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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解决两面岩体变形增强围岩整

体性的方法，可有效解决增强围岩整体性和稳定

性，确保生产安全的问题，方法是，采用经纬仪、

全站仪测量绞车房A、一部缆车巷B对应两帮顶、

底坐标和高程，确定两帮空间位置及水平间距，

并由绞车房A侧向一部缆车巷B侧施工钻孔，然后

采用人工推送将三根ø18.9mm长18m锚索C从绞车

房A侧依次穿入钻孔，锚索两端分别穿过ø130mm

三孔托盘D，再用锚索锁具E紧固。本发明方法简

单，易操作，工作效率高，效果好，可有效解决增

强围岩整体性和稳定性，确保煤矿生产安全，有

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3页

CN 109184761 B

2020.03.17

CN
 1
09
18
47
61
 B



1.一种解决两面岩体变形增强围岩整体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经纬仪、全站仪测

量绞车房（A）、一部缆车巷（B）对应两帮顶、底坐标和高程，确定两帮空间位置及水平间距，

并由绞车房（A）侧向一部缆车巷（B）侧施工钻孔，然后采用人工推送将三根ø18.9mm长18m锚

索（C）从绞车房（A）侧依次穿入钻孔，锚索两端分别穿过ø130mm三孔托盘（D），再用锚索锁具

（E）紧固，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测量布孔：

采用经纬仪、全站仪测量绞车房（A）、一部缆车巷（B）对应两帮顶、底坐标和高程，确定

两帮空间位置及水平间距，设计计算每个钻孔定位、倾角、间排距，使用测量仪器布孔放样，

标示每个钻孔位置参数：绞车房（A）侧距底0.5m，排距1.4米，间距1.5m，布置三排，每排10

孔，共30孔；一部缆车巷（B）帮距底0.5m，排距0.8米，间距1.5m，布置三排30孔；根据两条巷

道不同的高程差，将需加固的15米巷帮划分为三段，并分别确定每段区域每排钻孔倾角；

（2）、钻孔施工：

由绞车房（A）侧向一部缆车巷（B）侧钻孔，钻孔时，使用测量仪器辅助钻机就位，保证钻

孔中心线与锚索设计中心线重合，钻孔中及时校对、调整钻孔参数，钻孔施工完毕，使用高

压风水冲孔；

（3）、验孔：

使用测量仪器对绞车房（A）和一部缆车巷（B）对应两帮钻孔孔口坐标进行测量，与设计

值相比较，求出终孔孔轴偏差，做好孔口保护；

（4）、穿索：

采用人工推送，从绞车房侧将三根直径18.9mm长18m锚索（C）依次穿入三排钻孔；

（5）、预紧张拉：

锚索两端分别穿过三孔托盘（D），再用锚索锁具（E）紧固，首先借助钢管推送锁头，使用

锚索预紧装置对每根锚索进行2次以上预紧，使每根锚索受力均匀，每根锚索预紧力为

260kN。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解决两面岩体变形增强围岩整体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三孔托盘（D）直径为130mm，每个孔的直径为30mm，以中心等距离均布在三孔托盘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解决两面岩体变形增强围岩整体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巷帮划分为三段，并分别确定每段区域每排钻孔的水平倾角，第一段倾角分别为8°、10°、

12°，第二段倾角分别为6°、8°、10°，第三段倾角分别为2°、5°、7°，每一个钻孔内穿装一根锚

索拉紧，将绞车房（A）、缆车巷（B）固定连接在一起。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解决两面岩体变形增强围岩整体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三孔托盘中的锚索互相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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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解决两面岩体变形增强围岩整体性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煤矿安全，特别是增强煤矿井下围岩整体性的一种解决两面岩体变形

增强围岩整体性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井下巷道围岩变形、破碎时一般采用锚网索在巷道两帮进行加固，但是煤矿

采区轨道延伸绞车房与一部缆车尾巷相距仅16m，此区域应力相对集中，采用原技术已不能

满足巷帮加固的要求，还易造成岩体破坏，加剧巷帮变形，采区轨道延伸绞车房A、一部缆车

巷B顶板下沉，巷帮位移、开裂、凸起变形严重，直接影响运输、行人和安全生产，因此如何有

效解决增强围岩整体性和稳定性是需要认真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情况，为克服现有技术之缺陷，本发明之目的就是提供一种解决两面岩

体变形增强围岩整体性的方法，可有效解决增强围岩整体性和稳定性，确保生产安全的问

题。

[0004]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解决两面岩体变形增强围岩整体性的方法，采用

经纬仪、全站仪测量绞车房A、一部缆车巷B对应两帮顶、底坐标和高程，确定两帮空间位置

及水平间距，并由绞车房A侧向一部缆车巷B侧施工钻孔，然后采用人工推送将三根ø18.9mm

长18m锚索C从绞车房A侧依次穿入钻孔，锚索两端分别穿过ø130mm三孔托盘D，再用锚索锁

具E紧固。

[0005] 本发明方法简单，易操作，工作效率高，效果好，可有效解决增强围岩整体性和稳

定性，确保煤矿生产安全，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附图说明

[0006] 图1为本发明对穿锚索结构图。

[0007] 图2为本发明图1中1-1向截面图。

[0008] 图3为本发明图1中2-2向截面图。

[0009] 图4为本发明图1中3-3向截面图。

[0010] 图5为本发明锚索安装示意图。

[0011] 图6为本发明三孔托板主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情况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详细说明。

[0013] 本发明在具体实施中，一种解决两面岩体变形增强围岩整体性的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14] （1）、测量布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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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采用经纬仪、全站仪测量绞车房A、一部缆车巷B对应两帮顶、底坐标和高程，确定

两帮空间位置及水平间距，设计计算每个钻孔定位、倾角、间排距，使用测量仪器布孔放样，

标示每个钻孔位置参数：绞车房A侧距底0.5m，排距1.4米，间距1.5m，布置三排30孔；一部缆

车巷B帮距底0.5m，排距0.8米，间距1.5m，布置三排30孔；根据两条巷道不同的高程差，将需

加固的15米巷帮划分为三段，并分别确定每段区域每排钻孔倾角；

[0016] （2）、钻孔施工：

[0017] 由绞车房A侧向一部缆车巷B侧钻孔，钻孔时，使用测量仪器辅助钻机就位，保证钻

孔中心线与锚索设计中心线重合，钻孔中及时校对、调整钻孔参数，钻孔施工完毕，使用高

压风水冲孔；

[0018] （3）、验孔：

[0019] 使用测量仪器对绞车房A和一部缆车巷B对应两帮钻孔孔口坐标进行测量，与设计

值相比较，求出终孔孔轴偏差，做好孔口保护；

[0020] （4）、穿索：

[0021] 采用人工推送，从绞车房侧将三根直径18.9mm长18m锚索C依次穿入三排钻孔；

[0022] （5）、预紧张拉：

[0023] 锚索两端分别穿过三孔托盘D，再用锚索锁具E紧固，首先借助钢管推送锁头，使用

锚索预紧装置对每根锚索进行2次以上预紧，使每根锚索受力均匀，每根锚索预紧力为

260kN。

[0024] 所述的三孔托盘D直径为130mm，每个孔的直径为30mm，以中心等距离均布在三孔

托盘上（见图6所示）；

[0025] 所述的巷帮划分为三段，并分别确定每段区域每排钻孔的水平倾角，第一段倾角

分别为8°、10°、12°，第二段倾角分别为6°、8°、10°，第三段倾角分别为2°、5°、7°，每一个钻

孔内穿装一根锚索拉紧，将绞车房A、缆车巷B固定连接在一起（见图2所示）；

[0026] 所述的三孔托盘中的锚索互相平行（见图5所示）。

[0027] 本发明经试验和测试，同时解决了两面岩体的变形和稳定问题，避免了端头锚固

内锚段集中应力过大造成的岩体内局部岩体拉裂和损伤问题，对岩体和结构扰动较小，同

时提高了巷帮稳定性，减少了巷道翻修频率，既保证煤矿生产安全，又节约了采用对穿锚索

加固工艺前加固成本费，经计算：

[0028] 巷帮锚索材料费=30×（243元/1套锚索及锚盘）×2=14580元，药卷材料费=30×（8

元/2长1短药卷）×2=486元，

[0029] 工人费用=2×【3班×4人×6日×200元/班】=28800元，总费用43866元；

[0030] 处理巷帮变形翻修2次/年=2×2×【6人次/1班×3班×10日  +  材料费】=2×2×

【（6×200×3×10）+（300/网+30×57/锚杆药卷+15×550/喷浆材料）】=185040元，每年维修

费用=185040元；

[0031] 采用对穿锚索加固工艺后加固成本费：巷帮锚索材料费=90×（486元/套锚索及锚

盘）=43740元，工人费用=3班×4人×12日×200元/班=28800元，总费用72540元；

[0032] 处理巷帮变形翻修1次/3年=【6人次/1班×3班×10日  +  材料费】×2=【（6×200×

3×10）+（300/网+30×57/锚杆药卷+550×15/喷浆材料）】×2=92520元。每年维修费用=

92520/3=308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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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从前后发生的费用来看，创新后比创新前多投入28674元，但巷道整体稳定时间大

大延长，减少了巷道翻修频率；巷帮开裂、变形的修复平均频率由过去的1年2次减少到现在

的3年1次，巷道安全使用寿命延长6倍，每年节约维修费154200元，而且没有出现任何安全

事故，煤矿生产进度也得到了很大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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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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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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