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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倾斜煤层直角梯形巷道支护技术
熊咸玉，戴 俊
（ 西安科技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

摘

要：缓倾斜煤层巷道在倾角和多种地质条件共同作用下变形破坏的形式较为复杂，给巷道围岩

的稳定性控制带来很大的问题，巷道开挖后的变形破坏呈现非对称特征，缺乏针对性强的支护措
施。 为了安全经济地开采缓倾斜煤层，以宁煤集团石炭井二矿区实际工程为例，采用数值模拟、室
内相似模型试验以及现场监测的方法对缓倾斜煤层巷道围岩分布规律及支护技术进行研究，结果
表明：缓倾斜煤层巷道围岩应力分布呈现非对称特征，低帮的应力集中大小以及范围明显大于高
帮，且低帮应力集中区到巷道帮侧的距离大于高帮。 倾角越大，两帮的应力集中差异越明显，低帮
应力集中区到两帮的距离大小值比高帮越大。 巷道高帮顶角以及低帮底角呈现为压应力区，其他
两边角表现为明显的拉应力区。 在非对称应力作用下，巷道围岩呈现非对称变形破坏特征。 根据
缓倾斜煤层巷道应力 － 变形非对称特征，提出了支护设计的原理，对巷道围岩进行了支护方案设

计。 在巷道支护后，巷道围岩竖向、水平非对称应力分布特征得到明显改善，其竖向应力明显向巷
道中部 转 移， 各 边 角 处 应 力 集 中 差 异 明 显 减 小， 顶 板 最 大 沉 降 量 由 支 护 前 的 ２１７ ｍｍ 降 低 到

６５．３ ｍｍ，巷道两帮收敛由支护前的 １９４．５ ｍｍ 降低到 ７４．４ ｍｍ。 通过工程实际验证，有效地控制围
岩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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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ｅｎｔｌｙ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ｇｌｅ 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ａｌ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在我国缓倾斜煤层分布范围广，并已形成相当的

软煤层直角梯形支护技术研究对煤炭资源安全经济

开采规模，储量和产量都约占全国相应值的 ４０％，煤

的开采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意义。

于倾角的影响，给煤炭的开采特别是巷道的稳定性控

程背景，采用数值模拟、室内相似试验以及现场监测

质较好，具有很高的开采价值
制带来很大的困难

［６－８］

［１－５］

。 但缓倾斜煤层由

。 其主要原因是巷道开挖后，

笔者以石炭井二矿区倾斜煤层（ １８° ～ ２７°） 为工

等手段，对缓倾斜煤层直角梯形巷道支护技术进行系

围岩应力分布及变形破坏呈现明显非对称特征，且随

统的分析，旨在为类似地区缓倾斜软煤巷道支护提供

着倾角、巷道断面的形式、地应力、煤层覆存条件的变

科学依据和参考。

形而变化 ［１０－１１］ 。

１

主要集中在大倾角、急倾斜煤层及倾斜煤层，且断面

１．１

国内外学者对煤层巷道技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形式多为矩形巷道和拱形巷道。 王旭锋、ＭＡ 等、刘
孔智等

［１２－１５］

对大倾角煤层巷道支护技术进行研究，

得出其应力分布和变形破坏呈现明显的非对称特征，
且巷道顶板中部、高帮及底板与高帮成的夹角是变形

非对称应力分布特征

１．１．１

基于数值模拟
工程背景

石炭井二矿位于西部宁夏高山地区，地面标高
为 ＋ １ ４３５．４４ ～ ＋ １ ４４８．８３ ｍ，开采的煤层主要赋存在
＋ ９６２．０ ～ ＋ １ ０３６． ５ ｍ， 是 典 型 的 倾 斜 煤 层， 倾 角 为

控制的关键位置，并对其进行加强支护。 ＫＵＬＡＫＯＶ

１８° ～ ２７°，可采煤层厚度为 ５．５ ～ ６．０６ ｍ，其中煤层储

行研究，得出该类巷道低帮的肩角弯矩最大，易发生

层厚度较大，含有软弱夹层，但在开采范围，煤岩层稳

等

［１６－１９］

对急倾斜巷道围岩非对称变形的控制技术进

煤体膨胀帮臌，巷道高帮轴力最大，出现内扩式发展，
并针对巷道的非对称破坏提出了全新的支护措施。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２２］

量最大、发育最好的是 ４ 层煤，其结构复杂多变，且煤
定性较好。
煤层巷道的顶板为泥岩，顶板以上依次为粉砂

对倾斜煤层非对称巷道围岩变形控

岩、中粒砂岩，直接底为泥岩，底板为粉砂岩。 其中泥

制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原支护方案下巷道的非对称变

岩为灰黑色，薄层状，水平层理含植物化石，粉砂岩为

形破坏，并进行支护参数优化。 ＧＡＬＥ 等 ［２３－２４］ 对缓倾

灰黑色，中厚层状，含植物化石。 该区煤层巷道沿顶

斜煤层支护方法进行研究，提出采用协调表层变形的

板掘进，极易塌方、冒顶，初期变形剧烈，拱顶下沉、两

长短锚杆支护结构，增强巷道表层承载能力，软顶情

帮收敛明显，且比较严重。 采用锚网支护后，巷道仍

况下锚杆安装的最佳角度为 ７０°。 综上所述，目前对

倾斜煤层巷道支护技术的研究较少，因此，开展倾斜

持续变形，且巷道围岩的变形破坏非常严重，增加了

支护的难度（ 图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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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煤

１．１．２

Ｆｉｇ １

建立数值模型

图１

炭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ｔａｎｊｉｎｇ Ｎｏ．２ Ｍｉｎｅ

数值模拟软件，根据摩尔—库仑准则建立倾角为 ２１°，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中粒砂岩
泥岩

２ ４６０

８．４９

２．９０

２ ０００

２．９

５．５

煤

１．１．３

４．６
４．０

２ ５１０
１ ８００

２４°的计算模型（ 尺寸 ３６ ｍ × ５ ｍ × ３６ ｍ） ［２５⁃２６］ ，其煤岩
层主要物理力学参数见表 １，在模型顶面施加 ２．５ ～

２０．０ ＭＰａ 竖向应力来模拟地应力的作用。

岩层物理力学参数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ｒｏｃｋ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厚度 ／ ｍ 密度 ／ （ ｋｇ·ｍ －３ ） 体积模量 ／ ＧＰａ

粉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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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炭井二矿巷道变形破坏

根据石炭井二矿区的工程地质条件，采用 ＦＬＡＣ３Ｄ

岩层

学

６．５０
１．２０

剪切模量 ／ ＧＰａ 内摩擦角 ／ （ °）
４．２０

３２．１

１．２０

３１．５

７．２７

３７．０

０．８６

模拟结果分析

图 ２，３ 为缓倾斜煤层巷道数值模型的分析结果，

分别给出了巷道的围岩应力分布、位移分布。 结果表
明：巷道的顶板、底板及两帮应力分布呈现非对称特

４２．０

黏聚力 ／ ＭＰａ

抗拉强度 ／ ＭＰａ

抗压强度 ／ ＭＰａ

３．４

２．７８

３４．０

８．５
２．１
１．３

３．４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２５．９
１０．７
１０．０

角梯形巷道顶板、两帮、底板和 ４ 个尖角处围岩模拟
地应力 －应变变化曲线，巷道围岩应力呈现出明显的

非对称特征，顶板应力分布大小分布依次为顶板中间
测点＞右帮侧测点 ＞左帮侧测点，且巷道围岩右帮一

征，且低帮应力集中峰值为高帮的 １．３３ 倍。 与煤层

侧最大应变明显大于左帮。 巷道 ４ 个帮角处各测点

区，而相反方向两尖角处表现为明显的拉应力区，且

肩角、低帮底角、高帮底角，低帮肩角应力比其他尖角

倾角相同方向对称的两尖角处表现为明显的压应力
压应力和拉应力的最大值均出现在巷道顶板的两尖

应力分布差异较大，从大到小依次为低帮肩角、高帮
处大 ２ ～ １０ 倍。 在上部顶板及两帮非对称应力作用

角处。 倾角越大，巷道围岩应力非对称分布越明显。

下，巷道底板的应力分布也出现明显的非对称特性，

巷道顶板和底板变形较大的区域集中在右帮侧，而巷

底板低帮侧的应力整体大于高帮侧。

（２） 巷道围岩变形破坏特征。 缓倾斜软煤层巷

道两帮的变形集中在左帮侧，且巷道左帮位移比右帮
大 １０ ～ １５ ｍｍ，其主要原因是两帮高度的差异导致应

力分布不均。

１．２

１．２．１

基于相似模拟试验
试验模型建立

相似模拟试验根据几何相似（ １ ∶ ３０） 、强度相等

原理，建立了 ２４° 缓倾斜煤 层 直 角 梯 形 巷 道 试 验 模
型（ 图 ４） ，模型尺寸为 ７２ ｃｍ × ７２ ｃｍ × １０ ｃｍ，岩性参
数的选取与数值模拟相同，采用不同比例的水泥砂浆
模拟其特 性， 测 点 布 置 巷 道 两 帮、 顶 底 板 以 及 边 角

处（ 图 ５） 。

１．２．２

试验结果分析

（１） 巷道围岩应力分布。 图 ６ 为缓倾斜煤层直

道在非对称应力作用下巷道呈现明显的非对称破坏

特征，如图 ７ 所示，顶板的变形开裂主要从低帮顶角
处开始逐渐向顶板深部发展，破碎带呈现出抛物线冒
落拱。 巷道两帮破坏相对严重，尤其是低帮偏上部位

破坏最为突出，高帮也出现严重片帮。 在上部非对称
应力作用下底板出现非对称拉剪破坏，在偏向低帮一
侧出现一条明显裂隙带。

２
２．１

基于非对称应力分布的巷道支护设计
支护设计的原则
基于上述数值模拟及相似模拟试验的结果，提出

缓倾斜煤层巷道围岩变形控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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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咸玉等：缓倾斜煤层直角梯形巷道支护技术

Ｆｉｇ ２

图２

１１３

巷道应力分布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 巷道顶板拟采用锚杆（ 索） 联合支护的手段

进行稳定性控制，其中锚杆布置采用倾斜式安装，向
低帮倾斜，以便于加强对顶板低帮侧高应力集中的控

支护的支护方法对巷道围岩稳定性进行控制（ 图 ８） ，
具体支护参数如下。

２．２．１

围岩松动圈范围进行计算；锚索采用竖直安装，锚索
长度的确定应保证锚索能充分稳定的锚固在巷道顶
板深部的稳定岩层中，以确保锚索能提供稳定长久的
悬吊力。

（２） 由于两帮应力状态的不同，巷道两帮围岩应

初次支护参数

① 巷道断面形式为直角梯形，宽 ４．５ ｍ，低帮高

制，适当加密锚杆安装，锚杆长度的确定应根据具体

３ ｍ。 ② 支护方式：锚杆 ＋ 金属网。 ③ 顶锚杆为直径

２０ ｍｍ 螺纹钢筋，长度 ２．７ ｍ，间排距均为 ０．８ ｍ；帮锚

杆为直径 １６ ｍｍ 圆钢，长度 ２．０ ｍ；高帮间距为 １ ｍ，

排距为 ０．８ ｍ；低帮间距为 ０．８ ｍ，排距为 ０．８ ｍ；４ 个

采取非对称的支护参数进行稳定性控制。 低帮由于

帮角进行加强支护，分别设立直径 ２０ ｍｍ 螺纹钢筋，

应力集中较大其相同面积上锚杆安装密度应适当增

２．２．２

大，以提供对两帮非对称的支护阻力来减弱巷道两帮
非对称应力对巷道稳定性的影响。

（３） 在巷道表面还应采用金属网进行支护，以防

止巷道表面松散岩体垮落。

２．２

支护设计的参数
利用缓倾斜煤层巷道变形控制原理，考虑巷道围

岩应力非对称特征以及松动圈范围，结合石炭井二矿
区缓倾斜煤层直角梯形巷道支护方案进行了初步设
计，采用锚杆 ＋ 金属网为一次支护，锚索为二次补强

倾角为 １０°。

二次补强支护参数

锚索采用 直 径 １５． ２４ ｍｍ 钢 绞 线 锚 索， 长 度 为

５ ｍ，外露长度 ０．２５ ｍ。 采用树脂药卷端头锚固，锚固
长度 １．５ ｍ。 锚索每排 ３ 根，水平间距分别为 １．８ ｍ

和 １．４ ｍ，排距 ２．４ ｍ。 锚索托梁采用长 １．２ ｍ，孔径

１６ ｍｍ 的 Ｉ 字钢。
２．３

支护效果的数值模拟分析

２．３．１

模型建立

在工程应用之前采用 ＦＬＡＣ３Ｄ 对巷道的变形控

制进行数值分析，根据石炭井二矿实际工程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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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Ｆｉｇ ３

Ｆｉｇ ４

图４

炭

图３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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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位移分布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ａｄｗａｙ

模型结构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建立数值计算模型（ 物理力学参数见表 １） ，如图 ９ 所
示，模型尺寸为 ４０ ｍ × ４０ ｍ × ４０ ｍ，煤层倾角为 ２４°，
在模型顶面施加 １０ ＭＰａ 竖向应力来模拟地应力的
作用，巷道开挖后根据设计的参数对巷道进行支护。
２．３．２ 结果分析
（１） 支护前后巷道竖直应力和水平应力对比分
析。 图 １０，１１ 为巷道支护前后竖直应力和水平位移
云图，可以看出，巷道支护后，与未支护时进行对比可

图５

Ｆｉｇ ５

测点布置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ｏｉｎｔ ｌａｙｏｕｔ

知，巷道围岩的竖向应力分布均匀，使原本偏斜的应
力非对称分布向巷道顶底板中部转移，且巷道两帮的
应力集中分布差异明显减小。 巷道各尖角处水平应
力集中范围、数值大小及差异减小。 说明在非对称支
护作用下，巷道非对称的应力分布得到明显改善，有
效的解决巷道应力分布的非对称问题，使巷道的稳定
性得到良好控制。
（２） 支护前后巷道竖直位移和水平位移对比分
析。 图 １２，１３ 为巷道支护前后竖直位移和水平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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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 ６

Ｆｉｇ ７

Ｆｉｇ ８

图７

图６

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ｏｆ ｒｏａｄｗａｙ

模型巷道破坏

Ｍｏｄｅｌ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图８

巷道围岩应力－应变变化曲线

巷道支护示意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图９

Ｆｉｇ ９

三维计算模型

３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云图，可以看出，巷道支护后，与未支护时进行对比分
析 可 知， 巷 道 顶 板 最 大 下 沉 量 从 ２１７ ｍｍ 降 为
６５．３ ｍｍ，底板最大底臌量从 ７３ｍｍ 降为 ４２．４ ｍｍ，巷
道高帮的最大位移从 １３１．９ ｍｍ 降为 ４５ ｍｍ，巷道低
帮的最大位移从 ６２．６ ｍｍ 降为 ２９．４ ｍｍ，巷道两帮整
体收敛量从 １９４．５ ｍｍ 降为 ７４．４ ｍｍ，说明巷道支护
前后顶板、底板及两帮变形差异明显，巷道的非对称
变形得到有效控制。
（３） 支护前后巷道围岩塑性区对比分析。 从图
１４ 中可以看出，在巷道开挖后，在应力重分布作用下
巷道围岩塑性区的分布呈现非对称特征，主要分布在
高帮上部、低帮下部以及顶板偏向低帮一侧，且巷道
围岩多为剪切破坏。 在巷道围岩进行支护后，其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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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Ｆｉｇ １０

炭

学

巷道竖向应力云图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Ｆｉｇ １２

Ｆｉｇ １１

图 １１

２０２０ 年第 ４５ 卷

报

图 １２

巷道竖向位移云图

图 １３

巷道水平位移云图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ｒｏａｄｗａｙ

巷道水平应力云图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ｒｏａｄｗａｙ

区分布范围减小，且呈现稳定状态。

３

现场监测

本研究提出了缓倾斜煤层直角梯形巷道的支护
方案，通过石炭井二矿 ２４７４ 综采工作面巷道进行验
证，分别在对巷道围岩典型的断面布置进行监测站，
其监测结果如图 １５ ～ １８ 所示。
如图 １５ ～ １８ 所示， 顶板最大 沉 降 量 为 ９２ ｍｍ，

Ｆｉｇ １３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ｒｏａｄｗａｙ

１３ ｄ 后 达 到 基 本 稳 定； 两 帮 最 大 相 对 收 敛 量 为
１０３ ｍｍ，１５ 的后达到基本稳定；顶板最大离层均发生
在 １．２ ～ １．６ ｍ，１２ ｄ 后顶板离层趋于稳定，离层量最
大为 １０ ｍｍ，最大离层均发生在锚杆支护范围内；顶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增刊 １

１１７

熊咸玉等：缓倾斜煤层直角梯形巷道支护技术

图 １７

Ｆｉｇ １７

Ｆｉｇ １４

图 １４

断面锚杆荷载

Ｌｏａｄ ｏ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ｃｈｏｒ

巷道围岩塑性区分布云图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ｚｏｎｅ ｉｎ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ｏｆ ｒｏａｄｗａｙ

图 １８

Ｆｉｇ １８

４

Ｆｉｇ １５

图 １５

断面巷道变形量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ｒｏａｄｗａｙ

图 １６

Ｆｉｇ １６

断面顶板离层量
Ｒｏｏｆ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板锚杆荷载最大值为 ３５ ｋＮ，２０ ｄ 后锚杆受力趋于稳
定；巷道顶板松动圈范围大致为 １．４ ～ １．７ ｍ，两帮松
动圈范围为 １．２ ～ １．５ ｍ。 巷道顶板下沉量、两帮收敛
量、离层量、锚杆受力均小于设计规定值，达到了控制
围岩稳定性的目的，说明了前期数值模型建立的合理
性及支护方案的可行性。

结

松动圈测试 Ｖｐ－Ｌ 曲线

Ｌｏｏｓｅ ｃｉｒｃｌｅ ｔｅｓｔ Ｖｐ－Ｌ ｃｕｒｖｅｓ

论

（１） 缓倾斜煤层直角梯形巷道围岩应力呈现非
对称分布特征，在应力集中大小以及范围方面低帮明
显大于高帮，两帮差异随着倾角和地应力的增加而增
大，高帮顶角以及低帮底角呈现为压应力区，其他两
边角表现为明显的拉应力区。
（２） 根据缓倾斜软煤层直角梯形巷道围岩应力 －
变形非对称特征，进行巷道的支护设计，采用锚杆 ＋

金属网为一次支护，锚索为二次补强的支护方案，且
对低帮及相邻顶板 －顶角处进行了加密支护处理。
（３） 采用 ＦＬＡＣ ３Ｄ 缓倾斜煤直角梯形巷道的支护
设计进行数值分析，巷道支护后，围岩竖向、水平应力
非对称分布特征得到明显改善，巷道围岩竖向应力向
巷道顶底板中部转移，各边角处应力集中差异减小。
巷道周围围岩变形得到有效控制，顶板最大沉降量为
６５．３ ｍｍ，高帮最大位移为 ４５ ｍｍ，低帮最大位移为
２９．４ ｍｍ，巷道两帮整体收敛为 ７４．４ ｍｍ。
（４） 设计的支护方案通过现场工程实践的验证，
在该支护方案下，顶板最大沉降量为 ９２ ｍｍ，两帮最
大相 对 收 敛 量 为 １０３ ｍｍ， 顶 板 最 大 离 层 均 发 生 在
１．２ ～ １．６ ｍ，离层量最大为 １０ ｍｍ，顶板锚杆轴向受力
最大值为 ４８ ｋＮ，巷道顶板松动圈范围大致为 １．４ ～
１．７ ｍ，两帮松动圈范围为 １．２ ～ １．５ ｍ。 其数值模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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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炭

果与现场监测基本相似，且都在合理范围内，说明巷
道的稳定性得到控制，满足矿山安全生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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