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第 38 卷 第 12 期
2019 年 12 月

Vol.38 No.12
Dec.，2019

国内外煤巷支护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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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要总结我国煤巷支护领域现阶段的部分主要成果，同时阐述国外煤巷支护技术研究现状。国内煤巷支护
技术近些年主要是围绕锚杆支护而开发的多种单一或组合支护系统，但是煤巷支护现场不断涌出了的新问题；国
外煤巷支护系统具有多样性，为我国煤巷支护理论、装备及技术研究的进一步完善、多元化发展尤其是千米深井
煤巷围岩控制带来了有益的启发。笔者综合采用理论分析、模型试验、数值模拟及现场试验等多种研究方法对煤
巷支护深入研究，提出煤巷强帮强角支护理论与技术、纵向梁复合式支护技术、协同支护技术、抗剪锚管索支护
技术，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锚杆锚索一体化(协同)支护”。此外，基于研制的动压巷道物理模型试验装置，改
进了煤巷支护模拟技术，然后讨论了每项技术的创新点、适用条件及意义、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方向。最后，基于
上述研究成果，提出了我国煤巷支护技术发展趋势与建议，未来煤巷支护将采用多种主动支护工艺相结合或主被
动支护相结合等多元化方法，并逐步向智能支护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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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coal roadway support technology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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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briefly summarizes main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coal roadway support in China and
expound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coal roadway support technology abroad. In recent years，the support technology
of coal roadways in China is mainly a variety of single or combined support systems developed around bolting
support for solving the emerging new problems of coal roadway support sites，foreign coal roadway support
systems are diverse which have brought beneficial inspir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coal roadway support theory，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 China，especially for surrounding rock control
of coal roadways in deep coal mines with a depth more than 1 000 m. In this paper，the support of coal roadways
was deeply studied by mean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model test，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field test，and the
support theory and technology of strengthening sidewalls and corners，composite support technology of
longitudinal beams，cooperative support technology and shear-resistant anchor C-shaped tube cable(ACC)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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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in coal roadways were proposed，for realizing bolt and cable integrated(collaborative) support. In
addition，based on the physical model test device of dynamic pressure roadway support developed，the simulation
technology of coal roadway support was improved，and the innovation points，application conditions and
significance，existing shortcomings and improvement directions of each technology were discussed. Finally，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suggestions of coal roadway support technology in China
were put forward. In the future，the support technology of coal roadways will adopt diversified methods such as
the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active support technologies or the combination of active and passive support
technologies，and gradually develop to the direction of intelligent support.
Key words：mining engineering；coal roadway support；strengthening sidewalls and corners；collaborative
support；shear-resistance anchor C-shaped tube cable(ACC)；dynamic pressure roadway；technical progress；
intelligent support
段部分成果进行了简要总结，同时阐述了国外煤巷

1

引

言

支护技术研究现状，通过对比分析以期为我国煤巷
支护带来有益启发和借鉴，接着梳理了科研团队近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国
民经济保持稳步增长，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900 309

几年在煤巷支护方面的阶段性研究进展，最后提出
了我国煤巷支护未来发展趋势与建议。

亿元，比上年增长 6.6%。全国原煤产量 2018 年达
到 36.8 亿吨，比上年增长 4.5%，从根本上保证了

2

国内煤巷支护技术研究现状

国民经济的发展。可见，煤炭作为全国的支柱能源，
今后年产量依然会保持一定增速继续提高，煤炭行
[1]

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
已探明的煤炭资源储量占据全国一次能源总储
量的 94%，煤炭是我国能源保持长期安全稳定的战
[2]

煤巷围岩稳定性对保证矿山的安全高效生产具
有重要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煤巷支护
方式逐渐从被动支护形式向主动支护形式发展，具体
支护方式如图 1 所示。被动支护方式指巷道开挖后，

略保障 。国家推进了 14 个大型煤炭基地的建立，

在巷道围岩外侧布置支架类结构，通过支架类结构

加大了科技项目的投入，确定了《煤矿千米深井围

自身强度支撑围岩；主动支护方式指巷道开挖后，

岩控制及智能开采技术》等 3 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将锚杆打设到围岩内部，对围岩施加一定预应力，

制定了《煤巷锚杆支护技术规范》等相关规范和标

使围岩和锚杆相互作用，共同承担围岩压力。被动

准，以强化和保证煤矿安全生产，并且坚持科技兴

支护方式主要有木支护、砌碹支护、型钢支架支护、

煤的发展战略，强调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完善

可缩性支架支护等，其中可缩性支架支护应用最广

科技创新的研究体系，推动煤炭行业沿着科学性、

泛、最有影响力；主动支护方式主要有纯锚杆支护、

创新性、安全性、可持续性的方向快速发展。

锚网支护、锚杆锚索联合支护等，统称为锚杆支护。

我国煤炭生产主要为井工开采，每年需要开掘
煤巷支护

大量的巷道，其中煤巷占据了巷道掘进总量的 80%
左右[3]。煤巷是煤矿生产的重要通道，主要用于行
人交通、材料和煤岩体运输、通风等方面，其在服

被动支护方式

主动支护方式

支架支护

锚杆支护

务期内的通畅性和稳定性直接影响矿井的建设、安
全生产及采煤量。但是煤巷的岩层条件复杂多变，

炭科技的发展。本文首先对我国煤巷支护领域现阶

图1

煤巷支护方式

Fig.1 Roadway support patterns

锚杆锚索联合支护

多成果，形成了相关煤巷支护技术，推动了世界煤

锚网支护

大科技工作者对煤巷支护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诸

纯锚杆支护

为了保证煤巷在服务期内的稳定性，国内外广

可缩性支架支护

件差异性大、支护难度高、安全性差诸多问题。

钢
管
砼
支
架
支
护

砌碹支护

致使煤巷支护面临着围岩稳定性类型繁杂、设计条

型钢支架支护

地应力、岩层物理力学参数及矿井设计千差万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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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科技学者利用理论分析、室内实验、相似

承能力和锚杆锚索等构件的支护能力，进一步调动

模拟及现场实测等研究方法对煤巷支护进行了深入

巷道深部围岩的强度，从而使围岩和锚网索支护体

探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提出了高预应力锚杆

相互适应达到优化组合，实现支护构件一体化和荷

支护技术、耦合支护技术、让压支护技术等，有效

载分布均匀化，最终实现支护系统的耦合受力与变

地控制了煤巷围岩的变形，保证了围岩的稳定性。

形，进而控制围岩稳定。辛亚军等[17]采用数值模拟、

2.1 高预应力强力锚杆支护技术

相似模拟等方法进行研究，提出了大倾角煤层软岩

[3-6]

康红普等

提出高预应力强力锚杆支护技术，

回采巷道锚杆耦合支护技术，采用“锚杆+金属网+

通过高预应力锚杆对围岩施加较高的压力，可以控

大托板+喷浆”支护，增加锚杆长度、加大锚固力，

制围岩离层、滑动及裂纹的产生及发展，提高围岩

扩大锚杆间排距以防钻孔裂隙贯通，使用大托盘增

变形后的强度及弹性模量等力学参数，保证围岩的

加承载面积，防止托板被拉入围岩以保证顶板的完

完整性，从而组成一个有锚杆和围岩共同作用的高

整性，并进行工程应用论证了方案的适用性。张向

强承载体(见图 2 )。锚杆的预应力及其扩散对巷道

东等[18]研究发现煤巷两帮变形速率大于顶底板，采

围岩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必须通过托盘、钢带

用煤巷耦合支护技术，提出“锚网索带注”耦合支

等构件和锚杆联合作用，将预应力较均匀地扩散到

护体系，有效控制了采动影响下大跨度煤巷的围岩

巷道围岩中，如有需要可打设锚索，充分发挥锚杆、

稳定性。

[3]

[7-10]

锚索的联合作用，提高围岩的稳定性。康红普等

2.3 巷道让压支护技术

的成套支护技术已经在深井巷道、软岩巷道、破碎

何满潮[19]指出，在确定煤巷属于软岩时，在最

围岩巷道、深部高应力巷道、强烈采动影响巷道、

佳时段进行锚杆支护，充分释放围岩的变形能并发

沿空掘巷与留巷等复杂困难巷道成功应用，并且形

挥围岩的自承载能力，从而以最小的锚杆支护力达

成了相应的高预应力锚杆设计方法，主要包括预应

到最好的支护效果。同时提出了恒阻大变形锚杆支

力大小、锚杆杆体强度、直径、锚固长度等，指出

护技术[20]，即在锚杆杆体的尾部套装具负泊松比效

预应力大小一般为锚杆杆体屈服强度的 30%～

应的恒阻大变形装置，使锚杆既具有在恒阻条件下

50%，此外，支护设计应该采用低支护密度原则。

允许围岩发生一定变形的能力，又具有吸收岩体冲

张 农等[11]确定了影响深部煤巷支护的 3 个综合指标，
即顶板强度指数、帮部松散系数、软弱岩层不安全

击变形能量的功能(见图 3[14])。

因子，对煤巷支护难度进行分级，并提出了高强度、
高刚度、高预应力锚杆支护方法。马念杰等[12-13]现
场试验证明，困难条件下巷道围岩处于给定变形状

锚杆托盘

态，造成锚索大量破断，提出了对接长锚杆支护技
术，提高了支护构件与围岩变形的适应性，能够有

顶
板

预应力
承载结构
应

力

阻止滑动

区
锚杆

恒阻大变形锚杆结构

Constant resistance and large deformation bolt

李术才等[21-23]提出了高强让压型锚索箱梁支护
系统，认为针对高应力大变形巷道，必须进行“先
控后让再抗”支护，先控指在增强巷道围岩初期支

控制剪切

护力，提高围岩力学参数和自承载能力的基础上，
支护系统能够允许巷道围岩发生一定程度的连续变

煤
帮

形，将不可控的那部分变形能释放出来，即进行让

阻止离层

图2

Fig.3

[14]

structure[14]

效阻止顶板下沉和锚索破断。

压

图3

锚杆杆体

恒阻大变形装置

预应力锚杆支护原理[3]

Fig.2 Principle of pre-tensioned bolt support[3]

2.2 巷道锚杆耦合支护技术
[14-16]

压，然后支护系统仍然保持较高的支护力，即再抗，
从而控制巷道的变形。高强让压型锚索箱梁支护系
统由高预应力锚索、让压环和箱型梁组成，通过高
预应力锚索配合高强锚杆对围岩施加较大的支护压

提出巷道锚杆耦合支护技术，主

力进行先控支护，当巷道变形增大到一定程度后，

要指巷道锚网索耦合支护，具体包括巷道支护参数

通过让压环有限制的让压，释放多余变形能，当达

耦合和施工预紧力耦合，充分地发挥巷道围岩的自

到一个新水平后，通过箱型支护梁、锚索及锚杆进

何满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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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再抗支护。

通过相似试验分析了巷道底臌机理，提出了巷道连

2.4 巷道锚索梁支护技术

续双壳加固技术，即进行浅孔注浆(浅部壳体)提高

[24-25]

余伟健等

研究了厚层复合顶板煤巷整体变

岩体承载能力，深孔锚索束注浆(深部壳体)扩大岩

形机制，提出了大刚度桁架锚索梁控制技术，关键

体承载范围，从而达到控制围岩变形的目的。

技术及支护构件为两帮壁倾斜锚索与高强度型钢一

2.6 主被动结合支护技术

起形成的桁架锚索装置，利用顶板的大结构作用并

主被动结合支护技术是指同时应用被动支护和

借助锚索发挥力的传递作用将作用在顶板和两帮的

主动支护，如使用 U 型钢支架/钢管混凝土支架和锚

压力传入顶板压缩区中，提高了顶板和帮部的稳定

杆锚索进行联合支护。井巷工程用钢管混凝土支架

性。何富连等[26]提出多锚索钢梁桁架系统(见图 4)，

最早由臧德胜和韦 潞[32]于 2001 年提出，其指出，

其核心为钢梁–槽钢组合结构和多根固定在顶板纵

钢管混凝土支架具有先刚后柔的特性[32]；钢管混凝

深处的顶板锚索，两侧锚索倾斜穿过煤帮上方附近

土支架较型钢相比，钢管型号、核心混凝土配比繁

最大剪应力区至稳定区域，且锚固在肩窝深部三向

多，更能适用于复杂条件围岩支护；合理的巷道断

受压岩体内，具有锚点稳固、高强承载等特点。肖

面尺寸能够使得钢管混凝土支架在受力前期承受更

同强等[27]通过模型试验研究厚顶煤巷道的稳定性，
提出了高强高预应力锚杆及斜拉锚索梁支护技术，
利用锚杆增强厚顶煤锚固体的抗剪能力，并依靠斜
拉锚索提高两帮承载能力，从而维护巷道整体稳定。
5

多的轴向荷载，提升支护效果[33-34]。虽然钢管混凝
土支架性价比、支护强度优于相同用钢量的 U 型钢
和工字钢，但因施工工艺采用“井上灌注，井下安
装”的方法，使钢管混凝土支架圆弧拱构件重量增
加，运输中又严禁磕碰，人工架设困难，预制钢管
混凝土养护周期长，所以很难在实际工程中进行推

顶板岩层

广[32-34]。
200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高延法团队发明
井下灌注式钢管混凝土支架施工方法，解决了钢管
实体煤

F
3

2

p

1

混凝土支架施工工艺复杂的问题，并于 2010 年提出
煤柱

4

1—单体锚索；2—钢筋圈梁；3—槽钢；4—矩形半圆长孔；5—锚固区

图4
Fig.4

多锚索钢梁桁架支护[26]

Support of multiple-cable-girder-truss system[26]

2.5 锚杆注浆联合支护技术

承压环支护理论，将钢管混凝土支架进一步推广应
用到我国煤巷支护中。该团队围绕钢管混凝土短柱、
直梁、四分之一圆弧拱、支架做了大量模型试验。
首先，进行了适用于煤巷支护的不同尺寸、不同壁
厚的钢管混凝土短柱试验，试验表明，随着钢管混
凝土短柱壁厚的增加，钢管混凝土短柱应力–应变

靖洪文等[28]对深埋巷道给出了“三锚”支护技

特征曲线呈现从塑性软化过渡为塑性硬化，破坏形

术的建议，“三锚”具体指锚喷、锚注及锚索，锚

态从脆性斜切破坏过渡到腰鼓破坏；给出了不同尺

喷指在松散围岩内部打设锚杆，形成加固拱效应，同

寸钢管混凝土短柱的合理壁厚；分析了薄壁钢管混

时施作喷层及时封闭裸露的围岩；锚注指通过注浆

凝土短柱作用机理、钢管混凝土短柱极限承载力计

填充围岩内部的破裂面，改善围岩的力学性能，此

算公式[35-37]，并应用于巷旁支护[38]。其次，通过钢

外，锚杆采用全长锚固提高锚固力；锚索指利用高

管混凝土直梁及抗弯强化钢管混凝土直梁的模型试

预应力高强锚索将锚喷和锚注形成的加固体悬吊到

验及数值模拟试验表明，外焊圆钢抗弯强化钢管混

更加坚固岩层中，即通过锚喷、锚注和锚索耦合作

凝土直梁的抗弯性能分别为相同截面钢管混凝土直

用形成一个稳定的承载圈。张 农等[29]深入研究了

梁、内焊圆钢抗弯强化钢管混凝土直梁的 1.379，

布置在薄层状煤岩层中的巷道，总结了全断面失稳、

1.235 倍，并分析了中性层偏移规律，推导中性层偏

一帮内挤等不均匀破坏的特征，提出了以锚杆、锚

移位置、抗弯承载力相关计算公式[39-40]。再次，通

索、注浆等为主体的整体封闭式支护技术，并应用

过钢管混凝土四分之一圆弧拱、抗弯强化钢管混凝

于实践，有效地保证了巷道的安全性。张华磊等[30]

土四分之一圆弧拱的模型试验及数值模拟研究，分

通过力学模型研究了煤巷帮部失稳机理，提出将注

析不同抗弯强化圆钢尺寸、混凝土强度等级、矢跨

浆锚索支护技术应用于煤巷片帮治理。杨本生等[31]

比的钢管混凝土四分之一圆弧拱试件中性层偏移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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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荷载–位移变化规律，推导相关试件承载力计

岩巷道主动支护效果并不理想；

[39-40]

算公式

(2) 已有研究涉及的围岩控制理论，多数将巷

。井下灌注钢管混凝土支架施工主要涉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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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管

道顶板作为研究重点，对帮部的重视度不够，甚至

的研究。通过钢管混凝土支

将煤巷围岩中的顶底板和两帮分开考虑，忽视巷道

架模型试验及数值模拟研究了不同侧压系数、巷道

围岩复合结构体的整体作用，导致提出的支护理论

断面、不同型号钢管混凝土支架支护效果及钢管混

欠合理、周详；

及核心混凝土灌注工艺、混凝土早强指标
[42]

[43]

及灌注孔强度

连接

(3) 现有锚杆支护理论研究尚不完善，现场应

凝土支架内力变化、分布规律，试验表明相同巷道
断面尺寸下，钢管混凝土支架截面越大，极限荷载、

用中仍存在较多问题。如“三高”原则要求煤巷采

变形能力也越大；钢管混凝土支架更容易在加载点

用高强支护，有的煤巷按照原设计支护不力后围岩

及套管连接处附近因弯矩超限而发生局部失稳破

变形大、破坏严重，现场挑顶、扩帮、拉底后用全

[33，37]

坏

。目前该成果已在深井软岩、极软岩巷道、

应力集中区、交叉点硐室、大断面极软岩硐室等成
功应用

[43-51]

。

断面密集锚索补强成“刺猬式”状，收效甚微；有
的煤巷围岩层状特性显著，巷道变形引起层间剪切
错动加剧，高刚度高预应力锚杆抗剪作用减弱；还

2016 年开始，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单仁亮团队

有很多煤巷将锚索与锚杆隔排单独打设，无法实现

对井下灌注钢管混凝土支架支护体系进一步研究。

支护体间的协同效应，造成材料浪费且效果不佳；

通过对钢管混凝土短柱的研究，划分了薄、厚壁钢

(4) 对井下锚杆(索)在围岩中的真实受力情况

管混凝土的临界值，并分析 2 种情况下钢管和核心

认识不清，导致现有的锚固设计过多强调支护体的

混凝土不同的作用机理，推导相应极限承载力计算

轴向抗拉能力，而忽略其抗剪能力。杨仁树等[54]通

公式；研究了不同管径、壁厚、圆钢强化尺寸、矢

过现场揭露试验证实，锚杆(索)在煤巷浅部围岩约

跨比、核心混凝土强度、钢纤维体积参量这 6 种因

2.5 m 范围内的自由段承受较高剪切力，多处锚索

素对钢管混凝土四分之一圆弧拱承载力影响[49-53]。

出现剪断现象，未剪断锚索多呈不同程度的弯曲；

最后，通过研究预应力锚杆对围岩 c，  值等的改

让压支护允许围岩适度变形，却增加了锚索等支护

变，进一步完善了承压环理论[53]。

体承受的横向剪切力，可能滋生锚索剪断隐患，因

由此可见，国内煤巷支护技术近些年主要是围

此应重视支护体尤其是锚索的抗剪性能；

绕锚杆支护而开发的多种单一或组合支护系统，如

(5) 千米深井软岩、高应力、强采动巷道围岩

高强度、高刚度、高可靠性和低支护密度“三高一

大变形机理尚不清楚，现有的柔性结构主动支护强

低”强力锚杆支护理论与技术，锚杆(索)+钢带+金

度和刚度均显得力有未逮，目前还缺乏一种有效的

属网和局部注浆(喷层)等支护构件与工艺优化组合

支护方法能够彻底解决千米深井煤巷围岩控制难

的锚杆耦合支护技术，基于恒阻大变形锚杆、高强

题。

让压型锚索箱梁等结构的让压支护技术，锚索钢梁

综上所述，急需广泛搜集国际煤巷支护最新成

桁架系统、锚杆斜拉锚索梁等组合结构的锚索梁支

果，开展能够妥善处理以上问题的新型煤巷支护技

护技术，锚杆(索)+注浆(喷层)或注浆锚索一体化结

术研发，以适应我国未来较长时期煤炭资源安全高

构的锚杆注浆联合支护技术及锚杆(索)+U 型钢支

效开采的需求。

架/钢管混凝土支架的主被动结合支护技术等，此类
以锚杆支护为核心衍生的多种组合支护系统将会是

3

国外煤巷支护技术研究现状

我国煤矿近期的主体支护技术，也是我国浅及中深
部煤层开采最适用、经济有效的支护方式。虽然我

“支护”一般泛指用于限制岩体位移的自然和

国煤巷支护研究取得上述一些成果，但在现场实践

人工系统，但在考虑这些系统实际控制和改善岩体

中因具体条件各异又不断涌现新的问题，表现为：

力学响应的作用机制时，区分岩体“支护”和“加固”

(1) 锚杆支护引入我国后，主动支护理念迅速

是有必要的。C. R. Windsor 和 A. G. Thompson[55]中的

在煤巷支护中占据主导地位，恰逢彼时国内多数煤

定义，即支护是对开挖面施加反作用力的工艺和设

矿采深有限取得了很好的支护效果，因思维定势致

备如木材、填料、喷射混凝土、铺网、型钢或混凝

使现在无论遇到何种情况，支护设计都会优先考虑

土支架或衬砌等；加固是利用锚杆、锚索、土锚等

和选择锚杆等主动支护，很多情况下尤其是深井软

技术，从岩体内部维护或提高岩体整体性能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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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初期支护是指在开挖过程中或开挖后立即采

500

用的所有支护和加固措施，以确保开挖过程中作业
400

过程，一般用树脂锚固螺纹钢锚杆有时配合钢带或
金属网；二次支护是指在开采过程中，为了应对应
力环境改变或岩层条件恶化，在工作面滞后一定距

受伤人数

安全，并通过控制周边位移调动和保持岩体强度的

离或时间内进行补充支护和加固，在跨度较大的巷

300
冒顶
片帮

200
100

道交叉点，常采用锚索补强。
本文汇总了世界多数产煤国家在煤巷支护方面

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年份
(a)

取得的诸多成果，因考虑到各国煤炭开采历史、地
理位置、地层岩性、开采技术、设备工艺等条件迥

10

异的情况，将这些成果按上述条件共通或特点相似
8

的国别进行阐述，以期能给我国煤巷支护领域的专
死亡人数

家学者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为我国煤巷支护理论、
装备及技术的发展和创新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3.1 美国、澳大利亚

冒顶
片帮

6
4
2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煤炭资源分布均匀、赋存

0
2002

形态规整、煤层平直、埋深较浅，早期一直沿用房
柱式连采工艺，巷道顶板多用锚杆支护。70 年代开

2006

2008

2010

2012

年份

(b)

始发展长壁开采，每个长壁工作面有 2～5 条矩形回
采巷道，一般用连采机掘进，采用锚杆支护，包括

2004

图6
Fig.6

美国煤矿巷道事故伤亡情况[57]

Fall-of-ground injuries in US underground coal mines[57]

单体树脂锚杆、锚带或锚带网和桁架锚杆。根据现
场地质条件、巷道断面和监测数据，用计算机确定

美国现用的很多支护概念均起源于南非，包括

锚杆结构和支护参数。在应力较高位置如支承压力

Hercules Crib，Propsetter，MX Prop，Rocprop，Spider

区或临空侧回风巷，采取额外补强措施，如锚索或

Prop，并将预应力液压元件如 Jackpot 系统引入美国

各种支架，用于锚杆支护巷道补强的支架类型，如
图 5[56]所示。“罐”型支柱由一个灌注较高力学参
数材料的管体组成，是最常用的支架之一；在美国
的回采巷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木支护，如密集支柱、
单体支柱或“N”字木垛[56]。据 C. Mark 等[57]中数
据表明，美国每年仍有数百人因片帮、顶板大面积
冒落事故伤亡(见图 6)。

各类支架系统，且使用与南非相似的柱式支架除
Prop-type，Crib-type 支架外，单体系统如“罐”型
支柱也常被用于美国长壁工作面回采巷道。研究发
现，“罐”型支柱的截面积相对其承载力较小时，
易对软弱顶底板造成冲击，须装配端板来分散负载；
若支柱间距较大或缺少某种形式的护表构件如钢带
或金属网，则会增加支柱间直接顶垮落的可能性；
当支柱径高比降至 0.2 以下时，支柱稳定性降低[58]。
D. F. Gearhart 和 T. J. Batchler[59]对“罐”型支柱的稳
定性及其他性能进行了更详细地研究和讨论。此外，
树脂锚杆的性能主要取决于几个参数，包括锚杆与
孔壁间的环状空隙，以 3～5 mm 为最佳，加上树脂
的高浓度，会产生很高的背压，可能导致锚杆安装
发生屈曲或不合标准。因此，建立了一套用来模拟
地下安装和在实验室全面记录背压的装置，然后通

(a)“罐”型支柱

图5

(b)“N”字木垛

(c) 密集支柱

美国巷道支撑式支架类型[56]

Fig.5 Selected types of standing support being applied in
gateroads in US[56]

过改进设计来减少失效和不标准的安装[60]。顶板锚
杆的加固机理是由顶板地质条件和应力水平决定
的，C. Mark[61]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对顶板锚杆
的锚固机理、预应力、长度、承载力、安装时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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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等特性进行了探讨，并介绍了世界各地基于实

尽可能进行全长锚固，但增加了锚杆安装时的树脂

验验证、数值模拟和顶板监测的设计方法。最后，

压力和层理面张开的可能性，考虑到顶板岩层的天

对美国 37 个矿山顶板支护性能进行统计分析，提出

然自承能力与层理面开闭密切相关，从理论上讲，

了顶板锚杆系统初步设计的一些简单原则。为了弥

树脂压力最小化最为有益。因此聚焦于直接关系顶

补煤矿地质变化与工程设计之间的差距，M. Young

板锚固系统性能的 3 个关键问题：(1) 在最大化荷

[62]

建议应用煤矿顶板评级(CMRR)。CMRR 考虑

载传递强度和刚度的情况下，合理选择树脂组分；

了直接顶的抗压强度、结构面的抗剪强度和密集程

(2) 在锚杆安装过程中降低树脂压力；(3) 最大限度

度以及直接顶的湿度敏感性，已经在美国东部煤矿

地提高锚杆有效预紧力[68-69]。S. Ma 等[70-72]基于杆

得到了验证和广泛的应用，但在西部应用较少。因

体–浆体界面力学相互作用的黏结滑移关系建立了

此在西部某 A 矿采集了 30 个 CMRR 监测数据，在

全长锚固锚杆在拉拔试验中受拉荷载作用的分析模

每个测站对顶板稳定或不稳定状态进行二进制记

型，应用于有限差分程序中建立了受拉全长锚固锚

录，并记录顶板埋深、断层存在性、砂岩通道等参

杆的数值模型，荷载–位移关系、锚杆轴力分布和

数。方差分析表明，CMRR 值与顶板条件相关性不

界面剪应力分布等试验结果和预测结果吻合较好；

强，说明 CMRR 判据不能完全预测该矿顶板稳定

又基于超静定梁理论和一些其他基础结论提出了一

等

性，但 CMRR 值与断层及交叉点位置的相关性具
有统计学意义。Y. Xing 等[63-64]根据美国某地下矿山
的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岩体及结构面的力学性质
等资料，利用 3DEC 软件建立了三维数值模型，对
顺序施工和支护过程进行了模拟，研究了水平地应
力和岩体性质的变化对巷道稳定性的影响，评价了
岩体支护的有效性。G. S. Esterhuizen 等[65-67]首先对
西弗吉尼亚州某长壁工作面回风巷岩体变形、应力
变化和支护响应进行了综合监测。在第 1 个工作面
推进过程中，监测到煤岩体应力及顶板变形的微小
变化。由于应力环境和地质条件较好，直到第 2 个
工作面距监测点 10～15 m 范围时，支架开始承受
较大载荷，在顶板下沉 50～75 mm 时到达峰值，锚
索开始卸载，荷载转移至支架。支护系统能较好地

种预测节理抗剪强度和位移的分析模型，对锚杆预
紧力、节理摩擦角、混凝土强度和锚杆安装角度四
个影响因素进行了参数研究。C. Cao 等[73]分析了螺
纹钢锚杆形状与周围介质的相互作用，根据观测结
果将杆体–浆体界面破坏分为剪胀滑移破坏和平行
剪切破坏，并讨论了每种锚杆的优缺点，为工程技
术人员在实际应用中选择最优锚杆类型提供了一种
方法。D. Li 等[74-76]首先建立了不同围压下新型锚索
的全荷载位移性能本构模型，并利用先进的拉拔实
验装置，对新型锚索(Sumo)和传统锚索(TG)在轴向
载荷和恒定法向刚度下的性能进行实验和分析研
究；其次，还建立了一种模拟新型锚索的荷载–位
移性能的新分析模型，可以预测锚索的线弹性和非

控制回风巷顶板，监测结果为长壁工作面回风巷支

线性响应，并用新型锚索拉拔试验的实验数据对模

护策略的制定和验证提供了依据。其次，对 2 个埋

型进行验证；再次，将实验室锚索剪切试验简单分

深分别为 180 和 600 m 采用不同布置方式的长壁运

为单剪试验(SST)和双剪试验(DST)两种。采用卧龙

输巷的岩层变形和支护响应进行了局部监测。从开

岗大学研制的 DST 装置、英国标准单剪试验装置

掘阶段开始，首个工作面回采持续至第 2 个工作面

(BSST)和 Megabolt 单剪试验装置(MSST)在实验室

回采，比较 2 种不同地质和巷道布置条件下的巷道

对 4 根锚索进行了试验，对这些不同的剪切试验装

响应，验证了这 2 种不同工况下巷道响应数值模型

置进行了比较和评价。A. Mirzaghorbanali 等[77-78]

的有效性。最后，对高水平应力下长壁运输巷煤柱

研制了一种新型无接触式混凝土砌块双剪试验装

应力、顶板变形和锚索受力情况至工作面经过监测

置，并进行了一系列锚索双剪试验。结果表明，随

点时进行了大约 6 个月的监测，通过数值模拟，将

着预紧力增加，锚索的峰值剪切荷载及剪切位移均

模拟结果与井下观测数据建立联系，量化分析了高

减小。抗拉强度、捻距、束数和表面形状(平面、螺

水平应力对长壁运输巷顶板稳定性的影响；就高水

旋、锯齿)是影响锚索总抗剪强度的重要因素。煤矿

平应力下长壁运输巷的顶板支护要求，从补打锚索

顶板分级(CMRR)是一项成熟而稳健的煤炭行业标

的形式及补打的关键位置进行了探讨。

准，地质强度指数(GSI)也可用于确定岩体的地质力

多年来，澳大利亚煤炭行业一直致力于减小锚

学性质，W. Lawrence[79]介绍了一种用于巷道掘进和

固体系中的钻孔直径，以实现载荷传递最大化，并

工作面回采时的混合数值和经验的顶板支护设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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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称为巷道顶板支护模型(GRSM)，实质是一种适

效地防治底臌。

用于煤系地层的岩体分类方案。GRSM 利用 Bowen

3.2 德国、英国、法国
在德国，回采巷道主要采用拱形可缩性支架支

盆地开采建立的大型经验数据库，将岩体分类与采
动应力指标联系起来，确定了建议的顶板支护密度，

护。目前近 70%的巷道采用组合支护，即锚杆、拱

建立三维数值模型导出了巷道掘进和长壁回采 2 种

形支架与壁后充填联合支护，称为 A 型。这种支护

情况下的采动应力指标和应力指数计算公式。统计

类型是 1985 年在 Ibbenbüren 矿开发的，它在初期

分析表明，采用行业标准的顶板支护量化方法作为

工作时依赖锚杆，然后在滞后 50 m 的距离内架设

基础模板(GRSUP)，只需对 GRSUP 标准公式进行简

拱形支架(见图 7[86])，接着采用高强度材料在煤壁

单的修改，就可以得到改进的支护参数。R. W.

与支架间进行架后充填。在长壁回采过程中，往往

Seedsman[80-82]指出，直接顶悬吊理论是采矿工程师

保留工作面首次推过后的一条巷道进行巷旁充填，

常用的基本岩层控制策略之一，正确实施悬吊可最

金属支架加固并隔离采空区矸石。

大限度地提高顶板稳定性和降低长壁开采风险。但在
某些情况下，层理离层加固的替代策略可能更合适。
现有数值软件中使用的强度准则应考虑层理引入的
显著横观各向同性，抗拉强度应设置为零，抗压强
度是用纯摩擦元件脆性断裂破坏准则在黏聚力 c =
UCS/6、内摩擦角  = 0°或 33°时取较大者。该判据
可用于类似煤系地层的层状顶板最大垮落高度的估
算，可制成简单的设计图表，以评估各种采矿条件
下的顶板支护要求。在澳大利亚许多长壁开采地下
矿山，巷道顶板稳定性问题的主要诱因是工作面前
方的垂直应力显著增加。B. Shen 等[83]介绍了一种
新型的集成顶板位移、应力和地震监测的综合监测
系统及在澳大利亚某煤矿井下回风巷的应用效果。
结果表明，顶板垮落前，位移增加而水平应力减小；
地震活动在顶板发生明显位移或应力变化前增强，
在出现明显位移或破坏后减弱，在破坏发展过程中，
地震共振频率降低。还确定了一些具体地点和数量
的顶板冒落前兆，可能对顶板垮落的预测和预防有
益。H. Basarir 等[84]采用全局–局部建模方法建立了
矿山三维全局模型，提取作用在巷道上的应力，将
其施加到巷道二维局部模型上对其稳定性进行详细

图7
Fig.7

A 型组合支护巷道掘进[86]

Working development in combined support of type A[86]

20 世纪 50 年代末，德国煤炭工业 170 个拥有
60 万员工的煤矿每年生产 1.5 亿吨硬煤。当时，一
次能源需求的 70%由国内煤炭供应。随着世界能源
市场石油、天然气的发展和世界煤炭贸易的增长，
煤炭面临着长期的结构调整压力，须采取新的战略，
并为后采矿时代作好准备。2018 年 12 月 21 日，德
国最后一家硬煤矿、位于 Bottrop 西部小镇附近的
Prosper-Haniel 煤矿关停，标志着德国长达 200 年的
硬煤开采历史终结。在深井煤矿关停后，德国政府还
将有计划地关闭目前正在运营的露天煤矿和褐煤矿。
在英国，煤炭开采业的所有权转型和私有化后，

分析，提出了一种由锚杆、锚索和喷射混凝土组成

矩形断面和锚杆支护成为巷道的设计标准。初期支

的支护体系，将验证后的模型应用于评价支护系统

护采用树脂全长锚固锚杆，外加柔性锚杆或锚索包

的性能。结果表明，该支护系统能显著减小位移，

括预应力锚杆，也有用金属锚杆或玻璃钢锚杆进行

[85]

可适用于类似深部矿井的大变形巷道。S. Mo 等

帮部锚固，在工作面外侧回风巷常用“N”字木垛

阐述了 Glencore Bulga 地下矿山的底臌治理措施，

加固。J. Coggan 等[87]指出，在英国煤系地层掘进巷

并探讨了影响底板行为的因素。最常见的破坏模式

道顶板加固的稳定性要求及相关设计与直接顶岩层

是屈曲，底板锚索对减弱底板变形有很好的作用，

的工程特性和应力重分布直接相关。采用不同的数

还架设了支架如木垛和木支柱，并从裂缝处注射聚

值模拟方法如连续、非连续和混合有限元–离散元

氨酯(PUR)，以防止底板剪切滑移。此外，还补充

程序模拟高水平应力和弱直接顶对巷道顶板稳定性

了顶角支护，防止岩块从顶板裂缝处掉落。在某些

产生的显著不利影响。结果表明，顶板相对薄弱的

情况下，使用 PUR 注浆配合长锚杆和锚索，可有

厚泥岩对巷道破坏程度有显著影响，需进一步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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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18 日，英国煤炭控股有限公司(简称英

加，新型钢材还具有较强的抗腐蚀能力，通过增加

国煤炭公司)最后一个深井煤矿 Kellingley 煤矿正式

架间距或使用轻型支架降低巷道掘进成本。在地震

宣告关闭，这意味着，过去 300 年作为英国工业命

频发的深部 Bobrek 煤矿，对直接影响巷道顶板支护

脉、支撑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煤炭工业告别历史舞

和支架载荷的岩体振动和拱架竖向荷载进行连续

台，这个靠煤起家的工业大国将过去几百年的深井

78 d 的监测，结果表明，地震事件会引起支架载荷

采煤彻底写入历史。

的显著增加，尤其当巷道位于近地震波场，其峰值

在法国，煤巷用掘进机开掘，早期一般用金属

振速大于 25 Hz(PPVW)时，支架载荷达到很高的值。

可缩性支架支护，支护参数主要依靠经验确定，随

利用 FLAC 数值模拟软件分析了地震事件引起的波

着采煤工作面的推进，后期用巷道支架如单体支柱

动对拱形支架的影响，表明拱形支架上的计算荷载

加强支护，允许巷道产生适度的变形。随后锚杆在

有较大增加[93]。煤巷支护新技术是采用拱形支架+

欧洲矿业推广应用，法国将其引入岩巷、煤巷相继

锚杆支护，这种系统的效率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试用成功，锚杆设计考虑了巷道围岩特性如顶底板

锚杆的选择、系统能承受的载荷增加量以及对动载

岩性、地质构造、相邻采区掘巷及采动的影响，并

的抵抗能力。虽然欧洲大部分煤矿在使用拱形支架+

用岩层窥视装置观测岩体内部结构、监测围岩变形

锚杆支护，由于地质和开采条件的多样性，仍无法

为锚杆支护设计提供依据，少数煤巷采用单体锚杆

形成方案模板。因此，对不同方案下拱形支架与锚

支护，多数用锚带网配合金属支架联合支护。I.

杆的联合进行了现场研究，提出了工作面维护 nuw 指

[88]

Thenevin 等

在实验室对螺纹钢、光面钢、玻璃纤

标，用在有限的地质力学条件下对给定工作面的稳

维增强聚合物螺纹锚杆、柔性锚索、IR5/IN 特种锚

定性进行初步评价。此外，还考虑了波兰拱形支

索和微箱型锚索进行拉拔试验，得到了丰富的室内

架+锚杆支护系统设计的经验方法。结果表明，即

拉拔试验结果数据库，确定了围压和埋设长度对锚

使在采动应力作用下用钢梁加固可缩性拱形支架+

杆和锚索拉拔响应的影响；然后，提出了一种预测

锚杆支护仍能保持巷道的稳定性；在良好的地质和

全长锚固锚杆拉拔试验力学性能的新方法，并以三

开采条件下，支架间使用锚杆时，间排距可扩大到

线性黏结滑移模型为例进行了详细分析，通过与现

1.5 m；持续三年的监测显示收敛量仅有几厘米，充

场拉拔试验结果对比，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同

分证实了不同开采条件下拱形支架+锚杆联合支护系

时对全长锚固锚杆的杆体–浆体界面进行研究，确

统的有效性[94]。

定了杆体–浆体界面的本构关系[89-90]。2004 年 4 月

3.4 俄罗斯

23 日，法国最后一座煤矿、位于 Lorraine 地区的

在俄罗斯，采准巷道的维护继承了前苏联时期

La houve 煤矿被关闭，标志着法国 280 多年的采煤

的支护工艺，主要采用金属可缩性支架支护，优先

史落下了帷幕。由于开采成本过高和污染环境，煤

选用拱形可缩性支架。在断面形状规则的、无挑顶

炭发电逐渐在欧洲各国受到冷落。

卧底的纯煤层巷道，采用平顶形可缩性支架，如梯

3.3 波

形、直角梯形、矩形支架等。约有一半回采巷道采

兰

在波兰，几乎所有的硬煤巷道包括回采巷道主

用无煤柱护巷，巷内支护一般使用封闭式和非封闭

要采用可缩性拱形支架支护。在采煤巷道中，使用

式可缩性支架，补充支护以单体支柱、挂梁、锚网

组合支护越来越多，锚杆起补充支护的作用。许多

或锚带网等手段；巷旁支护有木垛、密集支柱、矸

矿山对金属支架的拱形顶梁进行锚固，在加固岩体

石袋、混凝土浇筑带等，锚杆主要起补强作用。在

的同时，消除了长壁工作面 T 型端头架设金属支柱

地质条件复杂、开掘施工困难的情况下，采用锚杆

的必要性，也有锚杆用于拱架之间扎牢拱架与横梁

配合木支架、金属拱形支架、整体浇筑混凝土支架、

或纵梁。除了锚杆，常用于加固拱形支架的还有纵

锚索加铺金属网或钢带、围岩破碎时注浆加固等联

梁、金属摩擦支柱和木支柱。在工作面采过后重复

合支护方式。结合受洪水和深层排水、地震和冲击

使用的巷道，通常采用木垛加固金属支架或沿采空

波动态载荷以及高温短脉冲影响的岩体开挖和锚杆

[91-92]

。这种工艺在

支护系统的可视化评价结果，结果表明，顶板锚杆

Bogdanka 矿得到普遍应用，已经成为一个标准，是

锚固力分布符合正态分布规律；分析了 OKO–2s

保证较高巷道掘进率的要素之一。在近几年，采用

地质雷达对巷道顶板的拍摄结果，经计算，顶板冒

力学参数增强的新型金属支架的矿山数量有所增

落高度范围为 0.2～2.25 m，与理论拱高结果一致[95]。

区边线用化学材料进行巷旁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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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naya 矿 V–12 煤层邻近岩体裂隙发育，构造

到安全系数 1.5 等值线的深度，建立了 5 种硐室形

应力场变化大，顶板岩体强度低、非均质性强，在

状的顶板、两帮锚杆长度关系式，除硐室形状和地

巷道开掘和维护过程中出现较大的岩体位移。在岩

应力外，锚杆长度还随岩体类型而变化。在印度，

体地应力测量、物理力学性能测试、顶板岩体结构

倾角超过 15°的煤层归为急倾斜煤层，急倾斜煤层

和裂隙钻孔窥视结果和确定顶板不连续区、不稳定

从岩层控制到高效机械化等诸多问题层出不穷。印

岩体预测参数基础上，给出了 Severnaya 矿 V–12

度煤炭公司 Govindpur 矿 Sawang-C 急倾斜煤层用房

煤层条件下的顶板锚杆支护参数[96]。此外，V. Klishin

柱式方法开采，爆破后的原煤用手铲、手扶篮等手

等 [97] 揭示了定向水力压裂降低长壁工作面回采巷

工装桶，为了实现装车作业机械化，M. Jawed 和

岩体隆胀强度的应用经验，提出了从操作室对回风

R. K. Sinha[102]从巷道稳定性角度出发，建议用 SDL-

巷顶板进行弱化的方案。V. Tatsienko 等

[98]

介绍了

LHD(动力化装载、运输、倾翻)取代了人工装载，

A. D. Ruban 矿区 Sychevskiy–I 矿段运输斜巷的开

用锚索锚固顶板，对大面积坚硬顶板采用爆破和水

掘特点、地质条件及用注浆充填锚后空隙和支架支

力压裂技术放顶，采用长壁顶板动力支护技术，提

护的室内试验和现场试验结果。在煤炭工业中，平

高安全性。

均每采 1 000 t 煤要开掘 10～15 m 的准备巷道，从

乌克兰煤炭储量丰富，主要集中在东部的顿涅

Kuzbass 矿的年采煤量来看，工业水泥消耗量达数

茨克(顿巴斯)煤田、西部的利沃夫—沃伦煤田及中

百万吨，骨料消耗量约 1 000 万 m3。调研发现，25%～
30%的矿山巷道混凝土衬砌每年都要重新铺设，这
是由于混凝土在不利工况条件下破坏，尤其是矿井
水的破坏作用。因此，研究矿渣骨料混凝土在巷道
整体浇筑混凝土衬砌中的应用意义重大[99]。

部的第聂伯煤田三大基地，然而各产煤区特别是顿
巴斯的地质条件颇为复杂，97%的煤是从深部采出
来的。乌克兰煤矿有 80%～90%的巷道采用拱形钢
三节让压支架，但这种支架可缩性有限，诺沃契尔
卡斯克综合技术学院研制成 KΠ–4H 钢四节让压支

3.5 其他国家

架，能有效维护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巷道，保证安全

除以上主要产煤国家在煤巷支护领域做出的贡
献外，其他国家如印度、乌克兰、加拿大、挪威、
伊朗、越南等国也为世界煤巷支护技术的发展付出
了很大努力。
据 BP 数据统计，印度是煤炭资源大国，因大
部分煤田地质构造简单，煤层较厚，且赋存较浅，

作业。在世界矿业中，采用锚索加固巷道是一种行
之有效的方法。在 Ukraine 西顿巴斯 Stepova 矿 165
号巷道进行了锚索的试验应用，并对支护–围岩系
统工况进行仪器监测。结果表明，锚索的应用可以
减少长壁工作面回采巷道的垂直变形量，论证了在
长壁工作面快速推进的情况下，用锚索代替端头支

以露天矿开采为主，井工矿数量较少，主要采用房

架或支柱的优越性[103]。通过对深井巷道层状围岩

柱式开采，锚杆支护技术简单，全长水泥锚固锚杆

变形机理和应力分布的分析表明，强度各向异性决

获得广泛应用。根据不同采掘条件选用合适的锚杆

定了巷道发生破坏的最薄弱部位；单一巷道围岩变

支护系统至关重要，为此，印度中央矿业研究院开

形主要表现为顶底板层状岩体的挤出楔形体；高应

发了一种诺模图和相应的 Boltsel 计算机软件来优

力状态下的岩体要求改变巷道支护的设计和施工方

化锚杆支护系统。为了改善锚杆在煤系地层的顶板

法，需要考虑支护–围岩系统的协调变形及围岩变

支护性能，需要掌握锚杆–浆体和浆体–岩石交界

形机理的特殊性[104]。

面 的 特 性 以 及 锚 杆 的 荷 载 传 递 机 制 。 U. M. R.

加拿大井工煤矿工业规模小，而新井工矿的开

Karanam 和 S. K. Dasyapu[100]对锚杆直径、长度和水

采涉及深海和急倾斜煤层，对开采技术要求高，且

灰比的变化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室拉拔和外推试验，

随着采矿和民用隧道开挖深度增加，开挖引起的地

建立了加载–位移曲线，与用 ALGOR 软件有限元

震活动和岩爆问题越来越多，且难以预防。传统的

分析得到的数值结果进行比较，数值模型经外推试

岩体支护不同于冲击倾向性岩体，以管控重力诱发

验进行了验证，并对锚杆的位移、应力、应变分布

的岩崩和浅层松散体为主要目标，易冲岩体支护需

进行了详细分析。R. K. Goel 等

[101]

3D

利用 FLAC 对

要抵抗动荷载和岩体剧烈破坏引起的膨胀作用。在

地下硐室开挖尺寸与锚杆长度进行参数化研究，分

剖析岩爆现象、岩爆类型、破坏机理、支护设计原

别建立了宽度为 5，10 和 20 m 的硐室计算模型，

则和可接受准则的基础上，P. K. Kaiser 和 M. Cai[105]

以获得锚杆长度的估算关系式，并提取从硐室边缘

指出，易冲岩体支护的选择过程是动态反复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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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观测进行设计验证与修改；介绍了一种在地

煤矿开采条件较为落后，煤巷锚杆支护普及度有限，

下巷道进行岩爆支护设计的交互式工具，以提高设计

很多巷道依然沿用木支架或金属 U 型钢支架支护，

[106]

的性价比。N. Bahrani 和 J. Hadjigeorgiou

研究了非

国内精煤产量较低。轻骨料混凝土(LWAC)延性较

连续体应力分析模型在岩体加固中的显式应用，通

低，可采用钢纤维提高其延性水平。对伊朗生产的

过一系列数值试验评估了用离散元程序(UDEC)实

5 种不同钢纤维和浮石轻骨料掺量的纤维增强轻骨

现局部和全局加固模型的性能，认为用加固模型检

料混凝土的密度、抗压强度、抗拉强度、抗弯强度

验全长锚固螺纹钢锚杆在纯拉伸和纯剪切条件下的

及韧性指标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轻骨料混凝土

力学性能是可行的。

的密度、强度和韧性明显大于木材，相同强度的

挪威煤炭资源储量有限，为 4～5 亿吨，斯瓦巴

LWAC 元件比木质元件的重量轻 22%。因此，用轻

德群岛地质条件比较简单，采用平硐开拓、连采机

骨料混凝土支柱代替木质支柱，可减轻支柱重量，

掘巷、长壁法开采，所有巷道均为煤层巷道，顶板

同时提高了使用寿命和可缩性[111]。此外，M. Ghadimi

采用锚杆支护，永冻层有利于保护井巷，稳固性可

等[112]考虑了拉拔试验条件下锚杆的形状和节理位

靠。针对岩体易爆、挤压条件下的巷道失稳问题，

移，提出了一种预测单节理斜交全长锚固锚杆位移

[107]

。吸能锚杆通过在恒定的负载水

的新解析解。对锚杆与浆体间荷载传递的研究表明，

平剪切滑移或杆体拉伸吸收变形能量，能承受较大

锚杆形状和间距对提高围岩的抗剪强度具有重要作

的荷载和岩体位移，因此吸能能力远远大于常规锚杆

用，并通过实验和数值模拟方法验证了该模型的性

(机械锚杆、全长锚固螺纹钢锚杆和摩擦锚杆)，在

能。S. Mahdevari 等[113]创建了伊朗 Tabas 煤矿 1.2 km

剪切滑移时吸能锚杆的动载能力小于静载能力，而

长巷道不同区段顶板位移监测数据集，建立了顶板

在拉伸时 D 型锚杆的动静载能力基本相同。地下锚

位移的人工神经网络(ANN)模型。另将现场勘察和

杆支护设计的基本原理[108]包括地下荷载条件、地下

实验室测试获得的地质力学参数作为自变量引入

洞室周围自然压力区、设计方法、锚杆类型的选择、

ANN 模型，并将监测数据代入多层感知器(MLP)网

锚杆长度和间距的确定、安全系数以及支护构件间

络中以估算围岩参数与巷道顶板位移之间的非线性

的相容性；首先，用一种新的长壁开采数值方法对

关系。结果表明，拓扑结构为 9–7–6–1 的四层前

Svalbard 的 Svea Nord 煤矿顶板的渐进冒落、冒落

馈–反馈神经网络是最优的，预测值与实测值吻合

体的压实和应力变化进行了详细的模拟，研究了回

良好(R2 = 0.911)，该模型是预测长壁开采巷道稳定

采巷道的稳定性和锚杆的承载过程，并用实测数据

性的一种有效工具。

研制了吸能锚杆

对数值模型进行了校正。结果表明，回采巷道的稳

越南能源资源丰富、种类储量惊人，已探明煤

定性和锚杆的受力与煤柱的宽度密切相关，对于窄

炭总量 65 亿吨，且品种多、质量好，大部分煤层构

煤柱，沿软弱夹层和层理的剪切位移会对锚杆产生

造复杂、厚度和倾角变化较大，采用平硐或组合开

较大的载荷。因此在锚杆支护设计时应考虑软弱区

拓，越南煤矿锚杆支护主要应用于岩巷，煤巷以棚

的位置，该数值方法可用于求解煤柱尺寸与锚杆

式(型钢支架等)支护为主，不能满足开采强度加大、

[109]

。然后，工程中应用的各种锚

深度加深的煤巷支护要求。2016 年首次在广宁矿区

杆形式，传统的强力锚杆选择原则仅适用于岩体

杨辉(DUONGHUY)煤矿 9–3 工作面运输巷试验了

中地应力较小的情况，在地应力较高情况下，吸能

煤巷锚杆支护技术，并取得成功。在层状岩体中开

锚杆是首选，除了安全因素外，还须考虑巷道的最

掘巷道，巷道周围的应力和变形状态一直是个较有

大允许位移和锚杆的极限位移量，锚杆在位移和能

争议性的问题。T. T. Minh[114]认为，巷道开挖后的

量吸收能力上应与同一支护系统中的其他支护元件

二次应力对巷道的设计和稳定性有很大影响；巷道

加固的最优组合

[110]

，理想的岩爆支护

跨度与层厚的比值是影响金属支架上压力和方向的

应能够有效地把岩爆能转化为支护构件的变形能

诸多因素之一，分析了巷道周围应力、变形和金属

和围岩的破坏能，高能屈服锚杆和高强临空面约束

支架内力的关系，确定 Quang Ninh 矿巷道跨度和层

构件金属网和金属网带是目前广泛采用的岩爆支护

厚改变时金属支架摩擦接头的合适位置。

相匹配；在岩爆支护条件下

构件。

综上，国外煤巷支护系统具有多样性。一般来

伊朗煤炭储量非常丰富，约为 76 亿吨，但因国

说，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每个长壁工作面开掘多条

际因素、机械设备缺乏阻碍重工业技术进步，造成

巷道、保留多个煤柱，采用锚杆支护，如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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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取额外补强措施。在英国，每个长壁工作面只

的千米深井软岩、高应力、强采动巷道支护提供

开掘一条巷道，为了保持其稳定性，工作面间往往

参考。

预留宽度大于 100 m 的煤柱，初期支护采用全长树
脂锚固锚杆，外加柔性锚杆或锚索包括预应力锚杆，

4

煤巷支护技术新进展

也有用金属锚杆或玻璃钢锚杆进行帮部锚固，在工
作面外侧回风巷常用“N”字木垛加固；法国少数

笔者结合近些年开展并完成的煤巷支护课题

煤巷采用单体锚杆支护，多数用锚杆配合金属支架

研究与实践及国外煤巷支护技术经验，针对现场支

或加铺钢带、金属网联合支护；在德国，平均开采深

护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综合采用理论分析、

度接近 1 200 m，拱形可缩性支架是主要支护形式。

模型试验、数值模拟及现场试验等多种研究方法，

近年来，近 70%的巷道采用组合支护(A 型“锚杆+

提出了煤巷强帮强角支护理论与技术、纵向梁复合

拱形支架”)，架后用混凝土充填，大多数情况下近

式支护技术、协同支护技术、抗剪锚管索支护技

工作面的一条巷道被保留下来为下个工作面重复使

术，均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15-117]，大多成果已成

用，须沿采空区边线进行巷旁充填。与德国类似，

功应用于西山矿区和汾西矿区煤巷支护[118-121]。此

波兰煤巷支护新技术是“拱形支架+锚杆”支护；

外，还对煤巷支护模拟技术开展研究，研制出了动

俄罗斯在地质条件复杂、开掘困难的情况下，采用

压巷道支护物理模型试验装置，已获国家发明专

锚杆配合木支架、金属拱形支架、整体浇筑混凝土

利 [122-124]。

支架、锚索加铺金属网或钢带、围岩破碎时注浆加

4.1 煤巷强帮强角支护技术

固等联合支护方式。据预测，由于地质因素和开采
技术条件的不断恶化导致巷道大变形，组合支护将
越来越备受推崇，特别是在锚杆支护方面。拱形支架
将采用更大的尺寸，使用力学参数增强的钢材，支
架上的衬砌结构也因其诸多优点将得到更广泛地应
用。因此，可从国外煤巷支护研究中得到以下启发：
(1)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锚杆等主动支护优点
众多，但被动支护也有高强度、高刚度、高适应性
且具一定可缩性的特点，需结合现场条件具体考量，
同等看待主被动支护，优势互补、扬长避短，很多
情况下如深井软岩巷道等可取得意想不到的积极
效果；
(2) 进一步完善和升级高预应力、高强度、高
刚度、高延伸率、高冲击韧性、恒(增)阻让压锚杆
等支护构件，研发适用我国煤巷条件的新型支护结
构如“罐”型支柱、混凝土墩柱、轻骨料混凝土
(LWAC)支柱及各种轻型支架，D 型锚杆、吸能锚杆、
增阻锚杆、高能屈服锚杆等新型锚杆和监测系统，
并完善相应的支护理论和设计方法；
(3) 针对破碎围岩、构造发育、深部高应力、
强采动影响等复杂难支大变形巷道，积极发展多元
化支护理论与技术，如采用锚杆支护、注浆加固、
应力转移(卸压)等多种主动支护工艺相结合或锚杆
支护+型钢支架或钢管混凝土支架等主被动支护相
结合的方法，解决复杂困难巷道维护难题；

笔者通过对煤巷的深入研究，提出了煤巷强帮
强角锚杆支护技术。
4.1.1 理论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煤巷两帮和顶底板是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的统一体，加强帮部支护除了能够强化帮
部稳定自身外，还能改善顶底板受力状况，形成帮
部与顶板的良性作用机制与巷道的合理耗能机制，
进而提高煤巷整体的稳定性。
(1) 强帮护顶良性作用机制
① 减小帮部的极限平衡区宽度
巷道开挖后，围岩应力重新分布，在巷道两帮
形成支承压力带，帮部煤体在此作用下出现极限平
衡区。增大帮部支护力即增加围压  3 ，极限平衡区
煤体莫尔应力圆圆心坐标增大，半径略有减小，从
圆 1 发展到圆 2，强帮支护提高了极限平衡区煤体
的强度参数 c，  值，抗剪强度包线由 A 变为 B，
应力圆更加远离抗剪强度包线，煤帮脱离极限平衡状
态而进入弹性应力状态，帮部稳定性增强(见图 8[140])。
结合马念杰等[125-126]的研究结果，煤巷两帮的极限
平衡区宽度为



MK1
ln 
X0 
2 tan 1 



c1
tan 1
c1
P
 x
tan 1 K1

K 2 H 1 








(1)

(4) 德国的深部巷道 A 型“锚杆+拱形支架”

式中：X0 为极限平衡区宽度，Px 为帮部支护力，K1

组合支护+架后充填联合支护方式，可为我国将来

为侧压系数，K2 为应力集中系数，M 为煤层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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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tan +c

A
1

2

c
o

3

1—原极限平衡时莫尔圆
2—增大支护力后莫尔圆
A—原极限平衡时抗剪
强度包线
B—增大支护力后抗剪
强度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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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岩变形压力，PR 为围岩自承力，PS 为巷道支护力。
由式(3)可知，围岩的弹塑性能量主要以 3 种形
式消耗，即围岩变形、自稳内耗和克服支护力做功，
其中围岩变形消耗是支护理论关注的重点，即通过
顶底板、两帮变形消耗；加强帮部支护提高帮部与

1

顶板强度和刚度比值，相对而言实现顶板让压支
护，允许顶板适度变形消耗能量，减小帮部塑性铰
圆心半径

图8
Fig.8

数量，提高帮部稳定性，从而为顶板提供有效支撑，
[140]

帮部支护力与莫尔圆的关系

促使巷道整体稳定。

Relationship between sidewall supporting force and
Mohr circles[140]

4.1.2 模型试验
以汾西矿区某煤巷为原型进行相似材料模型试

 为顶板岩层平均容重，H1 为巷道埋深，c1 为帮部
残余黏聚力， 1 为帮部残余内摩擦角。
由式(1)可知，增大帮部支护力 Px 可减小两帮

验，分析煤巷在据此支护理论设计的模拟支护方案
下的变形情况与围岩控制效果，以论证煤巷强帮强
角支护理论与技术的合理性，结果如图 9 所示。

极限平衡区宽度，增加煤帮对顶板的承载范围，相
当于减小顶板岩层跨度，从而有效支撑顶板、控制
裂纹

顶板变形，提高顶板稳定性。
② 提高帮部的竖向承载力
根据极限平衡理论，帮部极限平衡区煤体满足
莫尔–库仑强度准则，如下式所示：

 1f 

1  sin 
3  c
1  sin 

(2)

式中：  1f 为围压  3 下帮部的竖向承载能力，  c 为
极限平衡区煤体单轴抗压强度，  为极限平衡区煤
体内摩擦角。

Fig.9

由式(2)可知，增大帮部支护力即增加围压  3 ，
可显著提高帮部的竖向承载能力  1f ，且提高幅度
大于  3 ，从而为顶板提供更高的承载力，减小顶板
变形，维护顶板安全。
综上可见，增大帮部支护力不仅可改变煤帮应
力状态，增强帮部自身稳定性，减小两帮极限平衡
区宽度，改善顶板受力状况，而且可显著提高帮部
的竖向承载能力，为顶板提供更高的承载力，维护
顶板安全；顶板稳定后，则会通过顶帮互馈机制缓
解帮部受力，减小帮部变形，形成强帮护顶良性作
用机制。

图 9 显示，煤巷整体稳定性较好，巷道周边整
齐、成巷效果甚佳，四周均保持较好的连续性，帮
部无裂纹，顶板只在左角部产生 1 条微细裂纹，宽
度细小、长度较短，且在目前条件下并未有明确的
扩展倾向。因此，通过实施强帮强角支护方案后，
煤巷的帮部、角部支护得到加强，帮部强化后有利
于维护顶板安全，顶板稳定又能改善帮部受力，两
帮、顶底板均未发生明显的变形和破坏，围岩变形
得到有效控制，煤巷整体稳定性和安全性提高。
4.1.3 数值模拟

(2) 合理耗能机制
煤岩体在原岩应力状态下聚集了大量的弹塑性
变形能，巷道开挖会打破这种应力平衡，岩体中的
弹塑性能量必然以某几种形式释放，释放至一定程
度后与围岩自承力、巷道支护力达到新的平衡，实
现巷道稳定，如下式[127]所示：

PT  PD  PR  PS

图 9 煤巷强帮强角支护变形图
Deformation picture of coal roadway supported by
strengthening sidewalls and corners

煤巷强帮强角最直接的方法是合理设置帮角锚
杆的支护参数，为此，利用 FLAC3D 软件建立原型
巷道数值计算模型，通过改变帮锚杆的直径、长度、
布置密度、角度等参数，制定了详细的数值模拟方
案，研究帮锚杆各参数在强帮强角支护中的作用，
为该支护理论与技术在现场煤巷支护中的方案设计

(3)

式中：PT 为开挖后围岩向巷道空间位移的合力，PD 为

提供依据，同时进一步论证煤巷强帮强角支护理念
的合理性。数值计算结果如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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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锚杆横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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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锚杆倾斜角度

图 10
Fig.10

10

煤巷模拟变形结果

Simulation deformation results of coal roadways

图 10 显示，帮锚杆的横截面积对帮部变形影响

杆+混凝土墩柱联合支护，注浆加固等方法，加强

最为直接，随着帮锚杆横截面积增大，帮部变形量

煤巷帮部和角部支护，提高煤巷帮角强度及刚度，

明显减小，对顶底板也有积极的控制作用；在一定

增强帮部稳定性，减小两帮极限平衡区宽度，提高帮

范围内增加帮锚杆长度，可较大幅度地减小帮部变

部竖向承载力，维护顶板安全，实现煤巷整体稳定。

形，对顶底板影响也较为显著，顶底板变形量均有

煤巷强帮强角支护技术改变以往将巷道顶板作

不同程度减小；帮锚杆布置密度对围岩控制效果影

为支护重点的研究思路，弥补已有围岩控制理论对

响最大，帮部、顶底板变形量均随帮锚杆布置密度

帮部重视不足的缺陷，将支护重心转移至帮部和角

增加而急速下降，其中帮部变形量降低速率最大；

部，更接近煤巷现场实际情况，通过加固帮角改善

为了加强角部支护，据已有研究结果，角部帮锚杆、

围岩应力分布，形成良性作用机制和合理耗能机制，

顶锚杆均向外倾斜一定角度，在该实验中取 15°，

控制顶底板变形从而提高煤巷整体稳定性。解决了

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围岩变形量。由以上分析可知，

煤巷顶板过度支护浪费支护材料、支护效果不佳、

通过合理设计帮角锚杆支护参数实现强帮强角，可

帮部变形大难以控制的问题。适用于顶板整体性较

显著提高煤巷的整体稳定性，有效控制围岩变形。

好、帮部变形破坏较严重的煤巷，试验巷道均取得

4.1.4 强帮强角支护技术

了理想的控制效果。煤巷强帮强角控制顶底板变形

煤巷强帮强角支护技术是通过各种具体强化措

的作用有上限，这个上限尚需进一步研究确定，并

施，如采用加长或全长锚固锚杆，合理设计帮角锚

在巷道顶底板条件较差情况下应用时，须配合顶底

杆直径、长度、布置密度及倾斜角度等支护参数，

板补强支护一起使用，效果更佳；强帮强角支护理

外加帮锚索补强，使用 W 型钢带(钢筋梯)、金属网

论缺乏对应的支护参数设计方法，现场使用时支护

等辅助构件发挥帮部支护构件的整体性作用，帮锚

材料的量化比较困难，需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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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极限平衡区，提高其整体稳定性与支护效果，保

笔者通过深入研究煤巷支护的整体效果，提出
了煤巷纵向梁复合式支护技术，如图 11

[116]

证煤巷在服务期内的安全性。

所示，

煤巷纵向梁复合式支护技术利用纵向梁将顶板

即利用纵向梁(工字钢纵向梁或 W 型钢带纵向梁)将

锚杆、锚索、横向钢带和钢筋网等支护构件连接成

锚杆、锚索、横向钢带和钢筋网连接成一个整体，

整体，在巷道横向和纵向共同合理分配支护力，并

将锚杆、锚索的支护力合理地分配到纵向梁和横向

均匀作用在围岩表面，提高巷道整体稳定性。以往

钢带，再通过钢筋网均匀地散布于围岩表面，提高

在研究巷道稳定性问题时，通常将其简化为平面应

煤巷的整体稳定性。当使用工字钢纵向梁时，将两根

变模型，很少从纵向考虑巷道变形、支护加固的问

工字钢通过数根钢条并列焊接在一起，在工字钢两端

题，纵向梁即是从此角度切入提出的复合式支护技

焊接有 4 个螺栓孔的优质钢板，通过端部钢板用高

术，能够解决煤巷矿压剧烈、顶板破碎、整体性差、

[116]

强度螺栓连接前后相邻的工字钢纵向梁(见图 12

)。

变形量大、锚杆索主支护构件难以控制的问题。该

当使用 W 型钢带纵向梁时，将前后相邻的 2 个 W

技术是在原支护构件的基础上叠加，增加了组合构

型钢带纵向梁端部的孔重合，通过锚索连接，并锚固

件数量及安装、连接施工工序，同时增加了锚杆索

[116]

在煤巷围岩上(见图 13

)。该支护技术通过提高支护

等主支护构件对巷道表面不协调变形的敏感度，增

结构的整体性改善围岩应力状态，减小煤巷变形量

加了支护力的传递路径，易造成传递耗损；欠考虑
巷道掘进和工作面回采循环作业的问题，掘进阶段巷

掘进方向

道纵向变形不一致，铺设纵向梁后易造成梁体承受
拉应力作用，工作面推过后巷道废弃，纵向梁的连
1
4

接会对待采巷道的顶板造成一定影响，可适当考虑
纵向梁的张拉松紧度和预留量；回采巷道是非永久

2
5

巷道，造成支护材料的过多损失。
4.3 煤巷协同支护技术

3

广义的协同支护指支护体与围岩还有外界环

6

境的协同效应、不同支护体之间的协同效应以及同
一支护体支护参数间的协同效应，而狭义的协同支护
则不考虑支护体、围岩与外界环境的协同效应。锚

1—锚杆；2—横向钢带(W 型钢带或钢筋钢带等)；3—锚索；
4—十字交叉点；5—纵向梁(工字钢纵向梁或 W 型钢带纵向梁)；
6—钢筋网

图 11 煤巷纵向梁复合式支护示意图[116]
Fig.11 Schematic diagram of composite support of
longitudinal beam in coal roadway[116]
7

3

9
11

杆、锚索协同作用，就是包括锚杆与锚索之间的协同
效应，以及锚杆、锚索支护参数间的协同效应[128-129]。
不同支护体锚杆与锚索之间的协同效应主要体
现在时效性上。当锚杆与锚索联合支护时，由于锚
索钢绞线延伸率较小，而初期岩体变形较大，锚索
容易被拉断，锚杆的延伸率高，属于柔性支护，抗

8

变形能力强，支护初期先打锚杆，使锚杆与围岩先
10
12

3

3—锚索；7—钢条；8—工字钢；9—钢板；10—箱型梁；
11—螺栓；12—锚索托盘

Fig.12

图 12 工字钢纵向梁示意图[116]
Schematic diagram of I-beam longitudinal beam[116]
13

3

协同变形，释放一定变形能，到围岩剩余变形量小
于锚索极限变形量的时候，再打锚索，此时，锚杆、
锚索与围岩三者的变形趋于稳定，实现协同[130]。
同一支护体支护参数间的协同效应，即锚杆、
锚索支护参数与协同性的关系，很多学者在这一领
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影响协同效果的主要因素为预
应力的匹配和锚杆锚索的布置情况。

12
3—锚索；12—锚索托盘；13—W 型钢带

图 13

W 型钢带纵向梁示意图[116]

Fig.13 Schematic diagram of W-shaped steel strip
longitudinal beam[116]

李 元等[128]利用 ANSYS 软件，对锚杆、锚索
不同预紧力匹配进行分析，通过对比巷道收敛率和
杆体强度平均利用率，发现了锚杆与锚索预紧力分
别为 40 kN 以上和 140～160 kN 时以及为 60 kN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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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和 180～200 kN 时协同效果较好。尚 东等[131-133]

承载的协同优势，造成支护材料浪费、成本增加且

也通过数值模拟模拟了协同支护方案预应力的匹配

效果欠佳的问题而提出的，虽然锚杆锚索协同支护

性，得出了最优协同支护方案，并进行现场监测，

已经在我国几十座煤矿巷道成功应用，在围岩较破

证实了协同支护方案的有效性。

碎、节理裂隙较发育的煤巷支护中取得了良好的效

邹永德[134]将巷中关键部位锚杆替换成锚索，并

果，但此种锚杆锚索同排、同钢带布置方式实现的

辅以钢筋梯子梁和金属网将锚杆、锚索连成一个整

协同只是构件之间的整体性增强，至于二者的结构

体，协同效果较好。锚索一部分荷载与锚杆一起作

参数如直径、长度、间排距、预应力大小间的协同，

用加固浅部围岩，形成浅部加固拱，剩余部分荷载

尚需进一步研究，以达到更好的协同支护效果。

将浅层加固围岩锚固在深部稳定岩层，这样就能做

4.4 抗剪锚管索支护技术

到锚杆、锚索协同作用、共同承载。左建平等

[135]

岩体是典型的非均质介质，内部存在大量的结

设计了全空间桁架锚索协同支护方法，从三维角度

构面如层理、节理、裂隙及潜在破坏面等，在岩体

通过托架、十字钢带及金属网将巷道顶板、两帮以

中开挖巷道引起应力重分布，距巷道表面一定深度

及底角各支护构件连成一个整体，协调分配系统荷

范围内围岩沿层面、节理或破坏面剪切错动产生剪

载，防止局部失稳。

胀变形和剪胀力，剪胀力随剪胀变形的变化而发生

综上所述，锚杆、锚索协同支护的关键在于支

改变，且剪胀力的存在会加剧巷道的变形和失稳。

护构件之间的整体性，预应力的匹配性以及锚杆、

考虑到锚杆索的作用机制及现场应用，围岩剪胀

锚索安装的顺序性。

变形会导致锚索承受较高的剪切力。已有研究表

但是协同支护仍然存在其局限性。当在岩体较

明，岩体沿结构面发生相同剪切位移时，全长锚

为完整或结构面、节理不发育的岩层中，整个岩层

固锚杆的抗剪能力远高于端锚锚杆[136]，端锚锚杆

可近似看作是一个连续体，此时，同排锚杆、锚索
可看成是锚固在同一个整体上，类似“拔河效应”，
多根锚杆、锚索作用在同一根绳上即岩体，受力对
象只有一个，故比较容易达到协同支护的效果。
而当围岩破碎或结构面、节理较为发育时，每
排锚杆多数是固定在同一根钢带上，不连续的围岩
可看作被锚杆组锚固在同一根钢带上，此时，钢带
就充当绳子的作用，不同围岩作用在同一根钢带上，
锚杆之间也比较容易达到协同，但是在现场与锚杆
隔排打设、单独布置的锚索，其控制范围受节理、
结构面影响，在软弱破碎围岩内锚索的传力范围相
当有限，顶板控制范围小，呈点支护，锚索与锚杆
互相独立，整体协同性很弱，因而很难达到协同。

尤其是端锚预应力锚索靠近巷道侧有很长的自由
段，对岩层的横向作用较弱，导致锚索中的某股钢
绞线会承受远比其他钢绞线高得多的拉力而被剪
断，进而引起整根锚索的破断失效。如杨仁树等[54]
所证实，煤巷支护现场确实存在多处锚索在浅层围
岩被剪断的案例，而浅层围岩也恰恰是巷道支护的
重点。因此，抗剪锚管索(ACC)的初衷是保护锚索，
提高锚索的横向抗剪性能，防止锚索剪切破断，
并增强巷道围岩的抗剪切能力，阻止围岩变形。
研究发现，围岩剪胀变形仅发生在距巷道表面一定
深度范围内，随着离巷道表面距离的增加而减小，
剪胀力也随着远离巷道表面而逐渐减小，围岩稳

为了弥补此局限性，就要重视支护系统中各构

定所需抗剪阻力也随着远离巷道表面而减小，所

件的整体性。在软弱破碎围岩中，单独作用的支护

以开缝钢管的长度为有限长度，只需在巷道表面一

构件与其他构件形成的整体性较差，必须改变布置

定深度提供抗剪强度，限制浅层围岩的剪切变形即

方式，将各个支护构件组合在一起，如将锚杆与锚

可，显然，这个浅层围岩深度即是通常所说的松动

索布置在同一排钢带上，以扩大锚索预应力的分布

圈厚度。

范围，将锚杆与锚索各自的作用力集中在一起，使

为了提高巷道围岩的抗剪强度，抑制浅层围岩

其成为一个整体，即使围岩破碎、结构面、节理裂

沿层面、裂隙面或破坏面发生剪切滑移，可采用预

隙发育，但由于锚杆、锚索布置在同一条钢带上，

应力锚固技术提高岩层层面法向应力，加大层间摩

受力对象为同一钢带，如此也能协同作用。

擦阻力，也可借助锚索以外辅助构件如开缝钢管或

煤巷协同支护技术是在煤矿现场调研煤巷支护

配合锚杆的抗剪性能实现抗剪。由于岩体在产生径

时，针对顶板锚索与锚杆隔排单独打设，甚至有锚

向位移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横向剪切滑移，通过阻止

索托板被拉入岩体，不能充分发挥锚杆加固、锚索

横向位移也能限制围岩径向变形，减小巷道收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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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围岩稳定。为了有效地抑制巷道浅部围岩的剪

除不利变形。起初，开缝钢管压入钻孔后，钢管外

切滑移变形，可将预应力锚索和开缝钢管两种手段

壁与钻孔孔壁挤紧，产生沿管全长的径向压应力和

共同运用来提高围岩抗剪强度，达到控制围岩稳定

轴向摩擦力，其中径向压应力形成横向预抗剪力，

性的目的。另外，锚索外部开缝钢管也能够有效扩

轴向摩擦力与锚索安装后的预紧力共同作用提高

散锚索所受横向剪力，尽可能地避免了锚索局部受

节理面摩擦力，二者组成节理面的初始抗剪强度，

剪失效。

同时，轴向摩擦力形成浅层围岩锚固力，提高支

抗剪锚管索(ACC)是在预应力锚索自由段外侧

护强度；然后，若节理面剪切力大于初始抗剪强

距巷道表面一定深度扩孔、安装纵向开缝钢管的一

度，围岩产生微小变形，开缝钢管受压收缩，与

种组合支护系统，这种结构既能发挥锚索的高预紧

孔壁进一步挤压形成机械互锁力，径向压应力和轴

力提供巷道径向压应力抑制围岩产生离层、滑动、

向摩擦力均增加，锚索的轴向拉力也随之增大，节

裂隙张开及新裂纹的产生等扩容变形，又借助外部

理面的中期抗剪强度和浅层围岩锚固力均得到增

开缝钢管及裹紧索体形成的抗剪强度与开缝钢管锚

强，因钢管内径与索体间空隙较小，该阶段持续时

固力及锚索轴向拉力所产生的岩层层面摩擦阻力共

间较短；最后，若围岩继续变形，开缝钢管裹紧索

同抵抗围岩发生剪切滑移，能够有效地阻止巷道围

体形成近似“刚体”抗剪强度，轴向摩擦力与锚索

岩的横向剪切与轴向拉伸破坏，同时加强浅层围岩

轴向拉力提高的摩擦力共同抵抗节理面剪切，组成

锚固，形成一定厚度的连续承载体或锚固墙，实现

节理面的后期抗剪强度，同时，轴向摩擦力形成的

锚索+开缝钢管“1+1＞2”的支护效果，巷道周边

浅层围岩锚固力达到最大值，极大地限制岩体结构

组成坚固的围岩承载结构，最终达到稳定支护巷道

面的剪切滑移变形和法向离层位移，维持岩体的稳

(见图 14)的目的。

定性。

是增加岩体节理面的抗剪性能，同时增大浅层松动

围岩中的真实受力状态基础上，将开缝钢管(管缝式

围岩的锚固力，形成一定厚度的连续承载体或锚固

锚杆的杆体)和锚索同“孔”打设，既能发挥锚索锚

墙，主要从控制围岩横向剪胀效应角度减小甚至消

固深度大、承载能力高、可施加较高预紧力的特点，

岩层
树脂锚固剂

开缝钢管

锚索

软弱
夹层

抗剪锚管索支护技术是在探明井下锚杆(索)在

层理面

以深部裂隙岩体为例，抗剪锚管索的支护原理

锁具
托板

岩块回转

滑移错动
围岩受压破碎

裂隙张开及发育

图 14
Fig.14

抗剪锚管索结构示意图

Structural sketch of shear-resistance anchor c-shaped tube cable(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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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借助外部开缝钢管和锚索预应力增加的层面摩擦

素，以此为出发点，研制了新型的动压巷道支护实

力抵抗岩体结构面的剪切滑移，是笔者自提出锚杆

验系统，如图 15，16 所示。

锚索同排、同钢带布置协同支护以来，一直倡导并

3

4

3

志在实现的“锚杆锚索一体化(协同)支护”的“终
极版”。比较适用于围岩松软破碎、层理、节理、
裂隙等结构面发育、岩层剪切错动锚索受剪严重的
巷道。至今，抗剪锚管索支护技术还处于现场试验

1

2

阶段，虽然现场试用的反馈效果比较满意，但抗剪
锚管索结构的力学性能、支护机理及与围岩的相互
作用机制尚不十分明确，室内试验、模拟实验、现
场试验论证还很缺乏，均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离
全国范围内的规模化推广应用尚有一段距离，需要
进一步加强理论分析、实验研究等方面的工作，急
需建立一套抗剪锚管索支护技术的支护理论和设计
方法，为后期的技术快速转化、大规模推广使用做
好准备。

5

4.5 煤巷支护模拟技术

5—底部振动油缸

图 15

随着煤矿采掘技术的革新，巷道开掘逐渐向深
部发展。在深部采场及巷道围岩变形机理的研究中，

5

1—外框架；2—内框架；3—顶部静载油缸；4—顶部振动油缸；

Fig.15

动压巷道支护模型系统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dynamic pressure roadway
support model system

相似模拟试验具有仿真度高、还原性好、操作简便、
围岩变形过程及结果呈现直观等优势，逐渐被广泛
应用。从 1958 年我国出现第一台相似模拟试验架
至今，用于深部岩体的相似模拟试验装置经历了由
简单到复杂、二维到三维、人工操作到智能化的革
新，各式各样的相似模拟试验装置被应用于科学研
究和工程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杨立云等[137]
在岩石真三轴试验的基础上研发的相似模型实验装
置实现了二维与三维模型之间的自由切换，进行了
一系列深部巷道围岩力学特性的研究；李国彪[138]
采用深部破坏过程相似模拟实验系统，开展了针对
大断面巷道的物理模型试验；袁 璞等[139]采用深部
岩体分区破裂模型试验装置，使用加载、爆破开挖、
轴向超载的加载方式，模拟了爆破开挖作用下锚固
支护巷道的破坏过程。王 琦[140]采用大型二维模型

图 16
Fig.16

动压巷道支护模型系统

Dynamic pressure roadway support model system

试验系统对高应力与透水环境的巷道支护进行了模

试验装置主要由外框架和内框架 2 个独立的部

拟实验研究，试验模型尺寸达到了 2 400 mm×2 400

分构成：外框架与地面通过地脚螺栓连接在一起，

mm×500 mm。

起固定与引导作用；内框架内部为模型材料的填筑

现有试验系统一般采用预加载并逐级超载的方

空间和顶部加载装置，由滚轮组和导轨嵌入外框架，

式模拟采动对巷道及采场的影响，而事实上，巷道

并通过一对底部振动油缸产生竖向振动。本实验系

及采场受到的采动影响除了这种支承压力的提高，

统采用全自动控制液压油缸，除了可以实现常规的

还有采动过程中由于顶板断裂引起的振动压力，这

竖向及侧向加载外，还可以通过顶部动态油缸对模

种振动压力同样属于采动影响，在相似模拟试验中

型顶部施加动态荷载，用于模拟顶板断裂引发的振

却往往被忽略。笔者认为，采动过程中巷道及采场

动压力；底部的动态油缸可以带动模型做整体振动，

受到的振动压力是影响巷道围岩变形破坏的重要因

用于模拟远端震源引起的巷道围岩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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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套实验系统，笔者进行了一系列深部巷

岩的相互作用是组合支护效果的决定性因素，目前

道受采动影响的相似模拟试验，设定只施加静载的

锚杆(索)组合支护参数仍采用半理论半经验的方法

模型为对照组，施加动静组合荷载的模型为实验组，

获取，没有一种考虑锚杆群锚效应的系统计算方法，

并利用表观观察、位移及应力测试、超声测损等手

因此有很多的基础研究工作需要配套补充。

段，对巷道受到静态及动态荷载下的变形特性进行

(2) 根据不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及复杂困难

研究。试验结果表明，在施加同样静载的条件下，

如松软破碎、三软煤巷、沿空留巷、冲击倾向性及

同时施加动载的实验组模型比对照组模型巷道围岩

强采动影响等条件下煤巷支护具体要求，加上将面

变形大 8%～15%，且实验组模型的围岩波速降幅明

临的大范围千米深井煤巷围岩控制难题，需进一步

显大于对照组。因此，回采过程中巷道围岩的支承

完善和升级高预应力、高强度、高延伸率、高冲击

压力升高是巷道围岩变形破坏的重要因素，顶板断

韧性、恒(增)阻让压、抗剪锚管索等新型支护结构，

裂引起的振动压力则会加剧巷道围岩的变形破坏。

积极发展新型多元化煤巷支护技术如锚杆支护+高

煤巷支护模拟技术是基于研制的新型动压巷道

压注浆、锚杆支护+高压注浆+主动卸压等多种主动

支护试验系统，通过顶底部振动油缸对模型施加动

支护工艺相结合，锚杆支护+U 型钢拱形可缩性支

载荷模拟振动的“回”字形框架结构，能够实现对

架+架后充填、锚杆支护+钢管混凝土支架、钢管混

巷道受到的采动影响进行相似模拟的目标。此装置

凝土支架+抗剪锚管索支护等主被动支护相结合的

适用于煤矿常规大部分巷道的静载及动载模拟，均

方法，并提出对应每种组合方式的时空布置形式和

能取得较好的实验结果，可为后期研究千米深井高

参数。

应力、强采动巷道围岩大变形机理、探索解决煤巷

(3) 对我国现有和将来不同深度、地质和开采

围岩控制难题的方法提供实验基础。但因考虑到实

条件下的煤巷支护成功案列进行汇总创建数据库，

验室空间限制及实验人员劳动强度，模型架尺寸有

将影响煤巷组合支护形式选择与参数设计的关键因

限，只能制作一定比例的巷道模型；试验系统依然

素按重要程度设立不同层列的评价指标，并根据不

采用逐级加载的方式模拟煤巷围岩变形，而现场巷
道开挖则是一个快速卸载过程，有必要对该台装置
进行不断改进，使其模拟过程与现场实际相似度更
高，获得的结果更可靠。

5

煤巷支护技术发展趋势
煤巷支护的研究和发展一直是煤炭领域科技工

作者关注的焦点。我国自 1956 年引进锚杆支护至
今，经历纯锚杆支护到多种辅助构件组合支护，如

同条件下专家建议的组合支护形式、参数建立煤巷
支护设计专家系统，提升煤巷支护工程的设计程序
和评价系统，加强施工质量控制和可靠性检测，检
测锚杆(索)安装、支架架设、注浆、卸压等施工质
量，研究基于网络信息的实时监测和测试技术。
(4) 与信息化、生物感知、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AI)等前沿技术相融合，研发基于煤巷“智
能掘进”和“智能支护”两大子系统的“智能成巷”
技术体系。煤巷综掘技术与智能控制相结合已将基
本实现“智能掘进”，“智能成巷”主要是“智能

今锚杆(索)组合支护已是我国浅及中深部煤巷的主

支护”设备与系统的开发。借鉴生物信息感知及传

要支护形式，主动支护基本完全替代被动支护，但

递特性，研发智能锚杆、锚索与支架等支护元件，

随着我国煤矿开采深度不断加深，千米深井开采已

结合大数据处理原理和方法，研制新型传感或信息

势在必行[141]，而面临千米深井高地应力、强采动、

传递装置，如模拟微生物运动而设计的岩层钻孔微

长时强流变、结构大变形等急剧恶化的围岩条件，

纳尺度机器人等，精准广泛地采集地层岩性、地质

现有的组合支护技术将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

构造、岩体结构、支护体受力、矿压动态及围岩变

此，在前文提到的煤巷支护技术及研究新进展的基

形等实测数据，基于大数据分析模型和预警准则开

础上，仍有必要研发适应未来千米深井开采所需的

发多信息处理的巷道稳定性监测预警平台，结合专

新型煤巷围岩控制配套装备及组合支护技术体系。

家系统建立相应的决策机制，实现巷道变形与支护

笔者认为，未来煤巷支护技术的发展会从以下几点

装备如锚杆钻机、锚杆台车、掘锚机组等动作信息

深入：

的实时互馈，创建煤巷支护的智能施工系统，与“智

(1) 组合支护旨在追求“1+1＞2”的支护效果，
各构件的几何尺寸、预应力等参数间的匹配及与围

能掘进”系统相互配合，形成煤矿的“智能成巷”
技术体系。

• 2396 •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9 年

础上取得的，在面临特别困难条件及千米深井围岩

6

结

论

控制问题时，认为多种主动支护工艺相结合或主被
动支护相结合等多元化支护方法是发展方向。

煤炭开采主要涉及两大工程，即巷道工程和开

(4) 未来煤巷支护将与信息化、生物感知、大

采工程，其中巷道工程为开采工程服务，煤巷在全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AI)等前沿技术相融合，研

矿巷道中总长度最长，在服务年限内的维护和安全

发基于煤巷“智能掘进”和“智能支护”子系统的

至关重要。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智能成巷”技术体系。模拟生物系统的结构、原

(1) 国内煤巷支护技术近些年的发展主要是围

理、行为及相互作用，研发智能支护元件与系统，

绕锚杆支护而展开的多种单一或组合支护技术研

开发多信息融合的煤巷稳定性监测预警平台，结合

究，如“三高一低”强力锚杆支护、锚杆耦合支护

专家系统建立相应的的决策机制，实现巷道变形与

技术，基于新型装备的让压支护、锚索梁支护技术，

支护设备动作信息的实时互馈，创建煤巷支护的智

锚杆注浆联合支护及主被动结合支护技术等；煤巷

能施工系统，并集成“智能掘进”子系统，形成煤

支护短期内将继续沿着锚杆(索)组合支护各构件的

巷的“智能成巷”技术体系，为我国智能开采技术

几何尺寸、预应力等参数间的匹配及与围岩的相互

推广和智慧矿山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作用机理研究展开，但在现场支护实践中不断涌现
新的问题，急需开展新型煤巷支护理论、装备及技
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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