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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
填开采方法，
在露天矿端帮布置L/U型巷道，
采用
放射式充填开采的方式进行端帮充填采煤作业，
即通过远程控制掘进机，
用掘进机从露天矿端帮
通过掘进巷硐的形式破煤，
巷硐掘煤完毕后，
采
用充填泵通过管道泵送至采空区进行适时充填
的开采方法，
实现采区无煤柱开采。
矿区排土、
矸
石、粉煤灰等固体废弃物作为主要的充填物料，
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这种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
填开采方法工艺简单，
既回收端帮压煤资源，
提
高煤炭资源回收率，
还能合理处理矿区的固体矸
石废弃物。符合绿色矿山发展的方向 ，
为我国西
部矿区露天端帮压煤的安全和高效充填开采提
供了一种新的技术方法，
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和
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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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L/U型巷道布置、放射式
充填采煤工艺；
从露天矿端帮通过掘进机掘进L/U型巷道，
作为运送煤炭的运输巷和回风巷，
并进行支
护；
放射式充填采煤方法中，
从L/U型巷道向垂直或斜交于巷道方向掘进充填巷，
并进行放
射式充填采煤作业，
各充填巷在充填采煤作业过程中不进行支护。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L/U型
巷道为：
所述回风巷分为水平若干段，
将露天矿端帮分为上下两部分；
每一段回风巷的末端
上方垂直掘进一运输巷，
相邻每两条运输巷与其之间的一段回风巷形成U型巷道，
每条运输
巷与下部已连通的回风巷均分别形成L型巷道。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掘进机采用
远程控制，
通过远程操控系统对掘进机进行控制，
掘进机的远程控制最远距离为300m。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法，
其特征在于：
露天端帮压
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法的具体工艺为：
a .将皮带输送机接在掘进机尾部，
遥控进入充填巷进行割煤、
落煤；
b .由掘进机自动铲送至胶带输送机，
将煤炭运送到端帮外，
由装载机将煤炭运走；
c .当充填巷采煤结束后，
进行充填巷的充填作业，
胶结充填材料输送采用泵送的方式，
通过充填管路直接从地面泵送至充填区域。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胶带输
送机由电动滚筒驱动，
胶带输送机机架每节长度20m，
下部安装有两组行走轮，
机组每前进
20m，
在巷硐口续接一节机架。
6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胶结充
填 物料由 露 天 矿 排 土 和矸 石 、粉 煤灰 、水 泥 、生 石灰 和水组 成 ，其 质量 百 分比 为 矸 石
45 .5wt .％、粉煤灰40wt .％、
水泥10wt .％、
生石灰4 .5wt .％，
将其混合均匀，
加水配成浓度
为76wt .％的胶结充填物料。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法，
其特征在于：
端帮压煤放
射式充填开采方法的具体充填巷接替顺序为：
每开采完一条，
即对其进行充填，
间隔5条巷
道依次开采充填巷，
并依次及时进行充填，
以此类推，
直到整个设计区域开采完毕。
8 .权利要求1所述的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法，
其特征在于：
采煤区域之间间
隔20-30m的煤柱。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法，
其特征在于：，
该方法采
用抽出式通风方式，
在L/U型巷道出口处布置一台抽出式通风机；
各充填巷采用压入式局部
通风方式，
在支巷硐口外胶带输送机架上安装一台局部通风机，
用阻燃风筒向工作面供风，
机组每前进20m，
延接一节20m风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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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煤炭开采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
法，
尤其是一种露天端帮压煤资源回收的开采方法，
有效提高资源回收率，
保护环境，
符合
绿色开采要求。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西部地区分布着许多露天煤矿，
部分露天煤矿因为开采强度大，
开采时间长，
露天境界内易开采的煤炭资源已经基本被开采完毕。但是，
矿坑边坡压占大量煤炭资源，
如
果放弃不采会造成煤炭资源的严重浪费，
随着露天矿的生产以及内部排土的同时进行，
边
坡高度逐渐变低直至消失，
如果不及时采出边坡下压占的资源，
很可能造成资源的永久性
损失。
这样不利于煤矿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也使国家遭受重大的资源损失。
[0003] 目前回收边坡压煤的主要方法是进行端帮开采，
但该方法在顶板不完整，
强度不
够的情况下进行端帮开采容易造成煤层顶板整体、
大面积冒落对端帮采煤机造成巨大伤害
且增加开采成本，
危害人员安全；
在端帮采煤过程中需要留设大量的煤柱用于维护采矿安
全，
煤柱留设过多会影响煤炭采出率，
留设过少容易造成安全隐患以及环境威胁；
端帮采煤
难以对比较厚的煤层进行有效的开采；
端帮采煤会导致地表沉陷，
边坡管理困难。
[0004] 基于此，
发明了这种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法，
解决了端帮开采的技术
难题，
实现了端帮压煤高效开采。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法能尽可能采出端部压
煤资源，
提高端帮采煤的安全性和煤炭资源的采出率。这种方法可以有效解决矿区排土和
矸石等固体废弃物的处理问题，
提高了煤炭资源回收率，
保护矿区环境。
能够取得良好的经
济、
社会、
环境效益，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广阔的应用前景。
发明内容
[0005] 技术问题：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法，
来解决
露天端帮压煤资源安全开采问题，
符合绿色矿山发展的要求。
[0006] 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L/U型巷道布置、放射
式充填采煤工艺；
[0008] a .从露天矿端帮通过掘进机掘进L/U型巷道，
作为运送煤炭的运输巷和回风巷，
并
进行支护；
[0009]
b .放射式充填采煤方法中，
从L/U型巷道向垂直或斜交于巷道方向掘进充填巷，
并
进行放射式充填采煤作业，
各充填巷在充填采煤作业过程中不进行支护。
[0010] 所述L/U型巷道为：
所述回风巷分为水平若干段，
将露天矿端帮分为上下两部分；
每一段回风巷的末端上方垂直掘进一运输巷，
相邻每两条运输巷与其之间的一段回风巷形
成U型巷道，
每条运输巷与下部已连通的回风巷均分别形成L型巷道。
[0011] 进一步的，
掘进机采用远程控制，
通过远程操控系统对掘进机进行控制，
掘进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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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控制最远距离为300m。
[0012] 进一步的，
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法的具体工艺为：
[0013] a .将皮带输送机接在掘进机尾部，
遥控进入充填巷进行割煤、
落煤；
[0014]
b .由掘进机自动铲送至胶带输送机，
将煤炭运送到端帮外，
由装载机将煤炭运走；
[0015] c .采当充填巷采煤结束后，
进行充填巷的充填作业，
胶结充填材料输送采用泵送
的方式，
通过充填管路直接从地面泵送至充填区域。
[0016] 进一步的 ，
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法的具体充填巷接替顺序的特征在
于：
每开采完一条，
即对其进行充填，
间隔5条巷道依次开采充填巷，
并依次及时进行充填，
以此类推，
直到整个设计区域开采完毕。采煤区域之间间隔20-30m的煤柱。
[0017] 进一步的，
该方法采用抽出式通风方式，
在L/U型巷道出口处布置一台抽出式通风
机。各充填巷采用压入式局部通风方式，
在支巷硐口外胶带输送机架上安装一台局部通风
机，
用阻燃风筒向工作面供风，
机组每前进20m，
延接一节20m风筒。
[0018] 进一步的，
皮带输送机、
充填材料其特征在于：
[0019] a .胶带输送机由电动滚筒驱动，
胶带输送机机架每节长度20m，
下部安装有两组行
走轮，
机组每前进20m，
在巷硐口续接一节机架。
[0020]
b .端帮充填采煤胶结充填物料由露天矿排土和矸石、
粉煤灰、
水泥、
生石灰和水组
成，
其质量百分比为矸石45 .5wt .％，
粉煤灰40wt .％，
水泥10wt .％，
生石灰4 .5wt .％，
将其
混合均匀，
加水配成浓度为76wt .％的胶结充填物料。
[0021] 有益效果：
本发明介绍了一种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法，
这种方法工艺
简单，
解决端帮煤炭资源采出率低的问题，
并极大提高了充填巷的安全性，
对露天煤矿端帮
压煤采出率的提高和作业期间安全性有重要意义，
端帮充填采煤在开采煤炭资源的同时，
可以规模化处理矿区矸石和排土等固体废弃物，
作为充填材料充入采空区，
从根本上减少
矸石和排土等固体废弃物对环境的破坏，
对改变传统处理矸石方式有重要意义，
在环保政
策愈发严格的背景下，
规模化处理矿区矸石和排土等固体废弃物符合绿色矿山发展的要
求。
附图说明
[0022] 图1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开采立体示意图；
[0023] 图2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开采顺序布置图；
[0024] 图中：
1 .煤层底板；
2 .端帮煤层；
3 .煤层顶板；
4 .矸石和排土；
5 .粉煤灰；
6 .蓄水池；
7 .破碎机；
8 .排土场；
9 .胶带输送机；
10 .搅拌机；
11 .充填泵；
12 .回风巷；
13 .充填管路；
14 .
充填巷；
15 .运输巷；
16 .煤堆；
17 .煤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法，
在露天矿端帮布置L/U型
巷道，
采用放射式充填开采的方式进行端帮充填采煤作业，
即通过远程控制掘进机，
用掘进
机从露天矿端帮通过掘进巷硐的形式破煤，
巷硐掘煤完毕后，
采用充填泵通过管道泵送至
采空区进行适时充填的开采方法，
实现采区无煤柱开采。矿区排土、矸石、粉煤灰等固体废
弃物作为主要的充填物料，
符合环境保护要求。这种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方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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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简单，
既回收端帮压煤资源，
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
还能合理处理矿区的固体矸石废弃
物。符合绿色矿山发展的方向，
为我国西部矿区露天端帮压煤的安全和高效充填开采提供
了一种新的技术方法，
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27] 图1是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开采立体示意图 ，
形象地介绍了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采
煤的技术原理和空间关系。它是一种通过综掘机开掘充填巷进行掘进采煤，
利用胶结充填
材料进行充填巷充填作业，
同时掘进另外一条联络巷，
实现工作面“掘巷出煤，
巷内充填”循
环作业的充填开采技术。
[0028] 实施例
[0029] 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某露天矿的端帮压煤区域为例。
图2是本发明的开采
顺序布置图，
介绍了各个巷道的名称，
可直观看出巷道的位置关系；
并介绍了充填开采的接
替顺序，
依次开采区域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0030]
(1)通过远程操控系统操纵掘进机，
直接从端帮进入，
对区域Ⅰ进行端帮充填采煤
作业。
[0031]
(2)通过掘进机掘连通运输巷15-1和回风巷12-1，
形成L型巷道，
巷道采用锚杆锚
索等支护方式进行支护。利用L型巷道对区域Ⅱ和区域Ⅲ进行充填开采作业。
[0032]
(3)各支巷硐掘进机掘进出煤后，
由掘进机自动铲送至支巷硐胶带输送机，
经由主
巷硐胶带输送机运出。所述的胶带输送机由电动滚筒驱动，
胶带输送机机架每节长度20m，
下部安装有两组行走轮，
机组每前进20m，
在巷硐口续接一节机架。
[0033]
(4)回风巷12-1采用抽出式通风方式，
各充填巷14采用压入式通风方式，
用阻燃风
筒向工作面供风，
机组每前进10m，
通风机向后移，
同时延接一节10m风筒。
[0034]
(5)L型运输巷15-1和回风巷12-1所服务的区域Ⅰ、
Ⅱ和Ⅲ开采完毕后，
关闭运输巷
15-1，
开掘运输巷15-2，
并连通回风巷12-2和12-1，
形成L型巷道。
以同样的方式对区域Ⅳ、
Ⅴ、
Ⅵ进行充填开采。
[0035]
(6)最后，
关闭运输巷15-2，
开掘运输巷15-3，
并连通回风巷12-3、
12-2和12-1，
形
成L型巷道。
以同样的方式对区域Ⅶ、
Ⅷ、
Ⅸ进行充填开采。
[0036] 完成整个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采。
[0037] 传统的端帮采煤方法，
煤炭资源采出率低，
浪费严重。
露天端帮压煤放射式充填开
采方法的创新研发，
提高端帮采煤的安全性和煤炭资源的采出率。该项技术的研发对端帮
煤炭资源安全高效开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解决了露天矿端帮压覆煤炭资源的回收难
题。
[0038]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应当指出：
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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