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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岩土工程支护技术领域，公开了

一种断层破碎顶板支护方法，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施工：S1安全检查：在工作面附近进行敲帮问顶；

S2喷射混凝土：喷射混凝土进行封闭；S3挂锚网：

采用缝管式锚杆挂锚网进行临时支护；S4锚索加

固：在巷道顶面布置注浆锚索；S4断层锚固：在断

层附近使用长注浆锚索锚固；S6混凝土复喷：施

工完成后，再对顶板进行一次混凝土喷浆。本发

明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缝管式锚杆为被动支

护，在围岩内部的发生剪切变形时可对其进行支

撑；注浆锚索可主动对围岩应力向内部转移，防

止围岩发生变形；锚网对顶板围岩进行兜护，采

用该组合式支护方式可提高破碎型顶板围岩整

体性能，提高了围岩整体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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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断层破碎顶板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施工：

S1安全检查：在工作面附近进行敲帮问顶，检查工作面有无活石、松石，尽可能的将工

作面附近的危岩体冒落，形成稳定的结构；

S2喷射混凝土：向巷道表面喷射混凝土对围岩裂隙表面进行封闭；

S3挂锚网：首先采用缝管式锚杆挂锚网进行临时支护；

S4锚索加固：在S3中布设的所述缝管式锚杆之间按梅花形布置注浆锚索，施工前探明

矿层直接顶板泥质泥晶白云沿厚度，根据软弱层的厚度对注浆锚索间距和长度进行调整；

S5断层锚固：根据生产探矿的巷道素描图确定断层节理面走势，在断层附近加密锚杆、

注浆锚索以及使用长注浆锚索，长注浆锚索根据断层节理面方向设置；

S6混凝土复喷：缝管式锚杆、注浆锚索、长注浆锚索、锚网施工完成后，再对顶板进行一

次混凝土喷浆，并进行找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断层破碎顶板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3步骤所述缝

管式锚杆为1.8～2m长，直径40～45mm，所述锚网采用100×100mm网度，锚网直径为6～8mm，

所述缝管式锚杆间距1m×1m～2m×2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断层破碎顶板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4步骤中长注

浆锚索进行断层锚固的步骤包括：

步骤1：在所述巷道顶板上打锚索孔，所述锚索孔与水平面的夹角在30°～60°之间，且

与所述断层节理面交叉设置，使锚固在断层上盘稳固岩层深度大于0.5m；

步骤2：将长注浆锚索送入锚索孔，待注浆锚索完全送入锚索孔孔底后，依次安装托盘

和锚具；

步骤3：通过注浆管对长注浆锚索注浆，注浆液沿长注浆锚索内的注浆管注入，从长注

浆锚索内上的出浆口流入注浆锚固段；

步骤4：待长注浆锚固段注浆完成并且完全凝固后，通过锚具对长注浆锚索进行张拉预

紧。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断层破碎顶板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注浆液包括以

质量份数计以下成分：水20份、普通硅酸盐水泥15-20份、混凝土膨胀剂0.3-0.5份、聚丙烯

酸钙1-3份、速凝剂1.5-3份、三乙醇胺0.3-0.5份、柠檬酸二铵0.1-0.2份、脂肪醇聚氧乙烯

醚磷酸酯0.05-0.1份。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断层破碎顶板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普通硅酸盐水

泥强度等级为42.5R级以上。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断层破碎顶板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速凝剂铝酸

钠、硅酸钠、硫酸铝、三氯化铝中的一种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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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断层破碎顶板支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岩土工程支护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断层破碎顶板支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顶板支护措施与整个采矿活动关系密切，需要针对各个不同地点和阶段的具体情

况分别进行设计，其参数主要取决于现场岩石条件、数值模拟分析及静荷载分析。详细的支

护参数由不同顶板情况和静荷载分析得出，根据现场施工经验，顶板支护设计依据三类岩

体顶板分级情况进行分类，采取不同级别的支护方式和支护强度。根据矿块开采技术条件

联合矿房跨度、矿柱大小等结构参数将顶板划分为如下三级：

[0003] 一级稳固型顶板：岩质坚固，层、节理不发育，只有少数的小断层，不会形成角锥

体。按照《锚杆喷射混凝土支护技术规范》中规定的围岩分级应属于Ⅰ～Ⅱ类围岩。

[0004] 二级不稳固型顶板：岩质比较坚固，层、节理比较发育，局部有渗水，构造影响较重

结构面发育。按照《锚杆喷射混凝土支护技术规范》中规定的围岩分级应属于Ⅲ～Ⅳ类围

岩。

[0005] 三级破碎型顶板：岩质疏松，层、节理发育，有较大的断层或构造错动，构造影响严

重，构造风化节理密集，节理面杂乱，相互交错形成角锥体或大量碎块体，有渗水现象或有

陷落危险。

[0006] 申请公布号为CN  103061788  A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松软破碎巷道顶板的加固

支护方法，在所述的松软破碎巷道顶板表面喷射混凝土，采用锚杆支护和中空锚管注浆支

护顶板围岩体，铺设钢筋网片，复喷混凝土找平层；紧贴找平层铺设柔性垫层，柔性垫层与

找平层之间预留变形量；在顶板上布设锚拉支架。该方案采用注浆锚杆和锚索对松软破碎

巷道进行支护，有效保证了顶板支护的稳定和安全。但是破碎型顶板通常不可避免的产生

断层，断层附近的破碎岩体冒落后会产生较大的缝隙，在采用注浆锚索向破碎顶板的缝隙

中注浆时，在一个灌注段中，往往包含各种宽度的裂隙，为了使所有裂隙都能被填充，需要

使用粘度小、流动性好的注浆液，满足较小的裂隙的要求；同时需要控制注浆液的凝固时

间，如果注浆液凝固时间过长，灌浆后注浆液容易被地下水冲刷造成流失。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断层破碎顶板支护方法，针对断层的节理面采取特别加

强的支护措施，对断层破碎型顶板具有支护稳定，安全性高的效果。

[0008]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施

工：

[0009] S1安全检查：在工作面附近进行敲帮问顶，检查工作面有无活石、松石，尽可能的

将工作面附近的危岩体冒落，形成稳定的结构；

[0010] S2喷射混凝土：向巷道表面喷射混凝土对围岩裂隙表面进行封闭；

[0011] S3挂锚网：首先采用缝管式锚杆挂锚网进行临时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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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S4锚索加固：在S3中布设的所述缝管式锚杆之间按梅花形布置注浆锚索，施工前

探明矿层直接顶板泥质泥晶白云沿厚度，根据软弱层的厚度对注浆锚索间距和长度进行调

整；

[0013] S5断层锚固：根据生产探矿的巷道素描图确定断层节理面走势，在断层附近加密

锚杆、注浆锚索以及使用长注浆锚索，长注浆锚索根据断层节理面方向设置；

[0014] S6混凝土复喷：缝管式锚杆、注浆锚索、长注浆锚索、锚网施工完成后，再对顶板进

行一次混凝土喷浆，并进行找平。

[0015]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S3步骤所述缝管式锚杆为1 .8～2m长，直径40～

45mm，所述锚网采用100×100mm网度，锚网直径为6～8mm，所述缝管式锚杆间距1m×1m～2m

×2m。

[0016]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S4步骤中长注浆锚索进行断层锚固的步骤包括：

[0017] 步骤1：在所述巷道顶板上打锚索孔，所述锚索孔与水平面的夹角在30°～60°之

间，且与所述断层节理面交叉设置，使锚固在断层上盘稳固岩层深度大于0.5m；

[0018] 步骤2：将长注浆锚索送入锚索孔，待注浆锚索完全送入锚索孔孔底后，依次安装

托盘和锚具；

[0019] 步骤3：通过注浆管对长注浆锚索注浆，注浆液沿长注浆锚索内的注浆管注入，从

长注浆锚索内上的出浆口流入注浆锚固段；

[0020] 步骤4：待长注浆锚固段注浆完成并且完全凝固后，通过锚具对长注浆锚索进行张

拉预紧。

[0021]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注浆液包括以质量份数计以下成分：所述注浆液包

括以质量份数计以下成分：水20份、普通硅酸盐水泥15-20份、混凝土膨胀剂0.3-0.5份、聚

丙烯酸钙1-3份、速凝剂1.5-3份、三乙醇胺0.3-0.5份、柠檬酸二铵0.1-0.2份、脂肪醇聚氧

乙烯醚磷酸酯0.05-0.1份。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三乙醇胺-柠檬酸二铵-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磷酸酯联合作

为络合剂，在三乙醇胺与柠檬酸二铵在络合Ca2+、Mg2+离子时起到了协同作用，可加快络合

剂Ca2+、Mg2+离子的络合速率；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磷酸酯可增加三乙醇胺与柠檬酸二胺的分

散性，使三乙醇胺与柠檬酸二铵能较好的与注浆液混合，增强其络合能力。

[0023]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普通硅酸盐水泥强度等级为42.5R级以上。

[0024]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速凝剂铝酸钠、硅酸钠、硫酸铝、三氯化铝中的一种

或多种。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6] 1 .针对破碎顶板采用缝管式锚杆、注浆锚索和锚网组合进行支护，缝管式锚杆为

被动支护，在围岩内部的发生剪切变形时可对其进行支撑；通过注浆锚索对围岩进行注浆

加固后，对注浆锚索施加预应力，可主动对围岩应力向内部转移，防止围岩发生变形；锚网

对顶板围岩进行兜护，避免顶板碎石掉落，采用该组合式支护方式可提高破碎型顶板围岩

整体性能，提高了围岩整体稳定性。

[0027] 2.采用长注浆锚索对断层进行加强支护，可将断层下方的围岩锚固在断层上方的

稳定岩体上，多根长注浆锚索与断层节理面交叉设置，可使断层下方的围岩应力方向与长

注浆锚索方向一致，使断层下方的围岩受力均匀；通过对长注浆锚索施加预应力，长注浆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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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将断层下方的围岩应力向断层上方的稳定岩体方向转移，保证断层下方围岩的稳定性和

安全性。

[0028] 3.注浆液中添加了聚丙烯酸钙可对混凝土的析水率进行调整，避免水与水泥固相

分离，提高水泥的防渗和加固作用，同时聚丙烯酸钙可提高混凝土内部的含湿量，在与混凝

土膨胀剂的协同作用下可有效减少混凝土自收缩，从而避免混凝土产生收缩裂缝，可使破

碎顶板结合的更为牢固。

[0029] 4.本发明采用三乙醇胺-柠檬酸二铵-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磷酸酯三元复合配方与

聚丙烯酸钙和水泥中的Ca2+、Mg2+络合，可在水泥颗粒表面形成一层络合膜层，阻止水渗入

水泥颗粒内部，延缓水泥的水化和结晶析出，从而可增加注浆液的流动度，延长注浆液的可

泵期，避免注浆液凝结速度过快，导致注浆范围较小；在水泥与水进行水化反应初期，三乙

醇胺-柠檬酸二铵-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磷酸酯与水泥中的Ca2+络合生成络合膜层，在水化反

应继续进行时，络合膜层内的渗透压不断增强，最后使络合膜层破裂，水泥开始硬化；通过

改变三乙醇胺-柠檬酸二铵-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磷酸酯的添加比例可对注浆液的可泵期和

初凝时间根据具体工况进行调整，使注浆液具有良好的流动性从而能扩大注浆范围，将破

碎顶板的裂隙填满，在保证流动性的同时调节合适的初凝时间，避免注浆液流失，保证水泥

结石体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3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0031] 图1是本发明缝管式锚杆、锚索联合支护示意图。

[0032] 图2是断层破碎顶板支护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

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

护的范围。

[0034] 本矿区位于扬子准地台中段北缘龙门——大巴台缘褶皱的东端，北隔青峰大断裂

与秦岭褶皱带两郧印支褶皱带相邻。矿石中有用矿物为隐晶质磷灰石和胶磷矿，脉石矿物

主要为白云石、粘土矿物、石英、钾长石等，其次为黄铁矿，其他为陆源碎屑及炭质、有机质。

矿层的直接顶板为含磷泥质泥晶白云岩(Z2d1-6)，间接顶板为核形石硅质岩(Z2d1-7)，顶板含

P2O5一般为7～8％；底板多为含锰硅质条带泥晶白云岩。该矿区东西向平移正断层有3条，断

层的构造岩及破碎带在地表宽一般2～10m，探槽揭露破碎带宽0.2～2.8m，断层沿走向及倾

向均有扭曲现象。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对断层破碎顶板采用普通的注浆锚索支护强度低、注

浆效果难以保障，施工难度大的缺陷，本发明提供一种断层破碎顶板支护方法，具有支护稳

定性和安全性高，支护范围广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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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在矿区选取一处含断层的三级破碎型顶板作为试验

场所，结合具体的实施例进一步进行说明：

[0036] 如图1、图2所示，一种断层破碎顶板支护方法，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施工：

[0037] S1安全检查：在工作面附近进行敲帮问顶，检查工作面有无活石、松石，尽可能的

将工作面附近的危岩体冒落，形成稳定的结构；

[0038] S2喷射混凝土：向巷道表面喷射混凝土对围岩裂隙表面进行封闭；

[0039] S3挂锚网：首先采用缝管式锚杆挂锚网进行临时支护，缝管式锚杆为1.8m长，直径

43mm，锚网采用100×100mm网度，锚网直径为6mm，缝管式锚杆间距1m×1m；

[0040] S4锚索加固：在S3中布设的缝管式锚杆之间按梅花形布置注浆锚索，锚索长度为

6m，锚索间距为2m×2m；

[0041] S5断层锚固：根据生产探矿的巷道素描图确定断层节理面走势，在矿房中出现一

条断层，在断层附近加密锚杆、注浆锚索以及使用长注浆锚索，长注浆锚索如图2所示根据

断层节理面方向设置，使锚固在断层上盘稳固岩层深度为0.5m；

[0042] S6混凝土复喷：注浆锚索、长注浆锚索、锚网施工施工完成后，再对顶板进行一次

混凝土喷浆，厚度50mm，并进行找平。

[0043] 进一步优化的，S4中长注浆锚索进行断层锚固的步骤包括：

[0044] 步骤1：在所述巷道顶板上打锚索孔，所述锚索孔与水平面的夹角在30°～60°之

间，且与所述断层节理面交叉，使锚固在断层上盘稳固岩层深度大于0.5m；

[0045] 步骤2：将长注浆锚索送入锚索孔，待注浆锚索完全送入锚索孔孔底后，依次安装

托盘和锚具；

[0046] 步骤3：通过注浆管对注浆锚索注浆，浆料沿注浆管注入，从出浆口流入注浆锚固

段；

[0047] 步骤4：待注浆锚固段注浆完成并且完全凝固后，通过锚具对长注浆锚索进行张拉

预紧。

[0048] 进一步优化的，用于长注浆锚索注浆的注浆液水20份、普通硅酸盐水泥15-20份、

混凝土膨胀剂0.3-0.5份、聚丙烯酸钙0.1-0.3份、铝酸钠1.5-3份、三乙醇胺0.3-0.5份、柠

檬酸二铵0.1-0.2份、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磷酸酯0.05-0.1份。

[0049] 实施例1-9和对比例1-3注浆液的配方如下表1所示。

[0050] 表1实施例1-9和对比例1-3注浆液的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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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0052] 按实施例1～9和对比例1～3中的原料配比，将硅酸盐水泥、混凝土膨胀剂、聚丙烯

酸钙放入搅拌机中混合均匀，同时将速凝剂、三乙醇胺、柠檬酸二铵、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磷

酸酯和水预先混合，然后加入搅拌机中拌合均匀，得到本发明所述的破碎顶板支护用注浆

液，对该注浆液的可泵期和初凝时间按JGJ70-90《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相关规定进

行测试，对注浆液水化后形成的水泥的塑性膨胀率参照《客运专线铁路CRTSⅡ型板式无砟

轨道水泥乳化沥青砂浆暂行技术条件》进行检验，测定3h塑性膨胀率进行测试，得到的测试

结果如下表2。

[0053] 表2实施例1-9和对比例1-3测试结果

[0054] 检测项目 可泵期/min 初凝时间/min 塑性膨胀率/％

实施例1 54 78 0.8

实施例2 82 181 0.7

实施例3 167 275 0.7

实施例4 192 382 0.9

实施例5 124 180 0.8

实施例6 173 364 0.9

实施例7 184 340 0.9

实施例8 76 131 0.8

实施例9 88 149 0.9

对比例1 43 124 0.9

对比例2 58 152 0.8

对比例3 72 176 08

[0055] 从表2中的实施例1-3的数据中可以看出，通过调节注浆液各个成分的比例，注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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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的可泵期和初凝时间可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调节，根据具体工况对可泵期和初凝时间进

行调节，可以使注浆液具有适当的可泵期可初凝时间；对比例1-3中没有添加三乙醇胺、柠

檬酸二铵和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磷酸酯，与实施例1-3相比，对比例1-3中的可泵期可初凝时

间可调节范围小，说明添加的三乙醇胺、柠檬酸二铵和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磷酸酯对注浆液

的流动性和凝结时间影响较大，三乙醇胺-柠檬酸二铵-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磷酸酯三元复合

配方与聚丙烯酸钙和水泥中的Ca2+、Mg2+络合，可在水泥颗粒表面形成一层络合膜层，阻止

水渗入水泥颗粒内部，延缓水泥的水化和结晶析出，从而可增加注浆液的流动度，延长注浆

液的可泵期，避免注浆液凝结速度过快，导致注浆范围较小。

[0056] 从表2中的实施例1-4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本申请提供的注浆液水化后形成的水泥

塑性膨胀率在0.7～0.9％之间，具有一定的微膨胀性，可有效减少混凝土自收缩，从而避免

混凝土产生收缩裂缝，可使破碎顶板结合的更为牢固；表1中可以看出实施例4与实施例3相

比，聚丙烯酸钙的添加比例较大，表2中可以看出实施例3与实施例4的可泵期变化不大，初

凝时间差别较大，聚丙烯酸钙的添加一方面可与水泥膨胀剂一起对注浆液的水泥塑性膨胀

率进行调节，降低注浆液的析水率，另一方面聚丙烯酸钙中的钙离子可与三乙醇胺-柠檬酸

二铵-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磷酸酯三元络合剂络合形成较为致密的膜层，增加了水泥的初凝

时间，从而可以通过改变聚丙烯酸钙的添加量对初凝时间进行调节。

[0057] 实施例5与实施例4相比，没有添加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磷酸酯，实施例5中的可泵期

可初凝时间显著降低，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磷酸酯可使三乙醇胺和柠檬酸二铵具有良好的分

散性，添加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磷酸酯后，三乙醇胺和柠檬酸二铵可与注浆液充分混合，使注

浆液中形成的络合膜层更为均匀，从而增加注浆液可泵期和初凝时间的可调节性。

[0058] 实施例6-7中没有添加柠檬酸二胺，实施例8-9中没有添加三乙醇胺，从表2的试验

结果可以看出，实施例6-7和实施例8-9中的可泵期和初凝时间变化不明显，说明三乙醇胺

和柠檬酸二铵联合使用可达到更好的调节效果。

[0059]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

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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