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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切顶充填的N00采矿法，解

决了现有技术采场结构稳定性差、地表沉陷变

形、地表矸石堆积等方面问题。其特征在于，在一

个全新盘区布置多个采煤工作面，实现一种无巷

道掘进，在开采的过程中沿空留巷；当采完煤层

10m后，开始开采直接顶，开采直接顶宽度为7m，

一次切顶后形成切顶区，之后切顶区顶板自行垮

落充填；工作面继续向前开采，新的采空区通过

临时储存仓中储存的破碎岩石及地表矸石进行

充填，切顶区顶板垮落施加两侧约束。本发明提

高开采效率，节约资源，有效控制地表沉陷，减小

了井下矸石的运输，直接在井下利用，而且也解

决了地面矸石堆积的问题，可广泛应用于煤矿井

下充填开采技术领域。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4页

CN 109630112 B

2020.07.28

CN
 1
09
63
01
12
 B



1.一种切顶充填的N00采矿法，在一个全新盘区布置多个采煤工作面，实现一种无巷道

掘进，整个盘区设置回风下山通道、轨道下山通道和皮带下山通道，所述回风下山通道和轨

道下山通道位于所述盘区的一端，所述皮带下山通道连通所述盘区的另一端，并且与所述

回风下山通道连通；在每一个采煤工作面的开采过程中，均从所述皮带下山通道的一端向

所述回风下山通道和轨道下山通道一端开采，在开采的过程中沿空留巷，留巷位置为靠近

下一个采煤工作面的部分，所述留巷位置作为下一个采煤工作面的上顺槽；其特征在于，所

述切顶充填的N00采矿法步骤如下：

1)初次开采：从所述皮带下山通道的一端的切眼通道向所述回风下山通道和轨道下山

通道方向开采，工作面两侧通道分别为上顺槽和下顺槽，初次开采煤层宽度为10m，其中液

压支架占据3m，空顶区7m；

2)一次切顶：当采完煤层宽度10m后，开始切割初次开采空顶区直接顶，切割直接顶宽

度为7m，所述留巷位置处的破碎岩体置于原处，将切割直接顶所得的剩余破碎岩石运输至

临近采空区设置的临时储存仓保存，一次切顶后形成切顶区；

3)切顶区顶板垮落充填：工作面继续向前开采，一次切顶后落下的破碎岩石不再运输

至临时储存仓，而是直接充填切顶区，充填宽度为7m；

4)采空区充填：采煤工作面继续向前推进，新的采空区通过临时储存仓中的储存的破

碎岩石及地表矸石进行充填，充填宽度为15m，至此形成了采宽为7m、采高为煤层厚度与一

次切顶厚度之和的切顶区，充填宽度为15m的充填区；

5)重复步骤1)～步骤4)，直至工作面煤层开采完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切顶充填的N00采矿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充填区留巷位

置处不切顶，与充填区其他位置一起充填。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切顶充填的N00采矿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一次切顶采用

的切割设备为将截割部强化改进后的采煤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切顶充填的N00采矿法，其特征在于，切割直接顶落下的

破碎岩石通过运煤系统的改装支线运输至临时储存仓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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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切顶充填的N00采矿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煤矿开采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适用于我国煤矿开采的N00采矿法，具体

涉及一种切顶充填的N00采矿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控制地表沉陷的途径主要有条带开采、膏体充填、覆岩离层注浆和综采

工作面高效架后机械化矸石充填技术等几种方式。条带开采是减小地表变形的有效方法之

一，但条带开采采出率仅为40％～60％，资源浪费较严重。膏体充填虽然可以有效提高村庄

下压煤的采出率，但充填成本越来越大，工艺较复杂，难以满足高效生产的需要。覆岩离层

注浆通过在工作面后方15～20m处离层注浆的方法控制地表变形，但该方法充填效果存在

争议，一般认为覆岩离层注浆地表减沉量不超过40％，基本达不到控制地表变形的目的。为

了解决煤矿充填成本较高的问题，随着井下掘进矸石提升紧张、地面矸石堆积造成的环境

污染等问题，逐渐兴起了综采工作面高效架后机械化矸石充填技术，直接采用井下矸石进

行充填，该项技术对固体废弃物处理及掘进矸石不升井方面有极大的优势，但是存在以充

填定开采，生产规模受到限制，固体材料来源受到限制的缺点。

[0003] N00采矿法是近年来煤矿领域的行业最新的技术之一，N00采矿法就是在一个全新

的盘区布置多个工作面，实施一种无巷道掘进，并且无煤柱开采，N00采矿法实现了不再需

要掘进任何顺槽巷道，也不再需要留设煤柱，从而可以节约资源，提高开采效率，减少井下

灾害，尤其是掘进巷道产生的灾害。

[0004] 虽然N00采矿法有诸多优点，但是N00采矿法仍然是采用垮落法管理顶板，忽略了

可能带来地表开采沉陷的潜在灾害，尤其是开采浅埋厚煤层时，易造成地表自然环境的破

坏及地下水的流失。所以采用现有的N00采矿法时，就需要考虑地表开采沉陷问题，还需要

考虑开采工艺及充填材料来源等方面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采场结构稳定性差、地表沉陷变形、地表

矸石堆积等问题，提供一种可以有效解决地表矸石堆积及控制地表开采沉陷的切顶充填的

N00采矿法。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为此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本发明设有就是在一个全新盘区布置多个采煤工作面，实现一种无巷道掘进，整

个盘区设置回风下山通道、轨道下山通道和皮带下山通道，回风下山通道和轨道下山通道

位于所述盘区的一端，皮带下山通道连通盘区的另一端，并且与回风下山通道连通；在每一

个采煤工作面的开采过程中，均从皮带下山通道的一端向回风下山通道和轨道下山通道一

端开采，在开采的过程中沿空留巷，留巷位置为靠近下一个采煤工作面的部分，留巷位置作

为下一个采煤工作面的上顺槽；切顶充填的N00采矿法步骤如下：

[0008] 1)初次开采：从皮带下山通道的一端的切眼通道向回风下山通道和轨道下山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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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开采，工作面两侧通道分别为上顺槽和下顺槽，初次开采煤层宽度为10m，其中液压支

架占据3m，空顶区7m；

[0009] 2)一次切顶：当采完煤层宽度10m后，开始切割初次开采空顶区直接顶，切割直接

顶宽度为7m，留巷位置处的破碎岩体置于原处，将切割直接顶所得的剩余破碎岩石运输至

临近采空区设置的临时储存仓保存，一次切顶后形成切顶区；

[0010] 3)切顶区顶板垮落充填：工作面继续向前开采，一次切顶后落下的破碎岩石不再

运输至临时储存仓，而是直接充填切顶区，充填宽度为7m；

[0011] 4)采空区充填：采煤工作面继续向前推进，新的采空区通过临时储存仓中的储存

的破碎岩石及地表矸石进行充填，充填宽度为15m，至此形成了采宽为7m、采高为煤层厚度

与一次切顶厚度之和的切顶区，充填宽度为15m的充填区。

[0012] 5)重复步骤1)～步骤4)，直至工作面煤层开采完毕。

[0013] 优选的，上顺槽、切眼通道、下顺槽、皮带下山通道及回风下山通道依次连通，组成

工作面的通风系统。

[0014] 优选的，充填区留巷位置处不切顶，与充填区其他位置一起充填。

[0015] 优选的，一次切顶采用的切割设备为将截割部强化改进后的采煤机。

[0016] 优选的，切割直接顶落下的破碎岩石可以通过运煤系统的改装支线运输至临时储

存仓保存。

[0017] 优选的，采煤工作面采用液压支架支护。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9] 与现有N00采矿法相比，本发明一次切顶为采空区部分充填提供了原位充填材料，

顶板垮落为充填条带提供了支护，切顶留巷的长度减少2/3，支护强度也大幅度降低；可以

保证采场结构的稳定性，实现对地表开采沉陷的有效控制；同时消化地表洗煤厂洗选出来

的矸石也可以充填进采空区，在减轻煤矿经济压力的同时，消除了因地表大量矸石堆积而

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具有积极的环境意义和社会意义。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切顶充填N00采矿法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工作面开采前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工作面初次开采10m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工作面一次切顶的示意图；

[0024] 图5是本发明工作面边采边充填的示意图；

[0025] 图6是本发明工作面顶板垮落的示意图；

[0026] 图7是本发明工作面开采完成后的效果示意图。

[0027] 图中符号标记说明：

[0028] 1是盘区；2是工作面；3是充填区；4是切顶区；5是留巷区；6是上顺槽；7是切眼通

道；8是下顺槽；9是回风下山通道；10是轨道下山通道；11是皮带下山通道；12是液压支架；

13是采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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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以助于理解本发明的内容。

本发明中所使用的术语如无特殊规定，均为行业内常规术语。

[0030]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切顶充填的N00采矿法，在一个新的盘区1设置多个工

作面2，实现一种无巷道掘进，且无煤柱开采。在整个盘区1的一侧设置有回风下山通道9和

轨道下山通道10，从盘区1的井口到盘区1的另一侧设有皮带下山通道11，皮带下山通道11

环绕整个盘区1后与回风下山通道9连通，回风下山通道9、轨道下山通道10、皮带下山通道

11都与井口相连。

[0031] 在首个工作面2上设置有切眼通道7，皮带下山通道11的一段作为该工作面2的上

顺槽6，在开采过程中，在靠近相邻下一个工作面的位置进行沿空留巷，自身留巷形成首采

工作面的下顺槽8；靠近下一个采煤工作面的留巷区5，作为下一个采煤工作面的上顺槽。上

顺槽6、切眼通道7、下顺槽8、皮带下山通道11及回风下山通道9依次连通，组成了工作面2的

通风系统。

[0032] 在工作面2开采过程中，始终无需对工作面2在开采作业前挖掘上顺槽和下顺槽，

仅需留巷即可，留巷是在采煤后形成，不需要单独挖掘，实现一种无巷道掘进，且无煤柱开

采，提高了工作面开采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生产成本。

[0033] 切顶充填N00采矿法的开采步骤如图2-图7所示。

[0034] 1)初次开采：从皮带下山通道11的一端的切眼通道7向回风下山通道9和轨道下山

通道10方向开采，工作面2两侧通道分别为上顺槽6和下顺槽8，初次开采煤层宽度为10m，其

中液压支架占据3m，空顶区为7m。

[0035] 2)一次切顶：当采完煤层宽度10m后，开始切割初次开采空顶区直接顶，切割直接

顶宽度为7m，由于直接顶硬度和煤层相比，差距很小，所以对采煤机13稍作改进，将截割部

强化后，即可以直接采用采煤机13达到切割直接顶的目的。沿空留巷位置处的破碎岩体置

于原处，将一次切顶所得的剩余破碎岩石通过运煤系统的改装支线运输至临近采空区的临

时储存仓保存，一次切顶后形成切顶区4。

[0036] 3)切顶区顶板垮落充填：工作面2继续向前开采，一次切顶后落下的破碎岩石不再

运输至临时储存仓，而是直接充填切顶区4，充填宽度为7m。

[0037] 4)采空区充填：采煤工作面继续向前推进，新的采空区通过临时储存仓中的储存

的破碎岩石及地表矸石进行充填，充填宽度为15m，一次切顶的悬露岩层垮落充填破碎岩体

条带，至此形成了采宽为7m、采高为煤层厚度与一次切顶厚度之和的切顶区4，充填宽度为

15m的充填区3，切顶区顶板垮落施加两侧约束。

[0038] 5)至此步骤1)～步骤4)可以归纳为一个循环，此后重复步骤1)～步骤4)，直至工

作面2煤层开采完毕。

[0039] 在盘区1的开采过程中，回风下山通道9和轨道下山通道10在整个开采过程中不发

生变化，是固定通道。而皮带下山通道11和切眼通道7是随着开采的留巷而逐渐变化，是变

化的通道。

[0040] 采煤工作面2采用液压支架12支护，充填区3的留巷位置处不切顶，和充填区3其他

区域一样进行充填，切顶留巷的长度减少2/3,需要的支护材料和支护强度大幅降低。按照

现有N00采矿法对留巷进行支护，通常采用锚杆和锚索进行联合支护，由于切顶留巷长度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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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需要的支护强度大幅降低，所以支护强度可以降低50％，在保证支护效果的前提下，可

以有效的节约资源。

[0041] 惟以上所述者，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而已，当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实施的范

围，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修饰，皆应属本发明权利要求书的涵盖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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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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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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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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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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