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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硬夹矸对大采高工作面煤壁
稳定性影响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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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学院，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

摘要

徐州

221116)

为分析煤层硬夹矸对大采高工作面煤壁稳定性的影响，采用室内试验、理论分析及现场实

测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煤壁片帮模型与稳定条件，研究了夹矸煤层工作面煤壁片帮机理。研究
表明：夹矸或叠加煤样较纯煤试块抗压强度有所提高；纯煤或叠加煤样轴向变形量较夹矸煤样轴
向变形有所增大；煤层硬夹矸能有效提高煤壁整体稳定性；煤体高度对煤壁稳定性影响较大，在
相同外力条件下，煤体高度越大，煤壁越易失稳；同时考虑到工作面煤体与室内试验煤样损伤、
连续度差异，给出了工作面煤体稳定条件。以东曲煤矿夹矸煤层大采高工作面生产实际为工程背
景，实测分析表明，东曲煤矿夹矸煤层 28202 工作面煤壁片帮较为稳定，工作面片帮主要发生在
8#煤层上部位置，片帮程度低，对工作面生产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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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coal wall stability mechanism in
larger height coal seam with a stratum of gan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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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ining & Technology，Xuzhou，Jiangsu

Abstract

221116，China)

The integrated research methods are adopted to analyze the coal wall stability for the issue

of the hard gangue effect in full height mining face by the means of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indoor experiments and field measurement. The coal wall spalling model and the stable conditions are proposed,
and the rib spalling mechanism in stratum of gangue i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the coal block in gangue or superimposed coal sample can be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pure coal block; the axial deformation of the pure coal block or superimposed coal sample is larger than
the coal block in gangue;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the coal wall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in the coal
seam with a stratum of gangue; the coal height has greater impact on the coal wall stability——the
higher of the coal face, the easier for the coal wall instability under the same external load conditions;
the coal face stability condition is given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ontinuous degree between
the field coal body and indoor coal sample. The field measurement indicates that the rib spalling is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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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le of the No.28202 coal face in context of the actual production in Dong-qu coal mine, and the rib
spalling occurs mainly in the upper position of the No.8 coal seam. The coal face production conditions
have been improved base on the low degree of rib spalling.
Key words rib spalling mechanism; coal seam with a stratum of gangue; larger height coal face; column stability; critical instability
大采高综采(放)技术以其生产能力大、安全性

由图 1 可见，煤样类型虽有所不同，但破坏形

能好以及资源回升率高等优良特点在我国许多矿

态基本相同，均沿试块轴线方向劈裂，表现为拉破

[1-5]

区得到广泛推广及应用

。随着工作面高度增加，

煤壁稳定性有所减弱，煤壁及工作面顶板易产生片

坏特征。其中叠加煤样的破坏主要表现为上位扁圆
柱试块的轴向劈裂。

[6-7]

帮及冒顶现象

对煤样抗压强度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实测

，进而导致顶板条件恶化及工作面

支架受力不合理，给矿井生产管理工作带来困难，

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

高工作面煤壁稳定性机理进行相关探讨[8-10]，从而
针对工作面煤壁片帮失稳提出有效控制措施[7]。
地下煤层成煤时期或成煤环境的不同，导致煤
层结构中含有少量夹矸层，且夹矸岩性一般较煤层

煤样单轴压力/kN

影响工作面的安全、高效生产。因此有必要对大采

硬，煤层及夹矸层物理力学参数的差异容易造成夹
矸煤层工作面矿压显现有别于常规工作面来压特
点[11-12]。因此，在大采高含夹矸煤层生产中，考虑
夹矸因素对工作面煤壁稳定性的影响[13]，对于煤壁
片帮机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西山煤电公司东
曲矿 28202 工作面生产实际为背景，从理论与实验
的角度进行探讨，研究夹矸煤层煤壁稳定性特征。

1

Fig.2

图 2 煤样受力变形曲线
The deformation curve of the coal samples

由图 2 可知，纯煤样试块承载极限在 25 kN 左
右，轴向变形量约 1.4 mm；叠加煤样试块抗压试验
结果与纯煤样试验结果相比，叠加试块承载极限与

不同类型煤样室内单轴强度测试

最大轴向变形量均大于纯煤试块测量值，其中叠加

为分析工作面煤层夹矸对煤壁片帮的影响，特

试块接触面间空隙的挤压愈合效应导致了其轴向

从东曲煤矿 28202 工作面取样进行强度测试研究。

变形量相对较大，最大轴向变形量达到 1.6 mm 左

将纯煤样及夹矸煤样统一加工成直径 50 mm、高度

右，此时煤样承载极限约为 30.5 kN；夹矸煤样试

100 mm 的圆柱形试块；将叠加煤样加工成直径 50

块试验结果与纯煤样试验数据相比，夹矸煤样极限

mm、高度 25 mm 的扁圆柱试块。考虑到煤层及夹

承载能力有所提高，而轴向变形量却相对减小，夹

矸层物理力学参数的差异，对 3 组不同类型煤样分

矸煤样极限承载达到约 33.5 kN，最大轴向变形量

别进行单轴压缩试验。

约 1.2 mm，轴向变形量减小的主要原因在于较硬夹

纯煤样、叠加煤样及夹矸煤样圆柱体单轴压缩
条件下，煤样破裂形态特征如图 1 所示。

矸使得煤样试块有效变形高度有所降低。
在煤样单轴抗压试验条件下，定义煤样压力变
形系数 K，其含义为煤样单位压缩变形下的载荷变
化量，表达式为：
K  lim

  l   0

P
  l 

(1)

式中：P 为煤样上端部承受的外载作用；δl 为煤样
(a) 纯煤样

(b) 叠加煤样

(c)

夹矸煤样

图 1 不同类型煤样单轴试验
Fig.1 The uniaxial experiments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oal samples

受力变形量。
联立煤样压力变形系数表达式(1)与单轴抗压
条件下煤体弹性模量表达式[14]，计算得到：
E   4l πD 2  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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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 为煤样弹性模量；l 为煤样变形后的实时高

2

工作面煤壁稳定性分析

度；D 为煤样截面半径尺寸。
为从有限的试验数据中得到不同类型煤样的
压力变形系数变化特征，特将煤样总的变形量划分
为多个微小区段，根据区段端点实测数据计算得到
该区段变形系数的平均值。
P P
K i  i 1 i ， i  1, 2,3,
 li 1   li

考虑到夹矸煤层及煤层分层不耦合叠加条件
下有一共同特点：夹矸或分层不耦合界面都使得工
作面煤层整体厚度有所减小，由夹矸或分层界面将
煤层整体划分为多层不同厚度的煤层分层。对于该
工作面煤壁稳定性问题的思考类比于压杆受力稳

(3)

式中：K i 为每一微区段压力变形系数平均值；Pi+1，
Pi 为区段端点位置处实测煤样承载量；δli+1，δli 分

定问题，将煤体在顶板压力作用下的受力变形模型
简化为下部固定、顶部自由的压杆稳定问题，如图
4 所示。

别为微区段端点实测煤样变形量；i 为微区段序列
编号。
不同类型煤样压力变形系数的统计平均结果
压力变形系数/(kN·mm-1)

如图 3 所示。

Fig.4
Fig.3

图 3 煤样压力变形系数曲线
The force and deform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coal samples

图 3 的压力测试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煤样间的

图 4 煤体受力变形
The deformation of the coal samples

由材料力学压杆稳定理论[15]可知，圆柱煤样单
轴压力作用下的失稳挠度表达式为：
d2 y M  x 

EI
dx 2

(4)

压力变形系数不尽相同。煤样承载破坏前期的压力

式中：x 为圆柱煤样自下而上的位置坐标；y 为煤样

变形系数与其对应变形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其承载

挠曲变形量；M(x)为煤样截面力矩；I 为截面中性

变形特征，先是随着变形量的增加呈增大趋势，达

轴惯性矩，圆柱截面情况下取值为 πD4/64。

到煤样极限承载条件时，开始逐渐变小。煤样相同

圆柱煤样不同截面位置所受力矩大小为：
M  x    P  y  y  l    m
(5)

变形量条件下，夹矸煤样压力变形系数一般较大，
平均在 35 kN/mm 左右，且分布较为平均；叠加煤
样变形系数居中，平均约 28 kN/mm；纯煤变形系
数相对较小，平均 25 kN/mm。根据煤样压力变形
系数与煤体弹性模量的关系式(2)可知，煤样单轴压
缩过程中，煤体弹性模量亦随其压缩变形量的增加
而有相同变化趋势。

式中：m 为由于试块结构尺寸或煤样上端部受力不
均匀引起的附加力矩；y(l)为煤样上端部挠曲变形
量。
令 k 的取值为 P EI ，由此得到圆柱煤样的挠
曲微分方程为：

m  Py  l 
d2 y
 k2 y 
EI
dx 2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试验数据均出自煤样抗
压强度试验。不同类型煤样的室内单轴抗压试验结
果表明，试块的不耦合叠加或含夹矸耦合结构可以
有效提高煤样的承载性能。鉴于煤样试验的初始临
界失稳数据难以得到，在煤样宽高比较大条件下，

单轴抗压试验条件下，煤样端部承受外载作用
力一般不为零，故 k 取值亦不为零。
挠曲方程(6)解的形式为：
y  A sin kx  B cos kx 

可以认为煤样初始临界失稳特点相似于其抗压强
度特征[15]。由此可以定性地给出，分层叠加或夹矸
试块(煤层)对煤样(煤层)稳定性的提高效果显著。

(6)

式中

A，B 为常数。

已知边界条件：

m
 y l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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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x 0  0 ，

dy
dx

 0，
x 0

d2 y
dx 2


x l

m
EI

联立式(7)，(8)式及 k 值表达式解得：
 P 
m
cos  l
 
 EI  m  Py  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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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点处，此时煤样失稳临界力较小，仅 5 kN 左右。
尽管如此要使煤样完全破坏，煤样单轴外载仍需增
至 25～30 kN 左右。由此可见，结构较为完整的煤

(9)

样试块高度变化对其稳定性影响较大，高度取值越
大，相同外载作用下煤样越容易发生失稳，且煤样

上式即为失稳临界状态下关于煤样受力大小

从失稳至完全破坏过程中仍具有很高的承载特性。

的超越方程。依据煤样自身力学参数与相关几何尺

变换式(9)，进一步研究失稳临界条件下圆柱煤

寸，参照煤样室内抗压强度试验特点，计算得到式

样临界力的几个特殊情况，得到：
 1 
EI 
P  2  arccos 

l 
 1  P F 

(9)左端取值范围在 0.93～0.99 之间。在此条件下，
式(9)右端需满足关系：
F P

2

(12)

(10)

由式(12)可知，当煤样承受的外载 P 与附加力

式中：η 为比例系数，取值为 12.5～100；F 为附加

矩等效作用力 F 相当时，煤样受力失稳时的临界力
π 2 EI
为 2 ；当外载 P 远大于等效力 F 时，煤样失稳
9l
π 2 EI
临界力为 2 ；当外载 P 远小于等效力 F 时，煤
4l
4π 2 EI
样失稳临界力为 2 。
l

力矩的等效作用力，其值为 m/y(l)，一般情况下，
随着煤样高度的增加，煤样上端部挠度会有所变
大，附加力矩等效作用力一般为煤层高度的减函
数。
由式(9)，(10)可确定对应等值线条件下的等效
作用力 F 与煤样高度 l 间的关系。例如，取值为 0.99
的等值线，比例系数为 100，煤样承载范围大致在
5～35 kN，由此得到附加力矩等效作用力的范围在
500～3 500 kN。若假定煤样附加力矩等效作用力与
煤样高度线性相关，即：
F  30l  3500

(11)

联立式(9)，(11)即可得到等值线取值 0.99 的失
稳临界条件下煤样高度与受力大小间的关系，如图
5 所示。

高度间的关系总满足如下形式：
 π 2 EI
P
l2

(13)

式中：β 为与外载 P 及附加力矩等效作用力 F 有关
的煤样端部承载系数，β∈(0,0.25]或 4，且在没有附
加力矩等效作用力的特殊情况下取值为 4，这与常
规压杆稳定结论相一致；由于煤矿生产中煤层赋存
及承载条件复杂，加之工作面的采动影响，β 一般

5
0 .9 9 6
0.

7
0.9

0.99

8
0.9

1

6
0 .9

0.9

取为 β∈(0,0.25]；当 β∈(0,1/9]时，煤样失稳关键影
响因素源于附加力矩等效作用；当 β∈(1/9,0.25]时，
单轴外载成为影响煤样失稳的主导因素。
由式(13)可以看出，圆柱块受力失稳临界力与

7

0.98

1

煤样受力/kN

综上分析可以得到煤样失稳临界力大小与其

试件高度的平方呈反比，试件高度越大越容易失稳
破坏。大采高工作面生产中，煤壁处于平面应力状
1

态，煤壁高度较大，同样亦导致煤壁的失稳变形，
产生片帮现象。

3
图 5 失稳临界状态下煤样高度与受力大小关系
Fig.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ight and force value of
the coal samples under the unstable critical state

由图 5 可见，在等值线取值为 0.99 的失稳临界

工作面煤壁稳定条件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结果，由此可以建立夹矸煤

层工作面煤壁稳定条件为：
q≤ p

(14)

状态下，煤样高度不同时，存在 2 个失稳临界点：

式中：q 为工作面煤体实际承载应力；p 为煤体失

当煤样高度在 42 mm 左右时，失稳临界点位于 A

稳临界状态下的临界应力。

点处，此时煤样失稳临界力较大，达到 23 kN 左右；
而当煤样高度在 100 mm 左右时，失稳临界点位于

考虑到工作面采动的影响，工作面大范围煤体
较小尺寸煤样的节理裂隙发育度及损伤度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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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连续度有所降低。根据式(13)，(2)结合圆柱截

8#煤及 8#上煤一次全部回采，其总厚度在 3.3~5.3

面中性轴惯性矩表达式，得到工作面煤体失稳临界

m，平均 4.3 m，8#煤层下部煤线不可采。可采煤层

状态下的临界应力为：
16 IK π

p
K
D 4l
4l

倾角 2°~8°，平均 3°。工作面工业储量 91.5 万 t，
(15)

可采储量 86.9 万 t，回采率 95%。
4.2

φ 为工作面煤体连续度。

式中

工作面煤壁稳定性分析
根据东曲煤矿 28202 工作面地质赋存条件及煤

由此可见，工作面煤体临界应力反比于其高度
值 l，正比于煤样端头承载系数 β、工作面煤体连续

岩物理力学参数，结合煤样单轴抗压试验数据分析
结果，对工作面煤壁稳定性进行判定。

度 φ 以及煤体压力变形系数 K，而与其截面尺寸 D
无关。
工作面煤体实际承载应力 q 可以根据煤层顶板
运动的关键层理论[16-17]，由下述关系确定：
n

n

qn 1 1  qn 1 ， qn 1  E1h13   j h j

E h

j 1

j

j 1

3
j

据夹矸煤样单轴压缩试验结果，由式(15)计算
得到煤壁失稳时所需的临界应力为：
π
p
K  274.7 MPa
4l
由此可见，即使在工作面煤体损伤度达到 0.9，

(16)

而其连续度仅 0.1 的条件下，工作面煤体失稳临界

式中： qn 1 1 ， qn 1 为不同分层数的上覆岩层重量对

应力 p 的变化范围也在 0~6.9 MPa 之间。

煤层作用载荷；n 为煤层上方不同岩层分层数；Ej，

结合煤层赋存条件及煤岩物理力学参数，计算

hj 分别为煤层以上关键层以下各岩层分层弹性模量

得到煤层上方 4.4 m 的石灰岩层对开采煤层作用力

及厚度；j 为煤层上方岩层分层自下而上的整数序

为：
q1 1   1h1  0.12 MPa

列编号，取值范围 1～n。

4

考虑上覆 6.5 m 厚的细砂岩对煤层的载荷为：
E h3   h   h 
q2 1  1 1 31 1 23 2  0.06 MPa< q1 1
E1h1  E2 h2

煤壁片帮现场实测分析

4.1

工作面地质赋存条件
西山煤电公司东曲矿 28202 工作面位于麻坪岭

村庄东南，盖山厚度为 148~293 m，该工作面北东
为+860 水平二采区边界回风巷；北西为+860 水平
猴车暗斜井；南东为+860 水平总回风巷；南西为已
规划的 28204 工作面。28202 工作面走向长度 978
m，倾向长度 206 m，煤层结构复杂，赋存较稳定。
工作面煤岩物理力学参数测试结果如表 1。
Table 1

表 1 煤岩物理力学参数
The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coal seam and overlying strata

由此可知，6.5 m 厚的细粒砂岩即为该工作面
正常开采过程中的关键层，此时煤层实际承载为
0.12 MPa。
综上分析可知，28202 工作面夹矸煤层实际承
载量一般总小于其失稳状态时的临界力大小，此时
工作面煤层稳定性较高，煤壁片帮情况较少。在煤
层赋存条件复杂，采动影响剧烈，工作面煤体损伤
度较高以至接近破断状态等少数情况下，工作面煤
层承载不稳定，煤层端部附加作用力较大，易产生
煤壁片帮现象。

密度
/(t·m-3)

弹性模
量/GPa

序号

岩性

厚度/m

抗压强度
/MPa

1

细砂岩

6.5

26.5

2.89

24.4

对东曲煤矿含夹矸煤层大采高综采工作面煤

2

石灰岩

4.4

22.9

2.68

18.7

壁片帮情况进行现场实测统计分析，研究表明，东

4.3

实测结果分析

3

#

8 上煤

0.6

8.3

1.46

9.3

曲矿夹矸煤层 28202 工作面全长范围内，煤壁较为

4

泥岩

0.4

13.7

1.98

13.5

稳定，很少产生片帮现象。工作面正常推进过程中

5

8#煤

3.3

9.2

1.37

8.6

煤壁片帮随机测量数据结果，如表 2 所示。

#

8 煤层厚度在 2.2~3.8 m 之间，平均 3.3 m，密
3

#

度 1.37 t/m ，
煤层夹矸 1~3 层；8 上煤厚度在 0.3~0.8
#

#

m 之间，平均 0.6 m。局部位置有 8 煤与 8 上煤分
#

这里片帮位置是指自开采工作面底板至煤壁
片帮深度达到最大值时的位置高度。
对工作面片帮统计数据结果分析得到不同片

叉，夹矸厚 0~1.5 m，平均 0.42 m；距 8 煤层底板

帮尺寸类型条件下工作面煤壁煤体破坏范围分布

约 1.6 m 处有平均厚度为 0.2 m 的煤线。工作面将

特征，如图 6 所示。

第6期

杨敬轩等：煤层硬夹矸对大采高工作面煤壁稳定性影响机理研究
表 2 工作面片帮数据
Table 2 The data of the wall c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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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之间。
工作面片帮数据分析表明，大采高夹矸煤层工
作面煤壁片帮较为稳定：

观测次数

片帮位置/m

片帮深度/m

片帮宽度/m

片帮高度/m

1

2.5

0.2

4.1

2.7

1) 8#上煤层由于厚度较薄，基本不发生片帮。

2

2.3

0.3

3.5

2.8

3

2.4

0.2

5.1

2.4

2) 8#煤层片帮多发生在距工作面底板 1.8~2.6

4

1.8

0.3

4.7

3.2

5

2.6

0.4

5.0

2.9

m 范围内，位于 8#煤层靠上部位置。其原因在于 8#
煤层厚度相对较大，工作面煤体容易发生失稳变
形，导致煤壁向工作面空间移动，区别于连续度较

观测数据

高的室内煤样试块，煤壁煤体节理、裂隙发育程度
较高，煤体连续性条件差、结构完整度相对较低，
此时煤壁煤体由于运动变形逐渐破碎。在煤体自身
重力作用下，工作面煤壁靠上部位置，破碎煤体由
于具有较高的势能易产生片帮现象。
3) 片帮深度一般在 0.2~0.4 m 范围；片帮宽度
Fig.6

图 6 煤壁片帮尺寸分部特征
The size seg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ll caving

由图 6 可见，对工作面煤壁片帮现象的多次观
测结果分析表明，在工作面来压强度一定条件下，
大采高硬夹矸煤层不同尺寸类型的片帮破坏范围
基本保持不变，其中，片帮位置一般保持在 2.32 m
左右；片帮深度一般为 0.28 m；片帮宽度范围在 4.48
m 左右；片帮高度范围一般为 2.8 m。由此可见，

(3.5~5.1 m)大于片帮高度尺寸(2.4~3.2 m)，导致此
现象的原因在于工作面煤体空间尺寸效应的影响，
工作面倾向长度(206 m)远大于煤层高度尺寸(3.3
m)，沿工作面倾向，在煤层同一高度位置处发生片
帮的几率及程度相同，某一位置的片帮易引发相邻
位置的连锁片帮效应，进而导致煤壁片帮宽度一般
大于其片帮高度尺寸。

5

结

论

工作面生产条件一定情况下，在工作面正常推进过

1) 单轴抗压强度试验表明：直径及高度相同圆

程中，大采高硬夹矸煤层煤壁片帮特征具有一定的

柱试块，夹矸或叠加煤样试块较纯煤试块抗压强度

相似性。

有所提高，极限承载能力一般满足关系：纯煤试块

对工作面片帮区域煤体破坏强度及特征进行

≤叠加试块≤夹矸试块；试块轴向变形量之间一般

统计分析与描述，得到煤壁片帮统计特征如图 7。

满足：夹矸试块≤纯煤试块≤叠加试块；给出煤层
硬夹矸能有效提高煤体整体稳定性的结论。
2) 大采高工作面煤壁片帮机理类比于压杆受
力稳定性分析：给出工作面煤壁失稳临界状态下煤
体受力的超越方程；据已知关系式结合数值计算，
给出煤壁失稳时临界力的求解方法；给出煤壁失稳
临界状态下，煤体临界受力的几个特殊关系表达式
及总的关系表达式；得到煤体失稳临界力与其高度

Fig.7

图 7 煤壁片帮统计特征尺寸素描
The sketch of the wall caving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的平方呈反比关系理论解，从而说明煤壁高度越大
越易失稳变形，产生煤壁片帮。
3) 考虑到工作面大范围煤体与小尺寸煤样损

根据统计意义下的工作面煤壁片帮尺寸特征

伤、连续度的差异以及工作面煤体关键层下的实际

素描图，可以将整个片帮范围划分为 3 个区：片帮

承载特点，结合室内夹矸煤样单轴抗压试验结果，

深度较大且集中的核心片帮区，片帮深度为 0.3~0.4

给出夹矸煤层工作面煤壁稳定条件。

m；片帮深度稍小且集中程度稍低的片帮主要影响

4) 东曲煤矿 28202 工作面煤层硬夹矸有效减

区，片帮深度为 0.1~0.2 m；片帮深度较小且分布较

少了煤层整体厚度，煤层分层稳定性有所增加；工

为发散的片帮次要影响扩展区，片帮深度在 0~0.1

作面夹矸煤层片帮现象主要发生在 8# 煤层上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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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8#上煤层厚度较薄，基本不发生片帮；根据实
测统计片帮特征，将煤壁片帮范围划分为片帮程度
不同的 3 个区；从整体来看工作面煤壁片帮较为稳
定，片帮深度较浅，片帮面积不大，对工作面生产
影响程度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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