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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煤样蠕变实验的边坡

隔离煤柱宽度确定方法，包括：采集煤样并确定

一次回采时间；以一次回采时间作为煤样在试验

机上的破坏时间，设定不同级别的法向应力和采

用陈氏分级加载法设定水平应力，对煤样实施在

一次回采时间内的蠕变破坏实验，获得各级法向

应力下煤样的蠕变应力-应变曲线和系列剪切破

坏强度数据，并记录煤样的目标时间强度；对各

级法向应力下的目标时间强度进行拟合，根据拟

合曲线和莫尔强度方程确定煤样的内聚力和内

摩擦角；设定煤柱宽度范围，并根据所确定的煤

样内聚力和内摩擦角数据，应用FLAC3D软件模拟

不同煤柱宽度下煤柱的垂直应力场分布规律以

及塑性区破坏区分布规律；对比分析，获得适宜

的煤柱宽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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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煤样蠕变实验的边坡隔离煤柱宽度确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采集煤样，并确定采煤机在开采矿区完成一次回采的时间；

步骤2，以一次回采时间作为煤样在试验机上的破坏时间，并设定不同级别的法向应力

和采用陈氏分级加载法设定与各级法向应力相对应的水平应力，对煤样实施在一次回采时

间内的蠕变破坏实验，获得各级法向应力下煤样的蠕变应力-应变曲线和系列剪切破坏强

度数据，并记录煤样发生破坏时的上一级水平应力作为其目标时间强度；

步骤3，对各级法向应力下的目标时间强度进行拟合，根据拟合曲线和莫尔强度方程确

定煤样的内聚力和内摩擦角，所述莫尔强度方程为： 其中τ表示剪切应力，c表

示内聚力，σ表示法向应力，表示内摩擦角；

步骤4，根据采煤机回采参数及矿区地质条件设定煤柱宽度范围，并根据所确定的煤样

内聚力和内摩擦角数据，应用FLAC3D软件模拟不同煤柱宽度下煤柱的垂直应力场分布规律

以及塑性区破坏区分布规律；

步骤5，通过对煤柱垂直应力场分布规律以及塑性区破坏区分布规律的对比分析，获得

适宜的煤柱宽度范围，所述煤柱宽度范围在2～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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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煤样蠕变实验的边坡隔离煤柱宽度确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煤矿开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煤样蠕变实验的边坡隔离煤柱

宽度确定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露天矿经过多年开采，遗留下大量煤矿端帮，由于采区剥采比大或者开采技

术条件限制，这部分压煤往往不得不被放弃。采用端帮采煤机采煤工艺对端帮压煤进行回

收可达到很好的经济效果，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尽管端帮采煤机在国外已得到广泛应用，

但受限于技术装备生产水平，国内很少见到端帮采煤机的使用。国内学者为端帮机在我国

推广使用做了大量理论工作，研究了端帮采煤机在我国的应用前景及其适用条件。尽管如

此，研究内容均是借鉴外国实际生产经验与理论公式，其开采参数不一定适用我国特殊的

工程地质环境，也没有对边坡的隔离煤柱宽度留设进行系统研究，许多问题仍需经实践检

验。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煤样蠕变实验的边坡隔离煤柱宽

度确定方法。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4] 一种基于煤样蠕变实验的边坡隔离煤柱宽度确定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步骤1，采集煤样，并确定采煤机在开采矿区完成一次回采的时间；

[0006] 步骤2，以一次回采时间作为煤样在试验机上的破坏时间，并设定不同级别的法向

应力和采用陈氏分级加载法设定与各级法向应力相对应的水平应力，对煤样实施在一次回

采时间内的蠕变破坏实验，获得各级法向应力下煤样的蠕变应力-应变曲线和系列剪切破

坏强度数据，并记录煤样发生破坏时的上一级水平应力作为其目标时间强度；

[0007] 步骤3，对各级法向应力下的目标时间强度进行拟合，根据拟合曲线和莫尔强度方

程确定煤样的内聚力和内摩擦角；

[0008] 步骤4，根据采煤机回采参数及矿区地质条件设定煤柱宽度范围，并根据所确定的

煤样内聚力和内摩擦角数据，应用FLAC3D软件模拟不同煤柱宽度下煤柱的垂直应力场分布

规律以及塑性区破坏区分布规律；

[0009] 步骤5，通过对煤柱垂直应力场分布规律以及塑性区破坏区分布规律的对比分析，

获得适宜的煤柱宽度范围。

[0010] 上述方法中，所述莫尔强度方程为：τ=c+σtanφ ，其中τ表示剪切应力，c表示内聚

力，σ表示法向应力，φ表示内摩擦角。

[0011] 上述方法中，所述根据采煤机回采参数及矿区地质条件设定煤柱宽度范围，其中

所述煤柱宽度范围在2~6m。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以煤样蠕变实验为基础，根据所获得的煤柱主要

力学参数，应用FLAC3D软件对边坡隔离煤柱进行数值模拟，提出了一整套确定合理隔离煤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06596248 B

3



柱宽度的方法，为采煤机尤其是端帮采煤机在我国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其中3份煤样在0.6MPa法向应力下的蠕变应力—应变曲线

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其中3份煤样在0.8MPa法向应力下的蠕变应力—应变曲线

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其中3份煤样在1.0MPa法向应力下的蠕变应力—应变曲线

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煤样在不同法向应力下目标时间强度的拟合曲线。

[0017]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1煤柱的垂直应力场分布规律，其中（a）图煤柱宽3m，（b）图煤

柱宽4m，（c）图煤柱宽5m。

[0018]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1煤柱的塑性区破坏区分布规律，其中（a）图煤柱宽3m，（b）图

煤柱宽4m，（c）图煤柱宽5m。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所述是对本发明的解

释而不是限定。

[0020] 实施例1

[0021]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煤样蠕变实验的边坡隔离煤柱宽度确定方法，在内蒙古某煤

田矿区实地实施，包括以下步骤：

[0022] 步骤1，采集煤样，并确定采煤机在开采矿区完成一次回采的时间为3天；

[0023] 步骤2，将煤样分成9份，以一次回采时间3天作为每份煤样在试验机上的破坏时

间，并设定三级法向应力：0.6MPa、0.8MPa、1.0MPa，和采用陈氏分级加载法设定与各级法向

应力相对应的水平应力，在0.4~1.36MPa，对煤样实施在一次回采时间内的蠕变破坏实验，

每级法向应力的蠕变破坏实验对应3份煤样，获得各级法向应力下煤样的蠕变应力-应变曲

线（如图1~3所示）和系列剪切破坏强度数据，并记录每份煤样发生破坏时的上一级水平应

力；当正应力为0.6MPa时，其中3份煤样试件的目标时间强度分别为1.24MPa、1 .20MPa、

1 .16MPa，当正应力为0 .8MPa时，其中3份煤样试件的目标时间强度分别为1 .32MPa、

1 .28MPa、1 .20MPa，当正应力为1 .0MPa时，其中3份煤样试件的目标时间强度分别为

1.32MPa、1.36MPa、1.28MPa，各级法向应力下煤样的目标时间强度取平均值后即为煤样在

该法向应力下的目标时间强度，0.6MPa、0.8MPa、1.0MPa法向应力对应的煤样目标时间强度

分别为1.186MPa、1.266MPa、1.320MPa；

[0024] 步骤3，对各级法向应力下的目标时间强度进行拟合，拟合曲线如图4所示，根据拟

合曲线和莫尔强度方程：τ=c+σtanφ，其中τ表示剪切应力，c表示内聚力，σ表示法向应力，

φ表示内摩擦角，得到煤样的内聚力和内摩擦角分别为1.0MPa和18°，根据建筑边坡工程技

术规范，边坡岩体的力学参数可根据岩块的力学参数按一定系数折减确定，当边坡岩体完

整，力学参数的折减系数取0.95~0.90，结合内蒙古某煤田矿区端帮岩体节理、裂隙发育性

差，岩体完整性良好，折减系数取0.95，最终确定隔离煤柱的内聚力c=0.95MPa，内摩擦角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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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0025] 步骤4，根据采煤机回采参数（回采洞室宽2m高2.5m）及矿区地质条件设定煤柱宽

度范围为3~5m（取值点为3m、4m和5m），并根据所确定的煤样内聚力和内摩擦角数据，煤岩层

的基本力学参数按表1设置，应用FLAC3D软件模拟不同煤柱宽度下煤柱的垂直应力场分布

规律（如图5所示）以及塑性区破坏区分布规律（如图6所示）；

[0026] 表1  煤岩层的力学参数

[0027]

[0028] 步骤5，对煤柱垂直应力场分布规律以及塑性区破坏区分布规律的对比分析结果

显示，在隔离煤柱宽3m时，煤柱的两侧及中部所受集中应力较大，煤柱整体均发生塑性破

坏，不能对洞室起支撑保护作用；隔离煤柱宽4m和5m时，只是在煤柱两侧出现应力集中现

象，煤柱中部仍为弹性区；并且只在煤柱的两侧较小范围内出现了塑性破坏区；煤柱的受力

状态及塑性区破坏范围基本相同，都能够保证端帮机进行安全回采工作，但考虑到提高煤

炭资源回收率，最终确定隔离煤柱宽度为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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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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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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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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