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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矿山安全技术领域，提供一种用

于特厚煤层的锚杆改性围岩防冲击地压方法，其

包括下述步骤：步骤1：巷道开掘完成后，采用基

本支护锚杆、锚索、金属网和钢带对巷道顶板和

两帮进行浅部围岩基本支护；步骤2：测定巷道围

岩的应力增高区域及应力峰值位置；步骤3：根据

工作面回采过程中的矿压显现规律，划定工作面

开采过程中的冲击地压危险区域；步骤4：在冲击

地压危险区域内，采用全长锚固的增阻支护锚杆

对巷道顶板和两帮进行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

本发明能够改变深部围岩的冲击倾向性，增强巷

道深部围岩的强度，提前消耗冲击能量，削弱冲

击波强度，进而保护巷道浅部围岩与基本支护结

构，有效防治冲击地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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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特厚煤层的锚杆改性围岩防冲击地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述步骤：

步骤1：巷道开掘完成后，采用基本支护锚杆、锚索、金属网和钢带对巷道顶板进行浅部

围岩基本支护，采用基本支护锚杆、金属网和钢带对巷道两帮进行浅部围岩基本支护；

步骤2：基本支护完成至巷道变形稳定后，测定巷道围岩的应力增高区域及应力峰值位

置；

步骤3：根据工作面回采过程中的矿压显现规律，划定工作面开采过程中的冲击地压危

险区域；

步骤4：在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内，首先对巷道顶板和两帮均进行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

钻孔施工，然后采用树脂药卷锚固材料对改性增阻支护锚杆进行端部锚固，最后进行深部

围岩改性增阻支护钻孔的注浆，完成对改性增阻支护锚杆的全长锚固，从而完成对巷道顶

板和两帮的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特厚煤层的锚杆改性围岩防冲击地压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4中，巷道顶板的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中，改性增阻支护锚杆锚固于巷道顶板岩

层与煤层分界处以上lm，l≥0.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特厚煤层的锚杆改性围岩防冲击地压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4中，巷道两帮的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中，改性增阻支护锚杆锚固于巷道两帮深

部围岩应力增高点之外的围岩体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特厚煤层的锚杆改性围岩防冲击地压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4中，所述改性增阻支护锚杆为等强螺纹钢锚杆，所述改性增阻支护锚杆的长度为

1.5～2.5m、直径为18～22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特厚煤层的锚杆改性围岩防冲击地压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4中，所述改性增阻支护锚杆与基本支护锚杆间的布置方式为间排等距交错式，两

排基本支护锚杆间有一排改性增阻支护锚杆，两列基本支护锚杆间有一列改性增阻支护锚

杆，每一排改性增阻支护锚杆中相邻改性增阻支护锚杆的间距等于每一排基本支护锚杆中

相邻基本支护锚杆的间距；所述改性增阻支护锚杆的支护密度取决于所述布置方式及基本

支护锚杆的支护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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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特厚煤层的锚杆改性围岩防冲击地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矿山安全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特厚煤层的锚杆改性围岩防

冲击地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矿井开采不断向深部发展、煤炭开采范围不断扩大，矿井巷道和采场内冲击

地压动力灾害愈发频繁。冲击地压造成矿井巷道和硐室的大量毁坏、人员大量伤亡、设备损

坏，给矿山安全生产带来巨大的威胁。

[0003] 近年来，防治冲击地压的研究工作不断推进，现有的巷道及采场防冲击地压方法

主要有：

[0004] 一、巷道围岩的被动支护：采用U型钢或单体支柱等进行巷道围岩的被动支护。此

类方法在地压冲击力较大时，支护体容易被压垮、压裂和压折，基本不具备防冲击地压功

能。

[0005] 二、巷道围岩的让位吸能支护：采用O型棚、吸能锚杆、吸能锚索或让位吸能液压支

架等吸能支护设备进行浅部煤岩体支护。如公开号为CN103016035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

煤矿用让位缓冲吸能防冲锚杆索、公开号为CN103541750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矿用间隔

分布吸能式超长组合锚杆及使用方法、公开号为CN104612730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大变

形自适应锚杆、公开号为CN101858225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恒阻大变形锚杆、公开号为

CN103321660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矿用恒阻让压吸能防冲支护装置、公开号为

CN102418538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煤矿用高速吸能防冲让位液压支架等。此类方法单一

强调了巷道浅部围岩体的支护，虽然在动力冲击瞬间，能够起到一定的让位防冲效果，但是

当冲击能量很大时，过多的让位位移使得围岩松动圈范围内的岩石更加松碎破裂，稳定性

严重受损，间接导致围岩支护失效，不利于围岩的稳定。

[0006] 三、巷道深部围岩的软化卸压：采用水力割缝卸压、钻孔卸压、深孔爆破卸压等进

行巷道深部围岩的软化卸压，巷道浅部围岩体采用普通支护，以此实现防冲目的。如公开号

为CN102678120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冲击地压卸压解危方法、公开号为CN103821516A的

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二次卸压防治冲击地压的方法等。此类方法旨在通过损伤深部煤岩体

实现卸压防冲击地压，但煤岩体的整体性及稳定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煤岩体的整体强

度降低。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特厚煤层的锚杆改性围岩防冲击

地压方法，通过巷道深部围岩全程锚固方式来改变松动圈以外深部围岩的冲击倾向性，增

强巷道深部围岩的强度，提前消耗冲击能量，削弱冲击波强度，进而保护巷道浅部围岩与基

本支护结构。

[0008]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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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一种用于特厚煤层的锚杆改性围岩防冲击地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述步骤：

[0010] 步骤1：巷道开掘完成后，采用基本支护锚杆、锚索、金属网和钢带对巷道顶板进行

浅部围岩基本支护，采用基本支护锚杆、金属网和钢带对巷道两帮进行浅部围岩基本支护；

[0011] 步骤2：基本支护完成至巷道变形稳定后，测定巷道围岩的应力增高区域及应力峰

值位置；

[0012] 步骤3：根据工作面回采过程中的矿压显现规律，划定工作面开采过程中的冲击地

压危险区域；

[0013] 步骤4：在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内，首先对巷道顶板和两帮均进行深部围岩改性增阻

支护钻孔施工，然后采用树脂药卷锚固材料对改性增阻支护锚杆进行端部锚固，最后进行

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钻孔的注浆，完成对改性增阻支护锚杆的全长锚固，从而完成对巷

道顶板和两帮的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

[0014] 所述步骤4中，巷道顶板的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中，改性增阻支护锚杆锚固于巷

道顶板岩层与煤层分界处以上lm，l≥0.5。

[0015] 所述步骤4中，巷道两帮的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中，改性增阻支护锚杆锚固于巷

道两帮深部围岩应力增高点之外的围岩体内。

[0016] 所述步骤4中，所述改性增阻支护锚杆为等强螺纹钢锚杆，所述改性增阻支护锚杆

的长度为1.5～2.5m、直径为18～22mm。

[0017] 所述步骤4中，所述改性增阻支护锚杆与基本支护锚杆间的布置方式为间排等距

交错式，两排基本支护锚杆间有一排改性增阻支护锚杆，两列基本支护锚杆间有一列改性

增阻支护锚杆，每一排改性增阻支护锚杆中相邻改性增阻支护锚杆的间距等于每一排基本

支护锚杆中相邻基本支护锚杆的间距；所述改性增阻支护锚杆的支护密度取决于所述布置

方式及基本支护锚杆的支护密度。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9] 第一，本发明通过巷道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一方面，降低了松动圈以外深部围

岩的冲击倾向性，同时增强巷道深部围岩的强度，实现防治冲击地压，解决了现有单一强调

巷道浅部围岩支护的防冲击地压方法中过度让位、围岩整体性等得不到有效保证的技术问

题；另一方面，避免了深部围岩的卸压损伤或软化损伤，解决了现有通过深部围岩损伤卸

压、注水软化的防冲击地压方法中严重破坏深部煤岩体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的技术问题；

[0020] 第二，本发明的巷道浅部围岩基本支护与巷道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相配合形成

深-浅联合抗冲击地压主动支护体，通过在巷道深部围岩中植入等强螺纹钢锚杆并进行全

长锚固，增强了深部围岩的强度，降低了深部围岩的冲击倾向性，改善了深部围岩在强采动

应力场下的稳定性与抗冲耗能能力，赋予了深部围岩主动防冲性能，当冲击地压发生时，全

程锚固的深部煤岩体，提前消耗冲击能量，削弱冲击波强度，进而保护浅部围岩与基本支护

结构，有效地降低了冲击地压发生的危险。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巷道支护结构的断面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巷道顶板支护结构的俯视图(放大后)；

[0023] 图3为本发明的巷道两帮支护结构的侧视图(放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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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4为本发明图2中的巷道顶板支护结构的A-A向剖视图(放大后)；

[0025] 图5为本发明图3中的巷道两帮支护结构的B-B向剖视图(放大后)。

[0026] 图中，1－基本支护锚杆，2－钢带，3－金属网，4－改性增阻支护锚杆，5－锚索，

6－岩层，7－煤层，8－树脂药卷锚固材料。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8]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特厚煤层的锚杆改性围岩防冲击地压方法，通过巷

道深部围岩全程锚固方式来改变松动圈以外深部围岩的冲击倾向性，增强巷道深部围岩的

强度，提前消耗冲击能量，削弱冲击波强度，进而保护巷道浅部围岩与基本支护结构。其中，

特厚煤层指煤层厚度大于8m的煤层。

[0029] 本实施例中，在某矿的一工作面，煤层厚度为12m，煤层顶板为粉砂岩，顶板为砂页

岩，煤层赋存稳定，工作面回采巷道为5.6m×3m的矩形断面，属特厚煤层中的全煤巷道，具

有强冲击地压危险。

[0030] 本发明的用于特厚煤层的锚杆改性围岩防冲击地压方法，具体如下：

[0031] 步骤1：巷道开掘完成后，采用基本支护锚杆、锚索、金属网和钢带对巷道顶板进行

浅部围岩基本支护，采用基本支护锚杆、金属网和钢带对巷道两帮进行浅部围岩基本支护。

[0032]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的巷道支护结构的断面图；如图2所示，为本发明的巷道顶板

支护结构的俯视图；如图3所示，为本发明的巷道两帮支护结构的侧视图。在巷道掘进后，首

先在巷道顶板和两帮的巷道表面铺设金属网3，在金属网3上面沿巷道横向间隔分布钢带2，

沿钢带2等距间隔分布基本支护锚杆1，将基本支护锚杆1穿过钢带2锚固在巷道浅部围岩

中。在巷道顶板上的金属网3上还间隔等距分布锚索5，将锚索5穿过金属网3锚固在巷道顶

板围岩中。其中，基本支护锚杆1的直径为22mm、长度为2.2m、间距为0.8m、排距为0.8m，锚索

5的直径为17.8mm、长度为7m、间距为1.6m、排距为1.2m。

[0033] 步骤2：基本支护完成至巷道变形稳定后，测定巷道围岩的应力增高区域及应力峰

值位置。

[0034] 测定的巷道围岩的应力增高区域及应力峰值位置为支护段巷道深部围岩改性增

阻支护的锚固位置提供参照资料。

[0035] 步骤3：根据工作面回采过程中的矿压显现规律，划定工作面开采过程中的冲击地

压危险区域。

[0036] 本实施例中，划定工作面初次来压位置前后50m、“一次见方”位置前后50m、“二次

见方”位置前后50m、停采线位置前50m、地质构造(断层、褶皱等)前后50m以及煤层相变区域

前后50m为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将冲击地压危险区域作为巷道的重点增阻支护段。

[0037] 上述完成了特厚煤层中开挖巷道的浅部围岩基本支护作业、巷道深部围岩改性增

阻支护位置范围的确定、冲击地压危险区域的划定，然后进行巷道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

[0038] 步骤4：在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内，首先对巷道顶板和两帮均进行深部围岩改性增阻

支护钻孔施工，然后采用树脂药卷锚固材料对改性增阻支护锚杆进行端部锚固，最后进行

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钻孔的注浆，完成对改性增阻支护锚杆的全长锚固，从而完成对巷

道顶板和两帮的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9184762 A

5



[0039] 所述步骤4中，巷道顶板的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中，改性增阻支护锚杆锚固于巷

道顶板岩层与煤层分界处以上lm，l≥0.5。

[0040] 所述步骤4中，巷道两帮的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中，改性增阻支护锚杆锚固于巷

道两帮深部围岩应力增高点之外的围岩体内。

[0041] 所述步骤4中，所述改性增阻支护锚杆为等强螺纹钢锚杆，所述改性增阻支护锚杆

的长度为1.5～2.5m、直径为18～22mm。

[0042] 如图4所示，为本发明图2中的巷道顶板支护结构的A-A向剖视图。本实施例中，在

巷道顶板的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中，改性增阻支护锚杆4的长度为2m、直径为20mm。在顶

板岩层6与煤层7分界处，首先进行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钻孔施工，采用树脂药卷锚固材

料8对改性增阻支护锚杆4进行端部锚固，再进行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钻孔的注浆，完成

改性增阻支护锚杆4对巷道顶板的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其中，l＝0.5，也即改性增阻支

护锚杆4在顶板岩层6中锚入0.5m、其余1.5m长度锚固于煤层7中。

[0043] 如图5所示，为本发明图3中的巷道两帮支护结构的B-B向剖视图。本实施例中，在

巷道两帮的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中，改性增阻支护锚杆4的长度为1.8m、直径为22mm。在

两帮深部围岩应力增高点之后的围岩体内，首先进行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钻孔施工，采

用树脂药卷锚固材料对改性增阻支护锚杆4进行端部锚固，再进行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

钻孔的注浆，完成改性增阻支护锚杆4对巷道两帮的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

[0044] 所述步骤4中，所述改性增阻支护锚杆与基本支护锚杆间的布置方式为间排等距

交错式，两排基本支护锚杆间有一排改性增阻支护锚杆，两列基本支护锚杆间有一列改性

增阻支护锚杆，每一排改性增阻支护锚杆中相邻改性增阻支护锚杆的间距等于每一排基本

支护锚杆中相邻基本支护锚杆的间距；所述改性增阻支护锚杆的支护密度取决于所述布置

方式及基本支护锚杆的支护密度。

[0045] 本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在巷道顶板支护结构中，改性增阻支护锚杆4按照与基本

支护中锚杆1呈间排等距交错式布设施工，改性增阻支护锚杆4在每排有6根，基本支护锚杆

1在每排有7根。如图3所示，在巷道两帮支护结构中，改性增阻支护锚杆4按照与基本支护锚

杆1呈间排等距交错式布设施工，改性增阻支护锚杆4在每排有2根，基本支护锚杆1在每排

有3根。

[0046] 至此，完成巷道浅部围岩基本支护及巷道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的设计与施工，

巷道浅部围岩基本支护与巷道深部围岩改性增阻支护相配合形成抗冲击地压主动支护体，

通过巷道深部围岩全程锚固方式来改变松动圈以外深部围岩的冲击倾向性，增强巷道深部

围岩的强度，提前消耗冲击能量，削弱冲击波强度，进而保护巷道浅部围岩与基本支护结

构。

[0047]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上述实施

例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基于上述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也即凡在本申请的精神和原

理之内所作的所有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落在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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