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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采留一体化开采沿空巷

道顶板恒阻锚体梁支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

划定采留开采区，在采留区内掘进形成垂直布置

的采留区边界导巷和开采工作面，沿开采方向施

工深孔预裂，形成切顶预裂破碎带；2)在开采工

作面安装工作面液压支架、割煤机、输送机和巷

旁切缝液压支架；3)利用割煤机割出沿空巷道，

并通过可伸缩刮板输送机运输煤体；4)利用端头

液压支架和巷旁切顶液压支架支护沿空巷道，利

用恒阻锚索加固直接顶，并紧悬于基本顶；5)随

着开采推进，采空区直接顶沿切顶预裂破碎带滑

落，自身高恒阻力的阻锚体梁处于采场侧向卸压

带内，并锚固于基本顶之上；6)沿空巷道稳定后，

撤除沿空巷道内端头液压支架和巷旁切顶液压

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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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留一体化开采沿空巷道顶板恒阻锚体梁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划定采留开采区，在采留区边界煤柱(1)与待开采区之间掘进形成垂直布置的采留

区边界导巷(2)和开采工作面(3)，并施工深孔预裂，沿工作面开采方向在开采区形成切顶

预裂破碎带(4)，且切顶预裂破碎带(4)的深度为500-600m；

2)在开采工作面(3)安装工作面液压支架(5)和巷旁切缝液压支架，并布置割煤机(7)

和输送机；

3)采用割煤机(7)在煤体(14)中割出沿空巷道(8)，并通过输送机清除沿空巷道(8)内

的煤体；割煤机(7)采用加长摇臂割煤机，输送机采用可伸缩收煤功能的刮板输送机；

4)对沿空巷道(8)的直接顶(9)采用巷内端头液压支架(11)和巷旁切顶液压支架(12)

支护，然后对沿空巷道(8)的直接顶(9)通过恒阻锚索(13)加固，使得恒阻锚体梁紧紧悬吊

于基本顶(10)；巷旁切缝液压支架、巷内端头液压支架(11)和巷旁切顶液压支架(12)均采

用恒阻分体式液压支架，且恒阻分体式液压支架的承载力为工作面液压支架(5)的承载力

的1.3-1.5倍；

5)随着开采工作面(3)的推进，采空区(6)的直接顶(9)沿切顶预裂破碎带(4)滑落，使

得沿空巷道(8)的直接顶(9)恒阻锚体梁处于采场侧向卸压带内，恒阻锚索(13)利用自身高

恒阻力将直接顶(9)的恒阻锚体梁锚固在基本顶(10)上，并采用钢筋网(15)和恒阻可缩U型

钢(16)对采空区(6)靠近沿空巷道(8)的一侧面进行加固；开采工作面(3)的推进长度为

2000-3000m；

6)沿空巷道(8)的直接顶(9)稳定后，撤除沿空巷道(8)内的巷内端头液压支架(11)和

巷旁切顶液压支架(12)，至此完成沿空巷道(8)的支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留一体化开采沿空巷道顶板恒阻锚体梁支护方法，其

特征在于，恒阻锚索(13)的支护力为35～6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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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留一体化开采沿空巷道顶板恒阻锚体梁支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采留一体化开采沿空巷道顶板恒阻锚体梁支护方法，用于在近水

平煤层厚度低于4.0m以下开采条件下的长壁工作面开采时，对工作面采空区边缘采用割煤

机割出的沿空巷道顶板加固。

背景技术

[0002] 长期以来，我国煤炭生产一直以长壁开采为主，即将采区划分成若干个区段，每个

区段首先掘进上下顺槽作为通风和运输巷道，在完成上区段回采后，下区段运输巷即位于

上区段工作面回采后采空区的边缘，由于采场侧向支撑压力的作用和回采动压的反复扰

动，造成下区段运输巷顶板压力大，巷道围岩变形大。为解决这一问题，传统长壁开采采取

在下区段运输巷也上区段回风巷之间留设煤柱的方法维护下区段运输巷顶板稳定，同时留

设一定宽度的煤柱可将下区段工作面与上区段已回采工作面采空区隔离，此种留煤柱维护

沿空巷道顶板的采煤方法，引起采煤中出现了先掘后采、采掘分离的开采工艺弊端，进一步

导致生产成本高、生产效率低和资源浪费，且由于沿空巷道围岩应力集中，导致冲击动力灾

害事故发生。此种开采方法在我国国有大中型煤矿中应用率达到80％以上，造成当前我国

煤炭行业出现安全、开采成本和资源浪费问题，制约了我国煤炭工业发展，不符合新时期我

国能源发展变革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目前长壁开采中采用一面掘两巷、留煤柱的传统开采方法所

带来的生产、安全、技术难题，提供了一种采留一体化开采沿空巷道顶板恒阻锚体梁支护方

法，该方法以采留一体代替先掘后采的工序，取消采用留煤柱维护巷道顶板稳定的开采布

置形式，实现无煤柱开采，避免大煤柱留设开采引起的煤与瓦斯突出、工作面冲击矿压等灾

害和留煤柱引起的煤炭资源浪费。

[0004]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5] 一种采留一体化开采沿空巷道顶板恒阻锚体梁支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划定采留开采区，在采留区边界煤柱与待开采区之间掘进形成垂直布置的采留

区边界导巷和开采工作面，并施工深孔预裂，沿工作面开采方向在开采区形成切顶预裂破

碎带，且切顶预裂破碎带的深度为500-600m；

[0007] 2)在开采工作面安装工作面液压支架和巷旁切缝液压支架，并布置割煤机和输送

机；

[0008] 3)采用割煤机在煤体中割出沿空巷道，并通过输送机清除沿空巷道内的煤体；割

煤机采用加长摇臂割煤机，输送机采用可伸缩收煤功能的刮板输送机；

[0009] 4)对沿空巷道的直接顶采用巷内端头液压支架和巷旁切顶液压支架支护，然后对

沿空巷道的直接顶通过恒阻锚索加固，使得恒阻锚体梁紧紧悬吊于基本顶；巷旁切缝液压

支架、巷内端头液压支架和巷旁切顶液压支架均采用恒阻分体式液压支架，且恒阻分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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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支架的承载力为工作面液压支架的承载力的1.3-1.5倍；

[0010] 5)随着开采工作面的推进，采空区的直接顶沿切顶预裂破碎带滑落，使得沿空巷

道的直接顶恒阻锚体梁处于采场侧向卸压带内，恒阻锚索利用自身高恒阻力将直接顶的恒

阻锚体梁锚固在基本顶上，并采用钢筋网和恒阻可缩U型钢对采空区靠近沿空巷道的一侧

面进行加固；开采工作面的推进长度为2000-3000m；

[0011] 6)沿空巷道的直接顶稳定后，撤除沿空巷道内的巷内端头液压支架和巷旁切顶液

压支架，至此完成沿空巷道的支护。

[0012]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恒阻锚索的支护力为35～60t。

[0013] 本发明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

[0014] 本发明沿采留区边界布置运输巷、切眼、回风巷等边界导巷，并在开采工作面内实

施深孔预裂，形成切顶预裂破碎带，然后从边界运输巷、回风巷到切眼形成采留一体的生产

系统，采用综采沿煤层延伸方向进行长壁回采，在割煤机推移至工作面尾部时采用加长摇

臂割煤机割出沿空巷道，通过工作面刮板输送机机尾的超低设计和可伸缩变量，满足机尾

输送机和自动限位装煤，割巷后紧跟预留成巷作业空间的巷内端头液压支架和巷旁切顶液

压支架，在一次割煤、割巷循环内，利用巷内端头液压支架和巷旁切顶液压支架首先对沿空

巷道的直接顶进行恒阻支护，保持沿空巷道的直接顶岩层连续岩梁物理结构不破坏，然后

对沿空巷道的直接顶进行恒阻锚索加固，形成恒阻锚体梁紧紧悬吊于基本顶。随着开采工

作面推进，采空区的直接顶沿切顶预裂破碎带滑落，使得沿空巷道的直接顶恒阻锚体梁处

于采场侧向卸压带内，恒阻锚索利用自身高恒阻力将直接顶锚体梁锚固在老顶上不分离，

同时通过自身让压变形装置自适应直接顶断裂下沉回转变形，最终实现沿空巷道的直接顶

稳定。此种实现沿空巷道直接顶稳定的支护方法，具有采煤系统简单，沿空巷道直接顶卸

压，无顺槽掘进、无煤柱、连续开采的优点。

[0015] 此种沿空巷道直接顶维护方法适应于我国近水平～缓倾斜煤层，占我国国有重点

煤矿可采储量86.3％。

附图说明

[0016] 图1掘进采留区边界导巷并在导巷内实施深孔切顶预裂带平面图；

[0017] 图2掘进采留区边界导巷并在导巷内实施深孔切顶预裂带剖面图；

[0018] 图3采留一体开采工作面布置图；

[0019] 图4边界导巷掘进布置剖面图A-A；

[0020] 图5采留一体割煤机割出巷道空间剖面B-B；

[0021] 图6采留一体割煤机割出巷道空间内采用恒阻分体支架护顶剖面C-C；

[0022] 图7采留一体割煤机割出巷道顶板恒阻锚索加固顶板布置平面图；

[0023] 图8采留一体割煤机割出巷道侧向恒阻档矸可缩U型钢支护顶板示意图；

[0024] 图9采留一体工作面回采后沿空巷道形成剖面D-D；

[0025] 图10采留一体工作面回采后沿空巷道形成剖面E-E；

[0026] 图11采留一体沿空巷道恒阻锚体梁支护设计图。

[0027] 图中：1-采留区边界煤柱，2-采留区边界导巷，3-开采工作面，4-切顶预裂破碎带，

5-工作面液压支架，6-采空区，7-割煤机，8-沿空巷道，9-直接顶，10-基本顶，11-巷内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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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支架，12-巷旁切顶液压支架，13-恒阻锚索，14-煤体，15-钢筋网；16-恒阻可缩U型钢。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0029]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采留一体化开采沿空巷道顶板恒阻锚体梁支护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30] 第一步：划定采留开采区，在采留区边界煤柱1与待开采区之间掘进形成垂直布置

的采留区边界导巷2和开采工作面3，并施工深孔预裂，沿掘进方向在开采区形成切顶预裂

破碎带4，如图1，图2；

[0031] 第二步：形成开采工作面3并安装工作面液压支架5，布置具有割巷功能的割煤机7

和可伸缩收煤功能的刮板输送机，以及巷旁切缝液压支架，如图3、图4所示；

[0032] 第三步：采用采留一体加长摇臂割煤机割出沿空巷道8，用超低可伸缩自动收煤功

能结构的刮板输送机清除割巷煤体，如图5所示；

[0033] 第四步：割煤机割出沿空巷道8后，及时沿空巷道8的直接顶9采用巷内端头液压支

架11和巷旁切顶液压支架12支护，保持沿空巷道8的直接顶9岩层连续岩梁物理结构不破

坏，然后对沿空巷道8的直接顶9进行恒阻锚索13加固，形成恒阻锚体梁紧紧悬吊于基本顶

10，如图6、图7、图8所示；

[0034] 第五步：随着开采工作面3推进，采空区6的直接顶9沿切顶预裂破碎带4滑落，使得

沿空巷道8的直接顶9恒阻锚体梁处于采场侧向卸压带内，恒阻锚索13利用自身高恒阻力将

直接顶锚体梁锚固在10上不分离，同时通过自身让压变形装置自适应直接顶9断裂下沉回

转变形，实现沿空巷道8的直接顶9稳定，如图9所示；

[0035] 第六步：最终实现沿空巷道8的直接顶9稳定后，撤除沿空巷道8内的巷内端头液压

支架11和巷旁切顶液压支架12，至此完成沿空巷道8的支护，如图10所示。

[0036] 恒阻大变形缆索加固下顺槽顶板原理说明如下：

[0037] 在煤层开采时，由于煤层采空后，采出空间不能及时充填，采场导致上覆岩层的压

力通过顶板传递到沿空巷道顶板上。另外，老顶断裂时，具有突然破坏的冲击性，瞬间产生

变形。在这样的作用下，要求沿空巷道顶板的支护既要有很大的支护力，又要有可以抗击瞬

间冲击变形的能力。目前采用的普通锚杆索不具有抗击瞬间冲击大变形的能力，采用恒阻

可伸缩缆索支护力只有15～20t，支护力太低，难以支撑顶板压力。因此采用恒阻可伸缩缆

索进行加固，恒阻可伸缩缆索具有支护力35～60t的能力，并且具有0.5m～1.0m的抗瞬间冲

击大变形能力。其中，恒阻锚索采用专利号：CN201110157137.4，名称为恒阻大变形缆索及

其恒阻装置中要求保护的锚索结构。

[0038] 如图11所示，恒阻锚索是不同于普通锚索的一种恒阻可伸缩锚固材料。图11是针

对采留一体开采恒阻锚体梁支护方法设计的一款可以在采留一体开采采场顶板采场压力

作用下保持恒阻并靠机械滑动装置保持延伸量而不断的缆索。恒阻可伸缩缆索1包括多孔

索具12、索具口集中应力消散垫11、托盘13、恒阻装置14、恒阻装置14呈筒状结构，套装于缆

索体15的尾部，托盘13套装在恒阻装置14尾部，消散垫11套装在缆索15的尾部，其中托盘13

的中间部分设有一孔以供恒阻装置14穿过，缆索15穿过多孔索具12中的多个孔，通过张拉

机具张拉缆索上的单根钢绞线，挤压多孔索具12，实现对恒阻大变形缆索的张拉。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7725052 B

5



[0039] 实施例：

[0040] 研究在中煤集团下属的南梁矿30104工作面取得成功试验，该矿井设计生产能力

为1.20Mt/a，井田地质构造简单、稳定。主采煤层为2-2、3-1煤层。二水平3-1煤可采面积约

22.44km2，煤厚1.47～2.88m，平均煤厚2.06m，为近水平全井田可采。平均埋深117.45m，工

业储量79.09Mt，可采储量54.42Mt。301盘区位于3-1煤中央大巷东、西两翼，为双翼盘区。首

采工作面(30102工作面)位于301盘区东南部，东西方向布置，朝大巷方向推进，该工作面长

度300m，煤层平均厚2.4m，工作面推进长度约1063m。30104试验工作面位于301盘区东翼，为

采留一体沿空巷道恒阻锚体梁支护试验工作面。30104工作面位于30102工作面北侧，紧邻

30102工作面。

[0041] 经现场观测，巷帮切落矸石充满巷帮并且在采后90米范围内实现接顶，巷道逐渐

趋于稳定，在成巷的300米巷道中顶板和底板收敛变形平均值6cm，巷内和巷旁支护受力均

匀，恒阻缆索最大受力值35t，达到预期的试验目的。试验效果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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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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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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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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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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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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