坡顶逐

于顺坡，因此，坡顶块体长度大于坡底，逆坡块体平

渐增大。

均长度大于顺坡。

采用 Ｆｉｓｈ 语言程序提取覆岩块体长度，定量分

析覆岩块体平均长度的垂向变化特征（ 图 ８） 。 由此

３．３

覆岩力链演化特征
力链 是 颗 粒 间 相 互 作 用 及 作 用 力 传 递 的 桥

可知，覆岩块体平均长度分布于 ３．０ ～ ２０．０ ｍ，且随

梁

岩层距煤层底板距离的增大而呈幂指数增长特征。

粗细正比于颗粒间接触力的大小，大量的力链相互

曲线特征公式如下：
Ｌ ＝ ２．８４ ＋ ０．５７ｅ ｌ ／ １１．９８

交接形成网络结构 ［３０－３１］ ，其分布特征可以反映覆岩
应力的分布特征，一般认为，力链密集区域为应力集

（１）

式中： Ｌ 为 岩 块 平 均 长 度， ｍ； ｌ 为 至 煤 层 底 板 距
离，ｍ。

［２９］

，通常采用颗粒间相互连接的短线表示，线的

中分布区 ［３２］ 。 因此，可通过采空区覆岩力链的演化
特征分析应力集中的分布特征，揭示覆岩块体的分
层结构的形成机理。

覆岩力链动态演化过程如图 ９ 所示。 当工作面

推进至 ５０ ｍ 时，采空区两侧煤壁处产生应力集中
区，采空区上方受覆岩层状结构差异性的影响产生
水平层状应力集中区。 工作面侧煤壁内的应力集中
区与工作面同步前进；当工作面推进至 ７０ ｍ 时，采

空区上方水平层状应力集中区逐渐由下向上破坏，
垮落堆积于采空区内的岩块相互挤压产生竖向应力
图８

Ｆｉｇ．８

岩块平均长度与至煤层底板距离的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ｒｏｃｋ

ｂｌｏｃｋ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ｂｏｔｔｏｍ

分析可知，在相同地质条件与采动条件下，覆岩
距煤层越近，其扰动受损越严重

［２３－２４］

。 受扰动较大

的直接顶随煤层的开采直接碎胀垮落，并堆积于采

空区内。 由于直接顶薄，造成垮落充填程度低，离层
空间大，使得其上相邻基本顶的岩层碎胀垮落于直
接顶之上，之后在周期性失稳的上部岩层的运动荷
载作用下，下分层岩块进一步破碎
变化，岩块长度减小

［２６］

［２５］

、压实并发生

。 压实作用下的下分层岩块

对其上部岩层产生支撑作用，使得上部岩体破坏后
回转下沉可触及下分层岩块，导致上分层岩体损伤

程度减弱，且上分层岩体受开采扰动较小。 所以，上
分层岩块长度变大 ［２５］ 。 结合各岩层性质分析，直接
顶粉砂岩强度较低，随煤层的开采直接垮落至采空

集中区，符合应力拱假说［１４］ ；当工作面推进至 １００ ｍ
时，采空区内下层垮落岩块产生多个应力集中点，上
层岩体应力相对分散，由此根据覆岩应力集中点的
平均间距可将覆岩应力划分为上下应力分层结构，
应力分层结构的界面处于距煤层底板 １１．０ ｍ 附近，
与岩块双分层结构的界面位置基本一致，其中，下分
层应力集中点平均间距约 １０．０ ｍ，上分层应力集中
点平均间距约 １５．０ ｍ（ 图 ９ｃ） 。 随着工作面继续推
进，双 分 层 应 力 结 构 横 向 扩 展， 垂 向 分 布 基 本 稳
定（ 图 ９ｄ） 。 由此分析可知，煤层开采过程中，顶板
逐渐破坏，碎胀垮落于采空区内下分层的破碎岩块
相互挤压和咬合，形成应力集中点增多的下分层力
链结构，进而影响并支撑上覆岩层 ［３３］ ，导致上层块
体长度增大，力链分散，形成显著的双分层结构。 因
此，采动作用下，下分层块体结构的形成导致了下分
层力链结构的产生，进而影响了上分层岩块和力链
结构的分布以及地表裂缝的发育。

区内，进而使得其上相邻的、强度较大的低位细砂岩

采动地裂缝是地表岩土体非均匀下沉或水平移

失去支撑，并逐渐破断垮落于直接顶岩块之上。 由

动的结果。 然而，下层力链结构的变化影响着覆岩

于细砂岩破坏后的碎胀作用增强了充填程度，使得

及地表的损伤。 因此，可以通过下分层应力集中点

上层离层空间减小，导致上部相邻的厚层粉砂岩破

的演化特征分析块体的分布特征及对地裂缝发育规

坏回转下沉空间较小，直接触及细砂岩顶面，形成具

律的影响。 停采后，采空区两端应力集中点距离煤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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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９

图９

覆岩力链演化过程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ｂｕｒｄｅｎ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ｈａｉｎ

壁约 ３７ ｍ，中部下分层形成 ２８ 个应力集中点，平均

间距 １０．６ ｍ，约为下分层岩块平均长度的 ２．６５ 倍；

制岩块长厚比 ｉ 与回转角 θ 的关系曲线（ 图 １１） 。

上分层 １９ 个应力集中点，平均间距 １４．８。 结合地裂
缝发育特征可知，地表作为上分层结构的顶界，地裂
缝平均间距与上分层应力集中点平均间距基本一
致，且地裂缝发育位置基本处于上分层应力集中点
上方。 主沟顺坡地裂缝平均间距约为下分层应力集

中点平均间距的 １．１０ 倍，为下分层平均块体长度的

２．９３ 倍；逆坡地裂缝平均间距约为下分层应力集中

点平均间距的 １．９５ 倍，为下分层平均块体长度的 ５．１８

倍；沟底地裂缝平均间距约为下分层应力集中点平均

Ｆｉｇ．１１

间距的 ０．７５ 倍，为下分层平均块体长度的 ２．０ 倍；主沟
段地裂缝平均间距约为下分层应力集中点平均间距的

１．２９ 倍，为下分层平均块体长度的 ３．４３ 倍。 因此，下分
层块体及力链结构对上分层块体分布产生影响，进而
导致沟谷不同位置地裂缝的发育产生差异。

３．４

图 １１

岩块回转角与长厚比的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ｏｃｋ ｍａｓｓ ｓｌｅｗｉｎｇ ａ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 ｒｅｔｉｏ

由图 １１ 可知，块体 Ｍ 不发生滑落失稳的条件

一般为岩块长厚比 ｉ ＞ ０．５。 根据前文数值模拟所得
覆岩上分层底部岩块平均长度为 ４．５，岩块厚度为

６．４，计算长厚比为 ０．７，大于块体临界滑落失稳值 ０．５，

覆岩破坏的力学分析
根据覆岩块体的双分层结构特征，在覆岩破坏

后，上分层结构的底部存在着一层相互咬合且块体
长度较大 的 岩 块 组 合 结 构， 其 下 沉 特 征 比 较 符 合
“ 砌体梁” 结构位移模型 ［３４］ （ 图 １０） 。 因此，可以通
过式（２） 计算并判断块体 Ｍ 的失稳模式，分析覆岩
块体结构特征。

因此，Ｍ 岩块失稳运动形式表现为回转下沉。 由此
可判断 １２５２０３ 工作面菜沟段覆岩上分层底部岩体
破坏过程中，岩块发生回转下沉，且与文献［ ３５］ 所

得斜坡坡度小于 ５７° 时产生回转失稳的结论一致。
同时，该层岩块可形成一定的具有支撑作用的岩块
组合结构，与下分层块体结构共同影响上分层力链
结构，进而导致覆岩形成双分层块体及力链结构。
因此，采用“ 砌体梁” 位移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上分
层底部岩块的下沉移动过程和特征，进而反映覆岩
和地表的损伤效应。

Ｆｉｇ．１０

图 １０

砌体梁受力模型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 ｓｔｅｐｐｅｄ ｒｏｃｋ ｂｅａｍ”

ｉ≥

２ｔａｎ θ
ｓｉｎ θ（４ － ｔａｎ θ）

（２）

其中：ｉ 为 岩 块 的 长 厚 比； θ 为 块 体 的 回 转 角。

一般情况下，浅埋煤层中 θ 取值 １° ～ １２°。 计算并绘

４

结

论

１） 采动地裂缝数量及间距等发育特征的模拟

结果与现 场 观 测 结 果 具 有 较 好 的 一 致 性， 验 证 了
ＰＦＣ 数值方法可以有效模拟黄土沟谷区浅埋煤层
开采覆岩及地表破坏特征。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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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采动导致覆岩破坏形成双分层块体结构，分
层界面基本处于距煤层底板 １１．０ ｍ。 受地形影响，
地表块体平均长度由坡底至坡顶逐渐增大。 覆岩块
体平均长度 Ｌ 随岩层距煤层底板距离 ｌ 的增大呈幂
指数增长特征，特征公式为 Ｌ ＝ ２．８４ ＋ ０．５７ｅ ｌ ／ １１．９８ 。
３） 覆岩力链分布具有与岩块分布相同的双分
层结构。 顶板碎胀垮落形成的下分层岩块和力链结
构，影响着上分层岩块和力链的分布，以及地表裂缝
的发育。 主沟段地裂缝平均间距基本等于上分层应
力集中点平均间距，约为下分层应力集中点平均间
距的 １．２９ 倍，为下分层岩块平均长度的 ３．４３ 倍。
４） “ 砌体梁” 位移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上分层
结构底部岩块的下沉移动过程和特征，进而反映覆
岩块体的双分层结构特征和地表的损害效应。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７］

［８］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ｂｕｒｉｅｄ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ｅｎｃｈ ｍｉｎｉｎｇ ［ Ｊ ］ ．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ｌｌ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 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４１（ １） ：１０４－
［１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ｌａｗ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 ｆｉｓｓｕｒ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 Ｓａｆｅ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１２］

显现的影响机理［ Ｊ］ ． 煤炭学报，２０１２，３７（２） ：１７９－１８５．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ｓｅａｍ ｌｏｎｇｗａｌ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宋世杰，张玉玲，王双明，等． 陕北煤矿区采动地裂缝对土壤微
［１３］

２０１２，３７（２） ：１７９－１８５．
李建伟，刘长友，赵

杰，等． 沟谷区域浅埋煤层采动矿压发

生机 理 及 控 制 研 究 ［ Ｊ ］ ． 煤 炭 科 学 技 术， ２０１８， ４６ （ ９ ） ：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 ｆｉｓ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

１０４－１１０．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２１，４６（５） ：１６３０－１６４０．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ｔｒａｔａ ｐｒｅｓ⁃

宋世杰，杜

ＬＩ Ｊｉａｎｗｅｉ，ＬＩＵ Ｃｈａｎｇｙｏｕ，ＺＨＡＯ Ｊｉｅ，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ｓｕｒｅ ｉｎ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ｄｅｐｔｈ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ｓ ｏｆ ｖａｌｌｅｙ ｒｅｇｉｏｎ ［ Ｊ ］ ． Ｃｏａｌ

麟，王双明，等．陕北采煤沉陷区不同沉陷年限黄

土坡面 土 壤 可 蚀 性 的 变 化 规 律 ［ Ｊ］ ． 煤 炭 科 学 技 术， ２０２２，

５０（２） ：２８９－２９９．

ＳＯＮＧ Ｓｈｉｊｉｅ，ＤＵ Ｌｉｎ，ＷＡＮＧ Ｓｈ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１４］

ｅｒｏ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ｌｏｅｓｓ ｓｌｏｐｅ ｕｎｄｅ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ｃｏ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ｓｕｂｓｉｄ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 ｌｏｅｓｓ ｈｉｌｌｙ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４８（４） ：７０－７９．

及地表损伤研究［ Ｊ］ ． 煤炭学报，２０２０，４５（８） ：２７２８－２７３９．

ｍ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ｄｅｐｔｈ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胡海峰，廉旭刚，蔡音飞，等． 山西黄土丘陵采煤沉陷区生态环
ＨＵ Ｈａｉｆｅｎｇ，ＬＩＡＮ Ｘｕｇａｎｇ，ＣＡＩ Ｙｉｎｆｅｉ，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徐祝贺，李全生，李晓斌，等． 浅埋高强度开采覆岩结构演化

ｏｆ ｏｖｅｒｂｕｒｄｅ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ｈｉｇｈ －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２，５０（２） ：２８９－２９９．

境破坏与修复研究［ Ｊ］ ． 煤炭科学技术，２０２０，４８（４） ：７０－７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４６（９） ：１０４－１１０．

ＸＵ Ｚｈｕｈｅ，ＬＩ Ｑｕａｎｓｈｅｎｇ，ＬＩ Ｘｉａｏｂｉｎ，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Ｊ］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８

许家林，朱卫兵，王晓振，等． 沟谷地形对浅埋煤层开采矿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ｇｕｌｌｙ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２０２１，４６（９） ：３０２７－３０３８．

ｔｉ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６］

ｉｎｇ，２０１７，３４（５） ：８８４－８９０．

ＸＵ Ｊｉａｌｉｎ， ＺＨＵ Ｗｅｉｂ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ｚ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５］

辉，邓喀中，雷少刚，等． 采动地裂缝动态发育规律及治

理标 准 探 讨 ［ Ｊ ］ ． 采 矿 与 安 全 工 程 学 报， ２０１７， ３４ （ ５ ） ：
ＬＩＵ Ｈｕｉ， ＤＥＮＧ Ｋａｚｈｏｎｇ， ＬＥＩ Ｓｈａｏｇ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麟，宋世杰． 黄河流域陕北煤矿区采动地裂缝对

ＳＯＮＧ Ｓｈｉｊｉｅ，ＺＨＡＮＧ Ｙｕｌｉｎｇ，ＷＡＮＧ Ｓｈ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１１１，１８６．

刘

８８４－８９０．

Ｓｔｒａｔ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９，４（２） ：１－６．

生物和酶活性的影响［ Ｊ］ ． 煤炭学报，２０２１，４６（５） ：１６３０－１６４０．

及地面裂缝发育规律［ Ｊ］ ． 西安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４１（ １） ：
ｖｅｒｂｕｒｄｅｎ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 ｃｒａｃｋ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ｆｉｓ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４］

车晓阳，侯恩科，孙学阳，等． 沟谷区浅埋煤层覆岩破坏特征

ＣＨＥ Ｘｉａｏｙａｎｇ，ＨＯＵ Ｅｎｋｅ，ＳＵＮ Ｘｕｅｙａｎｇ，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ｏ⁃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

ＷＡＮＧ Ｓｈｕａｎｇｍｉｎｇ， ＤＵ Ｌｉｎ， ＳＯＮＧ Ｓｈｉｊｉ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２０２１，４６（４） ：１２９７－１３０８．
１０４－１１１，１８６．

强，等． 西部生态脆弱区煤炭减损开采地

土壤可蚀性的影响［ Ｊ］ ． 煤炭学报，２０２１，４６（９） ：３０２７－３０３８．

栋，谢晓深，等． 浅埋煤层沟道采动裂缝发育特征

及治理方法［ Ｊ］ ． 煤炭学报，２０２１，４６（４） ：１２９７－１３０８．

ｌｏｗ－ ｂｕｒｉｅｄ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ｇｕｌｌ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王双明，杜

侯恩科，冯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ｒａｃｋｓ ｉｎ ｓｈ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ｃｏａｌ

［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４９（１０） ：１８５－１９２．

ＨＯＵ Ｅｎｋｅ，ＦＥＮＧ Ｄｏｎｇ，ＸＩＥ Ｘｉａｏｓｈｅｎ，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ＷＡＮＧ Ｓｈｕａｎｇｍｉｎｇ， ＳＨＥＮ Ｙａｎｊｕｎ， ＳＵＮ 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育，车晓阳，等． 浅埋煤层过沟开采覆岩破坏特征

及裂隙 演 化 规 律 研 究 ［ Ｊ］ ． 煤 炭 科 学 技 术， ２０２１， ４９ （ １０ ） ：
ＨＯＵ Ｅｎｋｅ，ＣＨＥＮ Ｙｕ，ＣＨＥ Ｘｉａｏｙａｎｇ，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ｏｖｅｒｂｕｒｄｅｎ

保护［ Ｍ］ ． 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２（４） ：０４３５３１．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８，４３（１） ：１９８－２０６．

侯恩科，陈
１８５－１９２．

［１０］

质保障科学问题及技术展望［ Ｊ］ ． 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方法［ Ｊ］ ． 煤炭学报，２０１８，４３（１） ：１９８－２０６．

ｏｆ ｒｅｃｌａｉｍｉｎｇ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ｌ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ａｌｓ

王双明，黄庆享，范立民，等． 生态脆弱区煤炭开发与生态水位

王双明，申艳军，孙

胡振琪，多玲花，王晓彤． 采煤沉陷地夹层式充填复垦原理与
ＨＵ Ｚｈｅｎｑｉ，ＤＵＯ Ｌｉｎｇｈｕａ，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ｔｏ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ＡＮＧ Ｓｈｕａｎｇｍ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Ｑｉｎｇｘｉａｎｇ， ＦＡＮ Ｌｉｍｉｎ， ｅｔ ａｌ． Ｃｏａｌ

［２］

第 ５０ 卷

煤炭科学技术

［１５］

２０２０，４５（８） ：２７２８－２７３９．
赵兵朝，同

超，王文彬，等． 黄土沟壑区煤层开采损害特征

研究［ Ｊ］ ． 矿业安全与环保，２０１５，４２（５） ：１０８－１１１．

ＺＨＡＯ Ｂｉｎｇｃｈａｏ，ＴＯＮＧ Ｃｈａｏ，ＷＡＮＧ Ｗｅｎｂｉｎ，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ｎ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ｌｏｅｓｓ ｈｉｌｌｙ ａｒｅａ［ Ｊ］ ．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ａｆｅｔｙ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４２ （ ５ ） ：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王双明等：黄土沟谷区浅埋煤层开采覆岩破坏与地表损伤特征研究

［１６］

１０８－１１１．

孙学阳，张慧萱，卢明皎，等． 浅埋煤层过双沟地形开采地表
裂缝发育规律［ Ｊ］ ． 煤田地质与勘探，２０２１，４９（６） ：２１２－２２０．

ＳＵＮ Ｘｕｅ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Ｈｕｉｘｕａｎ，ＬＵ Ｍｉｎｇｊｉａｏ，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ｌａｗ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ｒａｃｋｓ ｉｎ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２６］
［２７］

ｄｏｕｂｌｅ ｇｕｌｌｉｅｓ ｔｅｒｒａｉｎ ［ Ｊ］ ． Ｃｏ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

［１７］

发育特征： 以 陕 西 榆 神 府 矿 区 为 例 ［ Ｊ］ ． 煤 炭 学 报， ２０１５，

４０（６） ：１４４２－１４４７．
ＦＡＮ

Ｌｉｍ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ｔｕａｎ， ＸＩＡＮＧ

Ｍａｏｘｉ， ｅｔ

［２８］

［２９］

［１９］

张

健，毕银丽，彭苏萍． 采动地裂缝三维形态探测方法研究

［３０］

侯恩科，从

通，谢晓深，等． 基于颗粒流的浅埋双煤层斜交

［３１］

ｓｔａｇｇｅｒｅ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ｌｏｗ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２１］

［２２］

［３２］

［３３］

ＢＡＩ Ｑ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ＴＵ Ｓｈｉｈａｏ，ＺＨＡＮＧ Ｃｕｎ，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３４］

ＧＡＯ Ｆｕｑｉａｎｇ，ＳＴＥＡＤ Ｄｏｕｇ，ＫＡＮＧ Ｈｏｎｇｐｕ，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ｅｌｅ⁃
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ｆ ａ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ｄｒｉｖｅｎ ａ⁃

ｌｏｎｇ ａｎ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ｇｏａｆ：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 ２５］

Ｃｏ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１２７：１００－１１０．

ＷＡＮＧ Ｇ，ＷＵ Ｍ，ＷＡＮＧ Ｒ，ｅｔ 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 ｚｏｎｅ ａｂｏｖｅ ａ ｃｏａｌ ｆａｃｅ［ Ｊ］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

２１６：１４０－１５２．

杨

柳，李

飞，王金安，等． 综放开采顶煤与覆岩力链结构

及演化特征［ Ｊ］ ． 煤炭学报，２０１８，４３（８） ：２１４４－２１５４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８，４３（８） ：２１４４－２１５４．

来兴平，许慧聪，康延雷． 综放面覆岩运动“ 时 －空－强” 演化
规律分析［ Ｊ］ ． 西安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８，３８（６） ：８７１－８７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３８（６） ：８７１－８７７．

黄庆享，钱鸣高，石平五． 浅埋煤层采场老顶周期来压的结构
分析［ Ｊ］ ． 煤炭学报，１９９９，２４（６） ：５８１－５８５．

ＨＵＡＮＧ Ｑ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ＱＩＡＮ Ｍｉｎｇｇａｏ，ＳＨＩ Ｐｉｎｇｗ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ｒｉｃｈ ｒｏｏｆ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

［２４］

２００８，５７（８） ：４６６７－４６７４．

ｉｎ ｆｕｌｌ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ｔｏｐ － ｃｏａｌ ｃａｖ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 ａ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ａ ｗｉｄｅ ｃｏａｌ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ｆｒｏｍ
１６７：２１５－２２９．

２００８，５７（８） ：４６６７－４６７４．

ｔｅｍｐｏ－ｉｎｔｅｎｓｉｏ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ｂｕｒｄｅｎ ｓｔｒａｔａ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２３］

孙其诚，王光谦． 静态堆积颗粒中的力链分布［ Ｊ］ ． 物理学报，

ＬＡＩ Ｘｉｎｇｐｉｎｇ，ＸＵ Ｈｕｉｃｏｎｇ，ＫＡＮＧ Ｙａｎｌｅｉ．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 ｓｐａｔｉｏ－

ＬＩＵ Ｄｏｎｇｌｉｎ， ＸＵ Ｊｉａｌｉｎ， ＺＨＵ Ｗｅｉｂ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４３（５） ：１５０－１５３．

４４（１０） ：２９４５－２９５２．

ｕｎｄｅｒ ｆｕｌｌ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ｃａｖｉｎｇ ｍｉｎ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缝影响的数值模拟［ Ｊ］ ． 煤矿安全，２０１２，４３（５） ：１５０－１５３．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ｓｌｏｐ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Ｊ］ ．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ｓ，２０１２，

磊． 浅埋煤层采场围岩力链演化规律及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ｎ ｔｏｐ 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ｈａｌｌｏｗ

刘栋林，许家林，朱卫兵，等． 工作面推进方向对坡体采动裂

浩，王

工程应用［ Ｊ］ ． 煤炭学报，２０１９，４４（１０） ：２９４５－２９５２．

ＹＡＮＧ Ｌｉｕ，ＬＩ Ｆｅｉ，ＷＡＮＧ Ｊｉｎ’ ａｎ，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ｓｕｏ， ＺＨＡＯ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１０３，２０－３２．

谢广祥，范

ｇｒａｎｕ ｌａｒ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 Ｊ］ ．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０，２（１） ：０１３５２１．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ｌｏｎｇｗａｌ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ｓ，２０１２，４３（８） ：２０１－２０３．

ＳＵＮ Ｑｉｃｈ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ｑｉａｎ． Ｆｏｒ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ａｔｉｃ

２０２０，２（１） ：０１３５２１．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曦，沈永炬． 薄基岩下采动覆岩破坏变形规律

ｓｅａｍ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９，

开采地表 裂 缝 发 育 特 征 ［ Ｊ］ ． 采 矿 与 岩 层 控 制 工 程 学 报，
ＨＯＵ Ｅｎｋｅ， ＣＯＮＧ Ｔｏｎｇ， ＸＩＥ Ｘｉａｏｓ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远，刘

［ Ｊ］ ． 煤矿安全，２０１２，４３（８） ：２０１－２０３．

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ｆｏｒｃｅ ｃｈａｉｎ ｉｎ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ｃｏ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ｕｂｓｉｄ⁃
［２０］

黄

ＸＩＥ 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ＦＡＮ Ｈａｏ，ＷＡＮＧ Ｌｅｉ．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ｎｇｉ⁃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 Ｂｉ Ｙｉｎｌｉ， ＰＥＮＧ Ｓｕｐ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４８（９） ：２３６－２４２．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９，４４（１１） ：３３１７－３３２８．

ｌａｗｓ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ｉｎ ｂｅｄｒｏｃｋ ［ Ｊ］ ．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及精度评价［ Ｊ］ ． 煤炭科学技术， ２０２０， ４８（９） ： ２３６－２４２．

ｅｎｃ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ｆｉｓ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Ｊ］ ．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煤层综放开采数值模拟研究［ Ｊ］ ． 煤炭学报，２０１９，４４ （ １１） ：

ＨＵＡＮＧ Ｙｕａｎ， ＬＩＵ Ｘｉ， ＳＨＥＮ Ｙｏｎｇｊｕ．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ｂｕｒｄｅ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ｒａｃｋ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ｉｎｉｎｇ ＆ Ｓａｆｅ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９，３６（１） ：７－１５．

许永祥，王国法，李明忠，等． 基于黏结颗粒模型的特厚坚硬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ｏｎｄ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ＡＮＧ Ｑ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ＤＵ Ｊｕｎｗｕ，ＨＯＵ Ｅｎｋｅ，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ｓ ｇｒｏｕｐ ｍｉｎｉｎｇ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９，１１３：１９１－２１０．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ｎｇｗａｌｌ ｔｏｐ－ｃｏａｌ ｃａ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ｒａ－ｔｈｉｃｋ ａｎｄ ｈ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５，４０（６） ：１４４２－１４４７．
３６（１） ：７－１５．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ＸＵ Ｙｏｎｇｘ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Ｇｕｏｆａ， ＬＩ Ｍｉｎｇｚ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ｓｅａｍ ｉｎ Ｙｕｓｈｅｎｆｕ ｃｏ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育规律和 形 成 机 理 研 究 ［ Ｊ］ ． 采 矿 与 安 全 工 程 学 报， ２０１９，

ＪＵＹａｎｇ，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ＳＵ 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ｇ，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

３３１７－３３２８．

ａｌ．

黄庆享，杜君武，侯恩科，等． 浅埋煤层群覆岩与地表裂隙发

ａｒｅａｓ［ Ｊ］ ． Ｇｅｏｆｌｕｉｄｓ，２０２１（８） ：１－１６．

ｃｒｅ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 ｆｉｓｓ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ｉｇ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１８］

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ｂｅｎｅａｔｈ ｆｌａｔ ａｎｄ ｓｌｏｐｉｎｇ ｔｅｒｒａｉｎｓ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ｅｄ ｒｏｃｋ ｓｔｒａｔａ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ｂａｓｅｄ ｄｉｓ⁃

４９（６） ：２１２－２２０．

范立民，张晓团，向茂西，等． 浅埋煤层高强度开采区地裂缝

ＺＨＡＯ Ｊｉａｎｊｕｎ，ＷＡＮ Ｘｕｎ， ＳＨＩ Ｙａｎｂ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ｒｏｏｆ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ｉｎ ｌｏｎｇｗａｌｌ
［３５］

ｆａ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９，２４（６） ：５８１－５８５．
赵

杰，刘长友，李建伟． 沟谷区域浅埋煤层工作面覆岩破断

及矿压显现特征［ Ｊ］ ． 煤炭科学技术，２０１７，４５（１） ：３４－４０．

ＺＨＡＯ Ｊｉｅ， ＬＩＵ Ｃｈａｎｇｙｏｕ， ＬＩ Ｊｉａｎｗｅｉ． Ｏｖｅｒｂｕｒｄｅ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ａ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ｉｎ ｇｕｌｌｙ ｔｅｒｒａｉｎ ［ Ｊ ］ ．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７，４５（１） ：３４－４０．

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