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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矸石充填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方

法，属于采矿安全技术领域，可解决矸石堆放占

据空间污染环境以及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困难

的问题，本方法是在末采阶段进行割煤、移架的

同时将预制好的充填块进行阶梯型摆放，阶梯型

为了形成阶梯型边坡，维护结构稳定，在挂网，锚

杆、锚索支护的同时确保预制块接顶，预制块间

的缝隙用混凝土进行充填，确保充填块相互粘结

成为一个整体，本发明可以有效控制顶板的沉

降，保证末采阶断综采设备的顺利、安全回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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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矸石充填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步，将煤矸石、粉煤灰、水泥和水以质量配合比为2.72：1.11：1：0.3的比例，制备充

填的预制块；

第二步，当工作面推进到末采阶段时，将预制块通过矿车由副井运送到井底车场，经主

运输石门送至区段回风平巷，由胶带运输机运送至工作面，通过加装液压托板的掩护梁进

行预制块的阶梯型堆砌；

第三步，末采阶段顶板进行挂网前，在距离阶梯型堆砌的边坡的底的长度，移架后的采

空区进行预制块的铺设，铺设成阶梯形状，用混凝土粘接，形成整体；

第四步，在工作面末采阶段充填块接顶的位置，开始挂网支护，挂网后，用托盘紧托钢

丝绳进行锚杆、锚索及煤帮打锚杆施工，进行末采阶段顶板与煤帮的维护；

第五步，综采工作面进行进刀、割煤、移架的同时，进行充填块的同步铺设，确保接顶，

下一采煤循环重复第四步和本步骤进行边支护边充填，直到工作面与回撤通道贯通，综采

设备顺利回撤，完成预制块充填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矸石充填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方法，其特征在于：第

一步中，所述预制块的单轴抗压强度大于回采工作面煤体的强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矸石充填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方法，其特征在于：第

三步中，末采影响阶段挂网支护前，进行预制块的阶梯形铺设，预制块中间用混凝土进行粘

结，形成边坡，坡底的距离按照路基边坡进行计算，当H为3-12m时，坡度为H:B=1:1 .25，其

中，H为边坡的高度，B为边坡的底，当坡顶有静载或动载时，放坡应为斜坡或阶梯形放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矸石充填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方法，其特征在于：第

二步中，在工作面采动开始前，在停采线靠近工作面一侧，可掘进出一条单回撤通道，并进

行围岩的支护，实现预制块充填结合单预掘回撤通道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矸石充填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方法，其特征在于：第

二步中，在工作面采动开始前，在停采线靠近工作面一侧，施工掘进出一条辅回撤通道，在

工作面一侧间距离辅回撤通道留一段间隔煤柱再掘一条通道作为主回撤通道，在主、辅回

撤通道间隔煤柱中间掘进联络巷联通两个通道，并进行围岩的支护，实现预制块充填结合

双预掘回撤通道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矸石充填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方法，其特征在于：当

预制块充填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时，第四步中挂网顺序为：在支架顶梁上端铺设平行

于工作面走向的单层金属顶网，网质为镀锌铅丝编织的菱形金属网，第一个循环拉架前，提

前在支架前梁上铺设单层网，以便于通道的第一个循环挂单层顶网；第二个循环开始，铺为

单层网，联网接头相互错开，第二层网始终挂联在第一层网的一半上，形成金属网假顶；第

五步中回撤通道为采煤机掘出的巷道。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矸石充填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方法，其特征在于：当

预制块充填结合单预掘回撤通道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时，第四步中挂网顺序为：在支

架顶梁上端铺设平行于工作面走向的单层金属顶网，网质为镀锌铅丝编织的菱形金属网，

第一个循环拉架前，提前在支架前梁上铺设单层网，以便于通道的第一个循环挂单层顶网；

第二个循环开始，铺为单层网，联网接头相互错开，第二层网始终挂联在第一层网的一半

上，形成金属网假顶；第五步中回撤通道为单回撤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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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矸石充填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方法，其特征在于：当

预制块充填结合双预掘回撤通道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时，第四步中挂网顺序为：在支

架顶梁上端铺设平行于工作面走向的双层金属顶网，网质为镀锌铅丝编织的菱形金属网，

第一个循环拉架前，提前在支架前梁上铺设单层网，以便于通道的第一个循环挂双层顶网；

第二个循环开始，铺为双层网，联网接头相互错开，第二层网始终挂联在第一层网的一半

上，形成金属网假顶；第五步中回撤通道为主回撤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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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矸石充填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采矿安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矸石充填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产量最大的国家，年产量几乎占世界煤炭总产

的50%，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综合机械化开采是我国和国外煤矿主要采

用的采煤工艺，随着近年来我国综合机械化开采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大批年产量达到

千万吨的大型矿井，为适应矿井高产高效的目标，综采设备的发展取得了很多突破。在矿井

生产过程中，工作面的接替是必须经历的环节，综采工作面的搬家倒面是矿井实现高产高

效的重要环节，综采面设备回撤的速度的快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矿井生产效率。综采工

作面在进入末采阶段后，受回采产生的超前支承压力影响，顶板破碎和帮部片帮现象严重，

围岩压力和变形量会快速增大。尤其是距贯通最后10m，工作面发生大面积冒顶。不仅给工

作面回撤带来困难，而且还使搬家倒面进展缓慢，最长需要约20天以上才能完成，回撤费用

提高了2-3倍。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矸石堆放占据空间污染环境以及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困难的问题，提

供一种矸石充填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方法。该方法主要是维护末采阶段顶板的稳定以

保证回撤的安全和井下煤矸石的二次利用，不仅解决了矸石堆放占据空间污染环境的问

题，而且还能控制末采阶段综采工作面回撤时顶板沉降，实现绿色开采。方法内容是在末采

阶段进行割煤、移架的同时将预制好的充填块进行阶梯型摆放，阶梯型为了形成阶梯边坡，

维护结构稳定，在挂网，锚杆、锚索支护的同时确保预制块接顶，预制块间的缝隙用混凝土

进行充填，确保充填块相互粘结成为一个整体，可以有效控制顶板的沉降，保证末采阶断综

采设备的顺利、安全回撤。

[0004]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矸石充填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第一步，将煤矸石、粉煤灰、水泥和水以质量配合比为2.72：1.11：1：0.3的比例，制

备充填的预制块；

[0007] 第二步，当工作面推进到末采阶段时，将预制块通过矿车由副井运送到井底车场，

经主运输石门送至区段回风平巷，由胶带运输机运送至工作面，通过加装液压托板的掩护

梁进行预制块的阶梯型堆砌；

[0008] 第三步，末采阶段顶板进行挂网前，在距离阶梯型堆砌的边坡的底的长度，移架后

的采空区进行预制块的铺设，铺设成阶梯形状，用混凝土粘接，形成整体；

[0009] 第四步，在工作面末采阶段充填块接顶的位置，开始挂网支护，挂网后，用托盘紧

托钢丝绳进行锚杆、锚索及煤帮打锚杆施工，进行末采阶段顶板与煤帮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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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第五步，综采工作面进行进刀、割煤、移架的同时，进行充填块的同步铺设，确保接

顶，下一采煤循环重复第四步和本步骤进行边支护边充填，直到工作面与回撤通道贯通，综

采设备顺利回撤，完成预制块充填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

[0011] 第一步中，预制块的单轴抗压强度大于回采工作面煤体的强度。

[0012] 第三步中，末采影响阶段挂网支护前，进行预制块的阶梯形铺设，预制块中间用混

凝土进行粘结，形成边坡，坡底的距离按照路基边坡进行计算，当H为3-12m时，坡度为H:B=

1:1.25，其中，H为边坡的高度，B为边坡的底，当坡顶有静载或动载时，放坡应为斜坡或阶梯

型放坡。

[0013] 第二步中，在工作面采动开始前，在停采线靠近工作面一侧，可掘进出一条单回撤

通道，并进行围岩的支护，实现预制块充填结合单预掘回撤通道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

[0014] 第二步中，在工作面采动开始前，在停采线靠近工作面一侧，施工掘进出一条辅回

撤通道，在工作面一侧间距离辅回撤通道留一段间隔煤柱再掘一条通道作为主回撤通道，

在主、辅回撤通道间隔煤柱中间掘进联络巷联通两个通道，并进行围岩的支护，实现预制块

充填结合双预掘回撤通道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

[0015] 第四步中，当预制块充填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时，挂网顺序为：在支架顶梁上

端铺设平行于工作面走向的单层金属顶网，网质为镀锌铅丝编织的菱形金属网，第一个循

环拉架前，提前在支架前梁上铺设单层网，以便于通道的第一个循环挂单层顶网；第二个循

环开始，铺为单层网，联网接头相互错开，第二层网始终挂联在第一层网的一半上，形成金

属网假顶。

[0016] 第四步中，当预制块充填结合单预掘回撤通道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时，挂网

顺序为：在支架顶梁上端铺设平行于工作面走向的单层金属顶网，网质为镀锌铅丝编织的

菱形金属网，第一个循环拉架前，提前在支架前梁上铺设单层网，以便于通道的第一个循环

挂单层顶网；第二个循环开始，铺为单层网，联网接头相互错开，第二层网始终挂联在第一

层网的一半上，形成金属网假顶。

[0017] 第四步中，当预制块充填结合双预掘回撤通道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时，挂网

顺序为：在支架顶梁上端铺设平行于工作面走向的双层金属顶网，网质为镀锌铅丝编织的

菱形金属网，第一个循环拉架前，提前在支架前梁上铺设单层网，以便于通道的第一个循环

挂双层顶网；第二个循环开始，铺为双层网，联网接头相互错开，第二层网始终挂联在第一

层网的一半上，形成金属网假顶。

[0018] 第五步中，当预制块充填结合单预掘回撤通道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时，回撤

通道为单回撤通道，当预制块充填结合双预掘回撤通道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时，回撤

通道为主回撤通道，当预制块充填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时，回撤通道为采煤机掘出的

巷道。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0] 1.  本发明利用废弃煤矸石预制的充填块，将充填技术与巷道支护技术结合，维护

末采阶段工作面设备回撤的稳定，安全，无预掘进回撤通道，工艺简单，无需额外设备，节约

耗材，充填预制块和巷道支护技术完美的控制了末采阶段顶板的稳定，实现无来压回撤设

备。

[0021] 2.  本发明利用废弃煤矸石预制块将充填技术，巷道支护技术与末采阶段单回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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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结合起来，实现综采设备的快速回撤，预掘单回撤通道的优点是回撤空间大、能够明显

缩短工作面搬家周期，充填预制块、巷道支护技术与末采阶段单回撤通道结合完美的控制

了末采阶段顶板的稳定，实现无来压回撤设备。

[0022] 3.  本发明利用废弃煤矸石预制块将充填技术，巷道支护技术与末采阶段双回撤

通道结合起来，实现综采设备的快速回撤，预掘双回撤通道的优点是回撤空间大、有比较好

的掉向空间、实现多点作业、极大提高设备的回撤速度，充填预制块、巷道支护技术与末采

阶段双回撤通道结合完美的控制了末采阶段顶板的稳定，实现无来压回撤设备。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掩护梁加装液压托板的液压支架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工作面布置平面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2工作面布置平面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3工作面布置平面示意图；

[0027]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1工作面剖面示意图；

[0028]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2工作面剖面示意图；

[0029]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3工作面剖面示意图；

[0030]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1充填效果剖面示意图；

[0031]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2充填效果剖面示意图；

[0032] 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3充填效果剖面示意图；

[0033] 图11为本发明实施例1充填效果平面示意图；

[0034] 图12为本发明实施例2充填效果平面示意图；

[0035] 其中：1-掩护梁；2-液压托板；3-预制块；4-液压支架；5-预掘单回撤通道；6-间隔

煤柱；7-回采工作面煤体；8-采空区；9-停采线剩余煤体；10-停采线；11-预掘双回撤通道中

辅回撤通道；12-预掘双回撤通道中主回撤通道；13-联络巷；14-锚杆；15-阶梯型边坡。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7] 实施例1，预制块充填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

[0038] 首先利用废弃煤矸石制备充填预制块，并提前进行养护，测试其单轴抗压强度，保

证其强度大于工作面所采煤体的强度，然后进行封装保存以备使用。

[0039] 当工作面推进到末采阶段时，将预制块通过矿车从副井下放到井底车场，然后经

主运输石门送到区段回风平巷，由胶带运输机送到采煤工作面，最后通过改进后的掩护梁，

进行预制块的砌筑。

[0040] 末采影响阶段挂网支护前进行预制块的阶梯形铺设，预制块中间用混凝土进行粘

结，形成边坡，坡底的距离按照路基边坡进行计算，当H为3-12m时，H:B=1:1.25 （边坡的高

度H与底B之比称为坡度），当坡顶有静载或动载时，放坡可放成斜坡，以便形成一个稳定的

基础。

[0041] 工作面末采阶段开始挂网支护的位置即是充填块接顶的位置，即是坡顶，挂网后

用托盘紧托钢丝绳进行锚杆、锚索及煤帮打锚杆施工，进行末采阶段顶板与煤帮的维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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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顶的位置进行挂网，在支架顶梁上端铺设平行于工作面走向的单层金属顶网，网质为镀

锌铅丝编织的菱形金属网。第一个循环拉架前，提前在支架前梁上铺设单层网，以便于通道

的第一个循环挂单层顶网；第二个循环开始，铺为单层网，联网接头相互错开，第二层网始

终挂联在第一层网的一半上，形成金属网假顶。顶板锚杆直径：φ=20mm。顶板锚杆长度：L=

2200mm。锚杆角度：靠近煤壁的锚杆需向煤壁倾斜20°，其余均垂直顶板。顶板锚索托板：穹

形多功能钢板托板，长×宽×厚=300mm×300mm×16mm，孔径40mm。顶板锚杆布置：锚杆排距

600mm。锚杆间距：本排无锚索为1500mm；本排有锚索是3000mm。锚索布置：锚索排距1200mm，

锚索间距3000mm。锚杆直径：φ=20mm。帮锚杆长度：L=2200mm，钻孔深度2100mm。帮锚杆锚固

剂：每孔使用S2360  型和Z2360  型树脂锚固剂各1  卷。锚杆托板：规格为150mm×150mm×

10mm，孔径34mm。锚杆角度：水平方向垂直于通道煤壁。靠近顶板的巷帮锚杆安设角度则与

水平线成20°。锚杆布置：第一根角锚杆距顶板距离为300mm，误差范围为正负50mm，每排3 

根锚杆。锚杆排距1500mm，锚杆间距900mm。

[0042] 在一个采煤循环中，进行割煤、移架，推移输送机的过程中，用胶带输送机，将预制

块送至工作面支架后方，移架之后进行挂网、锚杆支护、用改进后的掩护梁，进行预制块的

堆砌，形成充填结构，支撑顶板，维护围岩结构稳定，然后进行推移输送机，下一采煤循环开

始，重复上述步骤进行边支护边充填，如此往复直到工作面推进到停采线，用采煤机掘出一

条巷道，综采设备顺利回撤。

[0043] 实施例2，预制块充填结合单预掘回撤通道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

[0044] 首先利用废弃煤矸石制备充填预制块，并提前进行养护，测试其单轴抗压强度，保

证其强度大于工作面所采煤体的强度，然后进行封装保存以备使用。

[0045] 在工作面采动开始前，停采线煤体，靠近工作面一侧，施工掘进出一条回撤通道，

并用锚杆、锚索，进行围岩的支护，至此单回撤通道就施工完毕。

[0046] 当工作面推进到末采阶段时，将预制块通过矿车从副井下放到井底车场，然后经

主运输石门送到区段回风平巷，由胶带运输机送到采煤工作面，最后通过改进后的掩护梁，

进行预制块的砌筑。

[0047] 末采影响阶段挂网支护前进行预制块的阶梯型铺设，预制块中间用混凝土进行粘

结，形成边坡。坡底的距离按照路基边坡进行计算，当H为3-12m时，H:B=1:1.25（边坡的高度

H与底B之比称为坡度），当坡顶有静载或动载时，其坡度应相应放宽，放坡可放成斜坡，或按

施工需要放成阶梯型，以便形成一个稳定的基础。

[0048] 工作面末采阶段开始挂网支护的位置即是充填块接顶的位置，即是坡顶，挂网后

用托盘紧托钢丝绳进行锚杆、锚索及煤帮打锚杆施工，进行末采阶段顶板与煤帮的维护。在

接顶的位置进行挂网，在支架顶梁上端铺设平行于工作面走向的单层金属顶网，网质为镀

锌铅丝编织的菱形金属网。第一个循环拉架前，提前在支架前梁上铺设单层网，以便于通道

的第一个循环挂单层顶网；第二个循环开始，铺为单层网，联网接头相互错开，第二层网始

终挂联在第一层网的一半上，形成金属网假顶。顶板锚杆直径：φ=20mm。顶板锚杆长度：L=

2200mm。锚杆角度：靠近煤壁的锚杆需向煤壁倾斜20°，其余均垂直顶板。顶板锚索托板：穹

形多功能钢板托板，长×宽×厚=300mm×300mm×16mm，孔径40mm。顶板锚杆布置：锚杆排距

600mm。锚杆间距：本排无锚索为1500mm；本排有锚索是3000mm。锚索布置：锚索排距1200mm，

锚索间距3000mm。锚杆直径：φ=20mm。帮锚杆长度：L=2200mm，钻孔深度2100mm。帮锚杆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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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每孔使用S2360  型和Z2360  型树脂锚固剂各1卷。锚杆托板：规格为150mm×150mm×

10mm，孔径34mm。锚杆角度：水平方向垂直于通道煤壁。靠近顶板的巷帮锚杆安设角度则与

水平线成20°。锚杆布置：第一根角锚杆距顶板距离为300mm，误差范围为正负50mm，每排3 

根锚杆。锚杆排距1500mm，锚杆间距900mm。

[0049] 在一个采煤循环中，进行割煤、移架，推移输送机的过程中，用胶带输送机，将预制

块送至工作面支架后方，移架之后进行挂网、锚杆支护、用改进后的掩护梁，进行预制块的

堆砌，形成充填结构，支撑顶板，维护围岩结构稳定，然后进行推移输送机，下一采煤循环开

始，重复上述步骤进行边支护边充填，如此往复直到工作面与回撤通道贯通，完成综采设备

的回撤。

[0050] 实施例3，预制块充填结合双预掘回撤通道辅助末采阶段工作面回撤。

[0051] 首先利用废弃煤矸石制备充填预制块，并提前进行养护，测试其单轴抗压强度，保

证其强度大于工作面所采煤体的强度，然后进行封装保存以备使用。

[0052] 在工作面采动开始前，停采线煤体，靠近工作面一侧，施工掘进出一条辅回撤通

道，在工作面一侧间距离辅回撤通道留一段间隔煤柱，再掘一条通道作为主回撤通道，在

主、辅回撤通道间隔煤柱中间每个一段距离掘进联络巷，联通两个通道，并用锚杆、锚索，进

行围岩的支护，至此双回撤通道就施工完毕。

[0053] 当工作面推进到末采阶段时，将预制块通过矿车从副井下放到井底车场，然后经

主运输石门送到区段回风平巷，由胶带运输机送到采煤工作面，最后通过改进后的掩护梁，

进行预制块的砌筑。

[0054] 末采影响阶段挂网支护前进行预制块的阶梯型铺设，预制块中间用混凝土进行粘

结，形成边坡，坡底的距离按照路基边坡进行计算，当H为3-12m时，H:B=1:1.25 （边坡的高

度H与底B之比称为坡度），当坡顶有静载或动载时，其坡度应相应放宽。放坡可放成斜坡，或

按施工需要放成阶梯型，以便形成一个稳定的基础。

[0055] 工作面末采阶段开始挂网支护的位置即是充填块接顶的位置，即是坡顶，图7中阶

梯型边坡15的顶部，挂网后用托盘紧托钢丝绳进行锚杆、锚索及煤帮打锚杆施工，进行末采

阶段顶板与煤帮的维护。在接顶的位置进行挂网，在支架顶梁上端铺设平行于工作面走向

的双层金属顶网，网质为镀锌铅丝编织的菱形金属网。第一个循环拉架前，提前在支架前梁

上铺设单层网，以便于通道的第一个循环挂双层顶网；第二个循环开始，铺为双层网，联网

接头相互错开，第二层网始终挂联在第一层网的一半上，形成金属网假顶。顶板锚杆直径：

φ=20mm。顶板锚杆长度：L=2200mm。锚杆角度：靠近煤壁的锚杆需向煤壁倾斜20°，其余均垂

直顶板。顶板锚索托板：穹形多功能钢板托板，长×宽×厚=300mm×300mm×16mm，孔径

40mm。顶板锚杆布置：锚杆排距600mm。锚杆间距：本排无锚索为1500mm；本排有锚索是

3000mm。锚索布置：锚索排距1200mm，锚索间距3000mm。锚杆直径：φ=20mm。帮锚杆长度：L=

2200mm，钻孔深度2100mm。帮锚杆锚固剂：每孔使用S2360  型和Z2360型树脂锚固剂各1  卷。

锚杆托板：规格为150mm×150mm×10mm，孔径34mm。锚杆角度：水平方向垂直于通道煤壁。靠

近顶板的巷帮锚杆安设角度则与水平线成20°。锚杆布置：第一根角锚杆距顶板距离为

300mm，误差范围为正负50mm，每排3 根锚杆。锚杆排距1500mm，锚杆间距900mm。

[0056] 在一个采煤循环中，进行割煤、移架，推移输送机的过程中，用胶带输送机，将预制

块送至工作面支架后方，移架之后进行挂网、锚杆支护、用改进后的掩护梁，进行预制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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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砌，形成充填结构，支撑顶板，维护围岩结构稳定，然后进行推移输送机，下一采煤循环开

始，重复上述步骤进行边支护边充填，如此往复直到工作面与主回撤通道贯通，完成综采设

备的回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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