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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治理大采高工作面冒顶

片帮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步骤1、分顶板结构、

确定产生矿压的主要原因；步骤2、在冒顶区域进

去充填和锚索施工；步骤3、于煤壁、顶板进行加

固，进行力的传播途径的控制。本发明大大提高

作业环境的安全创建，合理化施工顺序、科学的

处理方案，度过采煤工作面冒顶-破碎区域。同时

满足“支架—围岩”的双馈力学特性，保证液压支

架的整体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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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治理大采高工作面冒顶片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分顶板结构、确定产生矿压的主要原因；

步骤2、在冒顶区域进去充填和锚索施工；

步骤3、于煤壁、顶板进行加固，进行力的传播途径的控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大采高工作面冒顶片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1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覆岩结构确定；分析工作面埋深、开采煤层上覆岩层岩性、普世系数（f）、确定力源关键

层、关键层破断距（l）及力的传播途径；

通过围岩覆岩赋存情况，据关键层理论硬岩层判别公式，如公式1所示：

公式（1）中：γ-为体积力，E-为弹性模量，h-为岩层厚度，i-为岩层编号；

大采高工作面直接顶厚度为煤厚的2-4倍，确定工作面顶板类型；再确定直接顶是否为

关键层，进而确定出顶板特性。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大采高工作面冒顶片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2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立体锚索—注浆联合控顶；

漏顶、片帮后的矿压显现工作面前部留有大量岩块、煤块；工作面上部顶板产生离层；

顶板出现断裂-回转的运动状态；支架低头、倒架现象严重，先实施锚索固定顶板，再通过充

填充满采空区，防止支架运动中顶板冒落；最后加固煤墙、顶板，使其成为完整状态，进而形

成立体锚索—注浆联合控顶。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大采高工作面冒顶片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具体包括如下步骤：冒顶区域充填、锚索施工后，在漏顶区域进行可顶板的加固，在煤墙及

为冒落顶板进行加固，根据塑性区为注浆加固步距，最短加固水平直线距离为5m，实行采后

注，实现控顶先控帮，实行煤壁、顶板加固，在破碎位置的排距为1.75m；其余位置为5.25m。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治理大采高工作面冒顶片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工作面冒

顶区域充填和锚索施工进行协同施工，充填是阻止顶板继续冒落，锚索施工是将细砂岩、粉

砂岩形成对拉，缓解岩层分离，控制围岩稳定性，防止顶板运动，保证充填效果；

冒顶区域充填：近工作面上部冒顶区域垂直深入注浆孔，采用型号为玛丽散MP902进行

重填，在冒顶区域以每3架为注浆孔为间距，采用12.5Mpa注浆泵进行充填，直至充满为止，

采用泵的数量根据工作面冒顶区域长度而定；以整个工作面直接顶顶板为防空目标，以每

台支架架宽为排距1.75m，两锚索固定端间距为1m，进行锚索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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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治理大采高工作面冒顶片帮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煤层开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治理大采高工作面冒顶片帮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煤层厚度、埋深的不断增加，大采高工作面矿压显现剧烈，煤壁大范围片帮、

漏顶是制约大采高工作面安全生产的重要因素。深部大采高工作面（M≥5.8m）开采过程中，

扰动应力的传播类型与浅埋-薄煤层差异性较大。由于埋深大，大采高开采动态中采动煤岩

应力与储能随时间与开采位置变化不断释放与转移，造成扰动应力覆盖范围广、围岩变形

复杂。同时围岩裂隙的发育更易造成工作面片帮、漏顶。因此，深入系统地分析大采高工作

面围岩结构特性及其演化特征和开采扰动特点，究适合大采高工作面控顶防片技术，实现

采动动态顶板控制。从根本上解决闻言应力释放产生的问题。

[0003] 目前对顶板的处理的主要方法是提前在回风巷实施超前预爆破、上下隅角实施切

顶孔、锚索固定顶板、充填冒落区、增大支架的初撑力等。但是单一的加固/缷压顶板难以起

到对顶板的控制作用。

[0004] 由于煤层赋存条件复杂，煤层厚度、顶板结构不尽相同。国内对于冒顶片帮，目前

处理的主要方法有提前在回风巷实施超前预爆破、上下隅角实施切顶孔、锚索固定顶板、充

填冒落区等，其存在的同性特点如下：

(1) 单一的加固/缷压顶板难以起到对顶板起到控制作用。

[0005] (2) 没有对片帮煤体进行加固。

[0006] (3)  工作面顶板长度一般为175-350m不等，“点式”控顶技术难以起到控制的目

的。

[0007] (4) 没有分析顶板、煤层的“弹—塑”区长度。

[0008] (5)  矿井自身条件的不同，形成的控制顶板技术不具有普适性。

[0009] 扰动后的顶板具有时空效应，顶板在扰动应力的作用下继续发生运动。各控顶技

术同时具有局限性。

[0010] (1) 回风超前爆破缷压施工质量、效果难以保证，加大回风变形量。

[0011] (2)  上下隅角切顶孔的施工，只是对点的缷压。遇到坚硬顶板，切顶孔起步到缷压

的作用。

[0012] (3)  锚索固定顶板只能在锚索施工周围进行加固，支架移动后锚索则失效。

[0013] （4）顶板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充填冒量也随之变化。

发明内容

[001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治理大采高工作面冒顶片帮的方法，以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通过分析围岩的弹塑性范围，实施立体“锚索—注浆”联合控顶技术;在深部大采高

（厚煤层）方面，开采条件调查，划分顶板类型结构；从产生力的源头、传播途径进行加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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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扰动应力造成的围岩裂隙的发育，保证围岩的稳定性,通过控顶、护帮技术手段从根本上

保障现场安全开采。

[001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治理大采高工作面冒顶片帮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分顶板结构、确定产生矿压的主要原因；

步骤2、在冒顶区域进去充填和锚索施工；

步骤3、于煤壁、顶板进行加固，进行力的传播途径的控制。

[001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步骤1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覆岩结构确定；分析工作面埋深、开采煤层上覆岩层岩性、普世系数（f）、确定力源（关

键层）、关键层破断距（l）及力的传播途径；

通过围岩覆岩赋存情况，据关键层理论硬岩层判别公式，如公式1所示：

公式（1）中：γ-为体积力，E-为弹性模量，h-为岩层厚度，i-为岩层编号；

大采高工作面直接顶厚度一般为煤厚(M)的2-4倍，因此确定工作面顶板类型（复合顶

板、单一顶板、坚硬顶板等）；再确定直接顶是否为关键层，进而确定出顶板特性。

[0017]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步骤2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立体“锚索—注浆”联合控顶；

漏顶、片帮后的矿压显现工作面前部留有大量岩块、煤块；工作面上部顶板产生离层；

顶板出现“断裂-回转”的运动状态；支架低头、倒架现象严重等，因此先实施锚索固定顶板，

再通过充填充满采空区，防止支架运动中顶板冒落；最后加固煤墙、顶板，使其成为完整状

态，进而形成立体“锚索—注浆”联合控顶。

[0018]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步骤3具体包括如下步骤：冒顶区域充填、锚索施

工后，在漏顶区域进行可顶板的加固，为了保证推采，在煤墙及为冒落顶板进行加固，根据

塑性区L为注浆加固步距，最短加固水平直线距离为5m，实行采后注，实现控顶先控帮，实行

煤壁、顶板加固，在破碎位置的排距为1.75m；其余位置为5.25m。

[0019]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工作面冒顶区域充填和锚索施工进行协同施工，充填

是阻止顶板继续冒落，锚索施工是将细砂岩、粉砂岩形成对拉，缓解岩层分离，控制围岩稳

定性，防止顶板运动，保证充填效果；

冒顶区域充填：近工作面上部冒顶区域垂直深入注浆孔，采用型号为玛丽散MP902进行

重填，在冒顶区域以每3架为注浆孔为间距，采用12.5Mpa注浆泵进行充填，直至充满为止，

采用泵的数量根据工作面冒顶区域长度而定；

以整个工作面直接顶顶板为防空目标，以每台支架架宽为排距（1.75m），两锚索固定端

间距为1m，进行锚索施工。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本发明大大提高作业环境的安全创建，合

理化施工顺序、科学的处理方案，度过采煤工作面冒顶-破碎区域；同时满足“支架—围岩”

的双馈力学特性，保证液压支架的整体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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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方法步骤流程图；

图2为“锚索—注浆”联合控顶技术流程图；

图3 为工作面矿压显现概况图；

图4 为漏顶充填工艺图；

图5为锚索施工工艺图；

图6 为加固施工工艺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阐述。

[0023] 本发明设计一套立体“锚索—注浆”联合控顶技术；首先分顶板结构、确定产生矿

压的主要原因；其次在冒顶区域进去充填和锚索施工；再次于煤壁、顶板进行加固，进行力

的传播途径的控制。

[0024] （1）覆岩结构确定

分析工作面埋深、开采煤层上覆岩层岩性、普世系数（f）、确定力源（关键层）、关键层破

断距（l）及力的传播途径。

[0025] 通过围岩覆岩赋存情况，据关键层理论硬岩层判别公式，如公式1所示：

公式（1）中：γ-为体积力，E-为弹性模量，h-为岩层厚度，i-为岩层编号。

[0026] 大采高工作面直接顶厚度一般为煤厚(M)的2-4倍，因此确定工作面顶板类型（复

合顶板、单一顶板、坚硬顶板等）；再确定直接顶是否为关键层。进而确定出顶板特性。

[0027] （2）立体“锚索—注浆”联合控顶技术

漏顶、片帮后的矿压显现如图1所示。工作面前部留有大量岩块、煤块；工作面上部顶板

产生离层；顶板出现“断裂-回转”的运动状态；支架低头、倒架现象严重等。因此先实施锚索

固定顶板，再通过充填充满采空区，防止支架运动中顶板冒落；最后加固煤墙、顶板，使其成

为完整状态。进而形成立体“锚索—注浆”联合控顶技术。

[0028] 工作面冒顶区域充填和锚索施工进行协同施工。充填是阻止顶板继续冒落，锚索

施工是将细砂岩、粉砂岩形成对拉，缓解岩层分离，控制围岩稳定性，防止顶板运动，保证充

填效果。

[0029] 如图2-4所示，冒顶区域充填方案：近工作面上部冒顶区域垂直深入注浆孔，采用

型号为玛丽散MP902进行重填。在冒顶区域以每3架为注浆孔为间距，采用12.5Mpa注浆泵进

行充填，直至充满为止。采用泵的数量根据工作面冒顶区域长度而定。

[0030] 以整个工作面直接顶顶板为防空目标，以每台支架架宽为排距（1.75m），两锚索固

定端间距为1m，进行锚索施工，具体参数如表1所示。

[0031] 表1注浆孔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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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顶区域充填、锚索施工后，在漏顶区域进行可顶板的加固。为了保证推采，在煤墙及

为冒落顶板进行加固。根据塑性区L为注浆加固步距，最短加固水平直线距离为5m，实行采

后注，实现控顶先控帮。实行煤壁、顶板加固，在破碎位置的排距为1 .75m；其余位置为

5.25m。1#、2#的间距为2-3m。加固的具体参数如表2所示。

[0032] 表2  注浆孔参数

[0033] 整个注浆中把握工作面顶板及煤壁实际情况采取超前注浆加固的原则。顶板一般

破碎断，每孔预计注浆5t；顶板较为破碎段，每孔预计注浆10t；共计需要注浆材料470t。煤

层每个注浆孔预计注浆3t，共计需要注浆材料219t。

[0034] 以上所述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根据本发明的

教导，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与精神的情况下，对实施方式所进行的改变、修改、替换和变

型仍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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