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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体充填开采覆岩稳定性研究与实践

常庆粮 ,周华强 ,柏建彪 ,段昌瑞 ,李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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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　221116)

摘要　为了研究充填开采顶板岩层的移动规律及影响因素 ,在综合分析岩层移动变形基本特征

和充填体的受力特征的基础上 ,应用弹性地基梁理论 ,建立充填开采顶板岩梁力学模型及其微分

方程 ,分析了充填开采顶板岩层移动变形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充填开采顶板岩层移动影

响因素的主次关系依次为充填前顶底板移近量 、充填欠接顶量 、充填体压缩率和顶板岩梁所受载

荷.阐明了充填开采控制岩层移动的力学机理 ,给出了岩层稳定性判据.最后 ,采用朱村矿充填开

采的工程实例证明了该模型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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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ability S tudy and Practice of Overlying S trata

with Pas te Backfilling

CHANG Qing-liang , ZHOU Hua-qiang , BA I Jian-biao , DUAN Chang-rui , Li Ying-wei
(Schoo l o f M ines , State Key Labo rato ry of Coal Resources and Safe M ining ,

China Univer sity o f M ining & Techno log y , Xuzhou , Jiang su 221116 , China)

Abstract　In orde r to study the movement law of the strata and i ts inf luencing facto rs in paste

backf illing , we established a top plate mechanical model and i ts dif ferential equat ions w ith elas-
tic foundat ion beam theo ry and based on the analy sis of the basic cha racteristics of the deforma-
tion procedure of ove rly ing st rata and st ress characteristics of filled body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 rs of overlying st rata movement w ith filling a re analy z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 lu-
ence factor s f rom majo r to mino r are the unmeet distance to the roof stratum of filled body , the
distance previously moved of the st rata , the pressed ratio of the fi lled body , and the load o f

roof.Stability criterion for the overlying strata is discussed and the mechanism o f st ra ta control

clarified w ith paste backfi lling.Final ly , the applied effect of the models is pro ved wi th a practi-
cal eng ineering in Zhucun mine.
Key words　past-fi lling ;strata control;movement and deformation;elastic founda tion beam;
green mining

　　煤矿膏体充填在我国刚刚起步 ,关于煤矿膏体

充填开采控制岩层移动的相关理论研究尚处于初

步阶段[ 1] .在开采沉陷工程研究中 ,将力学理论应

用于岩石移动变形研究 ,已取得很多有价值的成

果 ,主要有基于经验的剖面函数法和典型曲线法 、

基于随机介质理论的概率积分法等 ,这些研究方法

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到了指导生产实践的重要作用 ,

但在大量的应用中发现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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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或者只适用于某特定的地区 ,尤其在膏体充填

开采中这些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 2] .

实践表明 ,膏体充填开采顶板岩层不会出现垮

落 ,只出现裂隙带和弯曲下沉带
[ 3]
,因此该法引起

的岩层移动变形与传统开采法将明显不同.近年来

我国学者又提出了基于空隙守恒定律法研究充填

开采岩层移动规律[ 4]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也存

在模型复杂 ,参数确定随机性大 ,或只能在一定条

件下使用等不足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在实践中的

应用.

1　充填开采覆岩控制力学模型

与传统垮落法开采相比 ,膏体充填开采最大的

特点是顶板岩层变形只发生在工作面前方煤壁的

煤体区和控顶区 ,采空区顶板岩层的移动变形因充

填材料的支撑作用而得到有效阻止 ,顶板岩层出现

弯曲带和裂隙带 ,顶板岩层不发生贯穿性断裂 ,具

有良好的连续性.因此 ,充填开采时 ,可通过顶板的

移动变形量预测地表沉陷的控制效果
[ 3]
.

充填开采时覆岩作用的载荷通过顶板岩层分

散地作用在采空区充填体上 ,符合弹性梁的基本要

求 ,并使用弹性梁的基本假设
[ 5]
,因此 ,建立充填开

采覆岩移动变形的力学模型如下图 1所示.

图 1　充填开采岩层控制力学模型
Fig.1　Mechanical mode of stra ta control

w ith past backfilling

1.1　充填开采覆岩变形的基本方程

研究表明 ,充填开采岩层控制的关键是对直接

顶及下位基本顶岩层的控制 ,进而起到控制其上覆

直至地表的岩层的变形作用 ,而对该部分岩层的控

制效果最终要通过地表沉陷得到反映 ,因此 ,不考

虑岩层的破碎膨胀 ,则顶板岩层下沉 y 与顶板载

荷q 、充填材料作为地基的地基反力 p 三者之间满

足如下基本微分方程

EI
d
4
y

d x4
=q -p , (1)

式中:E 为顶板岩梁的弹性模量;I 为顶板岩梁的

惯性矩;y 为顶板岩梁的挠曲线;p 为充填材料的

地基反力;q为顶板岩梁所受载荷.

由弹性地基梁理论可知方程(1)通解为

y =e
βx
(Acosβx +B sinβx)+　　　　

　e-βx(Cco sβx +D sinβx)+q/k .

　　考虑对称关系 ,并取模型右侧(x >0)对通解

方程进行定性分析可知:开采边界无穷远(x※∞)

处下沉值趋于某一定值.当且仅当 A=B =0时满

足上述条件 ,因此 ,充填开采下位顶板岩层挠曲方

程为

y =e
-βx
(Cco sβx +D sinβx). (2)

　　根据边界条件

由
dy
dx x=0

=0 ,可得 D=Wmax . (3)

由 y x=0 =Wmax ,可得 C=Wmax . (4)

因此 ,顶板岩层下沉量计算式为

y =Wmaxe-βx(co sβx +sinβx). (5)

　　同理 ,当 x<0时 ,顶板岩层下沉计算式为

y =Wmaxeβx(cosβx -sinβx), (6)

式中:Wmax为顶板岩层最大下沉值 ,可表述为

Wmax =Mc , (7)

Mc 为充填开采的计算采厚(如图 2).

图 2　计算采厚示意图
Fig.2　Computation diag ram of the mining height

根据图 2 ,由几关系可知

Mc =hm +hq +hy + , (8)

hy =(M -hm -hq - )ε, (9)

　　将式(9)代入式(8),得计算采厚的计算式为

Mc =(hm +hq + )(1 -ε)+Mε, (10)

　　将式(10)分别代入式(6),(7)整理 ,得出工作

面顶板岩层下沉计算式为

y =[(hm +hq + )(1 -ε)+Mε] e
-βx

　　(cosβx +sinβx)+ q
k t
　(x ≥0),

y =[(hm +hq + )(1 -ε)+Mε] eβx

　　(cosβx -sinβx)+
q
k t
　(x ≤0),

式中:M 为煤层的采厚 , m;hm 为充填前顶底板移

近量 ,m;hq 为充填欠接顶量 , m;hy为充填体压缩

量;q为岩梁载荷 ,MPa; 为顶底板岩层压缩量与

底板浮煤压缩量之和 , m;β为特征系数;I 为岩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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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惯性距 , m
4
;E 为顶板岩梁的弹性模量 , MPa;y

为岩梁挠度 ,m ;kt 为充填体的地基反力系数;ε为

充填体的压缩率.

现场研究结果表明 ,在埋深为 1000 m ,采高为

8 m ,充填体的抗压强度为 1.5 MPa 时 ,达到充分

采动后 ,充填材料压缩率为 1.5 %左右 ,而由关键

层理论可知 ,充填开采时覆岩载荷要远远小于模拟

加载值 ,故造成的压缩率应该小于 1 %;三轴条件

下 ,当轴向应力由 4 MPa 增加到 60 MPa时 ,不同

级配煤矸石压缩应变为 1 % ～ 3 %左右[ 6] ,因充

填开采时 ,顶板岩层以裂隙破坏为主 ,基本不具备

可压缩性 ,根据现场实测 ,浮煤厚度为 200 mm 左

右.故 值很小 ,忽略不计 ,顶板岩层下沉计算式为

y =[(hm +hq)(1 -ε)+Mε] e-βx

　　(co sβx +sinβx)+
q
k t
　(x ≥0),

y =[(hm +hq)(1 -ε)+Mε] eβx

　　(co sβx -sinβx)+q
k t
　(x ≤0).

1.2　充填开采覆岩变形特征分析

由上可知:充填开采工作面顶板岩层下沉曲线

的状态与其弹性模量 、岩梁厚度 、所承受载荷 、充填

欠接顶量 、充填前顶板下沉量 、充填体的弹性模量 、

充填体的压缩率有关.理论分析认为 ,充填开采时

顶板岩层的下沉变形值不随顶板的厚度 、顶板的弹

性模量 、充填体的弹性模量的改变而改变 ,它们的

变化仅仅改变下沉曲线的形态 ,因此 ,充填开采覆

岩变形主要受充填前顶板移近量 、充填欠接顶量 、

充填体压缩率和顶板岩梁所受载荷等因素的影响.

采用正交设计法对影响顶板岩层下沉 4 个主

要因素进行影响程度分析 ,进一步明确顶板岩层移

动影响因素的主次关系 ,即因素变化时 ,顶板岩层

下沉的变化趋势.根据影响因素的情况 ,选用对口

正交表为 L9(34).按照该设计表需要进行的试验

方案及其计算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L9(34)试验方案与计算结果

Table 1　L9(34)test program and the results

影响
因素

A B C D

1 2 3 4

计算
结果

1 1(0.1) 1(0.1) 1(3) 1(0.2) 197

2 1(0.1) 2(0.2) 2(6) 2(0.4) 362

3 1(0.1) 3(0.3) 3(9) 3(0.6) 556

4 2(0.2) 1(0.1) 3(9) 2(0.4) 421

5 2(0.2) 2(0.2) 1(3) 3(0.6) 426

6 2(0.2) 3(0.3) 2(6) 1(0.2) 448

7 3(0.3) 1(0.1) 2(6) 3(0.6) 491

8 3(0.3) 2(0.2) 3(9) 1(0.2) 497

9 3(0.3) 3(0.3) 1(3) 2(0.4) 534

　　表 1 中 , A , B , C , D 分别表示充填欠接顶量 、

充填前顶底移近量 、顶板岩层所受应力 、充填体压

缩率 4个影响因素.参照相应的试验方案 ,将方案

参数代入顶板岩层下沉计算式 ,取距离工作面后方

90 m 处的计算结果进行极差计算.根据极差的大

小 ,用于衡量相应因素对下位顶板下沉影响作用的

大小.极差大的因素 ,是重要因素 ,极差越小对覆岩

下沉影响越小.各因素与控制下位顶板岩层下沉量

的关系趋势如图 3所示.

图 3　各主要因素与顶板岩层下沉之间的关系
Fig.3　Rela tionship betw een roof subsidence

and main facto rs

　　通过趋势图可分析得出:充填前顶底移近量图

形的波动最大 ,是主要因素 ,充填欠接顶量图形的

波动次之 ,是次要因素 ,顶板岩梁所受载荷图形的

波动最小 ,是第 4位的影响因素.而顶板岩梁所受

载荷主要受矿井的地质条件及顶板岩层结构影响.

因此 ,充填开采工作面要加强顶板管理 ,提高充填

质量 ,保证充填接顶效果 ,同时还应提高充填浆体

的强度和刚度 ,为充填体的快速固结并产生较大的

阻力 ,以保证充填开采地表沉陷的控制效果.

1.3　充填开采覆岩稳定性判据

充填开采时 ,若充入膏体和采出的煤炭资源等

量 ,则可实现岩层的稳定 ,但由于采场围岩控制和

充填工艺问题 ,并综合考虑影响覆岩变形的主要因

素 ,充填开采相当于开采计算采厚的煤层(如图

2).因此 ,充填开采岩层稳定性判据可表示为

Mc =Mmax , (11)

　　将式(8),(9)代入(11),可得

hm +hq ≤
Mmax -Mε

1-ε
, (12)

式中　Mmax为地表建筑保护允许最大采高 ,m .

充填开采时 ,充填材料充填采空区 ,充填的浆

体占据了采煤形成的绝大多数空间 ,膏体料浆经过

充分压实后可恢复其承载能力 ,限制了顶板下沉

量 ,这是充填开采能够有效控制上覆岩层移动和减

轻地表沉陷的主要原因 ,同时充填体也由双向应力

状态转变为三向应力状态.而且 ,随着充填体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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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变形 ,充填开采后期岩层移动也主要表现为充填

体的压缩沉降 ,主要依靠充填支撑体系的密实程度

来阻止上覆岩层的下沉 ,进而实现控制地表沉陷的

目的.因此 ,控制充填前顶板下沉量 、充填欠接顶量

以及提高充填体的抗压缩性能是充填开采取得理

想减沉效果的关键.

2　工程实例分析

河南焦作煤业集团鑫珠春工业有限公司“三下

一上”呆滞资源量大 ,而且受底板水威胁较大 ,采用

传统的开采方法无法开采 ,为延长矿井服务年限和

矿井的可持续发展 ,开展了膏体充填开采的技术研

究.充填开采的煤层厚度为 1.38 m ,开采深度为

214 m ,煤层倾角 4°～ 8°,平均6°,煤层顶板无伪顶 ,

平均厚度 2.18 m ,顶板岩性较硬 ,完整性较好.采

用充填开采法管理顶板 ,所采工作面走向长度 700

m ,倾斜长度 110 m.

根据地表沉陷控制要求充填开采后地表下沉

系数控制在 0.1以内 ,因此 ,要求地表沉陷最大值

为 138 mm.根据实验室力学试验可知 ,朱村矿膏

体充填材料压缩率为3 %左右.综合式(12)分析可

知 ,该矿充填开采充填前顶底移近量和充填欠接顶

量之和约为 100 mm .

实践过程中 ,采用增加支柱密度的方式加强待

充区顶板管理 ,同时设计专门充填区隔离板 ,以控

制充填前顶底移近量 ,降低充填欠接顶量 ,还在满

足泵送条件下 ,尽量提高充填材料中煤矸石含量 ,

以降低充填体的压缩率.通过现场实测可知 ,充填

前顶底移近量约为 20 ～ 60 mm ,充填欠接顶量约

为 50 ～ 80 mm.地表最大下沉值为 139 mm ,地表

沉陷的实测曲线与上述模型预测曲线如图 4所示.

图 4　实测曲线与预测曲线
Fig.4　Com parison be tw een practical curve

and prediction curv e

　　由图 4可以看出本预测方法预计的曲线基本

符合实测曲线 ,由于顶板岩层的破坏膨胀导致了预

测值偏大 ,但更有利于工程安全 ,而且只观测了倾

斜断面 ,所比较的曲线是倾斜断面内的下沉曲线.

3　结　论

1)分析得出了充填开采时 ,充填前顶底移近

量对岩层移动控制的影响最大 ,充填欠接顶量次

之 ,充填体压缩率再次之 ,顶板岩梁所受载荷的影

响最小.

2)阐明了充填开采的控制岩层移动的力学机

理 ,探究了充填开采顶板岩层稳定性判据 ,明确了

岩层控制的关键是降低充填前顶底移近量和充填

欠接顶量.并通过朱村矿膏体充填开采现场实例 ,

验证了采用该技术控制地表沉陷的实际效果.

3)在对比分析充填开采顶板岩层控制基本特

征的基础上 ,用弹性地基岩梁理论建立的充填开采

顶板岩层变形力学模型 ,能够对地表沉陷预测 ,该

模型简单 、直观 、易于计算和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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