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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易于回撤通道留设的采

场顶板管理办法，通过对于顶板岩层周期来压步

距的调整，对于存在异常涌水隐患的矿井，能够

有效避免回采工作面出现顶板涌水甚至突水事

故，确保回撤过程中的巷道安全可靠。也可改变

回撤通道围岩周边塑性区的分布，易于留设回撤

通道，以保证无异常涌水隐患为前提。对于无异

常涌水隐患的矿井，通过改变回撤通道围岩主应

力方向，改善塑性区分布情况，减轻回撤巷道的

矿压显现程度，使得回撤通道易于留设，便于回

撤工作的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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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易于回撤通道留设的采场顶板管理办法，通过调节回采工作面的推进速度对顶

板岩层周期来压步距进行调整，减轻回撤通道所受超前支承压力的影响，保护回撤通道免

受顶板异常涌水影响，同时减少回撤巷道的围岩变形程度，使得回撤通道更易留存，确保矿

井安全生产，其特征在于：对于存在回撤通道顶板岩层异常涌水隐患情况的矿井，通过调节

主关键层下位亚关键层的周期来压步距，调节回采工作面顶板岩层中纵向涌水裂隙的位

置，避免回采工作面出现异常涌水灾害；对于无回撤通道顶板岩层异常涌水隐患情况的矿

井，根据蝶形塑性区理论中巷道围岩区域主应力方向与塑性最大破裂深度的关系，通过调

节主关键层的周期来压步距，改变关键层破断块体长度，进而改变回撤巷道围岩主应力方

向，使得塑性区的分布有利于回撤巷道的留存；回采工作面的推进速度与顶板周期来压步

距的关系为：   ，根据本公式求得调整周期来压步距所需要的回

采工作面推进速度v；L为调整后的周期来压步距，m；L0为调整前的周期来压步距，m；v为回

采工作面调整后的推进速度，m/天；v0为回采工作面调整前的推进速度，m/天；f为周期来压

步距敏感系数；M为采煤高度，m；   为直接顶厚度，m；k1为初期岩体碎胀系数；k2为后期

岩体碎胀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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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易于回撤通道留设的采场顶板管理办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矿井安全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易于回撤通道留设的采场顶板

管理办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高产高效矿井生产过程中广泛使用回撤通道服务于煤矿井下回采工作面的

搬家工序，有效的缩短了回采工作面的搬家时间，提高了矿井生产过程中的接替效率。然

而，随着回采工作面的不断推进，煤体前方的回撤通道会受到由采动过程中引起的超前支

承压力的影响，巷道顶板附近岩体中纵向涌水裂隙的发育，沟通含水岩层，造成回采工作面

异常涌水甚至发生突水事故的发生。此外，回撤通道受剧烈超前支承压力的影响，使其围岩

应力处于极不等压状态下，呈现蝶形塑性区的破坏特征，致使回撤通道出现剧烈的矿压显

现，特别是回撤通道的顶底板及两帮极易出现变形、垮落甚至巷道完全损毁。严重影响回采

工作面的正常搬家，不利于煤矿生产的平稳接替。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易于回撤通道留设的采场顶板管理方法，减轻回撤通道所受超

前支承压力的影响，保护回撤通道免受顶板异常涌水影响，同时减少回撤巷道的围岩变形

程度，使得回撤通道更易留存，确保矿井安全生产。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易于回撤通道留设的采场顶板

管理办法，对于存在回撤通道顶板岩层异常涌水的隐患情况的矿井，通过调节主关键层下

位亚关键层的周期来压步距，调节巷道顶板岩层中纵向涌水裂隙的位置，避免回采工作面

出现异常涌水甚至突水等灾害；

[0005] 周期来压步距的调节是通过调节回采工作面的推进速度实现的，回采工作面的推

进速度与顶板周期来压步距的关系为： ，根据本公式求得

调整周期来压步距所需要的回采工作面推进速度v；L为调整后的周期来压步距，m；L0为调

整前的周期来压步距，m；v为回采工作面调整后的推进速度，m/天；v0为回采工作面调整前

的推进速度，m/天；f为周期来压步距敏感系数；M为采煤高度，m； 为直接顶厚度，m；k1为

初期岩体碎胀系数；k2为后期岩体碎胀系数。

[0006] 一种易于回撤通道留设的采场顶板管理办法，对于无回撤通道顶板岩层涌水异常

隐患情况的矿井，根据蝶形塑性区理论中巷道围岩区域主应力方向与塑性最大破裂深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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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通过调节主关键层的周期来压步距，改变关键层破断块体长度，进而改变回撤巷道围

岩主应力方向，使得塑性区的分布有利于回撤巷道的留存；

[0007] 周期来压步距的调节是通过调节回采工作面的推进速度实现的，回采工作面的推

进速度与顶板周期来压步距的关系为：  ，根据本公式求得

调整周期来压步距所需要的回采工作面推进速度v；L为调整后的周期来压步距，m；L0为调

整前的周期来压步距，m；v为回采工作面调整后的推进速度，m/天；v0为回采工作面调整前

的推进速度，m/天；f为周期来压步距敏感系数；M为采煤高度，m； 为直接顶厚度，m；k1为

初期岩体碎胀系数；k2为后期岩体碎胀系数。

[0008] 本发明产生的有益效果是：通过对于顶板岩层周期来压步距的调整，对于存在异

常涌水隐患的矿井，能够有效避免回采工作面出现顶板异常涌水甚至突水事故，确保回撤

过程中的巷道安全可靠。（也可改变回撤通道围岩周边塑性区的分布，易于留设回撤通道，

以保证无异常涌水隐患为前提）对于无异常涌水隐患的矿井，通过改变回撤通道围岩主应

力方向，改变塑性区分布情况，减轻回撤巷道的矿压显现程度，使得回撤通道易于留设，便

于回撤工作的有序进行。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实施例1中工作面存在异常涌水隐患的纵向涌裂隙位置示意图；

[0010] 图2为实施例1中调节后工作面无异常涌水隐患的纵向涌裂隙位置示意图；

[0011] 图3为实施例2中工作面推进至距回撤通道较远时回撤通道的塑性区破坏情况示

意图；

[0012] 图4为实施例2中工作面推进至距回撤通道较近时回撤通道的塑性区破坏情况示

意图；

[0013] 图5为实施例2中工作面推进至距回撤通道较近时调节之后回撤通道的塑性区破

坏情况示意图；

[0014] 图6为实施例1或实施例2中工作面附近巷道布置平面图。

[0015] 图中标号：1地表、2回采工作面、3回撤通道、4含水层、5主关键层、6亚关键层、7上

覆岩层均布载荷、8工作面回风巷、9工作面运输巷、10停采线、11纵向涌水裂隙。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实施例1

[0017] 一种易于回撤通道留设的采场顶板管理办法，对于存在回撤通道顶板岩层异常涌

水隐患情况的矿井，通过调节主关键层下位亚关键层的周期来压步距，调节巷道顶板岩层

中纵向涌水裂隙的位置，避免回采工作面出现突水等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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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周期来压步距的调节是通过调节回采工作面的推进速度实现的，回采工作面的推

进速度与顶板周期来压步距的关系为：  ，记录回采工作面

采煤高度M，直接顶厚度 ；根据现场地质柱状信息与开采设计参数确定回采工作面初

始推进速度（回采工作面调整前的推进速度）v0及此时老顶的周期来压步距L0；由现场实际

测定初期及后期岩体碎胀系数k1，k2；根据本公式求得调整周期来压所需要的回采工作面推

进速度v；L为调整后的周期来压步距，m；L0为调整前的周期来压步距，m；v为回采工作面调

整后的推进速度，m/天；v0为回采工作面调整前的推进速度，m/天；f为周期来压步距敏感系

数；M为采煤高度，m； 为直接顶厚度，m；k1为初期岩体碎胀系数；k2为后期岩体碎胀系

数。

[0019] 图6为实施例1中回采工作面附近巷道布置平面图。图1为实施例1中回采工作面存

在异常涌水隐患的纵向涌裂隙位置示意图（在回采过程中，回采工作面上方岩层受采动影

响会发生破断，断裂的岩体之间会生成裂隙。当上方岩层中存在含水层时，这种裂隙受采动

过程影响不断扩展，沟通含水层形成纵向涌水裂隙。纵向涌水裂隙的形成使得回采工作面

上方岩层存在异常涌水隐患，可能在回采工作面生产过程中出现异常涌水甚至突水事故）；

图2为实施例1中调节后回采工作面无异常涌水隐患的纵向涌裂隙位置示意图（调节回采工

作面推进速度之后，改变了工作面上方岩层受采动作用的破断情况，改变了沟通含水层的

纵向涌水裂隙的位置，尽量使纵向涌水裂隙位于回采工作面前方煤壁中。采取这种措施，能

够避免回采工作面出现异常涌水现象，保证回采工作面的安全推进）。

[0020] 本实施例调节回采工作面上方主关键层下位亚关键层的周期来压步距，使得由于

顶板岩层破断产生的纵向涌水裂隙位于回采工作面前方煤壁中，使得回采工作面免受异常

涌水甚至突水威胁，确保回撤过程的安全有序。

[0021] 实施例2

[0022] 一种易于回撤通道留设的采场顶板管理办法，对于无回撤通道顶板岩层异常涌水

隐患情况的矿井，根据蝶形塑性区理论中巷道围岩区域主应力方向与塑性最大破裂深度的

关系，通过调节主关键层的周期来压步距，改变关键层破断块体长度，进而改变回撤巷道围

岩主应力方向，使得塑性区的分布有利于回撤巷道的留存；

[0023] 周期来压步距的调节是通过调节回采工作面的推进速度实现的，回采工作面的推

进速度与顶板周期来压步距的关系为：  ，记录回采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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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高度M，直接顶厚度 ；根据现场地质柱状信息与开采设计参数确定回采工作面初

始推进速度（回采工作面调整前的推进速度）v0及此时老顶的周期来压步距L0；由现场实际

测定初期及后期岩体碎胀系数k1，k2；根据本公式求得调整周期来压所需要的回采工作面推

进速度v；L为调整后的周期来压步距，m；L0为调整前的周期来压步距，m；v为回采工作面调

整后的推进速度，m/天；v0为回采工作面调整前的推进速度，m/天；f为周期来压步距敏感系

数；M为采煤高度，m； 为直接顶厚度，m；k1为初期岩体碎胀系数；k2为后期岩体碎胀系

数。

[0024] 图6为实施例2中回采工作面附近巷道布置平面图。图3为实施例2中回采工作面推

进至距回撤通道较远时回撤通道的塑性区破坏情况示意图（当回采工作面推进至距离回撤

通道较远的位置时，回撤通道受采动影响较小，回撤巷道塑性区破坏范围较小）。图4为实施

例2中回采工作面推进至距回撤通道较近时回撤通道的塑性区破坏情况示意图（当回采工

作面推进至距离回撤通道较近的位置时，回撤通道受采动影响较大，回撤巷道塑性区破坏

范围较大，围岩破碎严重，不利于回撤通道的留存）。图5为实施例2中回采工作面推进至距

回撤通道较近时调节之后回撤通道的塑性区破坏情况示意图（通过调节回采工作面的推进

速度，改变回采工作面上方岩层中的周期来压步距，改善了回撤通道附近岩层的承载情况，

减小了回撤通道的塑性区破坏范围，有利于回撤通道的留设，便于回采工作面的顺利搬

家）。

[0025] 本实施例根据蝶形塑性区理论中巷道围岩区域主应力方向与塑性最大破裂深度

的关系，通过调节主关键层的周期来压步距，改变关键层破断块体长度，进而改变回撤巷道

围岩主应力方向，使得塑性区的分布有利于回撤巷道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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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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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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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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