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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卸载速率下煤岩采动力学响应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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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刻认识采动应力路径下岩体力学响应的卸载速率效应，是科学界定实际工作面推进最优速率的重要基

础。基于平煤矿区煤岩初始地应力环境，定量分析了千米级赋存深度煤岩保护层开采条件下应力演化特征，展开
更为符合真实应力状态的不同卸载速率下煤岩体力学行为试验测试；同时，与未考虑采动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
析。研究结果表明：1）常规三轴压缩试验，试样强度受卸载速率影响较小，在卸载速率为1～4 MPa/min时，强度并
无明显变化；达到5 MPa/min时，强度才有明显的上升，约为115 MPa。2）随卸载速率增加，采动过程中煤岩体强度
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卸载速率为1和4 MPa/min时，煤岩体强度达到最大，其峰值应力约为64 MPa，
较卸载速率3 MPa/min时提高了12%。3）低卸载速率下试件内部的微小裂隙可以充分发育、扩展，试样裂隙密度随
卸载速率增加呈减小趋势，其中，卸载速率为1 MPa/min的试样裂隙密度约为卸载速率为5 MPa/min时的1.61倍，
适当降低开采速度可提高瓦斯抽采效率。4）考虑采动影响的不同卸载速率下，煤岩不仅在卸载前期出现体积压
缩，在破坏阶段还出现了体积膨胀，这与未考虑采动影响的煤岩卸载全过程始终处于压缩状态有明显区别，且采
动煤岩强度更小，破损程度更大。研究成果可为类似地质条件开展保护层开采设计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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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loading and unloading rate effect of rock mass mechanical response under mining stress path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defining the optimal advancing rate of actual working face. Based on the initial crustal stress environment of Pingdingshan mining
area, the evolution law of stres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protective layer mining with the depth of kilometer was analyzed quantitatively.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cal behavior of coal and rock mass under different unloading rates was carried out, which was more in line with the real
stress stat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the results of test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mining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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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that: 1) In the conventional triaxial compression test, the strength of the sample was less affected by the unloading rate, and there was no
obvious change at 1～4 MPa/min, and only when it reached 5 MPa/min, the strength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o about 115 MPa. 2) With the increase of unloading rate, the strength of coal and rock mass showed a trend of decreasing, rising and falling again. The strength of coal and rock
mass reached the maximum under the unloading rate of 1 MPa/min and 4 MPa/min, and its peak stress was about 64 MPa, which was 12% higher
than that of 3 MPa/min sample. 3) The micro cracks could be fully developed and expanded under low unloading rate, and the fracture density of
the specimen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unloading rate, and it was 1.61 times for 1 MPa/min and 5 MPa/min, respectively, and thus the gas
drainage efficiency could be improved by properly reducing the mining speed. 4) The volume strain of coal and rock in the whole mining process
at different mining speeds not only had the volume compression in the relative initial state, but also had the volume expansion in the failure stage,
which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mining characteristics. This wa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relative initial state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mining test, which was always volume compression under mining. The strength of coal and rock was obviously smaller, and the damage degree
was greater.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lay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similar geological conditions to carry out protective layer mining design.
Key words: protected coal seam; stress response; mining mechanics; unloading rate

随着煤矿开采深度的不断增加，煤与瓦斯突出
成为制约矿井高产高效的重要因素。如何安全、经济、
有效地防治煤与瓦斯突出，前人为此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提出了许多有效的防治措施，其中，保护层开
采技术是已被大量实践证明并用法规形式确立为防
治煤矿突出危险的行之有效的开采方法，在国内外
广泛应用。保护层开采能大幅度改善被保护层的透
气性，有利于瓦斯运移和煤层瓦斯卸压抽放，达到预
防煤与瓦斯突出的目的。在研究保护层开采过程中，
被保护层受采动和静水压力作用下的变形特性对现
场保护层开采方案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际意义 [1–3]。
深部煤岩体受初始地应力场的作用，经地下工
程开挖扰动后，原岩应力场发生变化，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水平应力的卸荷过程，导致煤岩体力学性质表
现出本质的区别 [4–6]。国内外一些学者通过研究某些
具体条件下煤层上压力分布规律，揭示了煤层厚度、
强度及开采深度等因素对支承压力的影响 [7–9]。谢和
平等 [10–12]通过3种典型开采条件下（放顶煤开采、无
煤柱开采与保护层开采）力学行为试验研究，得到煤

Alam等 [19]研究了砂岩在静态和动态压缩应变速率下
的力学行为。薛东杰等 [20] 研究了不同卸载模式下
煤样的力学特征参量和变形破坏特性，得到煤样破
坏前吸收能量密度随着轴向卸载速率的关系。关
于卸载速率对煤岩体力学特性的影响，前人通过单
轴压缩、三轴压缩、直接拉伸以及间接拉伸等方法
做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在一定卸载速率范围内，
煤以及顶板围岩强度随卸载速率的增大而呈增大
趋势 [21–24]。
综上，前人研究比较集中地关注了不同卸载模
式和卸载速率对煤岩体力学行为的影响，但对深部
保护层开采过程中不同卸载速率下的煤岩破坏特征
所知甚少。然而，开采速度对煤岩体强度、裂隙的发
育演化等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25–26]，对保护层开
采过程中巷道支护、瓦斯抽采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室内卸载速率如何与现场推荐速度进行转换仍
是一个难题。现已有学者把上覆岩层对于煤层的挤
压看作是刚性试验机对于试样的挤压，以此作为突
破口，通过现场监测建立起采面推进速度与现场
煤壁压缩速率的关系；然后，通过煤壁厚度与试样

岩体采动力学行为与开采方式的关联性。左建平等[13]
基于3种典型的开采方式，对围岩同时进行了恒定卸
围压、变速率加轴压的三轴压缩试验，认为破坏模式
主要由屈服时的围压所决定。李天斌等 [14]对玄武岩
进行了卸荷破坏试验，得到卸荷状态下，随着破坏时
围压增大，试样破坏形式逐渐由张性破坏向张剪性

高度关系换算现场煤壁压缩速率与室内卸载速率的
关系；最后，可由室内卸载速率反推采面推进速
度 [27–28]。然而，目前研究仅仅初步考虑了单轴压缩卸
载率与实际采面推进关系，难以反映保护层开采过
程中轴压上升速度和围压卸载速度的比例关系，三
轴卸载速率与实际煤层开采速率的相关关系仍需进

破坏过渡，且张剪破裂角也随之增大。刘维国等 [15]通
过研究三轴试验中各种应力路径下的应力−应变关
系，发现不同卸载应力路径中最大主应力方向应变
均最大这一现象。Swansson[16]和Crouch[17]等先后利
用三轴试验机研究了卸围压对岩石强度的影响,得出
应力路径对岩石强度的影响并不明显。然而，苏承东

一步探讨。
本文试图探索保护层开采条件下不同卸载速率
对煤岩变形性质、强度显现特征及破坏的影响规律。
因此，选用较为常用的卸载速率反映现场不同推进
速度下围岩强度变形。基于 MTS815 试验机，模拟深
部采动力学过程；通过改变卸载速率，在重现煤岩静

等[18]进行了不同应力路径下的原煤试件加卸载试验，
认为相同围压下三轴卸围压时，试样的承载能力比
常规三轴卸载时明显偏低。关于卸载速率的研究：

荷载（地应力）基础之上，开展保护层开采条件下煤
岩力学试验，揭示考虑开采扰动与准静态卸载作用，
煤岩在不同卸载速率下力学行为的本质差异，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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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保护层开采合理推进速度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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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区工作面煤岩采动应力特征试验分析
σ2=σ3

1.1 试验区工作面概况
平煤十二矿位于平顶山矿区东部、井田北部，为

C σ1=2.0λγH
σ1

B

静水压力阶段
第 1 卸载阶段
第 2 卸载阶段

σ1=1.5λγH

二叠系上统石千峰组组成的马鹏山、五节山等丘陵。
该工作面位于五节山北部，地面为山地，地面标

A

σ3

高+230 m～+320 m，工作面标高–762 m～–798 m，垂
深1 006 m～1 137 m。煤层赋存较好，平均煤厚3.3 m，

t

O

裂隙较为发育，在构造附近煤厚有所变化，煤层倾

图2

保护层开采条件下应力路径

角3°～7°，煤层结构为简单结构煤层，煤体结构多为

Fig. 2

原生结构煤。

模拟开采前的原岩应力阶段（OA段）：最大程度

Stress path for protected coal seam mining

尽管不同开采速度下的支承压力分布规律影响

恢复煤样应力状态为原岩应力场。围压采用应力控

因素较多，但其分布规律共性特征十分显著。谢和平

制 方 式 ， 卸 载 速 率 为 3 MPa/min， 所 取 煤 样 深 度 为

等 [10]通过分析不同开采条件下工作面支承压力分布

1 050 m，因此，可根据σ2=σ3=λγH，计算1 050 m埋深

规律，获得工作面前方煤体所承受的采动力学应力

处煤样的水平应力状态。针对平煤矿区应力环境，基

环境条件，即：随着工作面开采范围的增加，作用在

于λ值变化规律和其不同深度实测地应力数据 [29–30]，
200
最终确定 λ =
+ 1，即赋存深度1 050 m处λ的值为
H
1.19， γ取 27 kN/m 3 ， 试 验 静 水 压 力 阶 段 选 取 围 压

煤壁前方的支承压力从原始应力状态开始增大；当
峰值应力超过煤体强度极限后，煤体中的支承压力
逐渐减小至残余应力，形成一个完整的时空演化过
程。更大范围内，支承压力峰值大小、峰值位置及时
空演化过程与工作面布置、开采方法密切相关，针对
平煤矿区保护层开采工作面，其前方支承压力分布
见图1

[10]

。图1中：σ1为垂直应力；σ2和σ3为水平应力；

λ为侧压比，即水平应力与垂直应力之比；Y为工作面
上覆岩层平均容重；H为工作面埋深；K为应力集中
系数。
σ

（AB段），煤岩体由静水压力状态逐渐变化至轴向应
力，集中系数K等于1.5，即σ1=1.5λγH≈50 MPa，煤岩
轴向偏应力（σ1–σ3）增加和横向应力（σ3）卸载之比
为2.25∶1；第2卸载阶段（BC段），应力集中系数由1.5
逐渐减小直至煤岩发生卸荷破坏，轴向偏应力（σ 1 –
若把上覆岩层看作是试验机的上压板，推进速

σ2=σ3

度越快，顶板以及煤层受上覆岩层压力作用就越迅
速，即卸载速率越快，这必然导致采面应力场发生剧

KλγH

烈变化 [27]。目前，已开展大量卸载破坏力学试验，学
推进方向

σ3

λγH

模拟采面推进水平应力卸荷阶段：第1卸载阶段

σ3）增加和横向应力（σ3）卸载之比仍为2.25∶1[10]。

σ1

σ1

σ2=σ3=λγH=1.19×0.027×1 050≈33 MPa。

者们普遍认为卸载速率越快，岩体破坏时的峰值强
度将越高，原因是缓慢的卸载速率使得岩体内初始

采面远端

图1

采面近端

损伤和增生的裂纹具有充分的时间进一步演化发展，
临空面

保护层开采条件下工作面前方煤体应力环境

而裂纹发育贯通会加速岩体破坏，导致岩体整体强
[10]

度降低 [31–32]。相关研究还认为，室内试验卸载速率与

Stress state of coal in the front of working face for
protected coal seam mining[10]

现场采面推进速度存在正相关关系，而现场监测数

1.2 保护层开采条件下工作面前方煤岩体应力路径

能力，使得其更容易发生破坏，同时强开采扰动会导

Fig. 1

据表明开采速度过快会降低采面前方煤岩体的承载

设计

致煤岩体变形位移量级显著增大，垮落破坏突发性

为了探索深部不同卸载速率下煤岩体的采动力

显著增强 [27,33−35]。因而，传统单一卸载试验得到的部

学行为，从平煤矿区1 050 m深度获取煤样，基于谢和

分规律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并不适用。为探究保护层

平等 [10]提出的保护层开采条件下工作面前方煤体应

开采工作面推进速度对岩石强度的影响，设计5个卸

力环境变化规律，工作面前方煤岩体经历的采动应

载速率（卸载阶段围压速率分别为1、2、3、4、5 MPa/min），

力演化模拟路径如图2所示，拟定如下所示试验方案。

展开考虑扰动应力路径的室内模拟试验，揭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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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的环向应变对体积的影响大于压缩的轴向应变，

2 卸载速率对煤岩力学特征响应规律与机
制研究

导致出现体积膨胀现象。
在基于保护层开采应力路径的卸载力学试验中，
随着卸载速率提高，一方面，开采强扰动引起的围压

试验采用四川大学深地科学与工程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的 MTS815 Flex Test GT岩石力学测试系统，

卸载速率不断增加，导致围压快速下降，煤岩体更易

对标准圆柱形煤样进行开采扰动条件下、不同卸载
速率三轴压缩试验。试样安装如图3所示。

生充分的适应性调整，使得周边实体介质承担过多

向横向膨胀，产生较大的体积变形，试件内部尚未发
的荷载，更易失稳破坏，导致试样强度降低；另一方
面，在卸载速率较大时，试件内部的微小裂隙未能充

轴向引伸计
环向引伸计

分发育、扩展，使得内部保持更好的完整性，从而表
现出抗压强度随开采速度增加而增加。二者共同作
用下，使得采动过程中煤岩体整体强度随卸载速率
增加（围压下降速度逐渐加大）呈先减小后增加再减

煤样三轴压缩过程示例

小的趋势。由图4可明显看出：在保护层开采过程中，

Example of triaxial compression process of coal
samples

1和4 MPa/min卸载速率下，煤岩体强度达到最大，其

试验煤样是由平煤矿区1 050 m己组煤层某工作

卸载范围内，随卸载速率的增加，煤岩体强度整体呈

面煤块制得的标准煤样。对试样按顺序编号，选取试

减小趋势，1 MPa/min卸载速率煤岩体破坏时σ 1峰值

样中完整度较高、表面无宏观裂纹与明显缺失、密度

应力较3 MPa/min时提高了约12%；此时试样强度主

离散性较小的试样，煤样密度分布在1.32～1.45 g/cm3

要受围压影响，围压下降过快，导致实体承载结构率

之间，各试样参数如表1所示。

先破断，丧失承载能力，煤岩体更易失稳破坏。随着

图3
Fig. 3

表1
Tab. 1

σ 1 平均峰值应力达到64 MPa左右。在1～3 MPa/min

卸载速率的继续提高，4 MPa/min时，试样强度开始

试样物理性质统计

回升，此时裂隙发育成为影响试样强度的主要因素，

Statistics of physical properties of samples
–3

–1

试样编号 直径/m 长度/m 密度/(g·cm ) 卸围压速率/(MPa·min )

在卸载速率较大时，其内部的微裂隙不能充分发育，

19

50.34

100.54

1.35

1

试样保持了更好的完整性，因此试样强度开始出现

26

50.30

100.37

1.42

1

回升现象。保护层开采条件下不同卸载速率煤岩体

28

50.37

100.38

1.32

1

积先压缩后膨胀，普遍在破坏前就已出现体积膨胀

25

50.31

100.39

1.45

2

现象，体积膨胀点（体积应变与纵坐标交点）随卸载

12

50.03

100.51

1.33

2

速率的增加整体呈先减小后增加再减小，与峰值应

43

50.57

100.07

1.35

2

力规律一致。

8

50.32

100.18

1.40

3

试验结果表明：当卸载速率在一定范围内时，提

40

50.74

99.92

1.30

3

高卸载速率会降低煤岩体强度，需采取更多的支护

39

50.67

99.95

1.34

3

措施；若超出该范围，提高卸载速率会使煤岩体整体

35

50.62

100.02

1.33

4

强度显著增加。因而对应到现场工程实践，结合室内

54

50.06

100.04

1.31

4

51

50.23

100.16

1.32

5

研究结果与实际开采情况（采用的开采方式、机械条

53

50.31

100.36

1.31

5

件可达到的开采速度范围、釆动影响范围内围岩破
碎程度等），将工作面开采速度控制在某个合理范围

图4为不同卸载速率下，煤岩体力学行为特征曲

内，在保证煤岩体具有较高承载能力的同时，保证具

线。图4中，σ1为试验过程中轴向应力，ε1为轴向应变，

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对于煤矿安全高效生产具有重

ε3为环向应变，εv为体积应变。由图4可知：煤岩整个

要意义。

采动过程中体积应变不仅出现了相对初始状态的压

为更加直观地考虑卸载速率的影响，利用试验

缩，在达到峰值强度之前直到破坏阶段就已经出现

所得数据平均值绘制图5。由图5可知，煤岩采动力学

了体积膨胀；1、2、3、4、5 MPa/min破坏时对应的平均

行为与卸载速率具有相关性，即基于不同卸载速率

体积应变分别为–0.185%、–0.245%、–0.097%、

下的煤岩体力学行为的试验研究，得到煤岩体破坏

–0.015%、–0.016%，这主要是由于轴向应力在不断

时对应的围压、峰值应力、轴向应变、环向应变等均

上升，而围压在不断卸荷，试样缺少水平方向的约束，

与卸载速率相关联，试验数据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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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采动 σ1−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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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采动 σ1−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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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5 采动 σ1−ε1
25 采动 σ1−ε3
25 采动 σ1−εv
12 采动 σ1−ε1
12 采动 σ1−ε3
12 采动 σ1−εv
43 采动 σ1−ε1
43 采动 σ1−ε3
43 采动 σ1−εv

30
20
10
0
−1.5

1.8

−1.1

−0.7

−0.3

0.1

0.5

0.9

应变/%

应变/%

(a) 卸载速率 1 MPa/min

(b) 卸载速率 2 MPa/min

1.3

70

50
45

60
50

35
30

8 采动 σ1−ε1
8 采动 σ1−ε3
8 采动 σ1−εv
40 采动 σ1−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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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卸载速率 3 MPa/min

(d) 卸载速率 4 MP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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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卸载速率 5 MPa/min

图4
Fig. 4

不同卸载速率下煤岩力学行为特征曲线

Mechanical behavior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coal mass under different unloading rates

从图5可明显看出，保护层开采方式下，煤岩破

化趋势。

坏时的峰值应力随卸载速率的增加呈先减小后增大

在2 MPa/min和3 MPa/min卸载速率工况下，煤岩

再减小的趋势，而围压的变化与其正好相反。整体而

体破坏时的围压较大，纵横向变形较小，但体积变形

言，煤岩保护层开采方式下峰值应力对应的纵横向

较大，也即在高地应力环境下塑性特征更加明显，积

应变绝对值均随卸载速率增加呈先减小后增加的变

聚了更多的能量，易产生高强度破坏。

应力/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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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64.130 59.730
60
40
40
30
20 8.270 11.810
10
0
2
1

57.350

65.280

峰值应力
围压
12.630
7.105
3

4

57.445

破碎程度达到最大，宏观破坏缺损也更多，试样表面
煤岩薄片与碎粒剥落现象更加明显。当卸载较快时，

13.241
5

−1

裂纹较少，煤样在破坏时只出现了几条主要裂纹，破
坏形态从多宏观破坏面向单一破坏面转变；试样内
部微小裂隙来不及完全发育、扩展和贯通，试件中的

卸载速率/(MPa·min )

力来不及充分传递，当弹性应变能积聚到一定程度，

(a) 卸载速率-应力

能量便迅速沿某一最薄弱的方向释放，从而形成单
一的宏观破坏面。总体上，低卸载速率下裂隙可以较

1.2
1.180

0.8
应变/%

59

0.969

0.4
0

−0.614 −0.441

−0.4

0.906

1.055
轴向应变
环向应变

1.191

为充分发育，裂纹数量更多，有利于瓦斯抽采 [36–37]；
在保护层开采时，可以通过适当降低开采速度改善

−0.489

−0.575

−0.603

3

4

5

煤层透气性。

−0.8
1

2

卸载速率/(MPa·min−1)
(b) 卸载速率-应变

图5

煤岩破坏时峰值应力、纵横向应变与卸载速率关系

Fig. 5

Relationship between peak stress,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strain and unloading speed in coal failure
表 2 不同卸载速率煤岩破坏时试验结果

Tab. 2

(a) 1 MPa/min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coal failure with different
unloading rates

卸载速率/
(MPa·min–1)

峰值应力/
MPa

围压/
MPa

轴向应变/
%

环向应变/
%

1

64.130

8.270

1.180

–0.614

2

59.730

11.810

0.969

–0.441

3

57.350

12.630

0.906

–0.489

4

65.280

7.105

1.055

–0.575

5

57.445

13.241

1.191

–0.603

(b) 2 MPa/min

(c) 3 MPa/min

(d) 4 MPa/min

(e) 5 MPa/min

3 不同卸载速率下煤岩体裂隙演化特征分析
通过采动煤岩破坏形态对比（图6），各卸载速率
下煤岩宏观破坏特征相似，试样破坏断口清晰，明显
以剪切破坏为主，大部分主剪切面贯通试样，且试件

图6
Fig. 6

不同卸载速率煤岩破坏形态

Failure mode of coal with different unloading rates

破坏的宏观裂纹均沿着轴向应力方向扩展，最终贯

为定量表征不同深度围岩随卸载速率变化的损

通整个试样，使试样失去承载能力。不同卸载速率下

伤演化规律，将不同卸载速率煤岩破坏形态图导入

的煤岩试样均未观察到伴随主裂纹发生的层面破坏

Auto CAD中，用带宽度值的曲线描出各条裂隙，实现

现象，主裂纹均贯穿煤岩体，随着卸载速率增加，主
来看，低卸载速率条件下，煤样在破坏时，裂纹总条

图像信息矢量化，利用MATLAB计算裂隙密度ρ：
S fracture
ρ=
× 100%
（1）
S borehole

数相对较多，除了主裂纹了之外，在主裂纹周边还会

式中：Sfracture为裂隙面积，cm2；Sborehole为裂隙素描图

出现多条伴生的细小裂纹（图6（a）），这些都需要消

总面积，cm2。

裂纹方向有从侧面向端部过渡的趋势。从裂纹数量

耗一定能量的可释放弹性能，最终导致破损程度更

统计不同卸载速率下试样破坏时的裂隙密度，

大；微裂纹处产生的局部应力集中现象也在一定程

可直观得出裂隙演化规律主要为：随着卸载速率增

度上影响了煤岩试样的破坏形态。此外，煤岩破坏时，

加，裂隙分布更为简单，密度更小，卸载速率1、2、3、4、

围压先增大后减小再增大，2 MPa/min时峰值应力对

5 MPa/min下煤岩裂隙密度分别为0.797%、0.730%、

应的围压基本最大，由图6可知，此时试样破碎程度

0.730%、0.620%、0.490%，其中，1 MPa/min约为5 MPa/min

最大，也说明高围压状态下煤岩体积膨胀最为剧烈，

的1.61倍。裂隙密度表征了裂隙在煤岩表面的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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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度量裂隙在空间的复杂程度，结果表明：低卸载速

产生较大变形并伴随大量裂隙破裂面。究其原因，煤

率下，煤岩体裂隙有时间充分发育、扩展，导致裂隙

层开采或者开挖活动破坏了原岩赋存应力平衡，支

密度较大，裂纹数量较多；同时受破坏时高围压作用，

承压力升高的同时围压开始卸载并逐渐减小，从而

在经历工程扰动后，围岩受力更为复杂、强烈，致使

导致采动煤岩体更易产生侧向膨胀，引起煤岩体破

裂纹扩展的各向异性越强。

坏，破损程度更大。

4 不同卸载速率效应的采动特性分析

另外，在采动条件下，各个卸载速率下的煤岩强
度明显小于共同对应的未考虑采动时的强度，主要
是因为工作面前方煤岩体采动过程是一个水平应力

未考虑采动的常规三轴卸载力学行为特征曲线（图7）

减小、轴向荷载不断增大的卸载过程，煤岩体更易由

表明，不同卸载速率下，煤岩体在整个采动过程中

初始地应力状态到达破坏状态，从而导致考虑采动

（图7（a））体积应变不仅出现了相对初始状态的压缩，

影响的不同卸载速率下煤岩的强度普遍小于未考虑

还出现了破坏阶段的体积膨胀。然而，此前研究未考

采动影响煤岩的强度，现场工作面前方煤岩体在采

虑开采方式的影响，更没有按千米级赋存深度下的

动过程中更易发生破坏。未考虑采动影响的煤岩体

采动模型方式进行卸载，因而得到的煤岩体破坏时

力学特性规律和受采动影响相比有明显的不同，由

的体积变形相对初始状态始终表现为压缩特征

应力–应变曲线形态可知，未考虑采动影响的煤样在

（图7（b）），整个破坏过程未出现体积膨胀现象。因此，

初始状态均呈现显著线弹性变形特征，试样破坏、峰

煤岩体变形破坏过程中的体积膨胀可作为采动特征，

值应力在1～4 MPa/min时，随着卸载速率的增加并

明显区别于煤岩体未采动下的体积压缩。现场煤层

无明显变化，达到5 MPa/min时才有明显的上升，约

开采过程中，工作面前方煤岩体更易沿临空面方向

为115 MPa，较1～3 MPa/min时的峰值应力提高了约

轴向应力/MPa

不同卸载速率下，煤岩考虑采动的力学试验与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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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是由于常规三轴压缩试验并未考虑水平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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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由图7（b）可知：未考虑采动影响、卸载速率为
1 MPa/min时，试样应变较小，相同围压作用下，卸载
速率在2～5 MPa/min时试样应变并无明显变化，围
岩变形受卸载速率影响相对较小；但在采动条件下，
由于围压在不断下降，不同卸载速率试样应变变化
较大，侧面反映了围压对应变影响较大。常规三轴压
缩试验在整个变形破坏过程中煤样相对于初始状态
始终保持压缩，不同的是，高卸载速率下煤样在破坏
时具有明显的膨胀趋势；在低卸载速率下，破坏时虽

(a) 考虑采动影响的力学测试

然也出现了体积膨胀，但相比而言扩容现象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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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展开不同卸载速率下考虑采动与未考虑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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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卸荷过程，导致试样强度受卸载速率影响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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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考虑采动影响的常规三轴卸载

图7

不同卸载速率下，煤岩考虑采动与未考虑采动的力
学行为特征曲线
Fig. 7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mechanical behaviors of
coal under different unloading rates considering
mining and not considering mining

为特征曲线，还得到了其破坏特征，如图8所示。由图8
可知，下煤岩采动破坏特征相比未考虑采动影响存
在明显的差异性，其破坏时煤岩宏观破裂面更多，破
损程度更大。未考虑采动影响的煤岩体裂隙密度在
1、2、3、4、5 MPa/min卸载速率下分别为0.50%、0.37%、
0.33%、0.27%、0.43%，和采动条件下规律基本一致，
即随着卸载速率的增加，整体上呈减小趋势；但是同
样的卸载速率下，考虑采动影响的煤岩体裂隙密度
明显较大，与采动条件下的体积膨胀特征相吻合。此
外，采动条件下，煤岩体主要破裂面除了压剪破裂面
外，还存在一些贯穿其中的横向破裂面，这些都需要
消耗一定能量的可释放弹性能，最终导致破损程度
更大。而未考虑采动的煤岩体主要表现为压剪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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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破裂面比较单一，且破损程度相对较低，难以

于水平应力不断卸荷，采动下煤岩体更易产生侧向

出现采动下的体积膨胀，与未考虑采动下变形特征

膨胀，体积应变不仅出现了相对初始状态的压缩，在

相吻合。

达到峰值强度之前直到破坏阶段就已经出现了体积

1 MPa/min 2 MPa/min 3 MPa/min 4 MPa/min 5 MPa/min

膨胀，可将其作为采动特征；采动下煤岩强度明显偏
小，破损程度更严重，破坏时裂隙密度更大。

未采动

本文针对平煤十二矿展开了不同卸载速率下保
护层开采煤岩体力学行为研究，采动应力路径对真

采动

实开采过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化，后续将深入分

图8

不同卸载速率下煤岩考虑采动和未考虑采动下破坏
特征
Fig. 8 Failure characteristics of coal under different unloading rates considering mining and not considering mining

5 结

论

析煤岩体应力演化规律，设计更符合工程现场的模
拟方法，使研究结果更加可靠。其次，针对其他地区
煤样在保护层开采下是否会出现随着卸载速率增加，
试样强度出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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