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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突出煤层应力卸载防突措施及卸载范

围优化方法，适用于实验室中模拟突出煤层应力

卸载防突措施及优化卸载范围使用。实验室中对

于煤矿井下模拟使用。前期准备阶段、延期突出

孕育阶段、延期突出诱发阶段、延期突出结束和

后续工作；向煤样实施三轴应力加载后向密封的

煤样进行瓦斯吸附，之后利用瞬间突出门模拟瓦

斯突出的工况，调整卸载应力从而测试最优卸载

方式。其步骤简单，检测效果好，模拟不同应力卸

载范围条件下煤与瓦斯突出过程，从而基于试验

结果分析应力卸载防突效果并优化应力卸载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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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突出煤层应力卸载防突措施及卸载范围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前期准备

阶段、延期突出孕育阶段、延期突出诱发阶段、延期突出结束和后续工作；

详细步骤为：

1a)  从待测煤矿区域突出煤层的煤块取样进行现场调研，利用现场采集的煤块取样测

定突出煤层的相关参数，确定试验方案；

1b)  使用破碎筛将采集的煤块取样筛分成0-1  mm粒径的煤粒，向煤粒中加水搅拌制成

6%含水率煤样备用；

1c)将6%含水率煤样装入可视化箱体，可视化箱体的底部设有充气口a右侧开有突出

口，可视化箱体上设有加载系统，所述加载系统为分别设置在可视化箱体顶部以及可视化

箱体的左侧壁上和前侧壁上设有多个透明加载板，可视化箱体顶部的透明加载板有六个序

号分别为X1-X6，可视化箱体前侧壁上的透明加载板有六个序号分别为Y1-Y6，可视化箱体

的左侧壁上的透明加载板为Z1，每个透明加载板上设有加载活塞，加载活塞穿过箱体壁连

通加压油缸；在可视化箱体距离突出口0.75  m的断面内利用可视化箱体背部开设的传感器

安装孔向可视化箱体中的6%含水率煤样分别埋入气压传感器，最后使用加载活塞驱动透明

加载板使6%含水率煤样在20  MPa条件下成型，成型1  h后解除所有透明加载板对煤样的加

压；

1d）在可视化箱体的右侧开有的突出口中安装瞬间突出门，所述瞬间突出门包括爆破

片夹持器，爆破片夹持器一端设有安装法兰，爆破片夹持器内部分别设有相互串联的一级

爆破片和二级爆破片，一级爆破片的爆破压力为0.4MPa，二级爆破片的爆破压力为0.6MPa，

其中一级爆破片和二级爆破片之间的爆破片夹持器上设有充气口b，通过气源系统向一级

爆破片和二级爆破片之间空间充气打开二级爆破片，同时瞬间诱爆一级爆破片，实现突出

口瞬间打开，以模拟石门揭煤剧烈诱发因素诱导的突出工况；

1e)  将高压气瓶出气口、真空泵抽气口和可视化箱体的充气口a气路顺序连接，然后将

高压气瓶出气口与瞬间突出门的充气口b连接，检测可视化箱体、延期突出门及气管管路密

封效果，确保密封压力不低于6  MPa；

1f)在可视化箱体外侧和瞬间突出门处分别设置高速摄像机；

2a)  利用埋入煤样中的气压传感器采集可视化箱体中煤样的气压数据；

2b)  按照试验方案对煤样进行三轴应力加载操作，其中煤样上部6个透明加载板应力

大小均为10  MPa，前侧6个透明加载板应力大小均为12  MPa；左侧1个透明加载板应力大小

为8  MPa；

2c)  启动真空泵对煤样进行抽真空操作，直到煤体内部气压小于100  Pa关闭真空泵，

用时12  h；

2d)  打开高压气瓶对煤样进行充瓦斯操作，共分为三个阶段保证煤样吸附平衡气压为

0.74  MPa，第一阶段充气12  h、充气压力至0.4  MPa，然后关闭气瓶，稳定6  h，同时向两级爆

破片内部充气至0.3MPa；第二阶段充气12  h、充气压力至0.8  MPa，然后关闭气瓶，稳定6  h；

第三阶段充气6  h、充气压力至0.74  MPa，然后关闭气瓶；用时共计38  h；

3a)  在透明箱体外侧以及瞬间突出门外侧设置高速摄像机，按照试验方案进行不同范

围条件下应力卸载操作；充气至0.4MPa以上，瞬间诱爆一级爆破片，同时导致二级爆破片起

爆，实现突出口瞬间打开，以模拟石门揭煤剧烈诱发因素诱导的突出工况，突出发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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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具有三方面：压力、地应力、煤体；本方法是研究卸载地应力以避免突出，如果该步骤测

试发生了突出，表明卸载地应力的方式仍不足以避免突出，需要进一步调整卸载方案以进

一步避免突出；当不发生突出时，说明卸载方式有效；

3b）利用高速摄像机采集模拟瓦斯延期突出中煤粉喷出的图像，当模拟的瓦斯延期突

出结束后，停止透明加载板的应力加载，收集突出口抛出的煤粉并称重；

4a) 根据试验方案进一步改变地应力卸载条件进行后续试验；

5a) 根据突出口抛出煤粉质量与装煤总质量计算模拟突出强度；

5b)  若通过应力卸载操作后，突出口无突出发生，即突出强度为0，则判断当前卸压范

围为较优范围，同时进一步对比不同应力卸载范围大小，范围最小条件为最优卸载范围；

5c)  若通过应力卸载操作后，突出口仍发生突出，则对比不同应力卸载范围条件下突

出强度大小，最小突出强度对应的卸载范围为最优卸载范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突出煤层应力卸载防突措施及卸载范围优化方法，其特征在

于改变地应力卸载条件为：首先对煤样施加的模拟瓦斯压力为0.74MPa，序号为X1-X6的透

明加载板的应力均为10.0MPa，序号为Y1-Y6的透明加载板的应力均为12.0MPa，序号为Z1的

透明加载板的应力为8.0MPa；

第1组方案为对照组，即直接打开突出口以诱发突出；

第2-10组为不同应力卸载范围条件下突出试验组，即在加载地应力、充瓦斯基础上，进

一步卸载指定范围内地应力，然后再利用瞬间突出门进行突出测试：

其中，第2-4组卸载条件为单一加载板应力卸载，位置分别是序号为X6、X5、X4透明加载

板，面积均为0.125m2；第5-7组卸载条件为两块相邻透明加载板应力卸载，位置分别是序号

为X6+X5、X5+X4、X4+X3透明加载板，面积均为0.25m2；第8-10组卸载条件为三块相邻加载板

应力卸载，位置分别是序号为X6+X5+X4、X5+X4+X3、X4+X3+X2透明加载板，面积均为

0.375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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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突出煤层应力卸载防突措施及卸载范围优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优化方法，尤其适用于一种实验室中对于煤矿井下模拟使用的突

出煤层  应力卸载防突措施及卸载范围优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煤与瓦斯突出是指在压力作用下，破碎的煤与瓦斯由煤体内突然向采掘空间大量

喷出， 并形成一定的动力效应，如推倒矿车、破坏支架等，喷出的煤粉可以充填数百米长的

巷道，  喷出的瓦斯－粉煤流有时带有暴风般的性质，瓦斯可以逆风流运行，充满数千米长

的巷道。  煤与瓦斯突出是一种具有极其复杂动力现象的工程地质灾害。

[0003] 随着煤矿开采深度及开采强度的加大，原来一些没有突出动力灾害或征兆不明显

的矿井 现在也逐渐显现，严重威胁着井下工人的生命安全和矿井的正常生产。

[0004] 根据煤与瓦斯突出综合作用假说，突出是由地应力、包含在煤体中的瓦斯及煤体

自身物  理力学性质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针对突出煤层，通过应力卸载在理论上能有

效防止突  出的发生。为此，提出一种室内开展的一种突出煤层应力卸载防突技术及卸载参

数优化方法，  对于煤矿现场煤与瓦斯突出灾害的预防和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方法简单，检测效果好，可以模拟不同应力卸

载范 围条件下煤与瓦斯突出过程的突出煤层应力卸载防突措施及卸载范围优化方法。

[0006]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的突出煤层应力卸载防突措施及卸载范围优化方

法，前期 准备阶段、延期突出孕育阶段、延期突出诱发阶段、延期突出结束和后续工作；

[0007] 详细步骤为：

[0008] 1a)从待测煤矿区域突出煤层中取样并进行现场调研，利用现场采集的煤块取样

测定突出  煤层的相关参数，确定试验方案；

[0009] 1b)使用破碎筛将采集的煤块取样筛分成0-1mm粒径的煤粒，向煤粒中加水搅拌制

成6％  含水率煤样备用；

[0010] 1c)将6％含水率煤样装入可视化箱体，可视化箱体的底部设有充气口a右侧开有

突出口，  可视化箱体上设有加载系统，所述加载系统为分别设置在可视化箱体顶部以及可

视化箱体的  左侧壁上和前侧壁上设有多个透明加载板，可视化箱体顶部的透明加载板有

六个序号分别为  X1-X6，可视化箱体前侧壁上的透明加载板有六个序号分别为Y1-Y6，可视

化箱体的左侧壁  上的透明加载板为Z1，每个透明加载板上设有加载活塞，加载活塞穿过箱

体壁连通加压油缸；  在可视化箱体距离突出口0.75m的断面内利用可视化箱体背部开设的

传感器安装孔向可视化  箱体中的6％含水率煤样分别埋入气压传感器，最后使用加载活塞

驱动透明加载板使6％含水  率煤样在20MPa条件下成型，成型1h后解除所有透明加载板对

煤样的加压；

[0011] 1d)在可视化箱体的右侧开有的突出口中安装瞬间突出门，所述瞬间突出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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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片  夹持器，爆破片夹持器一端设有安装法兰，爆破片夹持器内部分别设有相互串联的

一级爆破  片和二级爆破片，一级爆破片的爆破压力为0.4/MPa，二级爆破片的爆破压力为

0.6/MPa，其 中一级爆破片和二级爆破片之间的爆破片夹持器上设有充气口b，通过气源系

统向一级爆破  片和二级爆破片之间空间充气打开二级爆破片，同时瞬间诱爆一级爆破片，

实现突出口瞬间 打口，以模拟石门揭煤等剧烈诱发因素诱导的突出工况；

[0012] 1e)将高压气瓶出气口、真空泵抽气口和可视化箱体的充气口a气路顺序连接，然

后将高  压气瓶出气口与延期突出门的充气口b连接，检测可视化箱体、延期突出门及气管

管路密封 效果，确保密封压力不低于6MPa；

[0013] 1f)在可视化箱体外侧和瞬间突出门处分别设置高速摄像机；

[0014] 2a)利用埋入煤样中的气压传感器采集可视化箱体中煤样的气压数据；

[0015] 2b)按照试验方案对煤样进行三轴应力加载操作，其中煤样上部6个压板应力大小

均为  10MPa，前侧6个压板应力大小均为12MPa；左侧1个压板应力大小为8MPa；

[0016] 2c)启动真空泵对煤样进行抽真空操作，直到煤体内部气压小于100Pa关闭真空

泵，用 时约12h；

[0017] 2d)打开高压气瓶对煤样进行充瓦斯操作，共分为四阶段保证煤样吸附平衡气压

为0.74  MPa，第一阶段充气12h、充气压力至0.4MPa，然后关闭气瓶，稳定6h，同时向两级爆

破  片内部充气至0.3/MPa；第二阶段充气12h、充气压力至0.8MPa，然后关闭气瓶，稳定6h； 

第三阶段充气6h、充气压力至0.74MPa，然后关闭气瓶；用时共计约38h；

[0018] 3a)在透明箱体外侧以及瞬间突出门外侧设置高速摄像机，按照试验方案进行不

同范围条  件下应力卸载操作；充气至0.4/MPa以上，瞬间诱爆一级爆破片，同时导致二级爆

破片起爆，  实现突出口瞬间打口，以模拟石门揭煤等剧烈诱发因素诱导的突出工况，突出

发生的条件必  须具有三方面：压力、地应力、煤体；本方法是研究卸载地应力以避免突出，

如果该步骤测  试发生了突出，表明卸载地应力的方式仍不足以避免突出，需要进一步调整

卸载方案以进一 步避免突出；当不发生突出时，说明卸载方式有效；

[0019] 3b)利用高速摄像机采集模拟瓦斯延期突出中煤粉喷出的图像，当模拟的瓦斯延

期突出 结束后，停止透明加载板的应力加载，收集突出口抛出的煤粉并称重；

[0020] 4a)根据试验方案进一步改变地应力卸载条件进行后续试验；

[0021] 5a)根据突出口抛出煤粉质量比装煤总质量计算模拟突出强度；

[0022] 5b)若通过应力卸载操作后，突出口无突出发生，即突出强度为0，则判断当前卸压

范围  为较优范围，同时进一步对比不同应力卸载范围大小，范围最小条件为最优卸载范

围；

[0023] 5c)若通过应力卸载操作后，突出口仍发生突出，则对比不同应力卸载范围条件下

突出强  度大小，突出强度最小对应卸载范围件为最优卸载范围。

[0024] 改变地应力卸载条件为：首先对煤样施加的模拟瓦斯压力为0.74/MPa，序号为X1-

X6的  透明加载板的应力均为10.0/MPa，序号为Y1-Y6的透明加载板的应力均为12.0/MPa，

序号为  Z1的透明加载板的应力为8.0/MPa；

[0025] 第1组方案为对照组，即直接打开突出口以诱发突出；

[0026] 第2-10组为不同应力卸载范围条件下突出试验组，即在加载地应力、充瓦斯基础

上，进 一步卸载指定范围内地应力，然后再利用瞬间突出门进行突出测试：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10308047 B

5



[0027] 其中，第2-4组卸载条件为单一加载板应力卸载，位置分别是序号为X6、X5、X4透明 

加载板，面积均为0.125/m2；第5-7组卸载条件为两块相邻透明加载板应力卸载，位置分别 

是序号为X6+X5、X5+X4、X4+X3透明加载板，面积均为0.25/m2；第8-10组卸载条件为三  块相

邻加载板应力卸载，位置分别是序号为X6+X5+X4、X5+X4+X3、X4+X3+X2透明加载  板，面积均

为0.375/m2。

[0028] 有益效果：

[0029] 可在室内模拟不同真三轴应力、瓦斯压力、煤层温度多场耦合条件下煤与瓦斯延

期突出  过程，同时可同步监测并采集箱体内煤层瓦斯压力、温度、表面裂纹形态以及突出

煤粉运动  过程，进一步实现了箱体煤层渗流场、温度场、表面裂隙场以及突出煤粉运移轨

迹场多场全 程可视化，为研究煤与瓦斯突出致灾特征及其防治奠定基础。

[0030] 优点：(1)可以模拟煤矿现场真实条件下的真三维采动应力；(2)可以模拟不同应

力卸载  范围条件下煤与瓦斯突出过程；(3)基于试验结果分析应力卸载防突效果并优化应

力卸载范围。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突出煤层应力卸载防突措施及卸载范围优化方法使用的透明箱体结

构示意 图。

[0032] 图2为本发明突出煤层应力卸载防突措施及卸载范围优化方法使用的透明箱体俯

视图。

[0033] 图3为本发明突出煤层应力卸载防突措施及卸载范围优化方法使用的透明箱体后

视图。

[0034] 图4为本发明突出煤层应力卸载防突措施及卸载范围优化方法使用的瞬间突出门

结构示 意图。

[0035] 图5为本发明突出煤层应力卸载防突措施及卸载范围优化方法使用的加载系统结

构示意 图。

[0036] 图6为本发明突出煤层应力卸载防突措施及卸载范围优化方法使用的高速摄像机

安装示 意图。

[0037] 图中：1-可视化箱体，2-突出口，3-密封圈，4-密封螺栓，5-充气口a，6-传感器安装

孔，  7-安装法兰，8-一级爆破片，9-二级爆破片，10-充气口b，11-爆破片夹持器，12-透明加

载板，  13-加载活塞，14-高速摄像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做进一步说明：

[0039] 本发明的突出煤层应力卸载防突措施及卸载范围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前

期准备 阶段、延期突出孕育阶段、延期突出诱发阶段、延期突出结束和后续工作；

[0040] 详细步骤为：

[0041] 1a)从待测煤矿区域突出煤层的煤块取样进行现场调研，利用现场采集的煤块取

样测定突 出煤层的相关参数，确定试验方案；

[0042] 1b)使用破碎筛将采集的煤块取样筛分成0-1mm粒径的煤粒，向煤粒中加水搅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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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6％  含水率煤样备用；

[0043] 1c)将6％含水率煤样装入可视化箱体1，如图1、图2和图3所示，可视化箱体1包括

箱  体和箱盖，箱体和箱盖之间设有密封圈3，两者通过密封螺栓4紧密连接，可视化箱体1的 

底部设有充气口a5右侧开有突出口2，可视化箱体1上设有加载系统，加载系统为设置在可 

视化箱体1顶部以及可视化箱体1的左侧壁上和前侧壁上设有多个透明加载板12，可视化箱 

体1顶部的透明加载板12有六个序号分别为X1-X6，可视化箱体1前侧壁上的透明加载板  12

有六个序号分别为Y1-Y6，可视化箱体1的左侧壁上的透明加载板12为Z1，每个透明加  载板

12上设有加载活塞13，加载活塞13穿过箱体壁连通加压油缸；在可视化箱体1距离突  出口2

为0.75m的断面内利用可视化箱体1背部开设的传感器安装孔6向可视化箱体1中的  6％含

水率煤样分别埋入气压传感器，最后使用加载活塞13驱动透明加载板12使6％含水率  煤样

在20MPa条件下成型，成型1h后解除所有透明加载板12对煤样的加压；

[0044] 1d)如图4所示，在可视化箱体1的右侧开有的突出口2中安装瞬间突出门，所述瞬

间  突出门包括爆破片夹持器11，爆破片夹持器11一端设有安装法兰7，爆破片夹持器11内

部  分别设有相互串联的一级爆破片8和二级爆破片9，一级爆破片8的爆破压力为0.4/MPa，

二  级爆破片9的爆破压力为0.6/MPa，其中一级爆破片8和二级爆破片9之间的爆破片夹持

器  11上设有充气口b10，通过气源系统向一级爆破片8和二级爆破片9之间空间充气打开二

级  爆破片9，同时瞬间诱爆一级爆破片8，实现突出口2瞬间打口，以模拟石门揭煤等剧烈诱

发 因素诱导的突出工况；

[0045] 1e)将高压气瓶出气口、真空泵抽气口和可视化箱体1的充气口a5气路顺序连接，

然后  将高压气瓶出气口与延期突出门的充气口b10连接，检测可视化箱体1、延期突出门及

气管 管路密封效果，确保密封压力不低于6MPa；

[0046] 1f)如图6所示，在可视化箱体1外侧和瞬间突出门处分别设置高速摄像机14；

[0047] 2a)利用埋入煤样中的气压传感器采集可视化箱体1中煤样的气压数据；

[0048] 2b)按照试验方案对煤样进行三轴应力加载操作，其中煤样上部6个压板应力大小

均为  10MPa，前侧6个压板应力大小均为12MPa；左侧1个压板应力大小为8MPa；

[0049] 2c)启动真空泵对煤样进行抽真空操作，直到煤体内部气压小于100Pa关闭真空

泵，用 时约12h；

[0050] 2d)打开高压气瓶对煤样进行充瓦斯操作，共分为四阶段保证煤样吸附平衡气压

为0.74  MPa，第一阶段充气12h、充气压力至0.4MPa，然后关闭气瓶，稳定6h，同时向两级爆

破  片内部充气至0.3/MPa；第二阶段充气12h、充气压力至0.8MPa，然后关闭气瓶，稳定6h； 

第三阶段充气6h、充气压力至0.74MPa，然后关闭气瓶；用时共计约38h；

[0051] 3a)在透明箱体外侧以及瞬间突出门外侧设置高速摄像机14，按照试验方案进行

不同范 围条件下应力卸载操作；充气至0.4/MPa以上，瞬间诱爆一级爆破片8，同时导致二

级爆破  片9起爆，实现突出口2瞬间打口，以模拟石门揭煤等剧烈诱发因素诱导的突出工

况，突出  发生的条件必须具有三方面：压力、地应力、煤体；本方法是研究卸载地应力以避

免突出，  如果该步骤测试发生了突出，表明卸载地应力的方式仍不足以避免突出，需要进

一步调整卸 载方案以进一步避免突出；当不发生突出时，说明卸载方式有效；

[0052] 3b)如图6所示，利用高速摄像机14采集模拟瓦斯延期突出中煤粉喷出的图像，当

模拟 的瓦斯延期突出结束后，停止透明加载板12的应力加载，收集突出口2抛出的煤粉并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10308047 B

7



称重；

[0053] 4a)根据试验方案进一步改变地应力卸载条件进行后续试验；

[0054] 改变地应力卸载条件为：首先对煤样施加的模拟瓦斯压力为0.74/MPa，序号为X1-

X6的  透明加载板12的应力均为10.0/MPa，序号为Y1-Y6的透明加载板12的应力均为12.0/

MPa，  序号为Z1的透明加载板12的应力为8.0/MPa；

[0055] 第1组方案为对照组，即直接打开突出口2以诱发突出；

[0056] 第2-10组为不同应力卸载范围条件下突出试验组，即在加载地应力、充瓦斯基础

上，进 一步卸载指定范围内地应力，然后再利用瞬间突出门进行突出测试：

[0057] 其中，第2-4组卸载条件为单一加载板应力卸载，位置分别是序号为X6、X5、X4透明

加载  板12，面积均为0.125/m2；第5-7组卸载条件为两块相邻透明加载板12应力卸载，位置

分别  是序号为X6+X5、X5+X4、X4+X3透明加载板12，面积均为0.25/m2；第8-10组卸载条件为 

三块相邻加载板应力卸载，位置分别是序号为X6+X5+X4、X5+X4+X3、X4+X3+X2透明加  载板

12，面积均为0.375/m2；详见下表：

[0058]

[0059]

[0060] 5a)根据突出口2抛出煤粉质量比装煤总质量计算模拟突出强度；

[0061] 5b)若通过应力卸载操作后，突出口2无突出发生，即突出强度为0，则判断当前卸

压范 围为较优范围，同时进一步对比不同应力卸载范围大小，范围最小条件为最优卸载范

围；

[0062] 5c)若通过应力卸载操作后，突出口2仍发生突出，则对比不同应力卸载范围条件

下突出 强度大小，突出强度最小对应卸载范围件为最优卸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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