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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岩层控制的三位一体监测

分析方法，适用于采矿工程领域。利用井下矿压

观测通过布置在采空区的压力监测装置和安设

在液压支架上的压力传感器收集；利用覆岩运移

观测基于覆岩关键层结构位置，通过地面钻孔布

置内部岩移多点位移计，结合钻孔电视设备监测

采动覆岩破断运动数据；地表沉陷观测通过GPS

测得沉陷数据。能够研究覆岩各关键层破断运动

对于井下矿压的作用规律及影响程度，可用于确

定引发强矿压显现、致灾的关键层层位，并基于

此，人为干预关键层的破断，实现井下矿压的科

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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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岩层控制的三位一体监测方法，利用设置在地面的位移编码器，设置在回采巷

道中的压力接受分站，其特征在于：根据获取的区域地层覆岩全柱状确定回采工作面覆岩

各关键层位置，在工作面所对应的地面区域连续布置3个岩层移动监测孔，利用在岩层移动

监测孔内设有多个锚固点监测各关键层随工作面开采的相对下沉量，在中间位置的岩层移

动监测孔一侧布置电视观测孔，并观察孔内部孔壁的裂隙、错动情况，检测工作面的压力，

检测工作面液压支架的压力，检测各地表沉陷的下沉量，从而获得岩层移动监测孔内各锚

固点的实际下沉量，利用实际下沉量从而判断出发生破断的关键层；

具体步骤如下：

a、根据开采区域地质信息，获取该区域地层覆岩全柱状，基于“岩层控制的关键层”理

论对覆岩全柱状进行判别，确定回采工作面覆岩各关键层位置；

b、工作面推过切眼距离超过两倍工作面宽度后，通过GPS测量系统确定井下工作面所

对应的地面区域，进而在工作面中部所对应的地表区域，沿工作面推进方向间隔30-40m连

续布置3个地面钻孔作为岩层移动监测孔，岩层移动监测孔均垂直下钻至开采煤层；

在每个岩层移动监测孔中设置多个锚固点作为覆岩各关键层移动的测点，其中锚固点

分别设置在岩层移动地面钻孔内的覆岩各关键层厚度中部，利用细钢丝将锚固点与设置在

地面的位移编码器相连接，利用锚固点监测各关键层随工作面开采的相对下沉量S1；

c、沿工作面倾向，在3个岩层移动监测孔中间位置的岩层移动监测孔任一侧距离20-

30m的位置布置一个电视观测孔，电视观测孔垂直下钻至开采煤层；在工作面开采至距离电

视观测孔50m时，使用深井探测仪间隔1-2天观测一次电视观测孔内部孔壁的裂隙、错动情

况，直至工作面推过电视观测孔100-200m或检测到电视观测孔孔内裂隙不再发育；

d、每当工作面推进至各个岩层移动监测孔下方时，在工作面液压支架与刮板输送机之

间沿工作面全长均匀埋设三组压力饼，压力饼主要用于监测采空区上覆冒落矸石重量，压

力饼通过铠装电缆与设置在回采巷道内的压力接受分站连接，通过光纤、电缆传输介质，将

压力数据传输到地面监测中心，以便数据的实时提取；将工作面液压支架每5个作为一组，

在每组首个液压支架的支架活柱上安装压力传感器，利用压力传感器实时监测液压支架承

受的压力；

e、以中间位置的岩层移动监测孔为中心，分别沿工作面走向和倾向布置两条地表沉陷

观测线，利用GPS量测设备记录各地表沉陷观测点随工作面开采的下沉量S2；

f、利用公式：S＝S1+S2，即可得到岩层移动监测孔内各锚固点的实际下沉量S，便于研

究煤层开采各覆岩运动程度；

当压力传感器采集到液压支架上的压力数据大幅升高时，对比覆岩各关键层锚固点下

沉量数据变化情况，初步判断下沉量数据变化大幅增大的测点所对应的关键层即为该阶段

发生破断的关键层，同时，结合电视观测孔内裂隙、错动情况和采空区压力数据反推的垮落

厚度进一步确定产生破断运动的覆岩关键层层位，为有针对性的弱化关键层提供依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岩层控制的三位一体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井下工作面

的支架阻力数据及采空区压力数据，多点位移计及钻孔电视采集的采动覆岩岩层运动规律

实测数据，以及地表沉陷观测数据，都是从工作面距钻孔50m-100m开始，至推过钻孔100m-

200m后结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岩层控制的三位一体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地表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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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观测线长500m-600m，地表沉陷观测线从中心出发每隔20m-30m的间距布置有地表沉陷观

测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岩层控制的三位一体监测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位

移编码器由编码器和钢丝组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岩层控制的三位一体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岩层破

断运动时带动固定于岩层的锚固点运动，锚固点带动钢丝绳发生下沉运动，钢丝绳一端与

锚固点相连，钢丝绳另一端与编码器相连，因此位移编码器主要用于记录可记录各个时间

段的固定于岩层的锚固点下沉量，以此代表岩层的下沉量，位移数据监测频率为10s。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岩层控制的三位一体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深井探

测仪型号为SYKJ-6型，各液压支架设置的压力传感器的压力数据采集频率为5min；GPS量测

设备的监测频率为每周2-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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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层控制的三位一体监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岩层控制的监测方法，尤其适用于采矿工程领域中使用的岩层控

制的三位一体监测分析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配套设备及开采工艺水平的不断提升，大采高综采、特厚煤层综放开采技术

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已在我国神东、大同、晋城、潞安等数个矿区得到广泛应用，并且取代

分层综采，成为我国厚及特厚煤层的两大主流采煤技术。然而，随着煤层开采厚度的增加，

采场矿压问题愈发严峻，工作面压架、冒顶事故频发、顶板支护对策缺乏，严重威胁了矿井

的安全高效生产，如何采动覆岩关键层破断运动的有效监测并建立其与采场矿压的对应关

系、实现顶板的有效控制是煤矿领域亟待解决的科学及工程难题之一。

[0003] 目前，基于关键层破断运动的岩层控制技术，在目标关键层的确定上多是基于理

论估算的方法，或是单一的打钻孔电视孔观测的方法，存在较大的盲目性。特别是对大采高

综采、特厚煤层综放开采一次采出空间大，覆岩垮裂范围广，缺乏将井下矿压、覆岩运移、地

表沉陷的一体化监测和分析研究思路，难以揭示大空间采场(大采高、特大采高、特厚煤层

综放开采)覆岩运动对采场矿压的作用机制。

发明内容

[0004] 技术问题：针对上述技术目的，提供一种步骤简单，掌握下至井下矿压、中至覆岩

运移、上至地表沉陷的整个覆岩运移规律，揭示覆岩运动对采场矿压的作用机制，实现大空

间采场矿压的科学控制的岩层控制的三位一体监测方法。

[0005] 技术方案：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的岩层控制的三位一体监测分析方法，利

用设置在地面的位移编码器，设置在回采巷道中的压力接受分站，根据获取的区域地层覆

岩全柱状确定回采工作面覆岩各关键层位置，在工作面所对应的地面区域连续布置3个岩

层移动监测孔，利用在岩层移动监测孔内设有多个锚固点监测各关键层随工作面开采的相

对下沉量，在中间位置的岩层移动监测孔一侧布置电视观测孔，并观察孔内部孔壁的裂隙、

错动情况，检测工作面的压力，检测工作面液压支架的压力，检测各地表沉陷的下沉量，从

而获得岩层移动监测孔内各锚固点的实际下沉量，利用实际下沉量从而判断出发生破断的

关键层。

[0006] 具体步骤如下：

[0007] a、根据开采区域地质信息，获取该区域地层覆岩全柱状，基于“岩层控制的关键

层”理论对覆岩全柱状进行判别，确定回采工作面覆岩各关键层位置；

[0008] b、工作面推过切眼距离超过两倍工作面宽度后，通过GPS测量系统确定井下工作

面所对应的地面区域，进而在工作面中部所对应的地表区域，沿工作面推进方向间隔30-

40m连续布置3个地面钻孔作为岩层移动监测孔，岩层移动监测孔均垂直下钻至开采煤层；

[0009] 在每个岩层移动监测孔中设置多个锚固点作为覆岩各关键层移动的测点，其中锚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07165676 B

4



固点分别设置在岩层移动地面钻孔内的覆岩各关键层厚度中部，利用细钢丝将锚固点与设

置在地面的位移编码器相连接，利用锚固点监测各关键层随工作面开采的相对下沉量S1；

[0010] c、沿工作面倾向，在3个岩层移动监测孔中间位置的岩层移动监测孔任一侧距离

20-30m的位置布置一个电视观测孔，电视观测孔垂直下钻至开采煤层；在工作面开采至距

离电视观测孔50m时，使用深井探测仪间隔1-2天观测一次电视观测孔内部孔壁的裂隙、错

动情况，直至工作面推过电视观测孔100-200m或检测到电视观测孔孔内裂隙不再发育；

[0011] d、每当工作面推进至各个岩层移动监测孔下方时，在工作面液压支架与刮板输送

机之间沿工作面全长均匀埋设三组压力饼，压力饼通过铠装电缆与设置在回采巷道内的压

力接受分站连接，通过光纤、电缆等传输介质，将压力数据传输到地面监测中心，以便数据

的实时提取；将工作面液压支架每5个作为一组，在每组首个液压支架的支架活柱上安装压

力传感器，利用压力传感器实时监测液压支架承受的压力；

[0012] e、以中间位置的岩层移动监测孔为中心，分别沿工作面走向和倾向布置两条地表

沉陷观测线，利用GPS等量测设备记录各地表沉陷观测点随工作面开采的下沉量S2；

[0013] f、利用公式：S＝S1+S2，即可得到岩层移动监测孔内各锚固点的实际下沉量S，便于

研究煤层开采各覆岩运动程度；

[0014] 当压力传感器采集到液压支架上的压力数据大幅升高时，对比覆岩各关键层锚固

点下沉量数据变化情况，初步判断下沉量数据变化大幅增大的测点所对应的关键层即为该

阶段发生破断的关键层，同时，结合电视观测孔内裂隙、错动情况和采空区压力数据反推的

垮落厚度进一步确定产生破断运动的覆岩关键层层位，为有针对性的弱化关键层提供依

据。

[0015] 井下工作面的支架阻力数据及采空区压力数据，多点位移计及钻孔电视采集的采

动覆岩岩层运动规律实测数据，以及地表沉陷观测数据，都是从工作面距钻孔50m-100m开

始，至推过钻孔100m-200m后结束。

[0016] 所述地表沉陷观测线长500m-600m，地表沉陷观测线从中心出发每隔20m-30m的间

距布置有地表沉陷观测点，

[0017] 所述位移编码器由编码器和钢丝组成。

[0018] 所述岩层破断运动时带动固定于岩层的锚固点运动，锚固点带动钢丝绳发生下沉

运动，钢丝绳一端与锚固点相连，钢丝绳另一端与编码器相连，因此位移编码器主要用于记

录可记录各个时间段的固定于岩层的锚固点下沉量，以此代表岩层的下沉量，位移数据监

测频率为10s.

[0019] 所述深井探测仪型号为SYKJ-6型，各液压支架设置的压力传感器的压力数据采集

频率为5min；GPS等量测设备的监测频率为每周2-3次。

[0020] 有益效果：

[0021] 本申请基于现场实测数据，即下至井下矿压、中至覆岩运移、上至地表沉陷三个层

位监测数据的分析方法，对理论研究具有补充验证作用

[0022] 利用井下矿压、覆岩运移、地表沉陷三个空间位置的数据同步监测和统一分析方

法，即在监测期间，以时间为节点，建立同一时刻由下至上三个空间位置的数据对应关系，

同步分析三个监测位置数据

[0023] 本申请通过对比同一时刻采场矿压和内部岩移测点的绝对下沉量，能够明确覆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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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关键层破断运动对井下矿压的作用机制，即采场每一次来压是由哪一层或哪几层关键层

引起的，为采场支架合理阻力确定、目标关键层改性弱化等相应的矿压控制对策提供了科

学依据，避免了目标层选择存在的盲目性、随意性。再采用地面钻孔实施高压注水压裂、深

孔爆破等成熟技术，降低该关键层能量集聚，从而减小该关键层破断时的能量释放，实现大

空间采场矿压的有效控制。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的施工地面钻孔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的岩层移动监测孔地面钻孔多点位移计测点布置位置示意图；

[0026] 图3是本发明的地表沉陷观测点布置示意图；

[0027] 图4是本发明三位一体监测数据耦合分析方法示意。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申请做进一步说明：

[0029]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发明的岩层控制的三位一体监测分析方法利用设置在地

面的位移编码器，设置在回采巷道中的压力接受分站，其特征在于：根据获取的区域地层覆

岩全柱状确定回采工作面覆岩各关键层位置，在工作面所对应的地面区域连续布置3个岩

层移动监测孔，利用在岩层移动监测孔内设有多个锚固点监测各关键层随工作面开采的相

对下沉量，在中间位置的岩层移动监测孔一侧布置电视观测孔，并观察孔内部孔壁的裂隙、

错动情况，检测工作面的压力，检测工作面液压支架的压力，检测各地表沉陷的下沉量，从

而获得岩层移动监测孔内各锚固点的实际下沉量，利用实际下沉量从而判断出发生破断的

关键层。

[0030] 其具体步骤如下：

[0031] a、根据开采区域地质信息，获取该区域地层覆岩全柱状，基于“岩层控制的关键

层”理论对覆岩全柱状进行判别，确定回采工作面覆岩各关键层位置；

[0032] b、工作面推过切眼距离超过两倍工作面宽度后，通过GPS测量系统确定井下工作

面所对应的地面区域，进而在工作面中部所对应的地表区域，沿工作面推进方向间隔30-

40m连续布置3个地面钻孔作为岩层移动监测孔，岩层移动监测孔均垂直下钻至开采煤层；

如图3中的钻孔1#、2#和3#，图中的Q1、Q5…Q25分别为工作面倾向地表沉陷观测点，Z1、Z5…

Z25分别为工作面走向地表沉陷观测点；

[0033] 如图2所示，在每个岩层移动监测孔中设置多个锚固点作为覆岩各关键层移动的

测点，其中锚固点分别设置在岩层移动地面钻孔内的覆岩各关键层厚度中部，其中KS1表示

第1层亚关键层，KS2表示第2层关键层，KS3表示第3层关键层，PKS表示主关键层。利用细钢

丝将锚固点与设置在地面的位移编码器相连接，利用锚固点监测各关键层随工作面开采的

相对下沉量S1，多个锚固点与相应的位移计连接即组成了多点位移计。

[0034] c、沿工作面倾向，在3个岩层移动监测孔中间位置的岩层移动监测孔任一侧距离

20-30m的位置布置一个电视观测孔，电视观测孔垂直下钻至开采煤层；在工作面开采至距

离电视观测孔50m时，使用深井探测仪间隔1-2天观测一次电视观测孔内部孔壁的裂隙、错

动情况,直至工作面推过钻孔100-200m或检测到孔内裂隙不再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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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d、如图4所示，每当工作面推进至各个岩层移动监测孔下方时，在工作面液压支架

与刮板输送机之间沿工作面全长均匀埋设三组压力饼，压力饼通过铠装电缆与设置在回采

巷道内的压力接受分站连接，通过光纤、电缆等传输介质，将压力数据传输到地面监测中

心，以便数据的实时提取；将工作面液压支架每5个作为一组，在每组首个液压支架的支架

活柱上安装压力传感器，利用压力传感器实时监测液压支架承受的压力；各液压支架设置

的压力传感器的压力数据采集频率为5min；

[0036] e、以中间位置的岩层移动监测孔为中心，分别沿工作面走向和倾向布置两条长

500-600m的地表沉陷观测线，并从中心出发，沿着观测线以20-30m的间距布置多个地表沉

陷观测点，利用GPS等量测设备记录各地表沉陷观测点随工作面开采的下沉量S2；GPS等量

测设备的监测频率为每周2-3次；

[0037] f、利用公式：S＝S1+S2，即可得到岩层移动监测孔内各锚固点的实际下沉量S，便于

研究煤层开采各覆岩运动程度；

[0038] 当压力传感器采集到液压支架上的压力数据大幅升高时，对比覆岩各关键层锚固

点下沉量数据变化情况，初步判断下沉量数据变化大幅增大的测点所对应的关键层即为该

阶段发生破断的关键层，同时，结合电视观测孔内裂隙、错动情况和采空区压力数据反推的

垮落厚度进一步确定产生破断运动的覆岩关键层层位，为有针对性的弱化关键层提供依

据；本方法能够研究覆岩各关键层破断运动对于井下矿压的作用规律及影响程度，可用于

确定引发强矿压显现、致灾的关键层层位，并基于此，人为干预关键层的破断，实现井下矿

压的科学控制。

[0039] 其中井下工作面的支架阻力数据及采空区压力数据，多点位移计及钻孔电视采集

的采动覆岩岩层运动规律实测数据，以及地表沉陷观测数据，都是从工作面距钻孔50-100m

开始，至推过钻孔100-200m后结束；

[0040] 所述岩层破断运动时带动固定于岩层的锚固点运动，锚固点带动钢丝绳发生下沉

运动，钢丝绳一端与锚固点相连，钢丝绳另一端与编码器相连，因此位移编码器主要用于记

录可记录各个时间段的固定于岩层的锚固点下沉量，以此代表岩层的下沉量，位移数据监

测频率为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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