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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高

接顶率防水平错动的方法，通过使用带有上下卡

柱的灌浆混凝土模具，提高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

的稳定性，使其具有抵抗水平应力的能力；形成

上注浆段，在巷道顶板形成支撑点，易使顶板及

时垮落，形成卸压效应；形成下注浆段，在巷道底

板板形成隔离带，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巷道底

鼓；通过工程塑料模具，降低了模具质量，易实现

模块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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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高接顶率防水平错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

现场实测煤层倾斜角度，与巷道顶底板岩层岩性；

计算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宽度，根据巷道顶底板岩性，确定支护体上下卡柱的高度与

宽度；

制作工程塑料模具，根据计算结果设置上下边缘倾斜角度、模具宽度、模具高度以及上

下卡柱高度，设置工程塑料模具上，上注浆进口和下注浆进口的位置；

在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预设位置在巷道顶板掏出适合工程塑料模具卡柱高度的卡柱

槽，同时钻出直径为50mm，高度为0.5m的注浆槽；

将工程塑料模具运输至沿空留巷工作点，安装至对应顶底板卡柱槽中，其中工程塑料

模具上注浆进口和下注浆进口置入注浆槽中；

将混凝土搅拌充分后，利用混凝土输送泵输送搅拌好的混凝土浆液，采用混凝土注浆

泵由模具外露的上注浆进口、下注浆进口注入上下注浆槽中，注浆压力2.0MPa，注浆时间为

15min；待模具出液口有混凝土流出后，用纸条密封，停止注入混凝土；

待模具稳定后，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沿空巷道全部支护完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高接顶率防水平错动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实测阶段所测量的煤层倾斜角度为回采工作面方向的倾角，对于角度变化段，进行

分段统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高接顶率防水平错动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理论计算阶段，当巷道围岩为强度较弱的泥岩时，支护体上下卡柱宽度设定为支护

体宽度的四分之三，高度设定为1.5m；当巷道围岩为强度较大的砂岩、石灰岩时，支护体上

下卡柱宽度设定为支护体宽度的四分之一，高度设定为1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高接顶率防水平错动与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模具制作阶段，所采用的工程塑料原料为聚苯基硫醚；模具厚度5cm，模具顶部具有

直径为10cm上注浆进口与出液口；模具内部有供注浆混凝土流动的内径为3cm的注浆管道，

模具表面有内径为3cm的注浆用注浆入液孔、注浆用注浆出液管；所述模具长度为2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高接顶率防水平错动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留巷卡柱槽与注浆槽掏槽阶段，所述顶底板卡柱槽应与模具上下卡柱相匹配，所述

注浆槽中线与卡柱槽重合，宽度为0.2m，高度为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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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高接顶率防水平错动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沿空留巷时的巷旁支护体的防水平移动方法，尤其倾斜煤层沿空

留巷技术，属于采矿工程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为有效节约煤炭资源，我沿空留巷技术应用广泛，现有主流沿空留巷技术为柔膜

混凝土技术。但在相邻工作面采空区冒落的矸石堆积在柔模混凝土墙体的侧边，对柔模混

凝土墙体有一定的侧压力；尤其当工作面为倾斜推进时，巷旁支护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水

平地应力，故巷旁支护体稳定性较差。由于这种沿空留巷方式难以保证较好的接顶率，巷道

支护效果较差。同时，巷道顶板强度较大时必须进行切顶作业，以保证巷道围岩以及支护体

的稳定性。这种沿空留巷技术流程繁琐复杂，巷旁支护体稳定性较差，亟待提出一种新的沿

空留巷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0003] 基于上述沿空留巷技术存在的不足，提出一种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高接顶率防水

平错动的装置与方法。通过使用带有上下卡柱的灌浆混凝土模具，提高沿空留巷巷旁支护

体的稳定性，使其具有抵抗水平应力的能力；形成上注浆段，在巷道顶板形成支撑点，易使

顶板及时垮落，形成卸压效应；形成下注浆段，在巷道底板板形成隔离带，在一定程度上预

防了巷道底鼓；通过工程塑料模具，降低了模具质量，易实现模块化操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设计合理、高接顶率、防巷旁支护体水平

错动、具有切顶作用、防止一定的防底鼓作用的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的装置与方法。

[0005] 本发明涉及的一种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高接顶率防水平错动的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现场实测煤层倾斜角度，与巷道顶底板岩层岩性；

计算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宽度，根据巷道顶底板岩性，确定支护体上下卡柱的高度与

宽度；

制作工程塑料模具，根据计算结果设置上下边缘倾斜角度、模具宽度、模具高度以及上

下卡柱高度，设置工程塑料模具上，上注浆进口和下注浆进口的位置；

在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预设位置在巷道顶板掏出适合工程塑料模具卡柱高度的卡柱

槽，同时钻出直径为50mm，高度为0.5m的注浆槽；

将工程塑料模具运输至沿空留巷工作点，安装至对应顶底板卡柱槽中，其中工程塑料

模具上注浆进口和下注浆进口置入注浆槽中；

将混凝土搅拌充分后，利用混凝土输送泵输送搅拌好的混凝土浆液，采用混凝土注浆

泵由模具外露的上注浆进口、下注浆进口注入上下注浆槽中，注浆压力2.0MPa，注浆时间为

15min；待模具出液口有混凝土流出后，用纸条密封，停止注入混凝土；

待模具稳定后，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沿空巷道全部支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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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进一步的，实测阶段所测量的煤层倾斜角度为回采工作面方向的倾角，对于角度

变化段，进行分段统计。

[0007] 进一步的，理论计算阶段，当巷道围岩为强度较弱的泥岩时，支护体上下卡柱宽度

设定为支护体宽度的四分之三，高度设定为1.5m；当巷道围岩为强度较大的砂岩、石灰岩

时，支护体上下卡柱宽度设定为支护体宽度的四分之一，高度设定为1m。

[0008] 进一步的，模具制作阶段，所采用的工程塑料原料为聚苯基硫醚；模具厚度5cm，模

具顶部具有直径为10cm上注浆进口与出液口；模具内部有供注浆混凝土流动的内径为3cm

的注浆管道，模具表面有内径为3cm的注浆用注浆入液孔、注浆用注浆出液管；所述模具长

度为2m。

[0009] 进一步的，留巷卡柱槽与注浆槽掏槽阶段，所述顶底板卡柱槽应与模具上下卡柱

相匹配，所述注浆槽中线与卡柱槽重合，宽度为0.2m，高度为0.5m。

[0010] 与相关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和有益效果包括：本设计能够保证支护体具有上

下卡柱以及注浆柱能够保证完全接顶接底，保证支护体能够及时完全的对巷道产生支护效

果；保证煤层倾角较大或水平应力较大时，支护体有较大的稳定性，有效防巷旁支护体水平

错动，支护体不易倾倒；支护体上卡柱以及上注浆柱形成开切效应与支点效应，能够使上覆

岩层“分离块体”快速回转下沉，形成切顶卸压效果；支护体下卡柱与下注浆柱，有效隔离底

板岩层，形成强承载结构，起到一定的防底鼓作用的；该支护体模具长度为2m、壁厚为5cm的

工程塑料体，其重量小、强度大、易装载、易加工、易运输、易实现模块化操作。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高接顶率防水平错动的方法的流程

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高接顶率防水平错动的方法的装置设置

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高接顶率防水平错动的方法的工程塑料

模具三视图；

附图标记：

1-沿空留巷巷道，2-支护体，3-工程塑料模具，4-上注浆出口，5-上注浆管，6-下注浆出

口，7-模具上卡柱，8-巷道顶板，9-巷道底板，10-下注浆管，11-模具内混凝土，12-下注浆槽

注浆段，13-上注浆槽注浆段，14-模具出液口，15-模具进液口，16-上注浆进口，17-下注浆

进口，18-模具下卡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的描述。

[0013] 基于现有技术中沿空留巷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出一种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

高接顶率防水平错动的方法。通过使用带有上下卡柱的灌浆混凝土模具，提高沿空留巷巷

旁支护体的稳定性，使其具有抵抗水平应力的能力；形成上注浆段，在巷道顶板形成支撑

点，易使顶板及时垮落，形成卸压效应；形成下注浆段，在巷道底板板形成隔离带，在一定程

度上预防了巷道底鼓；通过工程塑料模具，降低了模具质量，易实现模块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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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高接顶率防水平错动的方法，

具体步骤如下：

现场实测煤层倾斜角度，与巷道顶底板岩层岩性；

计算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宽度，根据巷道顶底板岩性，确定支护体上下卡柱的高度与

宽度；

制作工程塑料模具，根据计算结果设置上下边缘倾斜角度、模具宽度、模具高度以及上

下卡柱高度，设置工程塑料模具上，上注浆进口和下注浆进口的位置；

在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预设位置在巷道顶板掏出适合工程塑料模具卡柱高度的卡柱

槽，同时钻出直径为50mm，高度为0.5m的注浆槽；

将工程塑料模具运输至沿空留巷工作点，安装至对应顶底板卡柱槽中，其中工程塑料

模具上注浆进口和下注浆进口置入注浆槽中；

将混凝土搅拌充分后，利用混凝土输送泵输送搅拌好的混凝土浆液，采用混凝土注浆

泵由模具外露的上注浆进口、下注浆进口注入上下注浆槽中，注浆压力2.0MPa，注浆时间为

15min；待模具出液口有混凝土流出后，用纸条密封，停止注入混凝土；

待模具稳定后，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沿空巷道全部支护完成。

[0015] 现场实测，现场实测煤层倾斜角度，与巷道顶底板岩层岩性；理论计算，计算沿空

留巷巷旁支护体2宽度，根据巷道顶底板岩性，确定支护体上7、下18卡柱的高度与宽度；模

具制作，根据上一步骤计算结果，制作工程塑料模具，其上下边缘倾斜角度、模具宽度、模具

高度以及上7、下18卡柱高度；留巷卡柱槽与注浆槽掏槽：在沿空留巷巷旁支护体预设位置

在巷道顶板掏出适合工程塑料模具卡柱高度的卡柱槽，同时钻出直径为50mm，高度为0.5m

的注浆槽；工程塑料模具安装，将工程塑料模具运输至沿空留巷工作点，将模具安装至对应

顶底板卡柱槽中，其中模具上注浆进口16、下注浆进口17，应当置入注浆槽中；支护体混凝

土灌注，将混凝土搅拌充分后，利用混凝土输送泵输送搅拌好的混凝土浆液通过模具进液

口14灌注至模具内，待模具出液口15有混凝土流出后，用纸条密封后，停止注入混凝土；注

浆混凝土灌注，采用混凝土注浆泵由模具外露的上注浆进口16、下注浆进口17注入上下注

浆槽中，注浆压力2.0MPa，注浆时间为15min；待模具稳定后，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沿空巷道

全部支护完成。

[0016] 进一步的，实测阶段所测量的煤层倾斜角度为回采工作面方向的倾角，对于角度

变化段，进行分段统计。

[0017] 进一步的，理论计算阶段，当巷道围岩为强度较弱的泥岩时，支护体上下卡柱宽度

设定为支护体宽度的四分之三，高度设定为1.5m；当巷道围岩为强度较大的砂岩、石灰岩

时，支护体上下卡柱宽度设定为支护体宽度的四分之一，高度设定为1m。

[0018] 进一步的，模具制作阶段，所采用的工程塑料原料为聚苯基硫醚；模具厚度5cm，模

具顶部具有直径为10cm上注浆进口与出液口；模具内部有供注浆混凝土流动的内径为3cm

的注浆管道，模具表面有内径为3cm的注浆用注浆入液孔、注浆用注浆出液管；所述模具长

度为2m。如图3所示。

[0019] 进一步的，留巷卡柱槽与注浆槽掏槽阶段，所述顶底板卡柱槽应与模具上下卡柱

相匹配，所述注浆槽中线与卡柱槽重合，宽度为0.2m，高度为0.5m。如图2所示。

[0020] 与相关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和有益效果包括：本设计能够保证支护体具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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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卡柱以及注浆柱能够保证完全接顶接底，保证支护体能够及时完全的对巷道产生支护效

果；保证煤层倾角较大或水平应力较大时，支护体有较大的稳定性，有效防巷旁支护体水平

错动，支护体不易倾倒；支护体上卡柱以及上注浆柱形成开切效应与支点效应，能够使上覆

岩层“分离块体”快速回转下沉，形成切顶卸压效果；支护体下卡柱与下注浆柱，有效隔离底

板岩层，形成强承载结构，起到一定的防底鼓作用的；该支护体模具长度为2m、壁厚为5cm的

工程塑料体，其重量小、强度大、易装载、易加工、易运输、易实现模块化操作。

[0021]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本方法的描述，而根据权力要求加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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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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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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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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