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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强烈动压影响下巷道围岩控制

方法，可有效解决强烈动压影响下巷道大变形、

巷道支护效率低和支护成本高的技术问题，其解

决的技术方案是，包括以下步骤：第一步，喷浆，

第二步，浅部注浆，第三步，刷巷，第四步，锚杆施

工，第五步，深部注浆，第六步，锚索施工，第七

步，形成承载拱，本发明最终在巷道围岩锚注加

固区域中形成一个稳定的承载拱，而承载拱与稳

定岩层之间的破碎区，有效降低了上部采面采动

过程产生的动载荷的影响，吸收和转移大部分能

量，降低了对承载拱处的破坏，确保了巷道围岩

稳定性，有效控制了巷道大变形，提高了巷道支

护效率，节约了支护成本，是巷道围岩控制方法

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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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强烈动压影响下巷道围岩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按以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喷浆，在施工巷道(5)处对巷道围岩表面喷射一层厚度50mm的水泥砂浆(6)，喷

射口垂直围岩表面，顺序由墙基角开始由下往上，先凹后凸，先墙后拱，依次进行喷浆，不要

固定在一点处喷浆，保证喷浆层表面平整、均匀，最终在破碎围岩表面形成一层密封层，在

进行注浆过程中有效防止浆液在围岩表面出现泄露；

所述的巷道(5)支护方式采用注浆+锚杆、锚索+锚网+钢带的支护形式，锚杆及锚索均

为强力锚杆与强力锚索，锚杆间距0.8m，排距0.8m，锚索间距0.8m，排距1.0m，锚杆与锚索采

用“三角形”布置方式，即两根锚杆与一根锚索呈“三角形”布置方式，在进行刷巷后进行锚

网、钢带的铺设、搭接，通过锚杆的锚固对巷道(5)进行固定；

第二步，浅部注浆，在完成喷浆段巷道处，架设钻机钻打注浆孔(7)，根据巷道尺寸布置

注浆孔(7)，将封孔器(9)套在注浆管(8)一端150mm处，将注浆管(8)另一端插入注浆孔(7)，

将注浆软管(10)与注浆管(8)连接，再将注浆软管(10)与注浆泵出浆口连接，启动注浆泵进

行注浆，注浆过程中观测并记录注浆压力、注浆时间，使注浆压力维持在5-10MPa，确保所注

第一浆液(11)在浅部注浆区域(4)扩散2~3m，起到固结破碎围岩的目的；

第三步，刷巷，注浆完成后待第一浆液(11)完全固化，对变形严重的巷道(5)进行刷巷，

刷巷过程中，由巷道顶部—拱部—帮部—底板依次进行，首先将表面的水泥砂浆(6)清理

掉，再将围岩表面部分破碎的岩块进行处理，由表及里依次进行刷巷，达到巷道设计尺寸；

第四步，锚杆施工，在巷道中架设钻机钻打若干锚杆钻孔(13)，巷道(5)帮部下位锚杆

钻孔(13)与底板的水平倾角为20°，锚杆钻孔之间间距为0.8m，排距为0.8m，钻孔完成后，将

树脂锚固剂(14)推入锚杆钻孔(13)底部，将锚杆(15)一端插入锚杆钻孔(13)，螺纹端通过

连接器与钻机相连接，启动锚杆钻机搅拌树脂锚固剂(14)，然后依次安装托盘(16)、螺母

(17)，并施加预紧力；

第五步，深部注浆，在一段巷道中锚杆锚固完成后，重新钻打注浆孔实施深部注浆，注

浆材料为超细水泥，注浆过程中控制并记录注浆压力与注浆时间，保证第二次所注第二浆

液(23)扩散范围达到8~10m深度，固结破碎区(3)的围岩；

第六步，锚索施工，在巷道拱部与顶部布置若干锚索钻孔(20)，间距为0.8m，排距为

1.0m，锚索钻孔完成后，将锚索锚固剂(21)放入钻孔中，将锚索(22)一端插入锚索钻孔(20)

中，另一端与钻机连接，实施锚索锚固剂(21)的搅拌，搅拌完成后，然后依次安装锚索托盘

(19)及锁具(18)，并实施张拉预紧；

第七步，形成承载拱，通过以上步骤锚杆、锚索搅拌树脂锚固剂、施加预紧力，最终在锚

注加固围岩中形成一个承载拱(2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强烈动压影响下巷道围岩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封孔

器(9)为黑色硬质锥形橡胶，呈空心锥形体，中间有圆孔，套在注浆管(8)一端150mm处，封孔

器(9)具有良好的弹性，密封效果较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强烈动压影响下巷道围岩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

浆液(11)为比表面积大于600的超细水泥，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及固结强度，凝固强度达到

40MPa。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强烈动压影响下巷道围岩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锚杆

(15)为强力锚杆，其材质为左旋无纵筋螺纹钢，直径20mm，长度2.0m，一端带有150mm的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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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强力锚杆是指锚杆杆材BHRB600及以上，直径≥22mm，屈服强度≥600MPa，拉断强度≥

800MPa，延伸率≥17%。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强烈动压影响下巷道围岩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锚索

(22)为高强锚索，长6.2m，直径17.8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强烈动压影响下巷道围岩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锚杆

钻孔(13)每排设有8个，锚索钻孔(20)每排设有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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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强烈动压影响下巷道围岩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煤矿生产领域，特别是一种通过对强烈动压影响后破碎围岩进行注浆

形成再造承载拱，结合利用深部破碎区卸压吸能而消耗采动形成的动载荷，进一步降低采

动对围岩破碎作用，保证巷道围岩稳定的巷道围岩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强烈动压影响下的巷道变形严重、围岩破碎，巷道支护效果较差，是煤矿安全生产

中亟需解决的技术难题，在复杂地质条件下，该类巷道支护更加困难。在高应力、强扰动情

况下传统巷道支护形式也难以满足该类巷道的支护要求。相关学者对该类巷道的支护技术

进行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支护体系，但仍然存在以下几点问题：①巷道变形大，围岩破碎，

造成锚杆锚固效果差、易脱锚失效；②金属网易形成“网兜”，甚至被撕裂，完全起不到较好

的护表效果；③传统的棚式支护在强烈动压作用下变形严重，甚至被折断；④注浆工艺中盲

目扩大注浆半径，完全固结了巷道深部破碎的塑性区围岩，在强烈动荷载作用时，造成加固

区受到刚性破坏，而没有考虑减缓围岩深部应力释放及让压的措施。⑤巷道围岩破碎、裂隙

发育严重，造成注浆过程中漏浆严重，注浆效果较差。⑥巷道返修率高，维持时间短，经多次

返修造成材料的浪费，支护成本较高。鉴于上述存在的问题，发明出一种在强烈动压作用

下，能够有效控制巷道围岩稳定、确保煤矿安全生产的方法是目前亟需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情况，为解决现有技术之缺陷，本发明之目的就是提供一种强烈动压影

响下巷道围岩控制方法，通过锚固区域的分次注浆加固形成一个稳定的承载拱，同时，承载

拱之外的破碎区起到卸压吸能作用而消耗采动形成的动载荷，可有效解决强烈动压影响下

巷道大变形、巷道支护效率低和支护成本高的技术问题。

[0004]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方案是，包括以下步骤：第一步，喷浆，在施工巷道处对巷道围

岩表面喷射一层厚度50mm的水泥砂浆，喷射口垂直围岩表面，顺序由墙基角开始由下往上，

先凹后凸，先墙后拱，依次进行喷浆，不要固定在一点处喷浆，保证喷浆层表面平整、均匀，

最终在破碎围岩表面形成一层密封层，在进行注浆过程中有效防止浆液在围岩表面出现泄

露；

[0005] 第二步，浅部注浆，在完成喷浆段巷道处，架设钻机钻打注浆孔，根据巷道尺寸布

置注浆孔，将封孔器套在注浆管一端150mm处，将注浆管另一端插入注浆孔，将注浆软管与

注浆管连接，再将注浆软管与注浆泵出浆口连接，启动注浆泵进行注浆，注浆过程中观测并

记录注浆压力、注浆时间，保证所注第一浆液在浅部注浆区域扩散2~3m，当注浆压力突然发

生变化时，查明情况并处理，保证第一浆液在巷道围岩表面及深部围岩中得到有效扩散，起

到固结破碎围岩的目的；

[0006] 第三步，刷巷，注浆完成后待第一浆液完全固化并达到设计强度后，对变形严重的

巷道进行刷巷，刷巷过程中，由巷道顶部—拱部—帮部—底板依次进行，首先将表面的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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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浆清理掉，再将围岩表面部分破碎的岩块进行处理，由表及里依次进行刷巷，达到巷道设

计尺寸；

[0007] 第四步，锚杆施工，在巷道中架设钻机钻打若干锚杆钻孔，巷道帮部下位锚杆钻孔

与底板的水平倾角为20°，锚杆钻孔之间间距为0.8m，排距为0.8m，钻孔完成后，将树脂锚固

剂推入锚杆钻孔底部，将锚杆一端插入锚杆钻孔，螺纹端通过连接器与钻机相连接，启动锚

杆钻机搅拌树脂锚固剂，然后依次安装托盘、螺母，并施加预紧力；

[0008] 第五步，深部注浆，在一段巷道中锚杆锚固完成后，重新钻打注浆孔实施深部注

浆，注浆材料为超细水泥，注浆过程中控制并记录注浆压力与注浆时间，保证第二次所注第

二浆液扩散范围达到8~10m深度，固结破碎区的围岩；

[0009] 第六步，锚索施工，在巷道拱部与顶部布置若干锚索钻孔，间距为0.8m，排距为

1.0m，锚索钻孔完成后，将锚索锚固剂放入钻孔中，将锚索一端插入锚索钻孔中，另一端与

钻机连接，实施锚索锚固剂的搅拌，搅拌完成后，然后依次安装锚索托盘及锁具，并实施张

拉预紧；

[0010] 第七步，形成承载拱，通过以上步骤锚杆、锚索搅拌树脂锚固剂、施加预紧力，最终

在锚注加固围岩中形成一个承载拱。

[0011] 本发明通过上述施工工艺的操作，最终在巷道围岩锚注加固区域中形成一个稳定

的承载拱，锚索锚固在巷道深部注浆加固岩层中，承载能力大，对巷道破碎围岩具有较好的

约束力，而承载拱与稳定岩层之间的破碎区，有效降低了上部采面采动过程产生的动载荷

的影响，吸收和转移大部分能量，降低了对承载拱处的破坏，确保了巷道围岩稳定性，有效

控制了巷道大变形，提高了巷道支护效率，节约了支护成本，是巷道围岩控制方法上的创

新。

[0012] 附图说明。

[0013] 图1 为本发明浅部注浆剖面示意图。

[0014] 图2 为本发明再造承载拱剖面示意图。

[0015] 图3 为本发明注浆封孔器立体图。

[0016]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8] 由图1-3给出，本发明实施对象为受强烈动压影响巷道，以上部采动影响为例，在

上层工作面1开采时，对临近巷道5施加动荷载12，在巷道围岩中形成了破碎区3，增加了巷

道5的支护难度，针对该类巷道严重变形、表面破碎，巷道支护效果差的技术难题，提出了一

种强烈动压影响下巷道围岩控制方法，涉及到喷射水泥砂浆、注浆、锚固等施工工艺，其具

体操作按以下步骤进行：

[0019] 第一步，喷浆，在施工巷道5处对巷道围岩表面喷射一层厚度50mm的水泥砂浆6，喷

射口垂直围岩表面，顺序由墙基角开始由下往上，先凹后凸，先墙后拱，依次进行喷浆，不要

固定在一点处喷浆，保证喷浆层表面平整、均匀，最终在破碎围岩表面形成一层密封层，在

进行注浆过程中有效防止浆液在围岩表面出现泄露；

[0020] 第二步，浅部注浆，在完成喷浆段巷道处，架设钻机钻打注浆孔7，根据巷道尺寸布

置注浆孔7，将封孔器9套在注浆管8一端150mm处，将注浆管8另一端插入注浆孔7，将注浆软

管10与注浆管8连接，再将注浆软管10与注浆泵出浆口连接，启动注浆泵进行注浆，注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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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观测并记录注浆压力、注浆时间，使注浆压力维持在5-10MPa，确保所注第一浆液11在

浅部注浆区域4扩散2~3m，起到固结破碎围岩的目的；

[0021] 第三步，刷巷，注浆完成后待第一浆液11完全固化后，对变形严重的巷道5进行刷

巷，刷巷过程中，由巷道顶部—拱部—帮部—底板依次进行，首先将表面的水泥砂浆6清理

掉，再将围岩表面部分破碎的岩块进行处理，由表及里依次进行刷巷，达到巷道设计尺寸；

[0022] 第四步，锚杆施工，在巷道中架设钻机钻打若干锚杆钻孔13，巷道5帮部下位锚杆

钻孔13与底板的水平倾角为20°，锚杆钻孔之间间距为0.8m，排距为0.8m，钻孔完成后，将树

脂锚固剂14推入锚杆钻孔13底部，将锚杆15一端插入锚杆钻孔13，螺纹端通过连接器与钻

机相连接，启动锚杆钻机搅拌树脂锚固剂14，然后依次安装托盘16、螺母17，并施加预紧力；

[0023] 第五步，深部注浆，在一段巷道中锚杆锚固完成后，重新钻打注浆孔实施深部注

浆，注浆材料为超细水泥，注浆过程中控制并记录注浆压力与注浆时间，保证第二次所注第

二浆液23扩散范围达到8~10m深度，固结破碎区3的围岩；

[0024] 第六步，锚索施工，在巷道拱部与顶部布置若干锚索钻孔20，间距为0.8m，排距为

1.0m，锚索钻孔完成后，将锚索锚固剂21放入钻孔中，将锚索22一端插入锚索钻孔20中，另

一端与钻机连接，实施锚索锚固剂21的搅拌，搅拌完成后，然后依次安装锚索托盘19及锁具

18，并实施张拉预紧；

[0025] 第七步，形成承载拱，通过以上步骤锚杆、锚索搅拌树脂锚固剂、施加预紧力，最终

在锚注加固围岩中形成一个承载拱24。

[0026] 为保证巷道支护效果，所述的巷道5支护方式采用注浆+锚杆、锚索+锚网+钢带的

支护形式，锚杆及锚索均为强力锚杆与强力锚索，锚杆间距0.8m，排距0.8m，锚索间距0.8m，

排距1.0m，锚杆与锚索采用“三角形”布置方式，即两根锚杆与一根锚索呈“三角形”布置方

式，在进行刷巷后进行锚网、钢带的铺设、搭接，通过锚杆的锚固对巷道5进行固定。

[0027] 为了保证注浆封孔效果，所述的封孔器9为黑色硬质锥形橡胶，呈空心锥形体，中

间有圆孔，套在注浆管8一端150mm处，封孔器9具有良好的弹性，密封效果较好。

[0028] 所述的第一浆液11为比表面积大于600的超细水泥，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及固结强

度，凝固强度达到40MPa。

[0029] 所述的锚杆15为强力锚杆，其材质为左旋无纵筋螺纹钢，直径20mm，长度2.0m，一

端带有150mm的螺纹，强力锚杆是指锚杆杆材BHRB600及以上，直径≥22mm，屈服强度≥

600MPa，拉断强度≥800MPa，延伸率≥17%。

[0030] 所述的锚索22为高强锚索，长6.2m，直径17.8mm。

[0031] 所述的锚杆钻孔13每排设有8个，锚索钻孔20每排设有3个。

[0032] 本发明的使用情况是，首先根据矿井实际地质条件以及巷道围岩的变形情况，确

定施工工序及锚杆、锚索的支护参数，当巷道围岩变形量大、破碎较为严重时，在表面喷浆、

围岩注浆之后应适当进行刷巷，变形不严重时，则不需要进行刷巷（其它步骤相同），在巷道

5开挖后，扰动了原岩应力分布状态，导致巷道围岩出现破碎，形成塑性区，尤其是在受到强

烈动压荷载12影响时，扩大了巷道破碎区（塑性区）3的范围，加大了巷道5支护难度。本发明

提出的强烈动压影响巷道围岩控制技术通过表面喷射水泥砂浆6，在围岩表面形成一层坚

固的密封层，在进行浅部注浆过程中，有效防止第一浆液11通过表面破碎的围岩裂隙泄露，

增大了第一浆液11的扩散范围，促使第一浆液11向围岩内部2~3m区域扩散，固结浅部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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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岩，闭合裂隙与离层，为锚杆在锚固区域提供一个稳定的着力点，同时，深部注浆将围岩

深部的裂隙及离层加以闭合，固结深部破碎区，为锚索的张拉预紧提供一个有力的着力点。

通过注浆加固区域锚杆、锚索的强力支护，在锚注范围内形成一个稳定的再造承载拱24。在

强烈动压影响作用下锚注加固区域之外的破碎区3，吸收了巷道深部围岩2释放的应力和位

移量，极大地降低了对再造承载拱24的破坏，有效控制了巷道围岩的稳定。

[003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强烈动压影响巷道围岩控制方法，通过锚固加固形成了一种再

造承载拱体系，有效保证了强烈动压影响作用下巷道围岩的稳定，减小了巷道返修率，节约

了支护成本，是巷道围岩控制方法上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07035387 B

7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8

CN 107035387 B

8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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