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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应力富水顶板综放工

作面切眼掘支刷扩的方法，首先进行切眼掘进与

支护，在切眼贯通并完成支护的基础上，再安装

锚索梁加强支护同时，紧随安装锚索梁的后方布

设工作面架后刮板运输机，边安装边布设；然后

进行切眼刷扩与超前支护；最后进行刷扩与组装

高阻综放支架平行作业。本发明掘进支护与支架

安装平行作业协调、工艺衔接，有效解决了安装

综放液压支架进度较慢、液压支架拖后迎头距离

长、巷道跨度大，施工安全隐患等问题，可切实提

高高应力区切眼刷扩安全，实现巷道安全快速掘

进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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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应力富水顶板综放工作面切眼掘支刷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第一步，切眼掘进与支护

首先采用现有施工方法掘进切眼，边掘进边支护，直至切眼贯通，形成回风条件；切眼

设计断面为净宽5.0m、净高3.7m的矩形断面，以满足通风要求；其中支护方式是：顶板和外

邦永久支护，内邦临时支护，具体如下：

1)在顶板和外邦上打锚杆孔，锚杆孔间距500-600mm、排距600-800mm，孔深2500mm；打

孔后，在顶板上铺设两层Ф6mm的钢筋网，配W型钢带压住钢筋网，在外邦上铺设一层聚乙烯

塑料网，配W型钢带压住聚乙烯塑料网；上述W型钢带上设有与锚杆孔间距相同的通孔，且沿

切眼走向布置，对准孔后安装上锚杆将其压紧；上述的锚杆采用等强螺纹钢式树脂锚固锚

杆；

2)在内邦的靠近顶板、底部和中间位置共打三排玻璃钢锚杆，并挂聚乙烯塑料网进行

临时护帮；

第二步，锚索梁加强支护与布设工作面架后刮板运输机

在切眼贯通并完成支护的基础上，再安装锚索梁加强支护；锚索梁采用长4.5m的12#工

字钢，垂直巷道走向布置，每两排锚杆之间打设一架，每一锚索梁用三根锚索固定，锚索长

度应满足锚入稳定的基岩中，在稳定的基岩中锚固深度不低于1500mm；

同时，紧随安装锚索梁的后方布设工作面架后刮板运输机，边安装边布设；

第三步，切眼刷扩与超前支护

1)从运输巷道调进掘进机，从切眼下口开始按照设计的刷扩断面向上口方向切割刷

扩，边切割边拆除内邦的临时挂网；

2)刷扩的同时，对原切眼顶板进行超前支护，超前支护距离不低于20m，支护方式是在

锚索梁下的内邦侧支设单体支柱和单元式支架；

3)对刷扩后的顶板和内邦紧跟迎头进行支护，顶板永久支护，支护方式与原切眼顶板

支护方式相同，内邦临时支护，支护方式与是原切眼内邦支护方式相同；

第四步，刷扩与组装高阻综放支架平行作业

当刷扩后的切眼深度满足安装几架高阻综放支架时，前面继续刷扩和永久支护，后面

开始拆除超强支护的单体支柱和单元式支架，从而让出空间组装高阻综放支架；至此，刷扩

与组装高阻综放支架进入平行作业程序，直至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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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应力富水顶板综放工作面切眼掘支刷扩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煤炭开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煤炭开采时，需要对采区工作面进行提前巷道准备，包括开拓一条回风巷(轨道

巷道)、一条进风巷(皮带巷道)和切眼；切眼是连接进回风巷的巷道，采煤工作面的所有设

备(主要是采煤机和支架)均布置在该空间内，一般的切眼宽度设计为5m左右。在煤矿埋深

较大的矿区、采用综合放顶煤开采方式时，由于地应力高、冲击地压大、顶板砂岩富水性较

强，需要使用高工作阻力的综合放顶煤支架(简称高阻综放支架)；由于该支架体型大，安装

该支架时需要将原切眼刷扩到净宽为10m以上；这种大跨度切眼刷扩存在以下问题：由于巷

道经受原始地应力和构造应力叠加应力场的影响，加之顶板上覆岩层为托顶煤复合顶板且

富水性强，顶板维护难度大，再加上支架安装时间一般需要几个月，顶板暴露时间长，易造

成巷道变形(底鼓、片帮、顶板下沉等)，存在严重的冒顶隐患。目前国内对高应力托顶煤切

眼刷扩掘支工艺研究较少，目前还没有发现比较完善的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目的目的是通过优化支护设计，增设单体加强配合单元式支架联合支护，

实现巷道安全快速掘进目的。

[0004] 为达到上述有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高应力富水顶板综放工作面切眼掘支刷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0006] 第一步，切眼掘进与支护

[0007] 首先采用现有施工方法掘进切眼，边掘进边支护，直至切眼贯通，形成回风条件；

切眼设计断面为净宽5.0m、净高3.7m的矩形断面，以满足通风要求；其中支护方式是：顶板

和外邦永久支护，内邦临时支护，具体如下：

[0008] 1)在顶板和外邦上打锚杆孔，锚杆孔间距500-600mm、排距600-800mm，孔深

2500mm；打孔后，在顶板上铺设两层Ф6mm的钢筋网，配W型钢带压住钢筋网，在外邦上铺设

一层聚乙烯塑料网，配W型钢带压住聚乙烯塑料网；上述W型钢带上设有与锚杆孔间距相同

的通孔，且沿切眼走向布置，对准孔后安装上锚杆将其压紧；上述的锚杆采用等强螺纹钢式

树脂锚固锚杆；

[0009] 2)在内邦的靠近顶板、底部和中间位置共打三排玻璃钢锚杆，并挂聚乙烯塑料网

进行临时护帮；

[0010] 第二步，锚索梁加强支护与布设工作面架后刮板运输机

[0011] 在切眼贯通并完成支护的基础上，再安装锚索梁加强支护；锚索梁采用长4.5m的

12#工字钢，垂直巷道走向布置，每两排锚杆之间打设一架，每一锚索梁用三根锚索固定，锚

索长度应满足锚入稳定的基岩中，在稳定的基岩中锚固深度不低于1500mm；

[0012] 同时，紧随安装锚索梁的后方布设工作面架后刮板运输机，边安装边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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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第三步，切眼刷扩与超前支护

[0014] 1)从运输巷道调进掘进机，从切眼下口开始按照设计的刷扩断面向上口方向切割

刷扩，边切割边拆除内邦的临时挂网；

[0015] 2)刷扩的同时，对原切眼顶板进行超前支护，超前支护距离不低于20m，支护方式

是在锚索梁下的内邦侧支设单体支柱和单元式支架；

[0016] 3)对刷扩后的顶板和内邦紧跟迎头进行支护，顶板永久支护，支护方式与原切眼

顶板支护方式相同，内邦临时支护，支护方式与是原切眼内邦支护方式相同；

[0017] 第四步，刷扩与组装高阻综放支架平行作业

[0018] 当刷扩后的切眼深度满足安装几架高阻综放支架时，前面继续刷扩和永久支护，

后面开始拆除超强支护的单体支柱和单元式支架，从而让出空间组装高阻综放支架；至此，

刷扩与组装高阻综放支架进入平行作业程序，直至全部完成。

[0019] 本发明有益效果：

[0020] 1、本发明提出了深井高应力富水条件下顶板综放工作面切眼掘支刷扩新工艺，切

眼掘进时通过锚网带支护、切眼扩邦时通过密排锚索梁加强支护以及单体支柱等联合超前

支护，在上覆岩层压力作用下，在深部一定范围内形成自然平衡拱，维护了顶板的稳定性；

再通过扩邦与支架安装平行作业，使顶板暴露时间短，最终避免了冒顶隐患，解决了高应力

托顶煤切眼刷扩的难题。同时为相同条件的煤矿切眼刷扩提供参考，以期取得更好的技术

经济效益。在巨野煤田乃至全国范围内均有较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0021] 2、本发明掘进支护与支架安装平行作业协调、工艺衔接，有效解决了安装综放液

压支架进度较慢、液压支架拖后迎头距离长、巷道跨度大，施工安全隐患等问题，可切实提

高高应力区切眼刷扩安全，实现巷道安全快速掘进目的。

[0022] 3、通过本发明工艺可获得适合深井高应力条件下托顶煤切眼的刷扩掘支工艺经

验，为相同条件的煤矿切眼刷扩提供参考，有较好的推广应用价值，可以取得更好的技术经

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步骤程序框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支护方式示意图。

[0025] 图例说明，1-切眼，2-锚杆，3-聚乙烯塑料网，4-W型钢带，5-工字钢，6-钢筋网，7-

锚索，8-玻璃钢锚杆，9-塑料网，10-刷扩断面，11-单体支柱，12-单元式支架，13-架后刮板

运输机，14-外邦，15-刷扩后的内邦。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参照图1图2对本发明实施的步骤进一步说明。

[0027] 一种高应力富水顶板综放工作面切眼掘支刷扩的方法，步骤如下：

[0028] 第一步，切眼掘进与支护

[0029] 首先采用现有施工方法掘进切眼1，边掘进边支护，直至切眼贯通，形成回风条件；

切眼设计断面为净宽5.0m、净高3.7m的矩形断面，以满足通风要求；其中支护方式是：顶板

和外邦14永久支护，内邦临时支护，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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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1)在顶板和外邦14上打锚杆孔，锚杆孔间距500-600mm、排距600-800mm，孔深

2500mm；打孔后，在顶板上铺设两层Ф6mm的钢筋网6，配W型钢带4压住钢筋网6，在外邦14上

铺设一层聚乙烯塑料网3，配W型钢带4压住聚乙烯塑料网3；上述W型钢带4上设有与锚杆孔

间距相同的通孔，且沿切眼走向布置，对准孔后安装上锚杆2将其压紧；上述的锚杆2采用等

强螺纹钢式锚杆；

[0031] 2)在内邦的靠近顶板、底部和中间位置共打三排玻璃钢锚杆8，并挂聚乙烯塑料网

进行临时护帮(图中未显示)；

[0032] 第二步，锚索梁加强支护与布设工作面架后刮板运输机13

[0033] 在切眼贯通并完成支护的基础上，再安装锚索梁加强支护；锚索梁采用长4.5m的

12#工字钢5，垂直巷道走向布置，每两排锚杆之间打设一架，每一工字钢5用三根锚索7固

定，锚索7长度应满足锚入稳定的基岩中，在稳定的基岩中锚固深度不低于1500mm；

[0034] 同时，紧随安装锚索梁的后方布设工作面架后刮板运输机13，边安装边布设。

[0035] 第三步，切眼刷扩与超前支护

[0036] 1)从运输巷道调进掘进机，从切眼下口开始按照设计的刷扩断面10向上口方向切

割刷扩，边切割边拆除内邦的临时挂网；

[0037] 2)刷扩的同时，对原切眼1顶板进行超前支护，超前支护距离不低于20m，支护方式

是在锚索梁下的内邦侧支设单体支柱11和单元式支架12；

[0038] 3)对刷扩后的顶板和刷扩后的内邦15紧跟迎头进行支护，顶板永久支护，支护方

式与原切眼顶板支护方式相同，内邦15临时支护，支护方式与原切眼内邦支护方式基本相

同，采用四排玻璃钢锚杆8，并挂塑料网9进行临时护邦。

[0039] 第四步，刷扩与组装高阻综放支架平行作业

[0040] 当刷扩后的切眼深度满足安装几架高阻综放支架时，前面继续刷扩和永久支护，

后面开始拆除超强支护的单体支柱11和单元式支架12，从而让出空间组装高阻综放支架；

至此，刷扩与组装高阻综放支架进入平行作业程序，直至全部完成。

[0041] 下面对实施时的平行作业安全措施做一说明。

[0042] ①施工过程中，必须由现场的班组长、验收员随时观察顶帮情况，进行安全检查，

时刻监视顶帮围岩的稳固情况，发现隐患，及时处理，确保施工安全。

[0043] ②超前支护单体支柱11初撑力不低于12MPa，在单体支柱11与锚索梁之间使用木

塞充实。

[0044] ③扩帮切割期间，其他人员必须撤出防冲限员区，严格按防冲专项措施施工。

[0045] ④高阻综放支架支架支设前，由安装单位在施工区域外5.0m范围拉设警戒线，在

掘进机右侧施工人员全部撤至掘进机左侧安全区域，禁止人员进入升起支架作业范围。

[0046] ⑤掘进机切割时，要有专人指挥、照灯，并保证单元式支架侧切割留有300-500mm

余量，防止掘进机碰坏单元式支架，尤其是单元式支架安全阀组。起底下分层施工时，单元

式支架侧底脚切割留有余量，人工起底时保证新老切眼底板平整，杜绝单元式支架失脚。

[0047] ⑥工作人员在单元式支架侧施工时，注意保护单元式支架安全阀组，杜绝工器具

碰、砸伤安全阀组，损坏造成支架卸荷。

[0048] ⑦掘进后及时清理架间浮煤，确保单元式支架状态，保证各部件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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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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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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