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921630.1

(22)申请日 2016.10.2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52896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3.22

(73)专利权人 重庆大学

地址 400030 重庆市沙坪坝区正街174号

(72)发明人 唐建新　张宇宁　腾俊洋　代张音　

王艳磊　段金成　张路　舒国钧　

刘姝　陈丹　

(74)专利代理机构 重庆信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50218

代理人 吴彬

(51)Int.Cl.

G06F 17/5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5160174 A,2015.12.16,

CN 104331533 A,2015.02.04,

CN 101021154 A,2007.08.22,

CN 104653226 A,2015.05.27,

CN 101936171 A,2011.01.05,

WO 2016112772 A1,2016.07.21,

彭林军 等.综放采场顶板透水压力异常规

律预测及控制研究.《矿业安全与环保》.2014,第

41卷(第3期),

文志杰.无煤柱沿空留巷控制力学模型及关

键技术研究.《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工

程科技Ⅰ辑》.2012,(第5期),

J.M. Linden 等.Strain energy release 

rate in shaft-loaded blister tests for 

composite repairs on steel.《J.M. Linden 

et al》.2015,

审查员 王盼盼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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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工作面端头应力集中系

数的获取方法，包括步骤：1)建立采场开采稳定

后的采矿区模型，2)获取采矿区覆岩破坏高度；

3)获取上覆岩层转移的总重力；4)获取大倾角煤

层倾向方向充分采动边界线与水平线的夹角；5)

获取作用于下部岩柱体的压力Fa1；6)获取煤体

应力增高区内的应力σa和在煤体处的垂直应力

σa(v)；7)获得应力集中系数k。本发明通过建立

采矿区模型，并利用在封闭系统内能量守恒定

律，建立了关于工作面卸压区高度、覆岩破坏角

度等的平衡公式，间接得出工作面端头应力集中

系数K的求解方法，该求解方法能适用性较强，将

其用于采场结构几何计算，能很大的提高工作面

开采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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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工作面端头应力集中系数的获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建立采场开采稳定后的采矿区模型，所述采矿区模型的工作面长度为Lw，工作面平均

埋深为H，工作面采高为hs，采矿区覆岩破坏高度为Hd，煤层采出体积为Vm，工作面面积为Sm，

应力释放区体积为V，应力释放区面积为S，煤层倾角为α；

2)通过公式 获得采矿区覆岩破坏高

度；

其中，v为岩石泊松比，γ为岩石单位容重，Am为煤层横截面面积，σv为围岩初始应力，E

为岩石弹性模量，Ad为卸压区单位面积，σc为岩石破坏强度，σmc为矸石的单轴抗拉强度，D为

极限损伤变量；a、b和c均为拟合常数；

其中 其中σeq为Von  Mises等价应力，σm为静水

应力；

3)通过公式Fa＝σa·Sa＝γHaLw·1m＝γLW(H-Hd)·1m获得上覆岩层转移的总重力，其

中Fa为采空区上覆岩层总重量，σa为卸压区上部覆岩层应力，Sa为工作面表面积，Ha为卸压

区距地表高度；

4)通过公式 确定大倾角煤层倾向方向充分采动边界线与

水平线的夹角，其中β1、β2分别为上、下山充分采动边界线与水平线夹角；D0为充分采动时距

开采线水平距离；k1为与岩层物理力学参数有关的参数，取值范围为0.5～0.8；

5)通过公式 获得作用于下部岩柱体的压力Fa1；

6)通过公式 获得煤体应力增高区内的应力σa，并通过公式σa(v)＝σa  cosα获

得在煤体处的垂直应力σa(v)；

7)通过公式 获得应力集中系数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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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面端头应力集中系数的获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采矿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获取采矿工作面端头应力集中系数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自中国煤炭工业界推广长壁开采技术以来，国内众多学者对其研究得出一系列有

益结果，并进行了推广应用。经过多年的发展，在长壁开采技术中延伸出众多能够缓解工作

面交替紧张、减少资源浪费的技术方法，如：沿空留巷技术、沿空掘巷技术、留小煤柱掘巷技

术等。以上技术在特定的地质条件下已取得了成熟，但当涉及到大采高、矿压显现剧烈、大

倾角等煤层条件时却显得无能为力。

[0003] 目前针对以上技术提出了众多理论及方法：李化敏将留巷上覆关键层抽象成梁结

构，建立围岩大结构平衡理论，计算支护阻力，有效指导巷内支护、巷旁支护等。经过李迎富

发展，针对关健块建立三角板结构，论述了支护与关健块稳定性的关系。以上理论均认为覆

岩“大结构”是影响巷道围岩变形和稳定的直接原因，同时指出控制关健块的旋转下沉是留

巷成功与否的关键。为得出巷道支护阻力精确解，学者们确立了大结构的尺寸、形状等数据

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钱鸣高、李化敏等多位学者应用弹性力学原理针对巷道煤壁边缘到

深部的受力规律，计算得出煤壁塑性区范围以及关健块在煤壁侧断裂位置；学者将采场关

键层抽象成板结构，并按照采场初次来压、周期来压时关键层结构之间的作用关系，假设板

结构边界条件分别为四边固支、三边固支一边简支，从而计算得出采场顶板初次来压、周期

来压时关健块长度；国外Colwell学者在实际生产中应用经验公式(4)计算充分采动角及冒

落带高度，国内外计算方法、适用条件略有差异，但在计算精度要求不高的条件下能够有效

指导生产。

[0004] 表1  采场结构几何计算统计

[0005]

[0006] 表1内公式中：hd为巷道高度(m)；px为巷帮煤体的支护阻力(MPa)；c0、 分别为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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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层界面的凝聚力(MPa)、内摩擦角(°)；k为应力集中系数；H为埋深(m)；γ为上覆岩层平均

容重(kN/m3)；λ为侧压系数，λ＝μm/(1-μm)；μm为煤体的泊松比；S0为工作面长度(m)；li为断

裂板长度(m)；l为基本顶初次垮落步距(m)；HM为煤层中线到地表距离；H0为覆岩破坏高度；

hs为采高。

[0007] 在上述理论指导下，针对顶板大结构在各时期的运动规律，明确巷旁、巷内支护在

顶板岩层各阶段的作用，并且在实践中针对不同成巷方式对其采空侧巷旁支护分别提出不

同的研究重点：1.煤柱宽度研究、2.巷旁支护阻力研究、3.巷旁支护宽度研究等。但是研究

发现，即使是在顶板岩层岩石参数、采场结构几何参数符合实际，将参数带入理论公式后，

发现计算得出的支护参数结果与现场实测仍存在较大差异。研究发现学者们在选取煤帮应

力集中系数时存在随意性，往往k值取为常数，却不给出选择理由，导致K值与实际有较大出

入。在薄煤层、近水平条件下应力集中系数的选择对生产影响或许不太重要，但涉及大采

高、急倾斜煤层时必须高度重视应力集中系数对围岩结构造成的影响。而错误地估计应力

集中系数，也将对工作面开采造成安全隐患。

[0008] 宋镇骐等采用数值模拟针对煤帮应力集中系数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现，煤岩

物理力学参数、采高、埋深、围岩物理力学参数等共同决定着集中系数的大小。显然Majdi提

出的公式 已经不再适用，式中：hs为采高；Ep为煤岩弹

性模量；Eg为矸石弹性模量；LW为工作面倾向宽度。

[0009] 因此需要重新找到一种适用性较强的端头应力集中系数计算方法，以用于采场结

构几何计算，提高工作面开采安全性。

发明内容

[0010]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工作面端头应力集中系数的获取方法，以找

到一种适用性较强的端头应力集中系数计算方法，用于采场结构几何计算，提高工作面开

采安全性。

[0011] 本发明工作面端头应力集中系数的获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建立采场开采稳定后的采矿区模型，所述采矿区模型的工作面长度为Lw，工作

面平均埋深为H，工作面采高为hs，采矿区覆岩破坏高度为Hd，煤层采出体积为Vm，工作面面

积为Sm，应力释放区体积为V，应力释放区面积为S，煤层倾角为α；

[0013] 2)通过公式 获得采矿区覆岩破坏高

度；

[0014] 3)通过公式Fa＝σa·Sa＝γHaLw·1m＝γLW(H-Hd)·1m获得上覆岩层转移的总重

力，其中Fa为采空区上覆岩层总重量，σa为卸压区上部覆岩层应力，Sa为工作面表面积，Ha为

卸压区距地表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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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4)通过公式 确定大倾角煤层倾向方向充分采动边界

线与水平线的夹角，其中β1、β2分别为上、下山充分采动边界线与水平线夹角；D0为充分采动

时距开采线水平距离；k1为与岩层物理力学参数有关的参数，取值范围为0.5～0.8；

[0016] 5)通过公式 获得作用于下部岩柱体的压力Fa1；

[0017] 6)通过公式 获得煤体应力增高区内的应力σa，并通过公式σa(v)＝σacosα

获得在煤体处的垂直应力σa(v)；

[0018] 7)通过公式 获得应力集中系数k。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0] 本发明工作面端头应力集中系数的获取方法，通过建立采矿区模型，并利用在封

闭系统内能量守恒定律，考虑到工作面开采后，煤层中储存的应变能发生释放、转移时造成

工作面上覆岩层发生破坏、堆积的原因，从而建立了关于工作面卸压区高度、覆岩破坏角度

等的平衡公式，间接得出工作面端头应力集中系数K的求解方法，该求解方法能适用性较

强，将其用于采场结构几何计算，能很大的提高工作面开采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采矿区模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图1中沿A-A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采矿区模型的力学模型图；

[0024] 图4为应力集中系数分布曲线图；

[0025] 图5为矸石应力-应变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7] 本实施例工作面端头应力集中系数的获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8] 1)建立采场开采稳定后的采矿区模型，所述采矿区模型的工作面长度为Lw，工作

面平均埋深为H，工作面采高为hs，采矿区覆岩破坏高度为Hd，煤层采出体积为Vm，工作面面

积为Sm，应力释放区体积为V，应力释放区面积为S，煤层倾角为α；

[0029] 2)通过公式 获得采矿区覆岩破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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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0030] 3)通过公式Fa＝σa·Sa＝γHaLw·1m＝γLW(H-Hd)·1m获得上覆岩层转移的总重

力，其中Fa为采空区上覆岩层总重量，σa为卸压区上部覆岩层应力，Sa为工作面表面积，Ha为

卸压区距地表高度；

[0031] 4)通过公式 确定大倾角煤层倾向方向充分采动边界

线与水平线的夹角，其中β1、β2分别为上、下山充分采动边界线与水平线夹角；D0为充分采动

时距开采线水平距离；k1为与岩层物理力学参数有关的参数，取值范围为0.5～0.8；

[0032] 5)通过公式 获得作用于下部岩柱体的压力Fa1；

[0033] 6)通过公式 获得煤体应力增高区内的应力σa，并通过公式σa(v)＝σacosα

获得在煤体处的垂直应力σa(v)；

[0034] 7)通过公式 获得应力集中系数k。

[0035] 本实施例中公式 的获得过程如下：

[0036] 第一步：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在一个封闭采矿区系统内，系统内总能量是守恒的，

而工作面的开采活动会导致煤体及围岩组成的封闭系统内能量平衡受到干扰，封闭系统能

量失稳到再平衡过程中能量发生了转移。由于煤层开挖后采空区侧直接顶垮落、堆积，导致

直接顶储存的应变能释放并向围岩内转移。而能量的释放转移又造成顶板覆岩发生变形、

离层、塑性破坏等。随着工作面的推进，采空区侧顶板发生持续破坏，直至矸石压实并稳定，

这就形成了采空区围岩卸压区。应力向采空区两侧转移形成压力集中区。

[0037] 因此，可以认为煤体中储存的弹性能的释放、转移是造成覆岩破坏、堆积的原因，

根据能量模型理论，可以将势能公式(1)写为：Π＝Um-Ud-G

[0038] 公式(1)中：Π为系统总势能，在封闭系统内势能Π＝0，Um为煤岩体储存的总应变

能，Ud为卸压区垮落矸石储存的应变能，G为导致围岩破坏所消耗的应变能。

[0039] 在能量模型中公式(1)的成立，需作出如下假设：1.煤层开挖前后系统均处于平衡

状态，忽略中间状态；2.采动应力对围岩物理力学参数不造成影响；3.系统为连续弹性体。

[0040] 第二步：通过公式(2)： 计算煤岩体储存的

总应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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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公式(2)中：Ti(p)为未开采前中煤层所受压力； 为垂直位移分量；Xi为岩体单位

体力；

[0042] 在煤层开采中，巷道支护结构属于小结构，相对于整个采场的矿压规律来说，影响

不大，因此可将公式(2)改写为公式(3)：

[0043] 而Ti(p)可通过公式(4)：Ti(p)＝σV＝γH表示，

[0044] 可通过公式(5)： 表示，式中：E为岩石弹性模量，σv为

围岩初始应力，H为工作面平均埋深；γ为岩石单位容重，v为岩石泊松比。

[0045] 将公式(4)、(5)带入公式(3)，得公式(6)：

[0046]

[0047] 式中： 代表Sm的惯性矩。

[0048] 根据平行轴定理，可将惯性矩写成公式(7)：I＝I0+AmHM2，式中：I0为煤层开挖区域

的梁惯性矩；Am为煤层横截面；HM＝H+hs/2为地表到煤层中线的平均值；式中I0、Am可由公式

(8)：Am＝Lw×hs， 计算；将公式(8)和(7)带入公式(6)，因此可最终得到煤层储存

的应变能为：

[0049] 第三步：计算卸压区垮落矸石储存的应变能Ud

[0050] 在采空区卸压区内，矸石以堆积、铰接、砌体梁等破坏后稳定结构形态存在，并储

存应变能。卸压区离散结构的应变能由弹性应变能和粘塑性应变能两部分组成。短时期内，

在覆岩压力作用下，矸石力学性能如弹性模量、粘性系数等不变，因此，粘塑性应变能可以

忽略。因此，短期内矸石系统的总应变能等于矸石储存的弹性应变能。将卸压区看作一个分

离的系统，其应变能由以下公式(10)： 计算，式中：σ为矸石所受的

轴向应力，计算时认为是矸石的单轴抗压强度σmc；ε为应力对应的应变；Ad为卸压区单位面

积Ad＝Lw·1m。

[0051] 矸石应力-应变曲线由公式(11)： 拟合，式中：a、b、c均为拟合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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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将公式(11)带入(10)式，得公式(12)：

[0052] 第四步：计算导致围岩破坏所消耗的应变能G

[0053] 覆岩在应力作用下，发生损伤变形，以损伤耗散能的方式发生能量扩散，宏观上表

现为岩层断裂、离层、垮落。因此针对各项同性损伤，其Y可通过公式(13)：

表示，其中D由公式(14)：

表示，公式中D为极限损伤变量，σc为岩石破坏

强度，σeq为Von  Mises等价应力， 为岩石内摩擦角，c为岩石粘结力。

[0054] 断裂力学经典理论表明，损伤是由等价应力引起的裂纹扩展以及静水应力引起的

空洞生长两方面造成的。因此公式(13)可以由公式(15)： 公式(16)：

表示，式中：Sij为应力偏张量，σm为静水应力；将

公式(15)、(16)带入公式(13)得到公式(17)： 则卸压区垮落矸石储存的应

变能G可通过公式(18)： 获得。

[0055] 再根据公式(1)中描述的能量对应关系，将公式(9)、(12)和(18)分别带入公式(1)

式，即得获得采矿区覆岩破坏高度的表达公式(19)：

[0056]

[0057] 本实施例工作面端头应力集中系数的获取方法，通过建立采矿区模型，并利用在

封闭系统内能量守恒定律，考虑到工作面开采后，煤层中储存的应变能发生释放、转移时造

成工作面上覆岩层发生破坏、堆积的原因，从而建立了关于工作面卸压区高度、覆岩破坏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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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的平衡公式，间接得出工作面端头应力集中系数K的求解方法。

[0058] 下面对通过本发明方法所确定的k值的可靠性进行验证：

[0059] 选择中国西南部广旺矿区唐家河煤矿3153综采工作面作为研究地点。地质条件介

绍：工作面埋深400m，走向长度505m，倾斜长度91m。煤层平均倾角为45°且起伏不大，煤质较

软，煤厚2.1m；直接顶为深灰色泥岩，厚度为5m。老顶为灰白色细砂岩，厚度约为12m。直接底

为灰黑色泥质粉砂岩，夹杂煤线，厚度为1m。老底为灰白色泥质粉砂岩，夹杂煤线，厚度为

8m。

[0060] 唐家河3153工作面采用综采生产方式，采空区顶板采用全部垮落法处理，即采空

区顶板随支架前移自行垮落充填，过现场实测，得到其k值为1.41。

[0061] 同时通过现场取样及实验室压缩试验，获得了3153工作面顶底板岩层物性参数如

下表2所示：

[0062] 表2

[0063]

[0064] 第一：采用相似分析

[0065] 针对3153工作面实际生产情况进行相似模拟实验，模拟工作面倾向并一次采全高

2.1m，工作面长90m，倾向方向长度达到充分采动。相似模拟实验台采用“可旋转箱式物理相

似模拟试验台”，可以模拟任意倾角的岩层，模型规格为：长×高×宽＝2m×2m×0.3m。根据

工作面情况实验选择几何相似比为：Cl＝100；时间相似比：Ct＝10；容重相似比：Cγ＝1.67；

应力相似比：Cσ＝166.67。模型上部边界采用杠杆式压力传导设备，施加0.1MPa均布载荷。

并针对试验对象位移、应力进行观测，工作面基本参数通过实际测量获得，具体值由表3统

计可知，在工作面下部沿煤层与顶板之间的层理布置一排应力检测点，检测点等效相似间

隔为2m。

[0066] 表3  相似模拟工作面基本参数

[0067]

[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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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煤层开采前后，受采动影响，煤壁应力发生改变，通过监测能获得各监测点完整的

应力与时间的对应关系，忽略中间过程，将最终工作面稳定后的应力值分别对初始应力值

归一化处理，就能得到各点的应力集中系数。区域应力集中度可以用等效应力集中系数表

示，如图4所示。

[0070] 第二：采用数值分析

[0071] 表4分别列出了离散元3DEC、有限元FLAC3d两种不同的数值模拟方法模拟结果。两

种模型施加相同的边界条件及覆岩压力，均采用Mohr-Coulomb模型，模拟结果却同中存异，

主要表现在：与相似模拟实验结果一致，模型应力集中区域分布在工作面两侧，并且呈现出

工作面下端头应力集中区域面积、集中度均大于上端头的状态，工作面内卸压区呈“厂”字

形分布。而两者的不同点，主要集中在卸压区参数上，有限元方法上、下山采动角分别为

61°、32°，卸压区高度为43m；离散元方法上、下山采动角分别为31°、32°，卸压区高度为29m。

导致两种方法计算得出的等效应力集中系数不同，有限元方法计算得出的等效应力集中系

数k＝1.67，而离散元方法计算得出的等效应力集中系数k＝1.51。

[0072] 表4 数值模拟结果对比

[0073]

[0074] 第三：理论计算

[0075] 为得出较为精确解，对3153工作面进行理论计算时应确定所涉及的众多物理力学

参数具体数值。其中为矸石受压时应变与应力的对应关系为未知参数。因此，首先利用工作

面相似配级后的废矸石，选择不同粒径矸石使其具有与矸石原级配相同的孔隙比及力学性

质，如表5所示。将配级后的矸石带放在大尺寸单轴试验机上进行矸石压缩试验，矸石带周

边无应力约束。

[0076] 试验结果可以得出，矸石单轴压缩是一个矸石不断压实，孔隙率不断减小的过程。

因此在力学性质上，如图5所示，矸石轴向应变与应力表现为很强的指数关系，即：矸石受压

前期应力随轴向应变增加呈缓慢增长，后期则呈急速增大。对矸石压缩应力应变曲线进行

指数型数据拟合，最终得到应变与应力的关系式为： 相关系

数R2＝0.9666，公式拟合度较高。

[0077] 表5  废矸石试样的相似级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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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0079] 结合上文所述，表6列出了采用本发明方法中k值计算时所需的参数及其数值。

[0080] 表6  基本参数及计算结果

[0081]

[0082] 从上述四种k值结果可知，采用相似模拟取得的k值结果最接近在现场实测中的结

果；采用本发明方法获得k值理论计算结果介于有限元分析与离散元分析之间，其中，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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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析所得结果最大；但四种方法获得的k值与实测值的偏差不大，因此可以认为通过本发

明方法获得的k值计算方法可信度高，适应性强，将其用于采场结构几何计算，能很大的提

高工作面开采的安全性。

[0083]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

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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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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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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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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