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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评价巷道帮部锚网索支护性能的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评价巷道帮部锚网

索支护性能的方法，先分别计算巷道帮部锚杆与

锚索在产生极限变形破坏前的能量，然后根据间

排距计算出帮部支护系统在破坏前吸收的能量

极限值，由于发生冲击地压时帮部岩石对支护系

统施加的能量为所受的冲击动能，临界状态时，

该能量与支护系统的能量极限值相等，从而得出

引起帮部支护系统失效的最小速度；获取本矿井

监测得到最大矿震能级对应的岩体最大震动速

度与得出的最小速度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结果判

断当前帮部锚网索支护的抗冲击能力，为后续是

否需要进行支护优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因此本发

明对巷道帮部后续支护、煤矿安全生产、人员安

危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重大的社会效

益，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11255492 B

2021.04.09

CN
 1
11
25
54
92
 B



1.一种用于评价巷道帮部锚网索支护性能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为：

步骤一、确定巷道帮部锚杆的锚固段长度：先获取所用锚固剂的压缩系数、锚固剂在锚

杆钻孔内的长度、锚固剂在锚杆钻孔内的直径、锚杆钻孔直径和锚杆直径；然后将获取的各

个数据代入如下公式：

式中，L1表示锚杆的锚固段长度，单位为mm；k固1表示锚固剂压缩系数，单位为1；L固1表示

锚固剂在锚杆钻孔内的长度，单位为mm；D固1表示锚固剂在锚杆钻孔内的直径，单位为mm；D钻1

表示锚杆钻孔直径，单位为mm；D杆表示锚杆直径，单位为mm；

步骤二、确定巷道帮部锚杆的极限伸长量，然后根据巷道帮部锚杆的极限伸长量计算

得到锚杆产生极限变形破断前消耗的能量：先获取锚杆的非锚固段长度和锚杆的伸长率，

并将获取数据代入如下式：

he1＝L非1×μ1

式中，he1表示锚杆极限伸长量，单位为m；L非1表示锚杆的非锚固段长度，单位为m；μ1表示

锚杆的伸长率；

根据得出锚杆的极限伸长量计算得出锚杆产生极限变形破断前消耗的能量Eg，如下式：

Eg＝Ef1×he1×f1

式中：Ef1表示锚杆产生极限变形破断时的破断载荷，单位为kN/根；he1表示锚杆的极限

伸长量，单位为m；f1表示锚杆拉伸破坏时的伸长量安全系数；其中Ef1和f1为已知值；

步骤三、确定巷道帮部锚索的锚固段长度：先获取所用锚固剂的压缩系数、锚固剂在锚

索钻孔内的长度、锚固剂在锚索钻孔内的直径、锚索钻孔直径和锚索直径；然后将获取的各

个数据代入如下公式：

式中：L2表示锚索的锚固段长度，单位为mm；k固2表示锚固剂的压缩系数，单位为1；L固2表

示锚固剂在锚索钻孔内的长度，单位为mm；D固2表示锚固剂在锚索钻孔内的直径，单位为mm；

D钻2表示锚索钻孔直径，单位为mm；D索表示锚索直径，单位为mm；

步骤四、确定巷道帮部锚杆的极限伸长量，然后根据巷道帮部锚索的极限伸长量计算

得到锚索产生极限变形破断前消耗的能量：先获取锚索的非锚固段长度和锚索的伸长率，

并将获取数据代入如下式：

he2＝L非2×μ2

式中，he2表示锚杆极限伸长量，单位为m；L非2表示锚索的非锚固段长度，单位为m；μ2表示

锚索的伸长率；

根据得出锚索的极限伸长量计算得出锚索产生极限变形破断前消耗的能量Eds，如下

式：

Eds＝Ef2×he2×f2

式中：Ef2表示锚索产生极限变形破断时的破断载荷，单位为kN/根；he2表示锚索极限伸

长量，单位为m；f2表示锚索拉伸破坏时的伸长量安全系数；其中Ef2和f2为已知值；

步骤五、根据帮部锚杆与锚索布置的间排距情况，确定帮部支护系统在破断前吸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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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极限值，如下式：

Ebz＝ρ1×Eg×η1+ρ2×Eds×η2

式中，Ebz表示帮部支护系统在破断前吸收的能量极限值，单位为kJ/m2；ρ1表示锚杆在帮

部布置的密度，单位为根/m2；η1表示锚杆破断耗能不均衡系数，取值为0.8；ρ2表示锚索在帮

部布置的密度，单位为根/m2；η2表示锚索破断耗能不均衡系数，取值为0.9；

步骤六、在发生冲击地压的帮部支护系统中，传递至帮部岩体中的动能转移至帮部支

护系统变为帮部支护系统的弹性能，在临界状态时，该支护系统受到的弹性能量E与支护系

统的能量极限值Ebz相等，同时支护系统受到的弹性能量E等于传递至帮部岩体中的动能Ed，

经过计算得出引起帮部支护系统失效的最小巷道围岩冲击速度v，具体如下式：

式中，Ed表示发生冲击地压后巷道围岩单位面积岩体的动能，单位为kJ/m2；m表示参加

冲击过程的巷道围岩的岩体质量，单位为kg；v表示最小巷道围岩冲击速度，单位为m/s；S表

示参加冲击过程的巷道的截面积，单位为m2；其中，S和m均为已知值；由于临界状态时Ebz＝

E，代入上式：

从而得出引起帮部支护系统失效的最小巷道围岩冲击速度v；

步骤七、对巷道顶板锚固支护抗冲击能力进行评价：获取本矿井监测得到的矿震能级

或历史发生矿震能级或周围矿井发生矿震能级的数据，选择其中矿震最大能级对应的岩体

最大震动速度与步骤六得出的最小巷道围岩冲击速度v进行比较，若岩体最大震动速度小

于最小巷道围岩冲击速度v，则说明巷道帮部锚网索支护抗冲击能力达到所需要求；若岩体

最大震动速度大于等于最小巷道围岩冲击速度v，则说明巷道帮部锚网索支护抗冲击能力

未达到所需要求，此时根据岩体最大震动速度与最小巷道围岩冲击速度v之间的差值，进行

后续的支护加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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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评价巷道帮部锚网索支护性能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评价巷道帮部锚网索支护性能的方法，属于巷道支护监测技

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矿井开采深度加深、开采强度加大、开采布局变得复杂，采掘围岩所处应力条

件逐渐恶化，由此产生的冲击地压灾害急剧增多、增强。以前发生过冲击地压的矿井，冲击

地压灾害更加严重，以前没发生过的矿井，逐渐开始产生冲击地压显现。冲击地压是一种典

型的矿山动力现象，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这种动力现象瞬间将聚积在煤岩体中的大量弹性

变形能以急剧、猛烈的形式释放，造成煤岩体破坏并产生强烈震动，动力将破碎煤岩抛向井

巷采掘空间，发出强烈声响，造成设备损坏、井巷破坏以及人员伤亡等。

[0003] 因此在进行锚网索支护巷道帮部时需要考虑抗冲击地压的能力。并且如何准确计

算出顶板锚网索支护后的抗冲击能力对矿井人员安全及矿井安全生产非常重要。

[0004] 现有锚网索支护巷道帮部后均没有对支护后的帮部支护性能进行精确评价，从而

无法对帮部支护性能较弱(即抗冲击能力较弱)的部分进行及时加强支护，最终导致冲击地

压发生后对巷道损坏；因此如何对帮部锚网索支护后对帮部支护性能进行精确评价是本行

业的研究方向。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评价巷道帮部锚网索支护性

能的方法，能对帮部锚网索支护后对帮部支护性能进行精确评价，从而为后续是否需要进

行支护加强优化提供数据支撑。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评价巷道帮部锚网索支

护性能的方法，具体步骤为：

[0007] 步骤一、确定巷道帮部锚杆的锚固段长度：先获取所用锚固剂的压缩系数、锚固剂

在锚杆钻孔内的长度、锚固剂在锚杆钻孔内的直径、锚杆钻孔直径和锚杆直径；然后将获取

的各个数据代入如下公式：

[0008]

[0009] 式中，L1表示锚杆的锚固段长度，单位为mm；k固1表示锚固剂压缩系数，单位为1；L固1

表示锚固剂在锚杆钻孔内的长度，单位为mm；D固1表示锚固剂在锚杆钻孔内的直径，单位为

mm；D钻1表示锚杆钻孔直径，单位为mm；D杆表示锚杆直径，单位为mm；

[0010] 步骤二、确定巷道帮部锚杆的极限伸长量，然后根据巷道帮部锚杆的极限伸长量

计算得到锚杆产生极限变形破断前消耗的能量：先获取锚杆的非锚固段长度和锚杆的伸长

率，并将获取数据代入如下式：

[0011] he1＝L非1×μ1

[0012] 式中，he1表示锚杆极限伸长量，单位为m；L非1表示锚杆的非锚固段长度，单位为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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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1表示锚杆的伸长率；

[0013] 根据得出锚杆的极限伸长量计算得出锚杆产生极限变形破断前消耗的能量Eg，如

下式：

[0014] Eg＝Ef1×he1×f1

[0015] 式中：Ef1表示锚杆产生极限变形破断时的破断载荷，单位为kN/根；he1表示锚杆的

极限伸长量，单位为m；f1表示锚杆拉伸破坏时的伸长量安全系数；其中Ef1和f1为已知值；

[0016] 步骤三、确定巷道帮部锚索的锚固段长度：先获取所用锚固剂的压缩系数、锚固剂

在锚索钻孔内的长度、锚固剂在锚索钻孔内的直径、锚索钻孔直径和锚索直径；然后将获取

的各个数据代入如下公式：

[0017]

[0018] 式中：L2表示锚索的锚固段长度，单位为mm；k固2表示锚固剂的压缩系数，单位为1；

L固2表示锚固剂在锚索钻孔内的长度，单位为mm；D固2表示锚固剂在锚索钻孔内的直径，单位

为mm；D钻2表示锚索钻孔直径，单位为mm；D索表示锚索直径，单位为mm；

[0019] 步骤四、确定巷道帮部锚杆的极限伸长量，然后根据巷道帮部锚索的极限伸长量

计算得到锚索产生极限变形破断前消耗的能量：先获取锚索的非锚固段长度和锚索的伸长

率，并将获取数据代入如下式：

[0020] he2＝L非2×μ2

[0021] 式中，he2表示锚杆极限伸长量，单位为m；L非2表示锚索的非锚固段长度，单位为m；

μ2表示锚索的伸长率；

[0022] 根据得出锚索的极限伸长量计算得出锚索产生极限变形破断前消耗的能量Eds，如

下式：

[0023] Eds＝Ef2×he2×f2

[0024] 式中：Ef2表示锚索产生极限变形破断时的破断载荷，单位为kN/根；he2表示锚索极

限伸长量，单位为m；f2表示锚索拉伸破坏时的伸长量安全系数；其中Ef2和f2为已知值；

[0025] 步骤五、根据帮部锚杆与锚索布置的间排距情况，确定帮部支护系统在破断前吸

收的能量极限值，如下式：

[0026] Ebz＝ρ1×Eg×η1+ρ2×Eds×η2

[0027] 式中，Ebz表示帮部支护系统在破断前吸收的能量极限值，单位为kJ/m2；ρ1表示锚

杆在帮部布置的密度，单位为根/m2；η1表示锚杆破断耗能不均衡系数，取值为0.8；ρ2表示锚

索在帮部布置的密度，单位为根/m2；η2表示锚索破断耗能不均衡系数，取值为0.9；

[0028] 步骤六、在发生冲击地压的帮部支护系统中，传递至帮部岩体中的动能转移至帮

部支护系统，变为帮部支护系统的弹性能，在临界状态时，该支护系统受到的弹性能量E与

支护系统的能量极限值Ebz相等，同时支护系统受到的弹性能量E等于传递至帮部岩体中的

动能Ed，经过计算得出引起帮部支护系统失效的最小巷道围岩冲击速度v，具体如下式：

[0029]

[0030] 式中，Ed表示发生冲击地压后巷道围岩单位面积岩体的动能，单位为kJ/m2；m表示

参加冲击过程的巷道围岩的岩体质量，单位为kg；v表示最小巷道围岩冲击速度，单位为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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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表示参加冲击过程的巷道的截面积，单位为m2；其中，S和m均为已知值；由于临界状态时

Ebz＝E，代入上式：

[0031]

[0032] 从而得出引起帮部支护系统失效的最小巷道围岩冲击速度v；

[0033] 步骤七、对巷道顶板锚固支护抗冲击能力进行评价：获取本矿井监测得到的矿震

能级或历史发生矿震能级或周围矿井发生矿震能级的数据，选择其中矿震最大能级对应的

岩体最大震动速度与步骤六得出的最小巷道围岩冲击速度v进行比较，若岩体最大震动速

度小于最小巷道围岩冲击速度v，则说明巷道帮部锚网索支护抗冲击能力达到所需要求；若

岩体最大震动速度大于等于最小巷道围岩冲击速度v，则说明巷道帮部锚网索支护抗冲击

能力未达到所需要求，此时根据岩体最大震动速度与最小巷道围岩冲击速度v之间的差值，

进行后续的支护加固工作。

[003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确定锚杆及锚索的支护情况，然后综合得出帮部锚

网索支护后失效的最小巷道围岩冲击速度v；获取本矿井监测得到的矿震能级或历史发生

矿震能级或周围矿井发生矿震能级的数据，选择其中矿震最大能级对应的岩体最大震动速

度与步骤Ⅵ得出的最小巷道围岩冲击速度v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结果判断当前帮部锚网索

支护的抗冲击能力，为后续是否需要进行支护优化提供了理论指导，最终能有效保证矿井

人员安全及矿井安全生产。

附图说明

[0035] 图1是本发明的评价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将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7] 实施例1：

[0038] 某矿曾经发生过冲击地压显现。该矿回风巷具有潜在冲击危险。对巷道帮部采用

锚网索支护后，采用本发明的方法确定其抗冲击能力，具体步骤为：

[0039] 步骤一、回风巷帮部锚杆采用MSGLW500型高强度左旋无纵筋螺纹钢锚杆，锚杆直

径20mm，锚杆长度2400mm，顶锚杆采用1支CK2335和1支Z2360树脂锚固剂加长锚固，锚固长

度600mm，锚固直径23mm，锚固剂压缩系数为0.8；可计算出巷道帮部正在进行支护的锚杆的

锚固段长度：

[0040]

[0041] 步骤二、已知锚杆长度为2400mm，因此得出非锚固段长度近似取1947mm，锚杆的伸

长率为15％，可得锚杆极限伸长量0.292m；为安全起见，取总伸长率的80％作为恒阻拉伸破

坏时的伸长量，则可计算出巷道帮部锚杆在产生极限变形破断前消耗的能量：

[0042] Eg＝Ef1×he1×f1＝210.5×0.292×80％＝49.17kJ/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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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步骤三、回风巷帮部锚索采用 17 .8×6300钢绞线，锚索直径17 .8mm，锚索长度

6300mm，每根锚索采用1支CK2335和2～3支Z2360树脂锚固剂加长锚固，锚固长度600mm，锚

固直径23mm，锚固剂压缩系数为0.8；可计算出巷道帮部正在进行支护的锚索的锚固段长

度，计算公式：

[0044]

[0045] 步骤四、已知锚索长度为4000mm，因此得出非锚固段长度近似取3600mm，伸长率

3.5％，极限伸长量为0.126m，为安全起见，取总伸长率的80％作为恒阻拉伸破坏时的伸长

量，则可计算出巷道帮部锚索在产生极限变形破断前消耗的能量：

[0046] Eds＝Ef2×he2×f2＝353×0.126×80％＝35.58kJ/根

[0047] 步骤五、已知回风巷帮部锚杆密度为2.13根/m2；锚索密度为0.18根/m2，则可计算

出帮部支护系统在破断前吸收的能量：

[0048] Ebz＝ρ1×Eg×η1+ρ2×Eds×η2＝2.13×49.17×0.7+0.18×35.58×0.7＝77.80kJ/

m2步骤六、已知回风巷帮部煤层密度取1.4×103kg/m3，轴向取1m；则发生冲击地压时帮部对

支护系统施加的动能为：

[0049]

[0050] 在发生冲击地压的帮部支护系统中传递至帮部岩体中的动能转移至支护系统，变

为支护系统的弹性能，在临界状态时，该支护系统受到的弹性能量与支护系统的能量极限

值相等，即Ebz＝E，，因此能得到引起帮部支护系统失效的最小巷道围岩冲击速度v，计算公

式为：

[0051]

[0052] 步骤七、对巷道帮部锚固支护抗冲击能力进行评价：由该矿井现有监测矿震能级

或历史发生矿震能级或周围矿井发生矿震能级，选择其中矿震最大能级对应的矿震最大震

动速度为8.45m/s，将矿震最大震动速度与支护失效的最小巷道围岩冲击速度v进行比较，

其小于支护失效的最小峰值速度v，说明巷道帮部锚固支护抗冲击能力达到所需要求，支护

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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