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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巷道复合顶板全锚索一次支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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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大学 辽宁省复杂结构系统灾害预测与防治实验室，辽宁 大连

摘

116622 )

要：城山煤矿一采区3B煤层右0巷顶板为复合顶板岩层，为解决城山巷道顶板易离层冒顶

的问题，提出了新型的巷道复合顶板全锚索一次支护方案。采用弹塑性基本理论分析了锚索
加固机理，指出了高预应力全锚索大幅提高支护结构的早期支护强度与刚度，有效控制复合顶
板的离层和下沉，高预应力为复合顶板岩层提供了法向约束应力，明显改善了顶板岩层应力状
态。针对右0巷顶板岩层岩性及分层状况，运用数值模拟和现场实测的分析方法综合评价了巷
道复合顶板全锚索一次支护效果，分析了掘进、回采期间顶板下沉及锚索承载规律，掘进期间
顶板最大下沉量为34 mm，回采期间顶板最大下沉量为63 mm。现场试验表明：全锚索一次支护
对控制深部复合顶板变形效果十分显著，为深部复合顶板巷道支护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复合顶板；全锚索；数值模拟；工业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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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time support of full anchor cable in composite roof of deep roadway
LI Jinkui，WANG Hao
(Disaster Prediction and Control Laboratory of Complex Structure System in Liaoning Province，Dalian University，Dalian 116622，China )

Abstract：The roof of the Y0 roadway of the 3B coal seam in the mining area of Chengshan Coal Mine are composite
roof rock strata.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roof of Chengshan roadway was easy to fall off，a new support
scheme of composite roof full anchor cable for roadway was proposed. The elastoplastic basic theory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anchorage reinforcement mechanism.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high prestressed full anchor cable greatly
improved the early support strength and stiffness of the supporting structure，and the separation and sinking of the
composite roof wer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The high prestress of full anchor cable provided the normal restraint stress
for the composite roof rock strata，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stress state of the roof strata. Based on the
lithology and stratification of the roof layer of the Y0 roadway，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field analysis methods
were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support effect of the composite roof full anchor cable in the roadway，and
the bearing law of the roof subsidence and anchor cable during the excavation and mining were analyzed. The
maximum sinking amount of the roof during the excavation is 34 mm，and the maximum sinking amount of the roof
during the mining is 63 mm. Field tests results show that the full anchor cable support is very effective in controlling
the deformation of the deep composite roof. The support scheme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deep composite roof roadway
support.
Key words：compound roof；full anchor cable；numerical simulation；commercial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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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上覆岩层由于地质作用存在着厚度不均

序
号

名称

7

细砂岩

3.0

15.0 钻屑呈白色，钻进困难，压
力水不足

6

灰页岩

2.0

12.0 钻屑呈灰白色，钻进较快

5

凝灰岩

2.5

10.0 钻屑呈灰白色，遇水变黏、
夹钎，钻进困难

4

细砂岩

3.0

7.5 钻屑呈白色，钻进时较快

3

灰页岩

1.5

4.5 钻屑呈灰白色，钻进时较快



2

细砂岩

2.0

3.0 钻屑呈白色，钻进时较快

提出了采用树脂全长锚固高强锚杆+W型钢带+菱

1
0

泥岩
煤

1.0

1.0 钻屑呈灰色，钻进时较快

 

匀，层理、节理发育的软硬岩的复合岩层

，巷道顶

板复合岩层之间黏聚力c较小，易发生离层、分层冒
落



柱状

厚
累
度/m 厚/m

岩性描述

，复合顶板巷道支护是巷道支护的热点和难点





之一 。柏建彪等 针对复合顶板极软煤层巷道，
提出了运用合理的注浆、锚杆支护技术控制围岩稳
定，加强顶板支护强度，充分利用了围岩的自承能
力；马其华等





针对复合顶板变形特点，提出了采

用预应力中空注浆锚索+锚网索联合支护方案，有
效控制了围岩变形；路之浩等





提出了高性能预应

力支护体系，提高了岩体整体稳定性；蔡庆生等



形金属网联合支护的方法，有效控制了顶板岩层的
下沉；张俊文等





图1

针对厚泥岩复合顶板，提出了

“预应力锚杆+锚索承载结构，配合原生裂隙区域

Fig. 1

一采区3B右0巷ZK3B07钻孔柱状图

Columnar section ZK3B07 of Y0 roadway at seam 3B

注浆加固”的改进支护方案，有效地控制了厚泥岩

表1

复合顶板变形与破坏。本文以城山煤矿一采区3B

Table 1

煤层右0巷复合顶板为研究对象，提出了新型全锚

弹性

黏聚

内摩擦

抗拉

模量/GPa

力/MPa

角/( ° )

强度/MPa

0.21

8.5

8.2

35

2.5

灰页岩

0.28

5.5

4.0

27

1.8

凝灰岩

0.22

9.5

8.0

36

2.2

细砂岩

0.23

8.1

7.9

35

2.5

灰页岩

0.30

4.2

3.9

28

1.8

细砂岩

0.32

8.0

4.1

26

1.8

泥岩

0.35

4.5

2.2

22

0.5

煤

0.35

3.5

1.7

18

0.4

砂质泥岩

0.33

4.5

2.1

21

0.6

细砂岩

0.25

8.0

8.1

36

2.6

岩性

泊松比

数值模拟和工业性试验研究，旨在为深部复合顶板

细砂岩

巷道支护提供新的思路和解决途径。

索一次支护方案，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固机理分析、

1

工程地质条件及新型支护方案

1.1

工程地质条件
城山煤矿一采区3B煤层埋深780～820 m，煤层

厚度3.8～5.2 m，平均厚度为4.5 m，煤层倾角5°～
8°，直接顶为泥岩，厚度0.8～1.5 m，平均为1.0 m，直
接顶上覆岩层分别为细砂岩、灰页岩、细砂岩、凝灰

岩石力学参数

Rock mechanical parameters

岩、灰页岩及细砂岩，厚度1.5～3.0 m不等，根据勘
察报告，顶板岩层薄厚不均，软硬相间。右0巷掘进

6.7 m长锚索

时发生过多次冒顶事故，常规的锚杆锚索支护难以
25°

的矩形巷道，支护参数如图2所示。顶板锚索规格
为 φ21.6 mm×6 700 mm ，间 排 距 为 1 100 mm×
1 000 mm，采用树脂药卷锚固。两帮沿竖向布置

900

2.5 m长锚杆

3 800
4 000

φ22 mm×2 500 mm 左 旋 螺 纹 钢 锚 杆 ，间 排 距 为
900 mm×1 000 mm 。 金 属 网 规 格 为 2 000 mm×

图2
Fig. 2

2 000 mm，顶板及两帮均采用3 800 mm长钢带。
033036-2

右0巷支护断面

Roadway Y0 support section

4 200

新型全锚索一次支护方案
一采区3B煤层右0巷设计断面为4.0 m×4.2 m

900

1.2

25°

900

状图如图1所示，实验室测得岩石力学参数见表1。

3501 100 1 100 1 100 350

500 900

式，在右0巷进行了支护试验。右0巷ZK3B07钻孔柱

100

保证巷道正常使用。为了探究合理的顶板支护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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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z  a, z     a, z     z 

锚索作用机理

2

高预应力全锚索可以大幅度提高支护结构的
  

早期支护强度与刚度

将其代入式( 2 )整理为
  b
  r, z  rdr   a  z   0

 z  a zz

l
2a
 mzz  z  =
0 b2  a2   z  dz


，在复合顶板巷道中，能有

效地控制岩层节理面及层理面的离层、错动及新裂
隙的产生，通过高强锚索，利用其足够长的锚索长
度及较高的预应力，提高层状岩体的法向约束应
力，增大了岩层间的摩擦力和围岩抗剪强度的大
小，使岩体具有初步的整体性，再加上选用合理的

m

式中， zz  z  为岩体内沿径向的平均轴向应力；l为
锚索长度。
对于锚索，存在如下关系式

锚索间距，在锚索高预应力的作用下，单体锚索形

d zzf  z  2
+   z  0
dz
a

成的压缩体可以相互叠加，从而在岩体的深部形成
巨大的拱形承载结构，使岩体的整体刚度进一步增
  

大

。

(3)

(4)

式中， zzf  z  为锚索平均轴向应力。
岩体的本构关系方程为

锚索单体加固顶板围岩主要是通过锚索单体、

  r，z  =Gm  Gm

黏结剂及托锚力的共同作用加固复合顶板围岩。
根据弹性力学理论建立了复合顶板岩层及锚索相

dw
dr

(5)

式中，G为深部围岩体的剪切模量；w为深部围岩体

互作用力学模型，如图3所示。

轴向位移。
综合式( 1 )，(3 )，(5 )并沿a，r积分，得到
τ (r, z)

z

wr  wa 

l

dθ

 2 r 1 2

b ln   r  a2  

a 2
Gm  b  a  

2

a

dz

w  wa 
o
p



σzz(r, z) σzz(r, z)

图3
Fig. 3

r

(6)

(7)

将式( 6 )代入式( 7 )，可得

0 

锚索及其影响岩体微段模型



假设锚索及影响范围内岩体满足轴对称，则锚
索微元体的轴向平衡方程为

 zz 1    r rz  
 
0
z
r  r 

(1)

应力。

(8)

a

ab4

b

2

 a2 

2

ln

b
a 2 b2
a


2
2
a 2b  a  4





(9)

式中，E为锚索的弹性模量。
由锚索及影响岩体微段截面力的平衡条件
a2
f
b2  a 2

( 10 )

d 2 f
 k2 f  0
dz 2

( 11 )

m  

(2)

式中，a为锚索半径；b为围岩体内剪应力影响范

于是有

围。

 rz  b, z   0

w  w 

2G
d 2 f
  m Ef  m   f
2
dz
a Ef

对式( 1 )沿a，b积分，得到

  r rz 
 zz  r, z 
rdr  
dr  0
a
a
z
r



将式( 8 )代入式( 4 )，并进行微分可得

式中， zz 为锚索微元体轴应力； rz 为锚索微元体剪

b

Gm

其中，

microsegment model



b
1
 wr  wa d  r 2 
2 a
b  a 
2

σzz(r, z)

Anchor cable and its influence on rock mass

b

2

引入平均位移差的概念，得到

σzz

b

0a

其中，
033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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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2G m 
Ef a 2
1 

2
2
a E f 
E
b
a




m


索预紧力为300 kN，可得锚固承载拱承载能力为
722.77 kN ，是 普 通 锚 杆 支 护 ( Q=50 kN ，L=2.4 m ，
800 mm× 800 mm )所提供承载能力的6.42倍。

式中，E为深部围岩体的弹性模量。
式( 11 )的通解为

  z   A sinh  kz   B cosh  kz 
f

( 12 )

3

复合顶板巷道数值模拟试验

3.1

数值模拟模型的建立
利用有限元软件Midas GTS构建数值模型，模型

又有边界条件

P

f
 z  0，  z   2
a

 z  l， f  l   0


的尺寸为长×宽×高=70 m×2 m×50 m。整个模
( 13 )

设定为应力边界条件，承受均布荷载，上覆岩层平

式中，P为锚索预拉力。

均容重取25 kN/m，平均埋深800 m，则原岩应力为

得到锚索轴向应力为

 f  z 

型共划分8 340个单元，12 817个节点。模型上边界

20 MPa，数值模型左右边界 x 方向约束，前后边界 y

p
cosh  kz   c tanh  kl  sinh  kz 
a2

( 14 )

方向约束，底面边界固定，各岩层采用摩尔-库仑本
构模型，锚杆、锚索采用弹性本构模型。

式中，c为黏聚力。

岩层物理力学参数如图1，表1所示。锚杆、锚

相应地，锚索与围岩体界面剪切应力为

  z 

kp
 c tanh  kl  cosh  kz   sinh  kz 
2a

索参数见表2。
表2

( 15 )

Table 2

单体锚索压缩体相互叠加形成锚固平衡拱，力

杆体类型

尺寸/( mm×mm )

弹性模量/GPa

预紧力/kN

锚杆

φ22×2 500

200

50

锚索

φ21.6×6 700

195

300

学模型如图4所示。
q

锚杆( 索 )参数

Bolt ( cable ) parameters

拱

3.2

数值模拟结果及分析
掘进期间在锚索预应力作用下，围岩达到稳定

时，顶板岩层竖向应力分布如图5所示，各个锚索形
成的支护应力场相互叠加，改变了层状岩体的应力

巷道

状态，在顶板岩层中形成应力平衡拱，提高了顶板
图4
Fig. 4

岩层的承载能力，数值模拟结果也很好地解释了理

锚固平衡拱力学模型

Anchored balance arch mechanics model

论分析中锚索锚固平衡拱的高强承载力。

q

Q 1  sin   L  D 
2
D 1  sin   R  L  D 

7.348 48×10
4.659 20×10
1.969 91×10
-7.193 73×10
-3.408 66×10
-6.097 94×10
-8.787 23×10
-1.147 65×10
-1.416 58×10
–1.685 54×10
–1.954 44×10
–3.223 37×10
–2.492 29×10

( 16 )

式中，q为平衡拱的承载能力，kN；Q为锚索预应力，
kN；L 为锚索长度，m；D 为锚索间距，m；R 为巷道跨
度一半，m；θ为煤岩体内摩擦角，(° )。
由式( 16 )可知，复合顶板全锚索锚固平衡拱的
图5

承载能力与锚索预应力成正比，与锚索间距平方近
Fig. 5

似成反比，锚索间距对承载力影响较为显著。

应力/MPa

锚固平衡拱承载结构的承载能力计算公式为

锚索预应力锚固平衡拱

Anchor cable prestressed anchoring
balance arch

根据城山煤矿一采区右0巷地质生产条件、巷
道施工条件及新型支护方案，将相关参数代入式

掘进、回采期间进行了岩层竖向应力、顶板下

( 16 )进行计算，巷道跨度为4 m，锚索长度为6.7 m，沿

沉位移及锚索应力的数据采集，其结果见表3。回

巷道方向锚索间距为1 m，煤岩体内摩擦角为32°，锚

采最终巷道支护效果如图6所示。

033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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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Table 3

掘进期间，由于巷道开挖，短时内巷道表面围

数值计算结果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岩失去了约束，向巷道内部进行位移，巷道顶板最

数值指标

掘进期间

回采期间

大沉降位移为26 mm。回采期间，巷道顶板最大沉

岩层竖向应力峰值/MPa

33.16

47.19

降位移约为52 mm，在回采扰动作用下较掘进期间

顶板沉降/mm

26.00

52.00

顶板沉降位移有所增大，但在全锚索作用下位移仍

锚索应力峰值/MPa

13.00

36.60

然较小，有效控制了顶板的沉降。
掘进期间，顶板锚索应力最大值约为13 MPa；
回采期间，顶板锚索应力最大值约为36.6 MPa，与掘
进期间相比提升了23.6 MPa，约提高其掘进期间应
力的1.82 倍，回采期间顶板锚索受力增大，对顶板

应力/MPa

3.581 13×10 
-6.502 19×10
-4.881 57×10
-9.112 91×10
-1.334 43×10
-1.757 56×10
-2.180 69×10
-2.603 83×10
-3.026 96×10
–3.450 10×10
–3.873 23×10
–4.296 37×10
–4.719 50×10

岩层发挥了巨大的压缩作用，单体锚索压缩作用相
互叠加，使复合顶板各岩层锚固在一起，阻止顶板
离层。

4

( a ) 岩层竖向应力

4.1 全锚索一次支护现场实测
4.1.1 试验巷道测站布置
在城山煤矿3B煤层一采区右0巷进行了全锚索
一次支护工业性试验，支护参数如图2所示，建立了

位移/mm

1.552 02×10
9.877 33×10
4.234 46×10 
-1.408 39×10
-7.051 25×10
-1.269 41×10
-1.833 70×10
-2.397 98×10
-2.962 27×10
–3.526 55×10
–4.090 84×10
–4.655 13×10
–5.219 41×10

工业性试验

顶板下沉及顶板锚索承载监测站，布置方式如图7
所示，记录了巷道掘进期间和工作面回采期间监测
数据，如图8和9所示。

( b ) 岩层竖向位移

A

T1

A

图7

( c ) 锚杆锚索受力

图6
Fig. 6

T2

E

应力/MPa

3.664 01×10
3.452 16×10
3.240 30×10
3.028 44×10
2.816 58×10
2.604 72×10
2.392 86×10
2.181 00×10
1.969 14×10
1.757 28×10
1.545 42×10
1.333 56×10
1.121 70×10

C

B

Fig. 7

B

C

E

试验巷道位移及锚索监测布点

Test roadway displacement and anchor cable
monitoring points

回采最终巷道支护效果

Mining the final roadway support effect
35

掘进期间，竖向应力由于岩体的开挖，使其进

30

行应力重分布，竖向应力峰值为33.16 MPa。回采期
图可知，此峰值出现在靠近巷帮区域，有效限制岩

25
位移/mm

间，竖向应力峰值为47.19 MPa，由竖向应力云分布

A
B
C

15
10

下围岩竖向应力在顶底板形成应力降低区，顶底板

5

应力降低区域较小，有效控制顶底板围岩松动区范

0

033036-5

掘进距离/m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20

层竖向应力峰值向巷道深部转移，在采动荷载作用

围，提高围岩的整体性。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时间/d
( a ) 顶板沉降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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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索应力/MPa

16
14

护顶板下沉曲线分为3个阶段，围岩开始变形阶段

掘进距离/m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0

( 1～6 d )、围岩变形剧烈阶段( 7～23 d )、围岩基本稳

T1
T2

12

定阶段( 24～31 d )。

10

围岩开始变形阶段，巷道顶板沉降量为7.86～

8

10.25 mm ，平均 沉 降 量 8.88 mm ，占 全 部 变 形 量 的

6

28.07%～30.09%，平均为28.87%，最大沉降速率为

4

1.67～2.26 mm/d，平均为1.93 mm/d。顶板锚索应力

2
0

增 量 为 2.86 ～ 3.20 MPa ，占 全 部 应 力 增 量 的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时间/d
( b ) 锚索应力曲线

图8
Fig. 8

27.93%～28.12%，平均为28.03%，最大增长速率为
0.60～0.68 MPa/d，平均最大增长速率为0.64 MPa/

掘进期间试验巷道围岩稳定性分析

d。巷道顶板A点和C点的沉降位移和速率明显低于

Stability analysis of surrounding rock of test

B点，顶板T1锚索的应力和增长速率高于T2锚索，说

roadway during excavation
距工作面距离/m
60 55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65

动影响下，顶板开始向巷道空间内部弯曲沉降，由

0

于顶板对两帮施加压力与两帮对顶板支撑作用，导

A
B
C

60
55
位移/mm

明巷道掘进后，巷道顶板在上覆岩层质量和开挖扰

致顶板两侧A 点、C点比跨中B点沉降量和沉降速率

50

小，T2应力较T1小。

45

围岩变形剧烈阶段，巷道顶板沉降量为16.8～

40

21.95 mm，平均沉降量为18.99 mm，占全部变形量的

35

60.00%～64.56%，平均为61.78%，最大沉降速率为

锚索承载力/MPa

30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时间/d
( a ) 顶板沉降曲线
距工作面距离/m
65 60 55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40
T1
36
T2
32

2.62～5.88 mm/d，平均为3.76 mm/d。顶板锚索应力
增 量 为 6.46 ～ 7.14 MPa ，占 全 部 应 力 增 量 的
63.09%～62.74%，平均为62.92%，最大增长速率为

0

1.31 ～ 1.37 MPa/d ，平 均 最 大 增 长 速 率 为
1.34 MPa/d。巷道顶板A点和C点的沉降位移和速率
低于B点，但变化幅度明显高于围岩开始变形阶段，

28

顶板锚索T1和T2应力增量差值较围岩开始变形阶

24

段减小，说明在巷道顶板两帮岩层在不断沉降过程

20
16

中，顶板及两帮岩层、锚杆、锚索、W型钢带开始共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时间/d
( b ) 锚索应力曲线

同作用。

图9

3.23 mm，平均沉降量为2.67 mm，占全部变形量的

Fig. 9

围岩基本稳定阶段，巷道顶板沉降量为2.11～

回采期间试验巷道围岩稳定性分析
Stability analysis of surrounding rock of test

6.21% ～ 11.93% ，平 均 为 9.64% ，最 大 沉 降 速 率 为

roadway during mining

4.1.2

0.45～0.71 mm/d，平均为0.58 mm/d。顶板锚索应力

巷道掘进期间现场实测

增量为0.91～1.03 MPa，占全部应力增量的8.89%～

由图8可知，掘进期间，试验巷道顶板沉降量为

9.05% ，平 均 为 8.97% ，最 大 变 化 速 率 为 0.18 ～

28 ～ 34 mm ，巷 道 跨 中 A 点 沉 降 最 大 ，最 大 值 为

0.20 MPa/d，平均最大增长速率为0.19 MPa/d。巷道

34 mm，其平均沉降量约为30.67 mm。最大沉降速

顶板跨中B点、两侧A点和C点同时沉降，变化幅度基

率发生在开挖后7 d巷道跨中A点，为5.88 mm/d。锚

本相同，顶板锚索应力变化幅度较接近，说明顶板

索应力增量为10.24～11.38 MPa，平均应力增量为

及两帮岩层、锚杆、锚索、W型钢带完全共同作用。

10.81 MPa，最大增长速率为1.37 MPa/d。由图8( a )顶

4.1.3

板沉降曲线可知，巷道围岩掘进期间全锚索一次支
033036-6

工作面回采期间现场实测
由图9可知，回采期间，试验巷道顶板沉降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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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3 mm，平均沉降为58.33 mm，最大沉降速率为

与现场实测进行了对比分析，拟某一监测断面的顶

3.86～4.43 mm/d，平均最大沉降速率为4.08 mm/d。

板沉降和锚索承载力结果分析如图10所示。掘进

顶板锚索应力增量为17.95～19.34 MPa，平均应力

期间巷道顶板跨中B点在数值模拟中沉降为26 mm，

增量为18.65 MPa，最大增长速率均为0.9 MPa/d。由

实测结果为34 mm，差异23.53%，中间锚索承载掘进

图9( a )顶板沉降曲线可知，巷道围岩回采期间顶板

期间为13 MPa，实测结果为15.4 MPa，差异15.58%。

下沉曲线也分为3个阶段，围岩开始变形阶段( 距工

回采期间巷道顶板跨中 B 点在数值模拟中沉降为

作面距离65～55 m )、围岩变形增长阶段( 距工作面

52 mm，实测结果为63 mm，差异17.46%，中间锚索

距离55～18 m )和围岩变形剧烈阶段( 距工作面距离

承载回采期间为36.6 MPa，实测结果为37.89 MPa，

18～0 m )。

差异3.4%。掘进和回采期间的顶板跨中点沉降和

围岩开始变形阶段，顶板沉降位移及变化速率

顶板锚索承载均有一定的差异，差异范围3.40%～

非常小，巷道顶板沉降量为0.62～0.72 mm，平均为

23.53%，造成差异的原因是由于数值模型中简化了

0.67 mm，占全部变形量的2.19%～2.66%，最大沉降

岩层模型，没有充分考虑岩层中层理、节理及地下

速率为0.25～0.28 mm/d，平均沉降速率为0.26 mm/

水的影响，导致模拟值比实测值偏低，但模拟结果

d。顶板锚索应力增量为1.44～1.78 MPa，平均应力

对指导工程实际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应力最大增长速率为0.34～0.42 MPa/d，平均最大增

60

长速率为0.38 MPa/d。受到回采的影响导致围岩开

50

始应力释放，由于是初期，顶板跨中B点的沉降位移
与顶板两侧A点和C点基本相同，且速率变化不大。

30

26

20

速 率 也 在 不 断 增 大 ，巷 道 顶 板 沉 降 量 为 12.38 ～

0

10

47.57%～47.67%，最大沉降速率为1.13～1.33 mm/

图10
Fig. 10

d，平均为1.23 mm/d。顶板锚索应力增量为9.84～

20

13.0015.40

模拟 实测
掘B 掘B

12.87 mm ，平 均 为 12.86 mm ，占 全 部 变 形 量 的

模拟 实测
采B 采B

模拟 实测
掘T1 掘T1

模拟 实测
采T1 采T1

0

数值模拟与现场实测对比

Comparison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field
measurement

10.89 MPa，平均应力增量为10.37 MPa，占全部应力
0.73～0.77 MPa/d，平均最大增长速率为0.75 MPa/

50
36.60 37.89 40

34

30

10

增 量 的 54.82% ～ 56.31% ，应 力 最 大 增 长 速 率 为

60

52

40

围岩变形增长阶段，顶板沉降位移较大且变化

70

63

锚索承载力/MPa

70

位移/mm

增量为1.61 MPa，占全部应力增量的8.02%～9.2%，

5

结

论

d。T1的应力和变化速率均高于T2，应力变化幅度

( 1 ) 高预应力全锚索加固复合顶板是利用其足

明显高于围岩开始变形阶段，说明在巷道顶板岩层

够长的锚索长度及锚索较大的预应力，使总厚度较

沉降过程中，顶板岩层、锚杆、W型钢带及锚索已经

大的复合顶板各层岩体紧紧锚固在一起，形成压缩

开始共同作用。

体结构，增大了岩层的层间摩擦力以及每层岩体本

围岩变形剧烈阶段，顶板沉降位移及变化速率

身的抗剪强度，使岩层的整体性有一定程度的提

急剧增大，巷道顶板沉降量13.05～14.06 mm，平均

高，该支护方案的锚索属于密集型支护，每根锚索

为13.51 mm，占全部变形量的49.67%～50.21%，最

形成的压缩体能够相互叠加，使岩层的整体性大幅

大沉降速率为1.89～2.04 mm/d，平均为1.97 mm/d。

度提高，最终在岩体的深部形成巨大的拱形承载结

顶板锚索应力增量均为6.67 MPa，占全部应力增量

构，大幅度了提高岩体的承载能力。

的 34.49% ～ 37.16% ，应 力 最 大 增 长 速 率 均 为

( 2 ) 新型全锚索一次支护方案应用于城山煤矿

0.9 MPa/d。A ，B ，C三点沉降速率较大，但变化幅度

复合顶板巷道，现场实测掘进期间顶板最大沉降为

基本相同，同时锚索应力变化幅度较接近，说明顶

34 mm，回采期间顶板最大沉降为63 mm，位移较小

板岩层、锚杆、W型钢带及锚索完全共同作用。

且与数值模拟结果较接近。复合顶板的变形得到

4.2

数值模拟与现场实测对比分析
城山煤矿3B煤层一采区右0巷的数值模拟结果

了较好的控制，稳定性大幅度增强，使巷道检修和
反复支护次数明显减少，减少了顶板事故，有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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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了生产人员的生命安全，提高了整个煤矿的生产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01，20( 1 )：

效率，较好的解决了复合顶板支护的难题，并且为

53-56.

复合顶板支护提供了新思路，对全国范围内其他复

[10] 马其华，姜斌，许文龙，等. 复合顶板巷道围岩控制技术研究[J].
煤炭工程，2016，48( 5 )：47-49.

合顶板巷道支护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MA Qihua，JIANG Bin，XU Wenlong，et al. Study on surrounding rock
control technology of composite roof roadway[J]. Coal Engineering，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2]

2016，48( 5 )：47-49.

赵国栋. 巨厚复合顶煤大断面煤巷围岩控制技术研究[D]. 北京：

[11] 路之浩，冯国瑞，丁国利. 复合顶板松软煤层巷道破坏机理及高预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2011.

应力支护技术[J]. 煤矿安全，2014，45( 4 )：92-95.

ZHAO Guodong. Control technology research of thick composite roof in

LU Zhihao，FENG Guorui，DING Guoli. Roadway failure mechanism

large sections mine seam roadway [D]. Beijing：China University of

and high prestressed supporting technology in soft coal seam with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2011.

composite roof[J]. Safety in Coal Mines，2014，45( 4 )：92-95.

张亮，方新秋，郭辉. 复合顶板松软煤层巷道变形破坏机理及合理

[12] 蔡庆生. 复合顶板软弱煤层巷道破坏及支护应用[J]. 煤炭技术，
2016，35( 9 )：51-53.

支护设计[J]. 煤矿安全，2012，43( 2 )：63-66.
ZHANG Liang，FANG Xinqiu，GUO Hui. Failure mechanism and

CAI Qingsheng. Application of compound soft coal seam roadway roof

rational support design of roadway deformation in soft coal seam with

destruction and support[J]. Coal Technology，2016，35( 9 )：51-53.
[13] 张俊文，袁瑞甫，李玉琳. 厚泥岩复合顶板煤巷围岩控制技术研究

composite roof[J]. Safety in Coal Mines，2012，43( 2 )：63-66.
[3]

[4]

[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17，36( 1 )：152-158.

闫绪宇. 软岩顶板巷道围岩控制技术研究[J]. 煤矿开采，2015，
20( 3 )：73-75，45.

ZHANG Junwen，YUAN Ruifu，LI Yulin. Research on surrounding

YAN Xuyu. Surrounding rock control technology of roadway with soft

rock control of coal roadway with thick mudstone compound roof[J].

rock roof[J]. Coal Mining Technology，2015，20( 3 )：73-75，45.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17，36( 1 )：

苏士龙，杜跃，朱俊福，等. 基于离散元方法的深部巷道层状围岩

152-158.

稳定特性研究[J]. 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2020，2( 1 )：013002.

[14] 张展鸿，张占涛. 复合顶板煤巷锚杆支护技术[J]. 煤矿开采，
2010，15( 3 )：57-59.

SU Shilong，DU Yue，ZHU Junfu，et al. Numerical study on bearing

[5]

behavior of layered rock mass for deep roadway[J]. Journal of Mining

ZHANG Zhanhong ，ZHANG Zhantao. Supporting technology of

and Strata Control Engineering，2020，2( 1 )：013002.

anchored bolt for combined roof of coal roadway[J]. Coal Mining

[15] 康红普，徐刚，王彪谋，等. 我国煤炭开采与岩层控制技术发展40a

煤矿安全，2017，48( 3 )：52-55.

[6]

Technology，2010，15( 3 )：57-59.

曹俊才，左宇军，李伟，等. 特厚复合顶板离层破坏机理研究[J].

CAO Juncai，ZUO Yujun，LI Wei，et al. Study on failure mechanism of

及展望[J]. 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2019，1( 1 )：013501.

abscission layer failure of extra-thick compound roof[J]. Safety in

KANG Hongpu ，XU Gang ，WANG Biaomou ，et al. Forty years

Coal Mines，2017，48( 3 )：52-55.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underground coal mining and strata

崔希鹏，谷拴成，苏锋. 煤巷复合顶板变形破坏机理及支护技术

control technology[J]. Journal of Mining and Strata Control
Engineering，2019，1( 1 )：013501.

[J]. 煤炭科学技术，2013，41( 11 )：56-59，89.

[7]

CUI Xipeng ，GU Shuancheng ，SU Feng. Support technology and

[16] 康红普，颜立新，郭相平，等. 回采工作面多巷布置留巷围岩变形

deformation failure mechanism of roadway compound roof[J]. Coal

特征与支护技术[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12，31( 10 )：2022-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3，41( 11 )：56-59，89.

2036.

杨存智. 复合顶板煤巷围岩稳定性分析与支护技术[J]. 煤矿安

KANG Hongpu，YAN Lixin，GUO Xiangping，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全，2018，49( 1 )：218-221.

surrounding rock deformation and reinforcement technology of retained

YANG Cunzhi. Stability analysis and support technology of

entry in working face with multi-entry layout[J]. Chinese Journal of

surrounding rock of coal roadway with composite roof[J]. Safety in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12，31( 10 )：2022-2036.
[17] 康红普，林健，吴拥政. 全断面高预应力强力锚索支护技术及其在

Coal Mines，2018，49( 1 )：218-221.
[8]

[9]

动压巷道中的应用[J]. 煤炭学报，2009，34( 9 )：1153-1159.

杨峰，王连国，贺安民，等. 复合顶板的破坏机理与锚杆支护技术
[J].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2008，25( 3 )：286-289.

KANG Hongpu，LIN Jian，WU Yongzheng. High pretensioned stress

YANG Feng，WANG Lianguo，HE Anmin，et al. Mechanism and

and intensive cable bolting technology set in full section and

bolting support technique of complex roof[J]. Journal of Mining and

application in entry affected by dynamic pressure[J]. Journal of China

Safety Engineering，2008，25( 3 )：286-289.

Coal Society，2009，34( 9 )：1153-1159.

柏建彪，侯朝炯，杜木民，等. 复合顶板极软煤层巷道锚杆支护技

[18] 宋斌. 全锚索支护软弱煤层碎胀顶板巷道的探析[J]. 煤矿开采，
2011，16( 1 )：71-73，70.

术研究[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1，20( 1 )：53-56.
BAI Jianbiao，HOU Chaojiong，DU Mumin，et al. On bolting support of

SONG Bin. Discussionon supporting roadway with broken soft roof by

roadway in extremely soft seam of coal mine with complex roof[J].

fully anchored rope in soft coal seam[J]. Coal Mining Technology，

033036-8

李金奎等：采矿与岩层控制工程学报 Vol. 2，No. 3( 2020 )：033036
2011，16( 1 )：71-73，70.

33( 9 )：1828-1836.

[19] 苏学贵，宋选民，李浩春，等. 特厚松软复合顶板巷道拱–梁耦合

[20] 代小磊，聂衍盛，张广超，等. 软碎厚泥岩顶板巷道短锚索强力支

支护结构的构建及应用研究[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14，

护技术[J]. 煤矿开采，2013，18( 4 )：65-68.

33( 9 )：1828-1836.

DAI Xiaolei ，NIE Yansheng ，ZHANG Guangchao ，et al. Powerful

SU Xuegui，SONG Xuanmin，LI Haochun，et al. Study on coupled

supporting technology of short anchored cable for roadway with soft

arch-beam support structure of roadway with extra-thick soft compound

cracked and thick mudstone roof[J]. Coal Mining Technology，2013，

roof[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14，

18( 4 )：65-68.

0330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