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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浅埋近距离煤层群开采

顶板初次来压支架支护阻力的确定方法，通过物

理模拟研究发现下煤层工作面初次来压(层间覆

岩初次破断)时，关键层初次破断形成“非对称三

铰拱结构”，结构上的载荷层为上煤层采空区垮

落顶板。上煤层垮落顶板结构在下煤层采动后活

化，与下煤层三铰拱结构共同形成“非对称三铰

拱梁与拱壳载荷结构”。通过建立浅埋近距离煤

层群下煤层关键层固支梁力学模型，修正关键层

极限垮距计算公式，确定下煤层顶板结构块的参

数。建立近距离煤层群下煤层开采初次来压的支

架载荷计算模型。基于动静载荷作用，提出了初

次来压的合理支架工作阻力确定方法，为浅埋近

距离煤层群开采的顶板初次来压控制提供了理

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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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埋近距离煤层群开采顶板初次来压支架支护阻力的确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1)建立浅埋近距离煤层群下煤层关键层固支梁力学模型，并推导出下煤层关键层受不

均载荷作用下的初次破断距计算公式：

下煤层关键层初次破断距决定了B关键块的长度；其中，h1为下煤层关键层厚度，q1为上

煤层关键层铰接部分对应下煤层关键层所受载荷，q2为上煤层关键层有一定压实部分对应

下关键层所受载荷，RT为岩石抗拉强度；

2)支架必须提供的支护阻力P由静态支护阻力Pm和动态载荷FD组成；

3)煤层群下煤层开采过程中，初次来压时支架受到的平均压力为未来压时的1.3倍以

上，则认定动载系数KD为0.3以上，即顶板的动态载荷FD为：

FD＝KD·Pm＝0.3Pm

则初次来压支架的支护阻力为：P≥Pm+FD＝1.3P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浅埋近距离煤层群开采顶板初次来压支架支护阻力的确定方

法，其特征在于，按照各岩层或岩组对支架作用力空间位置从下向上的顺序，支架静态支护

阻力Pm分别为下煤层直接顶重量、下煤层关键层垮落顶板载荷、上煤层关键层垮落顶板载

荷以及静态支护阻力；

其中，下煤层关键层初次破断后形成了两个关键块：靠近工作面一侧的B关键块及靠近

采空区一侧的C关键块，两相邻关键块与两侧煤壁相互铰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浅埋近距离煤层群开采顶板初次来压支架支护阻力的确定方

法，其特征在于，下煤层直接顶重量：

W＝Lkb∑hγ

上式中，LK为支架顶梁长度，b为支架宽度，h为下煤层直接顶厚度，γ为下煤层直接顶容

重。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浅埋近距离煤层群开采顶板初次来压支架支护阻力的确定方

法，其特征在于，下煤层关键层垮落顶板载荷：

PB＝PGB+PZB

上式中，PGB为B关键块有效传递重量，PZB为上煤层直接顶有效载荷。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浅埋近距离煤层群开采顶板初次来压支架支护阻力的确定方

法，其特征在于，上煤层关键层垮落顶板载荷：

PF＝PGF+PZF

上式中，PGF为F关键块有效传递重量，F关键块为上煤层关键层破断后，位于B关键块上

部的岩块；PZF为上煤层关键层有效载荷。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浅埋近距离煤层群开采顶板初次来压支架支护阻力的确定方

法，其特征在于，静态支护阻力为：

Pm＝W+PB+PF

其中，Pm为支架的静态支护阻力，W为下煤层直接顶载荷，PB为下煤层关键层垮落顶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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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PF为上煤层关键层垮落顶板载荷。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浅埋近距离煤层群开采顶板初次来压支架支护阻

力的确定方法，其特征在于，

建立浅埋近距离煤层群下煤层关键层固支梁力学模型：

其中，MA为A点的弯矩，q1为上煤层关键层铰接部分对应下煤层关键层所受载荷，q2为上

煤层关键层压实部分对应下关键层所受载荷，Lq为受q1作用的梁的长度，Lh为q2作用的梁的

长度，Mx为所求梁上任意一点的弯矩，x为任意一点距M点的水平距离。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6919744 B

3



浅埋近距离煤层群开采初次来压支架支护阻力的确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煤炭开采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浅埋近距离煤层群开采顶板初次来压支

架支护阻力的确定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陕北侏罗纪煤田是我国特大型煤炭资源基地，该区煤炭储量大、煤层埋藏浅，可采

煤层多，开采条件相对简单。但煤田内各矿井随着开采规模逐年加大，部分区域的第一煤层

已经开采完毕，将开始进行第二、三主采煤层的开采。根据多年来的生产实践，煤层群开采

过程中在对下部煤层开采时容易出现异常压架、煤壁片帮、两巷底鼓量增大、冒顶等剧烈来

压现象，不仅严重威胁到了操作人员的安全，而且制约了矿井的安全高效生产。

[0003] 目前，浅埋近距离煤层群下煤层开采顶板初次来压顶板结构特征及支架载荷的确

定均是采用单一浅埋煤层开采的顶板结构特征来确定支架载荷，但计算过程中并未考虑上

煤层已经开采形成不均载荷的作用特征，也未考虑在不均载荷作用下的顶板破断规律及特

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考虑下煤层工作面在重复采

动、载荷层厚度增大且加载不均情况下的浅埋近距离煤层群开采顶板初次来压支架支护阻

力的确定方法。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6] 浅埋近距离煤层群开采顶板初次来压支架支护阻力的确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0007] 1)建立浅埋近距离煤层群下煤层关键层固支梁力学模型，并推导出下煤层关键层

受不均载荷作用下的初次破断距计算公式：

[0008]

[0009] 下煤层关键层初次破断距决定了B关键块的长度；其中，h1为下煤层关键层厚度，q1

为上煤层关键层铰接部分对应下煤层关键层所受载荷，q2为上煤层关键层有一定压实部分

对应下关键层所受载荷，RT为岩石抗拉强度；

[0010] 2)支架必须提供的支护阻力P由静态支护阻力Pm和动态载荷FD组成；

[0011] 3)煤层群下煤层开采过程中，初次来压时支架受到的平均压力为未来压时的1.3

倍以上，则认定动载系数KD为0.3以上，即顶板的动态载荷FD为：

[0012] FD＝KD·Pm＝0.3Pm

[0013] 则初次来压支架的支护阻力为：P≥Pm+FD＝1.3Pm。

[0014]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

[0015] 按照各岩层或岩组对支架作用力空间位置从下向上的顺序，支架静态支护阻力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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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下煤层直接顶重量、下煤层关键层垮落顶板载荷、上煤层关键层垮落顶板载荷以及

静态支护阻力；

[0016] 其中，下煤层关键层初次破断后形成了两个关键块：靠近工作面一侧的B关键块及

靠近采空区一侧的C关键块，两相邻关键块与两侧煤壁相互铰接。

[0017] 下煤层直接顶重量：

[0018] W＝Lkb∑hγ

[0019] 上式中，LK为支架顶梁长度，b为支架宽度，h为下煤层直接顶厚度，γ为下煤层直

接顶容重。

[0020] 下煤层关键层垮落顶板载荷：

[0021] PB＝PGB+PZB

[0022] 上式中，PGB为B关键块有效传递重量，PZB为上煤层直接顶有效载荷。

[0023] 上煤层关键层垮落顶板载荷：

[0024] PF＝PGF+PZF

[0025] 上式中，PGF为F关键块(上煤层关键层破断后，位于B关键块上部的岩块)有效传递

重量，PZF为上煤层关键层有效载荷。

[0026] 静态支护阻力为：

[0027] Pm＝W+PB+PF

[0028] 其中，Pm为支架的静态支护阻力，W为下煤层直接顶载荷，PB为下煤层关键层垮落顶

板载荷，PF为上煤层关键层垮落顶板载荷。

[0029] 其特征在于，

[0030] 建立浅埋近距离煤层群下煤层关键层固支梁力学模型：

[0031]

[0032]

[0033]

[0034]

[0035]

[0036] 其中，MA为A点的弯矩，q1为上煤层关键层铰接部分对应下煤层关键层所受载荷，q2

为上煤层关键层压实部分对应下关键层所受载荷，Lq为受q1作用的梁的长度，Lh为q2作用的

梁的长度，Mx为所求梁上任意一点的弯矩，x为任意一点距M点的水平距离。

[003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8] 本发明在综合现有单一浅埋煤层开采顶板初次来压支架载荷计算方法的基础上，

首次考虑了上煤层已采，下煤层开采顶板载荷层增大且受载不均，矿压动载显现明显，台阶

下沉量较大等因素，提出了浅埋煤层群开采初次来压结构可简称为“非对称三铰拱梁与拱

壳载荷结构”、建立了固支梁力学模型，推导了下煤层顶板受不均载荷作用下的初次破断步

距计算公式、得出了动静载荷作用下的煤层群开采初次来压支架的支护阻力计算方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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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计算得出的浅埋煤层群开采次来压支架的支护阻力更合理科学，更有利于指导实际生产

及应用。

【附图说明】

[0039] 图1是本发明非对称三铰拱梁与拱壳载荷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2是本发明下煤层顶板初次来压载荷分布的示意图；

[0041] 图3是本发明下煤层关键层固支梁力学模型的示意图；

[0042] 图4是本发明顶板初次来压支架围岩关系力学模型。

[0043] 图中：A，B，C，D–下煤层开采关键块；E，F–上煤层关键块；q1–上煤层关键层铰接部

分对应下煤层关键层所受载荷；q2–上煤层关键层压实部分对应下关键层所受载荷；Lq–下煤

层顶板初次破断前部岩块长度，Lh–下煤层顶板初次破断后部岩块长度；L1–上煤层顶板初次

破断跨距，L2–下煤层顶板初次破断跨距；h–下煤层开采直接顶厚度；h1–下煤层开采关键层

厚度；h2–已采上煤层直接顶厚度；h3–已采上煤层关键层厚度。各参数的选择均依据现场的

实际地质条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45] 本发明适应于近距离煤层群开采条件下的普遍煤层，尤其适用于浅埋煤层的基本

条件。其基本结构包含下煤层直接顶、下煤层关键层、下煤层关键层与上煤层关键层层间覆

岩、上煤层关键层、上煤层关键层直至地表间的载荷层。

[0046] 1)煤层群是指，由上、下多层两层煤和岩体组成的地质结构。近距离煤层群下煤层

开采层间覆岩一般只有一层关键层(对上部岩层起到主要控制作用的坚硬岩层)，随开采顶

板初次来压(关键层初次完全破断)时，所形成的结构包括：下煤层直接顶(随开采直接垮落

的岩层)、下煤层关键层、下煤层关键层与上煤层关键层层间覆岩、上煤层关键层、上煤层关

键层直至地表间的载荷层。

[0047] 本发明浅埋近距离煤层群开采顶板初次来压支架支护阻力的确定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48] 1)浅埋近距离煤层群上煤层开采后，老顶破断岩块形成铰接结构，导致边界处顶

板充填不实，对间隔岩层顶板的载荷不均。压实状态的F岩块载荷较高，称为应力恢复区；靠

近边界的E岩块处于应力降低区，导致下煤层顶板有q1＜q2。下煤层顶板初次来压形成“下部

为非对称三铰拱，上部为拱壳载荷体”的结构，即浅埋近距离煤层群开采初次来压结构可简

称为“非对称三铰拱梁与拱壳载荷结构”。由此建立了浅埋近距离煤层群下煤层老顶关键层

固支梁力学模型：

[0049]

[0050]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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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0053]

[0054] 其中，MA为A点的弯矩，q1为上煤层关键层铰接部分对应下煤层关键层所受载荷，q2

为上煤层关键层压实部分对应下关键层所受载荷，Lq为受q1作用的梁的长度，Lh为q2作用的

梁的长度，Mx为所求梁上任意一点的弯矩，x为任意一点距M点的水平距离。

[0055] 根据上述力学模型，推导出下煤层顶板受不均载荷作用下的初次破断步距计算公

式，具体推导过程如下：

[0056]

[0057] 根据拉破坏准则，岩梁的极限跨距为：

[0058]

[0059] 式中：RT为岩石抗拉强度，MPa；h为间隔岩层厚度，m。

[0060] 由于间隔岩层受不均匀载荷的作用，可得：

[0061]

[0062] 将式(1)代入式(3) ,可得出下煤层顶板受不均载荷作用下的初次破断步距计算公

式：

[0063]

[0064] 该公式决定了关键块B的长度，直接影响着支架的受力情况。

[0065] 其中，h1为下煤层关键层厚度，q1为上煤层关键层铰接部分对应下煤层关键层所受

载荷，q2为上煤层关键层压实部分对应下关键层所受载荷，RT为岩石抗拉强度；

[0066] 2)按照下煤层直接顶、下煤层关键层跨落顶板(包括下煤层关键层及包括下煤层

关键层与上煤层关键层层间覆岩)、上煤层关键层垮落顶板(上煤层关键层、上煤层关键层

直至地表间的载荷层)分别对支架的作用力，建立支架受力的力学模型，支架必须提供的支

护阻力P由静态支护阻力Pm和动态载荷FD组成；

[0067] 煤层群下煤层开采过程中，初次来压时支架受到的平均压力为未来压时的1.3倍

以上，则认定动载系数KD为0.3(为现场实测值)以上，即顶板的动态载荷FD为：

[0068] 3)支架静态支护阻力Pm由按照从下向上的顺序分别为：

[0069] 3-1)下煤层直接顶重量W＝Lkb∑hγ，其中，LK为支架顶梁长度，b为支架宽度，h为

下煤层直接顶厚度，γ为直接顶容重；

[0070] 3-2)下煤层关键层垮落顶板载荷PB＝PGB+PZB，其中，PGB为B关键块有效传递重量，

PZB为上煤层直接顶有效载荷；

[0071] 3-3)上煤层关键层垮落顶板载荷PF＝PGF+PZF，其中，PGE为F关键块有效传递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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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ZF为上煤层关键层有效载荷；

[0072] 3-4)静态支护阻力为：

[0073]

[0074] 4)根据现场实测可以发现，煤层群下煤层开采过程中，初次来压时支架受到的平

均压力为未来压时的1.3倍以上，可认定动载系数KD为0.3以上，即顶板的动态载荷FD为：FD

＝KD·Pm＝0.3Pm

[0075] 5)通过以上分析，初次来压支架的支护阻力：P≥Pm+F＝1.3Pm。

[0076] 实施例：

[0077] 参见图1-3，以神府矿区4-4煤层及5-2煤层的开采为例，上煤层厚1m，煤层间距35m，

5-2煤厚6m，冒落带高度为23m，关键层粉砂岩厚度为10.9m，块度为0.917。基岩容重为27kN/

m3，载荷层平均容重为24kN/m3，上煤层关键层距地表80m。

[0078] 直接顶重量：W＝Lkbm∑hγ＝5.4×23×27×1.75＝5868kN。hm为冒落带高度，b为

支架宽度，r为基岩容重。

[0079] F关键块及上覆有效载荷：PF＝PGF+PZF＝4320+18900＝23220kN。

[0080] F关键块结构失稳所传递载荷：RF＝5690kN。

[0081] B关键块及上覆有效载荷：PB＝PGB+PZB＝5940+23639＝29579kN。

[0082] 下煤层关键层结构对支架的作用力：RD＝10697kN。

[0083] 支架的静载支护阻力：Pm＝10697+5868＝17665kN。

[0084] 工作面间隔岩层顶板破断时，顶板结构及其载荷的运动冲击，对支架载荷有较大

影响。

[0085] F＝KD·Pm＝0.3Pm＝0.3×17655＝5296.5kN

[0086] 同时考虑静载与动载的作用，控制下煤层顶板稳定的最小支护阻力为：

[0087] P＝Pm+F＝17665+5296.5＝22961.5kN

[0088] 神府矿区5-2煤层开采使用工作阻力为16000kN/架的液压支架，初次来压时工作面

中部支架安全阀开启频繁，实测动载系数可达1.3以上，最大支架载荷达到随着基载比的大

幅减小，相同地质条件下的煤层群开采时的支架受力较单一煤层开采相应上升，可说明现

场实际情况与理论计算结果相符。

[0089] 以上内容仅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思想，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是按

照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思想，在技术方案基础上所做的任何改动，均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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