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149705.4

(22)申请日 2018.09.2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18475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1.11

(73)专利权人 陕西陕煤黄陵矿业有限公司

地址 727307 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店头镇

(72)发明人 毛明仓　王建东　焦稳锋　刘洋　

袁亚文　梁林　高健铭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通大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61200

代理人 徐文权

(51)Int.Cl.

E21D 11/18(2006.01)

E21D 11/10(2006.01)

审查员 白玉兰

 

(54)发明名称

一种煤矿用穿越老窑采空区的支护结构及

其支护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煤矿用穿越老窑采空区

的支护结构及其支护方法，这种煤矿用穿越老窑

采空区的支护结构，包括临时支护结构和永久支

护结构，临时支护结构包括超前管棚、金属网、U

型钢棚和砼，超前管棚由安装进老窑采空区全断

面且沿巷道轮廓环向布置的若干超前导管组成，

金属网绑扎在超前管棚上，金属网的下方设置若

干U型钢棚，砼喷射包裹覆盖在超前管棚、金属网

和U型钢棚上共同形成临时支护结构；永久支护

结构包括钢筋结构和混凝土，将混凝土浇筑在钢

筋结构中形成永久支护结构，永久支护结构设置

在临时支护结构内侧。本发明有效防止因老窑采

空区围岩松散破碎易崩塌的问题，同时，能够较

好地隔离老窑采空区赋存的瓦斯、水等隐蔽致灾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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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煤矿用穿越老窑采空区的支护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临时支护结构和永久支

护结构，所述临时支护结构包括超前管棚、金属网(2)、U型钢棚(3)和砼(4)，一圈所述超前

管棚由安装进老窑采空区全断面(7)且沿巷道轮廓环向布置的若干超前导管(1)组成，若干

圈超前管棚沿巷道掘进方向搭接设置，所有超前管棚的下方均设置有金属网(2)，所述金属

网(2)的下方沿巷道掘进方向设置若干U型钢棚(3)，相邻U型钢棚(3)之间通过连接杆连接，

所述砼(4)凝固包裹覆盖在超前管棚、金属网(2)和U型钢棚(3)上形成临时支护结构；

所述永久支护结构包括巷道轮廓两侧设置的帮部钢筋结构与巷道拱部设置的拱部钢

筋结构共同构成的钢筋结构(5)，所述钢筋结构(5)上浇筑有混凝土(6)；所述永久支护结构

设置在临时支护结构内侧，所述永久支护结构的外壁与临时支护结构的内壁接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矿用穿越老窑采空区的支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超

前导管(1)采用φ50×6000mm无缝钢管加工，一圈超前管棚中相邻的两根超前导管(1)之间

间距为300mm，超前导管(1)外插角为3°～5°，单根超前导管(1)长度为6000mm，相邻两圈超

前管棚之间的搭接长度为2800mm；所述超前导管(1)安装在由锚索钻机打的孔里面，孔径为

60mm，孔深为600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矿用穿越老窑采空区的支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金

属网(2)采用φ6mm的金属，网孔为100×10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矿用穿越老窑采空区的支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U

型钢棚(3)采用三节式U25型钢棚，相邻两U25型钢棚之间的间距为800mm，相邻两U25型钢棚

之间通过5根φ18mm的连接杆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矿用穿越老窑采空区的支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砼

(4)选用C20砼，凝固后的厚度为110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矿用穿越老窑采空区的支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钢

筋结构(5)包括φ18mm的主筋(51)、φ18mm的副筋(52)和φ8mm的结构筋(53)，所述钢筋结

构(5)的主筋(51)的间距和排距均为300mm，所述副筋(52)沿巷道掘进方向连接主筋(51)，

所述结构筋(53)垂直于巷道掘进方向连接主筋(5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矿用穿越老窑采空区的支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混

凝土(6)强度为C30，混凝土(6)浇筑厚度为400mm，混凝土(6)中须添加BR-3型防水剂，加入

量为水泥量的10％。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煤矿用穿越老窑采空区的支护结构的支护

方法，其特征在于：首先进行临时支护结构的搭建，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1：用锚索钻机在老窑采空区全断面上沿巷道轮廓环向打孔，并将超前导管(1)安

装进孔中，沿巷道轮廓方向形成一圈超前管棚；

步骤12：在超前管棚作用下用掘进机掘进出矸，进尺为800mm，每进尺掘进完成后，按老

窑采空区全断面在超前管棚上绑扎金属网(2)；

步骤13：在金属网(2)下支设一架U型钢棚(3)；

步骤14：在完成上述步骤11至步骤13后，向老窑采空区全断面(7)喷射砼(4)将超前管

棚、金属网(2)和U型钢棚(3)包裹覆盖；

步骤15：重复步骤11至步骤14，当支设至第4架U型钢棚(3)时，掘进机向外退后一架U型

钢棚(3)，重复步骤11至步骤15进行下一圈超前管棚的安装，直至掘进机二运进入第1架U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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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棚(3)的位置时，临时支护搭建完成；

然后进行永久支护结构的支护，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21：在临时支护结构的内侧开挖基础；

步骤22：在开挖基础上绑扎帮部钢筋结构，并拼装帮部模板；

步骤23：向拼装完成的帮部模板内浇筑混凝土(6)，浇筑时预留一定长度的帮部钢筋作

为搭接基础；

步骤24：将拱部钢筋结构绑扎在步骤23中预留的搭接基础上，并拼装拱部模板；

步骤25：向拼装完成的拱部模板内浇筑混凝土(6)；

步骤26：当帮部钢筋和拱部钢筋上浇筑的混凝土(6)满足初凝要求后，脱模；

步骤27：重复上述步骤21至步骤26。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煤矿用穿越老窑采空区的支护结构的支护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13中支设的两相邻U型钢棚之间的间距为800mm。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煤矿用穿越老窑采空区的支护结构的支护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23中所述预留的帮部钢筋搭接基础的长度为3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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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煤矿用穿越老窑采空区的支护结构及其支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煤矿掘进安全领域，具体涉及到一种煤矿用穿越老窑采空区的支护结

构及其支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黄陵一号煤矿四盘区灾害治理探查巷掘进施工过程中揭露老窑采空区，按照设计

方位继续延伸，将面临穿越老窑采空区复杂地层的难题，且一号煤矿四盘区灾害治理探查

巷巷道断面大、服务年限长、作业安全性要求高，需要对老窑采空区做好支护工作。

[0003] 由于老窑采空区围岩松散破碎易崩塌，且可能赋存有瓦斯、水等其他隐蔽致灾因

素，考虑到四盘区灾害治理探查巷巷道断面大、服务年限长、作业安全性要求高，需要对老

窑采空区做好支护工作，但目前对此问题尚无好的解决方案。因此，针对目前面临的问题，

需要选择安全、参数合理可靠、经济性最优的支护技术穿越老窑采空区。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老窑采空区围岩松散破碎易崩塌，且可能赋存有瓦斯、水等其他隐蔽致灾因

素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煤矿用穿越老窑采空区的支护结构及其支护方法，目的在于

通过由超前管棚、金属网、U型钢棚之间喷砼充填共同形成的临时支护结构和由绑扎的钢筋

结构与混凝土浇筑形成的混凝土碹永久支护结构共同组成的穿越老窑采空区的支护结构，

避免围岩崩塌，隔离老窑采空区赋存的水、瓦斯等隐蔽致灾因素。

[0005]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6] 一种煤矿用穿越老窑采空区的支护结构，包括临时支护结构和永久支护结构，所

述临时支护结构包括超前管棚、金属网、U型钢棚和砼，一圈所述超前管棚由安装进老窑采

空区全断面且沿巷道轮廓环向布置的若干超前导管组成，若干圈超前管棚沿巷道掘进方向

搭接设置，所有超前管棚的下方均设置有金属网，所述金属网的下方沿巷道掘进方向设置

若干U型钢棚，相邻U型钢棚之间通过连接杆连接，所述砼凝固包裹覆盖在超前管棚、金属网

和U型钢棚上形成临时支护结构；

[0007] 所述永久支护结构包括巷道轮廓两侧设置的帮部钢筋结构与巷道拱部设置的拱

部钢筋结构共同构成的钢筋结构，所述钢筋结构上浇筑有混凝土；所述永久支护结构设置

在临时支护结构内侧，所述永久支护结构的外壁与临时支护结构的内壁接触。

[0008] 进一步地，所述超前导管采用φ50×6000mm无缝钢管加工，一圈超前管棚中相邻

的两根超前导管之间间距为300mm，超前导管外插角为3°～5°，单根超前导管长度为

6000mm，相邻两圈超前管棚之间的搭接长度为2800mm；所述超前导管安装在由锚索钻机打

的孔里面，孔径为60mm，孔深为6000mm。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金属网采用φ6mm的金属，网孔为100×100mm。

[0010] 进一步地，所述U型钢棚采用三节式U25型钢棚，相邻两U25型钢棚之间的间距为

800mm，相邻两U25型钢棚之间通过5根φ18mm的连接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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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地，所述砼选用C20砼，凝固后的厚度为110mm。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钢筋结构包括φ18mm的主筋、φ18mm的副筋和φ8mm的结构筋，所

述钢筋结构的主筋的间距和排距均为300mm，所述副筋沿巷道掘进方向连接主筋，所述结构

筋垂直于巷道掘进方向连接主筋。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混凝土强度为C30，混凝土浇筑厚度为400mm，混凝土中须添加BR-3

型防水剂，加入量为水泥量的10％。

[0014] 一种煤矿用穿越老窑采空区的支护结构的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首先进行临时

支护结构的搭建，包括如下步骤：

[0015] 步骤11：用锚索钻机在老窑采空区全断面上沿巷道轮廓环向打孔，并将超前导管

安装进孔中，沿巷道轮廓方向形成一圈超前管棚；

[0016] 步骤12：在超前管棚作用下用掘进机掘进出矸，进尺为800mm，每进尺掘进完成后，

按老窑采空区全断面在超前管棚上绑扎金属网；

[0017] 步骤13：在金属网下支设一架U型钢棚；

[0018] 步骤14：在完成上述步骤11至步骤13后，向老窑采空区全断面喷射砼将超前管棚、

金属网和U型钢棚包裹覆盖；

[0019] 步骤15：重复步骤11至步骤14，当支设至第4架U型钢棚时，掘进机向外退后一架U

型钢棚，重复步骤11至步骤15进行下一圈超前管棚的安装，直至掘进机二运进入第1架U型

钢棚的位置时，临时支护搭建完成；

[0020] 然后进行永久支护结构的支护，包括如下步骤为：

[0021] 步骤21：在临时支护结构的内侧开挖基础；

[0022] 步骤22：在开挖基础上绑扎帮部钢筋结构，并拼装帮部模板；

[0023] 步骤23：向拼装完成的帮部模板内浇筑混凝土，浇筑时预留一定长度的帮部钢筋

作为搭接基础；

[0024] 步骤24：将拱部钢筋结构绑扎在步骤23中预留的搭接基础上，并拼装拱部模板；

[0025] 步骤25：向拼装完成的拱部模板内浇筑混凝土；

[0026] 步骤26：当帮部钢筋和拱部钢筋上浇筑的混凝土满足初凝要求后，脱模；

[0027] 步骤27：重复上述步骤21至步骤26。

[0028] 进一步地，步骤13中支设的两相邻U型钢棚之间的间距为800mm。

[0029] 进一步地，步骤23中所述预留的帮部钢筋搭接基础的长度为35d。

[0030] 本发明至少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1] 本发明利用由超前管棚、金属网、U型钢棚之间喷砼充填共同形成的临时支护结构

和由绑扎的钢筋结构与混凝土浇筑形成的永久支护结构共同承载老窑采空区二次稳定过

程中矿压重新分布所产生的载荷，支护结构合理可靠，可有效防止因老窑采空区围岩松散

破碎易崩塌的问题，同时，老窑采空区的支护结构所封闭形成的巷道能够较好地隔离老窑

采空区赋存的瓦斯、水等隐蔽致灾因素。

[0032] 进一步的，本发明通过由超前管棚、金属网、U型钢棚之间喷砼充填共同形成的临

时支护结构，保证了施工作业安全，为永久支护结构的安装创造了作业空间及外模。

[0033] 进一步的，利用U型钢棚在允许安全变形范围内的可缩性能，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

碹体，实现了永久支护与掘进施工平行作业，保证了施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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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四盘区灾害治理探查巷穿越老窑采空区支护结构示意图；

[0035] 图2为四盘区灾害治理探查巷穿越老窑采空区支护断面图；

[0036] 图3为U型钢棚结构示意图。

[0037] 其中：1、超前导管；2、金属网；3、U型钢棚；4、砼；5、钢筋结构；51、主筋；52、副筋；

53、结构筋；6、混凝土；7、老窑采空区全断面；8、连接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9]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发明由临时支护结构和永久支护结构两部分结构组成，

临时支护结构包括超前管棚、金属网2、U型钢棚3和喷砼4，一圈超前管棚由安装进老窑采空

区全断面7且沿巷道轮廓环向布置的若干超前导管1组成，超前导管1通过锚索钻机在老窑

采空区7全断面打孔安装，锚索钻机打孔的孔径为60mm，孔深为6000mm。超前导管1采用φ50

×6000mm无缝钢管加工，沿巷道轮廓环向布置，两根超前导管1之间间距300mm，超前导管1

的外插角3°～5°，单根超前导管1长度为6000mm。外插角就是超前导管1与巷道纵向之间的

夹角，因为超前管棚长度较长，管棚与U型钢棚外表面不处于同一水平面，钻孔施工时钻头

需向巷道顶帮外沿施工，导致施工超前导管时就会向巷道轮廓外有个角度(而不是完全顺

着巷道纵向施工。在安装完第一圈超前管棚后，超前管棚起一定的支撑作用，这时通过掘进

机掘进出矸，每循环进尺800mm，每循环掘进完成后，按老窑采空区全断面7在超前管棚上绑

扎金属网2，金属网2的直径为φ6mm，金属网2的网孔为100×100mm。绑扎完成金属网2后，在

金属网2下沿巷道掘进的方向支设U型钢棚3。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中，U型钢棚3采用的是三

节式U25型钢棚，U25型钢棚上开设有5个连接孔8，连接孔8为螺纹连接孔，两U25型钢棚之间

沿巷道掘进的方向的间距为800mm，两U25型钢棚之间采用根连接杆连接，连接杆的两端均

开设有与连接孔8的螺纹相匹配的螺纹，连接杆的两端均拧进U25型钢棚上开设的连接孔8

中将两U25型钢棚连接，连接杆采用φ18mm的圆钢加工。当U25型钢棚支设完成后，往超前管

棚、金属网2和U25型钢棚之间喷射砼4充填共同形成临时支护结构。砼4的喷射厚度为

110mm，采用C20砼。重复上述操作过程，直到支设至第4架U25型钢棚时，掘进机向外退后一

架U25型钢棚，开始安装第二圈超前管棚，第一圈超前管棚与第二圈超前管棚之间的搭接长

度为2800mm(这里所说的搭接是指在同一直线上，第一圈超前管棚中的每一根超前导管1的

一端与第二圈超前管棚中的每一根超前导管1的一端之间的搭接长度为2800mm)，重复上述

所有操作过程，当掘进机二运进入第一圈超前管棚下支设的第一架U25型钢棚的位置时，临

时支护结构搭建完成。

[0040] 即临时支护结构的搭建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41] 步骤11：用锚索钻机在老窑采空区全断面上沿巷道轮廓环向打孔，并将超前导管

安装进孔中，沿巷道轮廓方向形成一圈超前管棚；

[0042] 步骤12：在超前管棚作用下用掘进机掘进出矸，进尺为800mm，每进尺掘进完成后，

按老窑采空区全断面在超前管棚上绑扎金属网；

[0043] 步骤13：在金属网下支设一架U型钢棚；

[0044] 步骤14：在完成上述步骤11至步骤13后，向老窑采空区全断面喷射砼将超前管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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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网和U型钢棚包裹覆盖；

[0045] 步骤15：重复步骤11至步骤14，当支设至第4架U型钢棚时，掘进机向外退后一架U

型钢棚，给施工超前管棚的锚索钻机腾出作业空间，重复步骤11至步骤15进行下一圈超前

管棚的安装，直至掘进机二运进入第1架U型钢棚的位置时，临时支护搭建完成；

[0046] 开始在临时支护结构下进行永久支护结构的搭建支护，搭建永久支护结构具体包

括如下步骤：

[0047] 步骤21：在临时支护结构的内侧开挖基础，开挖基础的深度为400mm；

[0048] 步骤22：在开挖基础上绑扎帮部钢筋结构，并拼装帮部模板；

[0049] 步骤23：向拼装完成的帮部模板内浇筑混凝土，浇筑时预留一定长度的帮部钢筋

作为搭接基础，以便拱部钢筋与帮部钢筋之间绑扎连接；

[0050] 步骤24：将拱部钢筋结构绑扎在步骤23中预留的搭接基础上，并拼装拱部模板；

[0051] 步骤25：向拼装完成的拱部模板内浇筑混凝土；

[0052] 步骤26：当帮部钢筋和拱部钢筋上浇筑的混凝土满足初凝要求后，脱模；

[0053] 步骤27：重复上述步骤21至步骤26。

[0054] 即钢筋结构5和混凝土6浇筑凝固形成永久支护结构，钢筋结构5由φ18mm的螺纹

钢主筋51、φ18mm的螺纹钢副筋52和φ8mm的圆钢结构筋53构成，主筋51间距和排距均为

300mm，副筋52沿巷道掘进方向连接主筋51，结构筋53垂直于巷道掘进方向连接主筋51。混

凝土6的强度为C30，混凝土6浇筑的厚度要求为400mm，开挖基础深度为400mm，混凝土6中须

添加BR-3型防水剂，加入量为水泥量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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