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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深部软岩巷道的支护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1)测定巷道围岩松动圈厚度；

2)巷道变形量与蠕变时间关系的确定；3)初次喷

浆支护；4)安装锚杆锚网；5)第二次喷浆支护；6)

圆形钢支架安装；7)回填巷道底部。本发明采用

混凝土-锚杆锚网-混凝土-棚管+钢支护的支护

方法，属于刚柔结合的支护结构，可有效提高支

护强度，减少返修次数。本发明在巷道底部也采

用了相同的支护结构，并进行了碎石回填，可有

效提高巷道底部的支护强度，解决底鼓问题；然

后本发明采用棚管+钢支护的结构，棚管的存在

可以承受一定的变形量，可避免长期巷道蠕变变

形对钢支护结构的影响，减少支护返修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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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深部软岩巷道的支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测定巷道围岩松动圈厚度：掘进圆形巷道后，采用声波法双探头测试巷道围岩松动

圈的厚度；

2）巷道变形量与蠕变时间关系的确定：巷道同一断面的巷道顶部及侧帮设置滑动测斜

仪定时测量巷道位移量与变形时间关系，形成巷道不同位置蠕变位移量与时间关系图；

3）初次喷浆支护：对巷道围岩的所有暴露面进行高压喷浆，形成第一层混凝土层，防止

软岩风化，便于观测围岩变形；

4）安装锚杆锚网：在步骤3）中混凝土层上钻锚杆孔，施工安装锚杆，并挂金属网；

5）第二次喷浆支护：在步骤4）的金属网上，进行高压喷浆，形成第二层混凝土层，以提

高围岩自稳能力，为初期支护结构提供强度和刚度，控制开挖后初期围岩的变形，防止围岩

冒落；

6）圆形钢支架安装：将U型钢加工成内径与巷道直径相匹配的圆形钢支架，

圆形钢支架与巷道的第二层混凝土层之间预留设定的变形量空间；先放置巷道底部管

棚，再将钢支架拼接组合，接着在预留的变形量空间内，均匀安装侧帮及顶部管棚于圆形钢

支架四周，形成圆形钢支架层；

7）回填巷道底部：采用掘进后的碎石，对巷道底部进行回填，并用水泥浆浇灌，在巷道

底部形成回填碎石胶结体；

所述步骤6）中，圆形钢支架采用U25型钢，分四节制作，相邻节的连接区域用两幅卡缆

固定；设定的变形量空间的间距与管棚直径一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深部软岩巷道的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高压

喷浆的压强为5~8MPa，第一层混凝土层的厚度为1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深部软岩巷道的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相邻

锚杆孔之间的圆弧间距对应的圆心角为15~20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深部软岩巷道的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锚

杆采用管缝式锚杆；锚杆的长度应大于松动圈深度300mm；锚杆与金属网通过焊接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深部软岩巷道的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高压

喷浆的压强为  5~8MPa，第二层混凝土层的厚度为50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深部软岩巷道的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管棚为直径80mm，壁

厚6mm的无缝钢管，长度250cm，安装管棚直线间距20c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深部软岩巷道的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中，回填

的高度为600~8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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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部软岩巷道的支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采矿工程巷道围岩支护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深部软岩巷道的支护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松软岩为强度低、孔隙率大、胶结程度差、受构造面切割及风化影响显著或含有大

量易膨胀粘土矿物的松、散、软、弱的岩层。在深部底层中，围岩处于高应力环境中，并且由

于软岩的强度低，单轴饱和抗压强度也低，围岩变形破坏非常强烈，因此，深部软岩巷道就

存在围岩变形速度快、变形量大、持续时间长的问题。而且随着矿山开采深度的增加、破碎

岩体地应力增大、加剧了软岩巷道矿压显现的剧烈程度，软岩巷道变形破坏严重，使得深部

软岩巷道围岩稳定受多因素综合作用，围岩控制难度增大。目前，软岩巷道支护仍是当今世

界采矿及地下工程中的一项复杂的技术问题，深部高应力软岩巷道支护是一个重要的研究

方向，它是旧矿井向深部拓展及进行深部资源开采的关键技术。软岩地层埋深超过600m，传

统支护不能适应，金属刚性支架彻底毁坏、U型钢可缩性支架严重变形、低强度锚杆支护不

能满足巷道维护要求，因此，传统的支护方法不能使巷道保持稳定。

[0003] 目前，关于深部软岩的支护方法大多采用U型钢支护或者半圆拱支护，如专利

201710147579 .8“深部动压软岩巷道U型钢复合支护结构及其施工方法”和专利

201510637612.6“破碎软岩巷道全断面封闭式深浅耦合让压锚注支护方法”中均提供了控

制较破碎及软岩巷道围岩的方法，采用U型钢进行加固支护，对于深部软岩巷道水平方向上

变形控制难度大，实践证明深部软岩巷道侧帮变形最大，U型支架无法解决侧帮变形问题，

巷道底鼓更加无法控制；又如在专利201611040176.5的“一种煤矿软岩巷道支护方法”提供

了圆形巷道的支护方法，解决了侧帮大应力变形问题，对于巷道支护支架分为5部分，安装

后支架变形时返修难度大，顶部钢支架的接头处受力较大容易破坏，底部出现底鼓破坏返

修不便。上述支护方法均为未考虑变形支护的随时间蠕变问题，两种支护方式都存在一定

的缺陷。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巷道侧帮和底部的稳定性好的深部软岩巷道的支护方

法。

[0005] 本发明这种深部软岩巷道的支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测定巷道围岩松动圈厚度：掘进圆形巷道后，采用声波法双探头测试巷道围岩

松动圈的厚度；

[0007] 2)巷道变形量与蠕变时间关系的确定：巷道同一断面的巷道顶部及侧帮设置滑动

测斜仪定时测量巷道位移量与变形时间关系，形成巷道不同位置蠕变位移量与时间关系

图；

[0008] 3)初次喷浆支护：对巷道围岩的所有暴露面进行高压喷浆，形成一层混凝土层，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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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软岩风化，便于观测围岩变形；

[0009] 4)安装锚杆锚网：在步骤3)中混凝土层上钻锚杆孔，施工安装锚杆，并挂金属网；

[0010] 5)第二次喷浆支护：在步骤4)的金属网上，进行高压喷浆，形成第二层混凝土层，

以提高围岩自稳能力，为初期支护结构提供强度和刚度，控制开挖后初期围岩的变形，防止

围岩冒落；

[0011] 6)圆形钢支架安装：将U型钢加工成内径与巷道直径相匹配的圆形钢支架，圆形钢

支架与巷道的第二层混凝涂层之间预留设定的变形量空间；先放置巷道底部管棚，再将钢

支架拼接组合，接着在预留的变形量空间内，均匀安装侧帮及顶部管棚于圆形支架四周，形

成圆形钢支架层；

[0012] 7)回填巷道底部：采用掘进后的碎石，对巷道底部进行回填，并用水泥浆浇灌，在

巷道底部形成回填碎石胶结体。

[0013] 所述步骤3)中，高压喷浆的压强为5～8MPa，第一层混凝土层的厚度为10mm。

[0014] 所述步骤4)中，相邻锚杆孔之间的圆弧间距对应的圆心角为15～20度；锚杆采用

管缝式锚杆；锚杆的长度应大于松动圈深度300mm；锚杆与金属网通过焊接固定。

[0015] 所述步骤5)中，高压喷浆的压强为5～8MPa，第二层混凝土层的厚度为50mm。

[0016] 所述步骤6)中，圆形钢支架采用U25型钢，分四节制作，相邻节的连接区域用两幅

卡缆固定；设定的变形量空间的间距与管棚直径一致；管棚直径80mm，壁厚6mm无缝钢管，长

度250cm，安装管棚直线间距20cm。

[0017] 所述步骤7)中，回填的高度为600～800mm。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采用混凝土-锚杆锚网-混凝土-管棚+钢支护的支护方

法，属于刚柔结合的支护结构，可有效提高支护强度，减少返修次数。针对深部开采的软岩

巷道易发生底鼓、巷道两侧帮受构造应力作用易片帮两方面问题，本发明在巷道底部也采

用了相同的支护结构，并进行了碎石回填，可有效提高巷道底部的支护强度，解决底鼓问

题；然后本发明采用管棚+钢支护的结构，管棚的存在可以承受一定的变形量，可避免长期

巷道蠕变变形对钢支护结构的影响，减少支护返修次数。

附图说明

[0019] 图1巷道围岩结构；

[0020] 图2巷道蠕变位移量与时间关系图；

[0021] 图3支护结构图；

[0022] 其中：1、巷道；2、松动圈；3、塑性区；4、弹性区；5、锚杆；6、10mm混凝土层；7、锚网；

8、50mm混凝土层；9、管棚；10、U25钢支架；11、卡缆；12-回填碎石胶结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

[0024] 深部软岩圆形巷道支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5] 一、基础测量

[0026] (1)巷道围岩松动圈厚度测量

[0027] 掘进圆形巷道后，围岩的结构如图1所示，包括松动圈1、塑性区2以及弹性区3，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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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采用声波法双探头测试巷道围岩的掘进后松动圈的厚度Lp＝1.6m。

[0028] (2)巷道变形量与蠕变时间关系测量

[0029] 在巷道同一断面的巷道顶部及侧帮设置滑动测斜仪定时测量巷道位移量与变形

时间关系。形成巷道不同位置蠕变位移量与时间关系图，本实施例中，其关系图如图2所示，

由图可知在巷道掘进后的前20h内，巷道变形量较大，20h后变形量趋于稳定。根据巷道蠕变

位移量与时间关系图确定巷道稳定期，刚性支护需要在大变形后过渡到稳定期之前进行支

护，因而本实施例的最佳支护时间为巷道掘进后的20-40h之间。

[0030] 二、具体支护结构

[0031] 本发明具体的支护结构如图3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0032] (1)初次喷浆支护

[0033] 掘进爆破后完成出渣，巷道1围岩所有暴露面进行高压喷浆层，形成一层10mm的混

凝土层6，喷浆压强为5～8MPa；初次喷浆支护可以防止软岩风化，便于观测围岩变形。

[0034] (2)安装锚杆锚网：

[0035] 在混凝土层6上钻锚杆孔，锚杆的孔深应大于松动圈深度300mm以上；锚杆孔之间

的圆弧间距对应的圆心角为18°(图中共20根锚杆)，安装锚杆5，锚杆的长度为一般约

200cm，锚杆安装完毕后，挂锚网7，锚网为金属网，其直径为8mm，网格80×80mm，长1200mm，

宽1000mm钢筋网，每两片间连接长度为80mm，锚网7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在锚杆6上。

[0036] (3)第二次喷浆支护

[0037] 在锚网7上，再次进行高压喷浆支护，形成一层50mm的混凝土层，水灰比1:0.7，注

浆压力约8Mpa，混凝土层8是为了提高围岩自稳能力，为初期支护结构提供强度和刚度，控

制开挖后初期围岩的变形，防止围岩冒落。

[0038] (4)圆形钢支架安装

[0039] 将U25型钢加工成内径与巷道直径相匹配的圆形钢支架，圆形钢支架分为四节，每

两节之间搭接400mm，连接区域用两幅卡缆固定。

[0040] 圆形钢支架与巷道的第二层混凝涂层之间预留设定的变形量空间；首先将管棚放

置巷道底部，安装管棚9，管棚直径80mm，壁厚6mm无缝钢管，长度250cm，安装管棚直线间距

20cm；圆形钢支架与巷道的第二层混凝涂层之间预留设定的变形量空间；接着在巷道的侧

帮与顶部，预留的变形量空间内，安装管棚，管棚安装于圆形支架上，形成圆形钢支架层；待

巷道的短期内变形稳定，使支架受力，形成巷道支护结构，长期巷道蠕变变形由空心的管棚

变形相抵消，因此，可以起到保护圆形支架作用，形成刚柔结合的支护方式。

[0041] (5)回填巷道底部

[0042] 采用掘进后的碎石，对巷道底部进行回填，并用水泥浆浇灌，在巷道底部形成回填

碎石胶结体12，回填的高度为600～8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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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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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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