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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深部软岩巷道变形量的

监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钻孔；2)安装测斜

管；3)安装滑动式测斜仪；4)连接采集系统。采用

本发明的方法，可以测量临空巷道面的变形量，

也可以同时测量垂直巷道临空面的内部位移，可

以真实反应巷道围岩内部位移的变化规律，确定

合理的支护参数和合适的支护时机。本发明采用

滑动式测斜仪传感器和实时采集系统自动采集

测量数据，既可以测量临空巷道面的变形量，也

可以同时测量垂直巷道临空面的内部位移，可以

真实反应巷道围岩内部位移随时间蠕变的变化

规律，因此，针对深部开采的软岩巷道支护设计

的关键参数实时精准获取，针对不同地质条件下

的软岩巷道支护设计提供了关键参数获取的理

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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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深部软岩巷道变形量的监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钻孔：巷道的掘进当头选取监测点，接着在巷道的顶板、两帮进行钻孔施工；

2)安装测斜管：将测斜管放置于钻孔内，测斜管对称的两个槽口应垂直巷道表面放置，

另外两个对称槽口平行于巷道表面，接着在测斜管和钻孔围岩壁之间高压注水泥砂浆，使

测斜管周围形成混凝土结构，测斜管完全固定在钻孔内，然后测量测斜管方位角及钻孔孔

口坐标并记录测量数据；

3)安装滑动式测斜仪：在测斜管内安装滑动式测斜仪，将滑动式测斜仪的探头导轮卡

置在测斜管的槽口中，再将探头导轮放置到测斜管最深处，使得测斜仪中最底部的传感器

的位于测斜管底部，其中探头导轮垂直巷道表面方向安装，安装完毕后，将测斜仪的数据线

引出并封盖好测斜管；

4)连接采集系统：将步骤3)中测斜仪的数据线与相对应的采集系统相连，在采集系统

中设置自动采集，每隔设定时间，采集滑动式测斜仪测得的角度值，接着采集系统根据测得

的角度值，转换成位移值，实现巷道位移的实时监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深部软岩巷道变形量的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

中，钻孔的数量为4～6个，钻孔与巷道掘进面夹角为45度，钻孔深度为5m，钻孔直径为9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深部软岩巷道变形量的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

中，测斜管的长度为5m，测斜管的直径为7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深部软岩巷道变形量的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

中，滑动式测斜仪包括有智能电子芯片组，装配有两组探头导轮不锈钢连接杆，可拆卸式底

部缓冲垫，若干个传感器和万向节；不锈钢连接杆为空心管，其内部设置3个传感器；每两个

传感器之间通过万向节连接；传感器与智能电子芯片组通过电缆连接；智能电子芯片组装

配于不锈钢连接杆的顶部；不锈钢连接杆底部固定连接有可拆卸式底部缓冲垫。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深部软岩巷道变形量的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传感器

为双轴倾角3DMEMS传感器，传感器的个数为3个，可测两个方向的位移值；智能电子芯片组

为型号JMJL-1021RD；两组探头导轮的间距L为500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深部软岩巷道变形量的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

中，采集系统为JMZX-32A/AB数据采集系统，设定时间为1min。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深部软岩巷道变形量的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

中，滑动式测斜仪测得两组探头导轮的倾斜角θ1和θ2，则连接杆的部分的水平位移可处理

为Δi＝L/2*sinθ1+L/2*sin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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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部软岩巷道变形量的监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矿山安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深部软岩巷道变形量的监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矿山深部开采过程中往往会带来高温、高压、高应力的扰动，导致巷道围岩的变

形量日益加大，特别是对于地质条件较差的软岩，其变形量更是难以准确估测，导致巷道支

护难度更大，而且由于各矿山地质条件不同，即使同一矿山不同中段巷道地质条件存在差

异，支护参数无法统一标准。由于软岩支护没有统一的支护标准参数，必须根据现场条件获

取关键的支护参数，而软岩支护变形量和变形时间是支护计算的重要基础参数。现有监测

手段主要采用巷道收敛计、表面位移计，各传感器之间相互独立，对于软岩变形量大、蠕变

时间长，时间效应影响大的情况适用效果差，部分采用固定测点定时激光测量的方法，测量

方法简单方便，但是无法做到实时测量，因此，不能准确获取变形发生的时间，难以掌握软

岩巷道蠕变时间规律，对支护方式与支护参数的选取无法提供合理的依据，导致支护强度

不足多次返修，或支护过度材料浪费造成经济损失。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以实时监测巷道变形量的深部软岩巷道变形量的监

测方法，解决目前难以掌握软岩巷道蠕变时间规律的问题。

[0004] 本发明这种深部软岩巷道变形量的监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1)钻孔：巷道的掘进当头选取监测点，接着在巷道的顶板、两帮进行钻孔施工；

[0006] 2)安装测斜管：将测斜管放置于钻孔内，测斜管对称的两个槽口应垂直巷道表面

放置，另外两个对称槽口平行于巷道表面，接着在测斜管和钻孔围岩壁之间高压注水泥砂

浆，使测斜管周围形成混凝土结构，测斜管完全固定在钻孔内，然后测量测斜管方位角及钻

孔孔口坐标并记录测量数据；

[0007] 3)安装滑动式测斜仪：在测斜管内安装滑动式测斜仪，将滑动式测斜仪的探头导

轮卡置在测斜管的槽口中，再将探头导轮放置到测斜管最深处，使得测斜仪中最底部的传

感器的位于测斜管底部，其中探头导轮垂直巷道表面方向安装，安装完毕后，将测斜仪的数

据线引出并封盖好测斜管；

[0008] 4)连接采集系统：将步骤3)中测斜仪的数据线与相对应的采集系统相连，在采集

系统中设置自动采集，每隔设定时间，采集滑动式测斜仪测得的角度值，接着采集系统根据

测得的角度值，转换成位移值，实现巷道位移的实时监测。

[0009] 所述步骤1)中，钻孔的数量为4～6个，钻孔与巷道掘进面夹角为45度，钻孔深度为

5m，钻孔直径为90mm。

[0010] 所述步骤2)中，测斜管的长度为5m，测斜管的直径为70mm。

[0011] 所述步骤3)中，滑动式测斜仪包括有智能电子芯片组，装配有两组探头导轮不锈

钢连接杆，可拆卸式底部缓冲垫，传感器和万向节；不锈钢连接杆为空心管，其内部设置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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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每两个传感器之间通过万向节连接；传感器与智能电子芯片组通过电缆连接；智能

电子芯片组装配于不锈钢连接杆的顶部；不锈钢连接杆底部固定连接有可拆卸式底部缓冲

垫。

[0012] 所述的传感器为双轴倾角3DMEMS传感器，传感器的个数为3个，可测两个方向的位

移值；智能电子芯片组为型号JMJL-1021RD；两组探头导轮的间距L为500mm。

[0013] 所述步骤4)中，采集系统为JMZX-32A/AB数据采集系统，设定时间为1min。

[0014] 所述步骤4)中，滑动式测斜仪测得两组探头导轮的倾斜角θ1和θ2，则连接杆的部

分的水平位移可处理为Δi＝L/2*sinθ1+L/2*sinθ2。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1)采用本发明的方法，可以测量临空巷道面的变形量，也可以

同时测量垂直巷道临空面的内部位移，可以真实反应巷道围岩内部位移的变化规律，确定

合理的支护参数和合适的支护时机。2)本发明的滑动式测斜仪中有若干个传感器，每个传

感器准确授时，定时采集数据，数据采集频率可以降低到每分钟测量，达到实时采集的效

果，同时，通过准确授时可以获得一个时间点所有传感器回传的位移值，对于巷道围岩蠕变

时相互影响关系分析十分重要。3)发明采用滑动式测斜仪传感器和实时采集系统自动采集

测量数据，既可以测量临空巷道面的变形量，也可以同时测量垂直巷道临空面的内部位移，

可以真实反应巷道围岩内部位移随时间蠕变的变化规律，因此，针对深部开采的软岩巷道

支护设计的关键参数实时精准获取，针对不同地质条件下的软岩巷道支护设计提供了关键

参数获取的理想方法。

附图说明

[0016] 图1本实施例中的钻孔布置侧视示意图；

[0017] 图2本实施例中的钻孔布置主视示意图；

[0018] 图3本实施例中的安装示意图；

[0019] 图4本实施例安装示意图的俯视图；

[0020] 图5本实施例中滑动式测斜仪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滑动式测斜仪位移计算原理图；

[0022] 图7位移变化曲线示意图；其中正负号代表位移数据的正反方向；

[0023] 其中：1巷道，2钻孔，3测斜管，4混凝土，5滑动式测斜仪，6数据采集系统，7位移量；

8孔口；9孔底；

[0024] 31槽口，51探头导轮，52、智能电子芯片组，53数据线，54不锈钢连接管，55可拆卸

式底部缓冲垫，56传感器，57万向节。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钻孔：在巷道(1)的掘进当头，待掘进爆破后完成出渣时选监测点，在顶板、两侧帮

施工5个钻孔(2)，其钻孔的分布如图1和2所示，在顶板上有3个钻孔(2)，两侧帮各有1个钻

孔(2)，钻孔(2)与巷道(1)掘进面夹角为45度，钻孔(2)深度为5m(也可根据围岩条件或松动

圈自行选择)，钻孔(2)直径90mm。

[0026] 安装测斜管：在钻孔内安装测斜管(3)，如图3所示，测斜管(3)底部为圆锥状，安装

时，测斜管(3)对称的两个槽口应垂直巷道(1)表面放置，将测斜管放置好之后，在测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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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和钻孔(2)围岩壁之间高压注水泥砂浆，使测斜管(3)周围形成混凝土结构(4)，测斜管

(3)完全固定在钻孔(2)内，接着测量测斜管方位角及钻孔孔口坐标并记录测量数据。

[0027] 组装滑动式测斜仪：本实施例中的滑动式测斜仪(5)的结构如图4所示，包括有智

能电子芯片组(52)，装配有两组探头导轮(51)不锈钢连接杆(54)，可拆卸式底部缓冲垫

(55)，3个传感器(56)和2个万向节(57)；不锈钢连接杆(54)为空心管，其内部设置有3个传

感器(56)；每两个传感器(56)之间通过万向节(57)连接；传感器(56)与智能电子芯片组

(52)通过电缆连接；智能电子芯片组(52)装配于不锈钢连接杆(54)的顶部；不锈钢连接杆

底部固定连接有可拆卸式底部缓冲垫(5-5)。3个传感器(56)与万向节(57)的总长为700mm，

两组探头导轮的间距L为500mm。所述的传感器(56)为3DMEMS传感器，该传感器内有3D-MEMS

倾角芯片，其内部倾角芯片的硅电容感应元件由3层硅片构成，形成立体结构，当传感器发

生倾斜时，中间质量片会倾向某一侧，从而使两侧的电容发生变化，通过电压值可反映相应

的加速度值，通过测量静态重力加速度的变化，将其转换成倾角变化，进而计算角度值。

[0028] 安装滑动式测斜仪：滑动式测斜仪(5)的安装如图3和图5所示，将滑动式测斜仪

(5)的探头导轮(51)卡置在测斜管(3)的槽口(31)中，再将探头导轮(51)放置到测斜管最深

处，使得滑动式测斜仪中最底部的传感器(56)的位于测斜管底部，其中探头导轮(51)垂直

巷道表面方向安装，安装完毕后，将滑动式测斜仪(5)数据线(53)引出并封盖好测斜管。

[0029] 连接采集系统：本实施例中采集系统(6)的型号为JMZX-32A/AB数据采集系统，滑

动式测斜仪(5)型号为JMQJ-7415的数据线(53)共有4条，其中红线为电源正极线，黑线为电

源负极线；白线为通讯线A极，绿线为通讯线B极。将滑动式测斜仪(5)的红、黑线接到采集系

统(6)的电源输出端，白、绿线接到数据采集系统(6)的RS485输出端。采集系统(6)的的电源

输入端接12V直流电源，RS485输入端直接连接采集系统接出的RS485转换器，设置总线采集

系统实现无人值守后台自动采集数据，系统设置每1分钟采集数据一次。

[0030] 当巷道发生变形通过测斜管和测斜仪的探头组件传递给测斜仪的传感器，然后通

过智能电子芯片组输出给数据采集系统，从而实现变形量的实时监测。

[0031] 监测角度数据计算位移量：滑动式测斜仪采用自动数据采集系统，当支护岩体达

到稳定期时可以回收测斜仪，继续在巷道掘进断面当头循环利用，也可以设置多个断面同

时采集数据，提高监测数据的可靠性，根据实际测量的变形值修改局部的支护参数和合适

的支护时机。从图6中可见：Δi＝L·sinθ其中Δi为水平位移量，L为测头的导轮标准间距

500mm，采集仪可直接读取水平位移量Δi。即可知任一处的总水平位移量为δ＝ΣΔi。本实

施例中两探头导轮有连接杆连接，之间的连接杆长为L，两探头导轮测得的倾角为θ1,θ2,则

连接杆的部分的水平位移可处理为Δi＝L/2*sinθ1+L/2*sinθ2，采用此计算原理将监测角

度值转化计算为位移值。

[0032] 监测数据分析：通过双轴倾角3DMEMS传感器采集X、Y方向位移，双轴倾角3DMEMS传

感器在平面范围可以测出两个方向的位移量，一般使用是合成一个位移量了，本次使用通

过安装传感器的方向直接使用测量出的两个方向位移，更加真实反应巷道两个方向的位移

变化即沿巷道走向方向的位移数据和沿巷道临空巷道的位移数据，位移数据结合测斜传感

器的安装位置及数据采集时间，监测的测斜管观测数据，与原始的观测数据相比较，就可以

求出测斜量的变化，可以求出测斜管深度内每一段的位移量，这些偏移与最初的观测偏移

相比较所累积的偏差形成一条随时间的偏移曲线如图7，分别为对应巷道围岩沿巷道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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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位移量和临空巷道的位移量与钻孔深度在每一时间内的曲线关系图。判断爆破后第

一时间软岩巷道随时间的变形量，反应软岩掘进后及支护过程巷道的实时变形规律；确定

软岩巷道围岩塑性破坏、围岩变形量、变形时间，信息更加准确及时。本发明的方法可实现

巷道支护参数的精准设计、支护时机的准确把握，对深部软岩巷道支护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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