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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强冲击地压巷道支护方法是在冲击地

压巷道中采用锚网、U型棚、吸能防冲支架三级联

合支护的方式，包括以下步骤：⑴在冲击地压矿

井巷道掘进100cm后，用金属网铺设顶板及巷道

帮部，安装并固定吸能防冲锚杆；⑵在巷道顶板

打出锚索安装孔并把锚索安装在其中；⑶放置U

型棚并锁固U型棚搭接位置；⑷随矿井巷道掘进，

循环完成步骤1、2、3，当巷道掘进600～800cm时

开始安装吸能防冲支架，随矿井巷道掘进，循环

完成步骤1、2、3、4；在掘进的同时根据巷道地质

条件采用防冲支架进行加固支撑，保证巷道稳定

与安全。该方法对保障煤矿安全高效开采、节约

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社会效益，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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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强冲击地压巷道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在冲击地压矿井巷道掘进100cm后，顶板及巷道帮部采用菱形金属网铺设，随

后在巷道顶板及帮部上打出等间距的锚杆安装孔，然后把吸能防冲锚杆固定在锚杆安装孔

中，吸能防冲锚杆的端部依次安装托盘、恒阻器和螺母；

步骤二：吸能防冲锚杆安装完成后，首先在巷道顶板打出等间距的锚索安装孔，锚索安

装孔尽量打在两锚杆安装孔的中间部位，然后把锚索固定在锚索安装孔中，锚索的端部依

次安装托盘、锁具；

步骤三：吸能防冲锚杆及锚索安装固定后，将U型棚放置在两排锚杆中间部位并锁固U

型棚搭接位置，同时与上一排U型棚连接固定；

步骤四：随矿井巷道掘进，循环完成步骤一至三，当巷道掘进600～800cm时，开始安装

吸能防冲支架；

步骤五：随矿井巷道掘进，循环完成步骤一至四，在掘进的同时根据巷道地质条件，如

遇断层、顶板破碎带等地质构造时采用防冲支架进行加固支撑，保证巷道稳定性与安全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强冲击地压巷道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种强冲击

地压巷道支护方法是在冲击地压巷道中采用锚网、U型棚、吸能防冲支架等三级联合支护的

方式，其中步骤一和步骤二为一级支护，步骤三为二级支护。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强冲击地压巷道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锚网由吸能

防冲锚杆、锚索、金属网构成，所述金属网为菱形铁丝网,选择常规8#铁丝编制而成的金属

网，网眼的大小为5cm*5cm，网片与网片搭接选用10#铁丝绑扎，间距不超过20cm，并且两网

片重叠距离不小于5cm，同时吸能防冲锚杆及锚索安装在两网片重叠中间部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强冲击地压巷道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吸能防冲

锚杆安装孔及锚索安装孔的间排距根据具体情况可调节，吸能防冲锚杆安装孔排距不超过

150cm，锚索安装孔的排距不超过200cm，具体数值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设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强冲击地压巷道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U型棚的间

距不大于150c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强冲击地压巷道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冲支架

侧护板随千斤顶自动转动，与巷道紧密搭接，并且根据危险段的范围确定防冲支架的数量，

防冲支架可以连接在一起，保证稳定性。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强冲击地压巷道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护方法通

过吸能防冲锚杆上的扩径式吸能装置和吸能防冲支架上的折纹式吸能装置吸收围岩变形

能释放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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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强冲击地压巷道支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矿山安全开采支护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强冲击地压巷道支护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冲击地压是煤矿开采中遇到的重大动力灾害，是矿山井巷和采场周围煤岩体由于

变形能的释放而产生的以突然、急剧、猛烈的破坏为特征的动力现象。简单的讲，冲击地压

就是煤岩体的突然破坏现象。如同装在煤岩里的大量炸药爆炸一样，煤和岩突然被抛出，造

成支架大量折损、冒顶片帮、巷道堵塞和伤及人员，伴随巨大响声及煤岩体震动。我国煤炭

资源丰富，但是浅部地质赋存优越的煤炭资源正在日益枯竭，逐渐转入深部开采是煤炭行

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随采深增加，冲击地压灾害频繁发生，给煤矿安全生产带来严重威胁。

近年来研究发现，巷道冲击地压数量占冲击地压总数的90％左右。

[0003] 目前国内外对巷道支护方式主要有锚杆、U型钢、棚-索协同支护、喷射混凝土支

护、超前液压支架等。锚杆支护经济实用，被广泛应用于煤矿工程中，但现有锚杆达不到防

冲的作用，在有冲击性巷道支护中难以推广应用。U型钢支护能提供较高支撑力，但U型钢连

接件提供的摩擦力达不到要求，工作阻力只能达到其承载能力的40％～60％，支架的支撑

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另外，U型支架容易受力不均，局部出现集中载荷和偏心载荷，支架发

生扭曲变形，大幅降低支架承载能力，发生冲击时极易发生整体失稳破坏。棚-索协同支护

能增强围岩强度，提高支护能力，但可变行量小，防冲能力差。喷射混凝土支护增强了围岩

强度，起到减小和阻止围岩变形作用，但不适合用于防治冲击地压。超前液压支架采用液压

支柱作为支撑，支护强度高，达到了支护上覆岩层的作用，但当发生冲击地压时，液压支架

很难抵抗强大的冲击载荷，造成支架支柱弯曲、断裂和爆缸等。现有巷道支护方法大多没有

从防冲角度进行支护设计，不能满足强冲击地压巷道支护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强冲击地压巷道支护方法，即在围岩

变形能释放时，支护结构能吸收围岩释放变形能，能减弱或降低冲击地压对巷道的破坏程

度，保证作业人员安全。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强冲击地压巷道支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一：在冲击地压矿井巷道掘进100cm后，顶板及巷道帮部采用菱形金属网铺

设，随后在巷道顶板及帮部上打出等间距的锚杆安装孔，然后把吸能防冲锚杆固定在锚杆

安装孔中，吸能防冲锚杆的端部依次安装托盘、恒阻器和螺母；

[0008] 步骤二：吸能防冲锚杆安装完成后，首先在巷道顶板打出等间距的锚索安装孔，锚

索安装孔尽量打在两锚杆安装孔的中间部位，然后把锚索固定在锚索安装孔中，锚索的端

部依次安装托盘、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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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步骤三：吸能防冲锚杆及锚索安装固定后，将U型棚放置在两排锚杆中间部位并锁

固U型棚搭接位置，同时与上一排U型棚连接固定；

[0010] 步骤四：随矿井巷道掘进，循环完成步骤一至三，当巷道掘进600～800cm时，开始

安装吸能防冲支架；

[0011] 步骤五：随矿井巷道掘进，循环完成步骤一至四，在掘进的同时根据巷道地质条

件，如遇断层、顶板破碎带等地质构造时采用吸能防冲支架进行加固支撑，保证巷道稳定性

与安全性。

[0012] 所述一种强冲击地压巷道支护方法是在冲击地压巷道中采用锚网、U型棚、吸能防

冲支架等三级联合支护的方式，其中步骤一和步骤二为一级支护，步骤三为二级支护。

[0013] 所述锚网由吸能防冲锚杆、锚索、金属网构成，所述金属网为菱形铁丝网,选择常

规8#铁丝编制而成的金属网，网眼的大小为5cm*5cm，网片与网片搭接选用10#铁丝绑扎，间

距不超过20cm，并且两网片重叠距离不小于5cm，同时吸能防冲锚杆及锚索安装在两网片重

叠中间部位。

[0014] 所述的吸能防冲锚杆安装孔及锚索安装孔的间排距根据具体情况可调节，吸能防

冲锚杆安装孔排距不超过150cm，锚索安装孔的排距不超过200cm，具体数值可根据工程实

际情况进行设定。

[0015] 所述U型棚的间距不大于150cm。

[0016] 所述的防冲支架侧护板随千斤顶自动转动，与巷道紧密搭接，并且根据危险段的

范围确定防冲支架的数量，防冲支架可以连接在一起，保证稳定性。

[0017] 所述支护方法通过吸能防冲锚杆上的扩径式吸能装置和吸能防冲支架上的折纹

式吸能装置吸收围岩变形能释放的能量。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利用锚网、U型棚、吸能防冲支架对冲击地压巷道进行

三级联合支护，吸能锚杆和吸能防冲支架均具有让位功能和吸收围岩释放变形能的作用，

一是吸能锚杆和吸能防冲支架中的吸能构件可以主动吸收围岩释放的能量，二是吸能构件

压溃让位距离为煤岩能量提供了释放空间，能间接吸收围岩释放能量，三是吸能构件压溃

让位距离能有效调整围岩结构，增强围岩自身承载能力，从而大大减弱冲击地压的强度，增

强支护效果，提高井下作业人员的安全防护系数；吸能锚杆的让位与吸能支架让位在空间

上能有效协调，吸能支架支护强度大于吸能锚杆支护强度，吸能锚杆的让位与吸能支架让

位在时间上也能有效协调，保证了三级支护整体的抗冲击力学性能。本发明对保障煤矿安

全高效开采、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重

大的社会效益，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用的吸能防冲锚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用的吸能防冲锚杆剖视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用的U型棚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用的吸能防冲支架正面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用的吸能防冲支架侧面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的巷道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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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7为本发明的巷道支护安装示意图；

[0026] 其中，

[0027] 1-扩径式吸能装置，2-折纹式吸能装置，3-吸能防冲支架，4-U型棚，5-锚网，6-围

岩，7-吸能防冲锚杆，8-锚索。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更好的解释本发明，以便于理解，下面结合附图，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和效果作详细描述。

[0029] 如图7所示，一种冲击地压巷道支护方法是在冲击地压巷道中采用锚网5、U型棚4、

吸能防冲支架3等三级联合支护的方式，包括以下步骤：

[0030] 步骤一：如图6所示，在冲击地压矿井巷道掘进100cm后，采用由吸能防冲锚杆7、锚

索8、菱形金属网构成的锚网5进行一级支护，顶板及巷道帮部采用菱形金属网铺设，随后在

巷道顶板及帮部上打出等间距的锚杆安装孔，锚杆安装孔间排距为100cm，孔深设定为

2.5m，然后把吸能防冲锚杆7固定在锚杆安装孔中，吸能防冲锚杆7的端部依次安装托盘、恒

阻器和螺母；如图1和图2所示，吸能防冲锚杆7上的扩径式吸能装置可以吸收围岩6所释放

的能量；

[0031] 步骤二：吸能防冲锚杆7安装完成后，首先在巷道顶板打出等间距的锚索安装孔，

锚索8安装孔排距为150cm，孔深设定为10m，锚索8安装孔尽量打在两锚杆安装孔的中间部

位，然后把锚索8固定在锚索安装孔中，锚索8的端部依次安装托盘、锁具，此步骤为一级支

护；

[0032] 步骤三：吸能防冲锚杆7及锚索8安装固定后，将U型棚4放置在两排锚杆中间部位

安装，并将U型棚4搭接位置进行锁固，U型棚4结构如图3所示，U型棚4安装间距设定为

100cm，将U型棚4搭接位置锁固，同时与上一排U型棚4连接固定，此步骤为二级支护；

[0033] 步骤四：随矿井巷道掘进，循环完成步骤一至三，当巷道掘进600～800cm时，开始

安装吸能防冲支架3，安装吸能防冲支架3结构如图4和图5所示，吸能防冲支架3上的折纹式

吸能装置可以吸收围岩7所释放的能量；

[0034] 步骤五：随矿井巷道掘进，循环完成步骤一至四；在掘进的同时根据巷道地质条

件，如遇断层、顶板破碎带等地质构造时采用防冲支架进行加固支撑，保证巷道稳定性与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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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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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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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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