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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孔爆破在小煤柱巷道顶板控制中的应用
毕慧杰１，２ ，邓志刚１，２ ，李少刚１，２ ，莫云龙１，２ ，苏振国１，２

（１．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全分院，北京

摘

１０００１３；２．煤炭资源高效开采与洁净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１３）

要：为保证深埋坚硬顶板厚煤层开采条件下小煤柱巷道稳定性，采用深孔爆破的方法对巷道顶板

进行预卸压。 通过小煤柱巷道顶板弧形三角块结构分析，确定顶板预断裂位置，在此基础上，根据现
场地质及施工条件，首先分析确定深孔爆破单孔施工参数及装药参数，然后通过理论计算和现场爆破
试验的方法，综合确定爆破孔间距为 １０ ｍ，进而指导现场爆破方案设计。 工程实践表明：工作面微震

事件大多集中在回风巷一侧，未采取深孔爆破预卸压措施时，能量大于 １０ ４ Ｊ 的微震事件释放能量占

总能量的 ６９％，采取措施后，工作面回采区域尤其是回风巷一侧顶板能量以小能量微震事件的形式

有效释放，大能量微震事件明显减少；微震层析成像分析表明，断顶爆破作用致使煤岩体中高应力区
域向深部转移，避免了对巷道及煤柱的直接影响；支架工作阻力监测得出，回风巷侧顶板来压周期较

短且较稳定，来压步距平均为 １９．１ ｍ，约为爆破孔间距的 ２ 倍，说明断顶爆破对顶板来压活动起到了

一定的控制作用；由现场巷道变形观测得出，采取断顶爆破预卸压措施后，巷道两帮变形量及顶板下
沉量较未采取措施时减少了 ７８％和 ８０％，未出现严重帮鼓和支护失效现象，巷道变形控制效果明显。
关键词：小煤柱巷道；深孔爆破；弧形三角块结构；微震监测；高应力转移；顶板来压控制；巷道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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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柱。 ３１１３０７ 工作面倾向长 ３００ ｍ，走向长 ２ ４７０ ｍ，

言

近年来煤矿冲击地压安全形势愈加严峻。 影响

平均埋深 ６５４．３５ ｍ，煤厚 ５．５１ ～ ５．７９ ｍ，平均 ５．６５ ｍ，
采用走向长壁综采一次采全高采煤法。

冲击地压发生的因素主要有地质因素、开采技术条
件、现场安全管理等方面，而地质因素中的坚硬顶板

常被当做冲击地压防治的源头 ［１－２］ 。 上区段工作面

回采后，坚硬顶板形成冒落性差的侧向悬顶结构，对
下区段工作面回采巷道造成严重影响。 目前对煤层
顶板的处理主要通过顶板水力压裂和顶板爆破进
行。 在顶板水力压裂方面：黄炳香等 ［３－４］ 通过真三
轴试验系统揭示水压裂缝扩展规律，提出水压裂缝
控制理论，并针对不同工程特点研发对应成套技术；
康红普等 ［５］ 以王台铺矿为背景，通过研究水力压裂
前后钻孔附近煤层应力变化规律，揭示水力压裂机
理并评价压裂效果；吴拥政等 ［６］ 通过定向水力压裂
削弱顶板悬顶效应，达到留巷的目的；蔡峰等 ［７］ 利

Ｆｉｇ １

用水力压裂技术弱化坚硬顶板，减小围岩应力，控制
巷道变形；崔峰 ［８］ 利用水力压裂技术实现对基本顶
来压步距的控制。 在顶板爆破方面：文献［９ － １０］ 通
过爆破切顶卸压实现无煤柱开采，并对切顶机理和
巷道围岩变形规律进行研究；郭德勇等 ［１１］ 在分析深
孔聚能爆破裂隙扩展原理基础上，设计顶板爆破方
案，并进行爆破参数优化；朱志洁等 ［１２］ 对特厚煤层
坚硬顶板矿压显现规律及围岩变形进行分析，提出
利用爆破切顶卸压加恒阻吸能锚杆的围岩控制方
案。 此外，相关学者通过高压注水软化治理坚硬顶
板，但该方法受岩层矿物成分影响较大，常当做辅助
措施 ［１３－１４］ ；也有学者研究通过液态 ＣＯ ２ 相变致裂技
术进行工作面强制放顶或顶板卸压，该方法相比炸

药爆破安全性高但威力不足，目前多用于煤层预裂
卸压或增透

［１５－１７］

。 以巴彦高勒煤矿 ３１１３０７ 工作面

为研究背景，对小煤柱巷道顶板结构进行分析，结合
理论计算和现场试验确定顶板爆破卸压参数，并通
过微震监测、震动波层析成像、支架工作阻力分析和
现场观测多种方法进行卸压效果评价。

１

工程概况
巴彦高勒煤矿 ３１１３０７ 工作面为 １３ 盘区第 ２ 个

回采工作面，也是首个沿空回采工作面，位于 １３ 盘

区中北部， 南 部 ３１１３０６ 工 作 面 （ １３ 盘 区 首 采 工 作

面） 已回采完毕（ 图 １） ，两工作面间留设宽 ６ ｍ 小煤
８６

图１

工作面布置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３１１３０７ 工作面所在地层构造形态为单斜构造，

倾向 ３００° ～ ３２０°，倾角 ０° ～ ３°，根据掘进过程实际揭
露情况和三维地震勘探资料分析，工作面无断层构
造、岩浆岩侵入。 ３１１３０７ 回风巷一侧为小煤柱，顶
板多为细砂岩、粉砂岩等硬岩层，受 ３１１３０６ 工作面
采空区未充分稳沉及本工作面回采扰动影响，小煤
柱巷道将面临严峻的巷道维护问题，需对巷道顶板
采取相应的卸压措施。

２

顶板弧形三角块结构分析
根据基本顶的“ Ｘ” 型破断机理，上区段工作面

回采后，在侧向与下区段工作面连接处，基本顶破断
形成弧形三角块 Ｂ，岩块 Ｂ 回转下沉，一端在采空区

触矸，另一端在下区段实体煤内断裂，其断裂位置主
要受直接顶、基本顶的厚度、物理力学性质及上覆岩
层载荷等因素影响 ［１８］ 。 岩块 Ａ、Ｂ、Ｃ 相互咬合形成
铰接结构，岩块 Ｂ 在岩块 Ａ、Ｃ 的挤压夹持作用及下

部岩体、矸石的支撑作用下基本保持稳定。 同时，岩
块 Ｂ 在自身弯矩作用下仍具有回转下沉的趋势，将

形成高静载应力，作用于下部围岩支护体结构。

随着本区段工作面不断回采，在超前支承应力

及回采扰动的影响下，可能导致岩块 Ｂ 发生进一步

回转下沉，破坏由巷道围岩及煤柱组成的支护结构，
引发冲击地压。 为避免该情况发生，需人为破断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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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控制岩块 Ｂ 在上区段采空区的悬伸长度，破坏
基本顶铰接结构和岩块 Ｂ 的整体性，减弱岩块 Ｂ 的
回转下沉作用。 为避免断顶后断裂顶板与巷道顶
板相互作用而对巷道顶板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形扰
动影响，结合煤柱宽度及顶板结构，顶板断裂线宜
从煤柱外侧 向 采 空 区 偏 转 一 定 角 度，断 顶 位 置 如
图 ２ 所示。

Ｆｉｇ ２

３

图２

顶板弧形三角块结构

Ａｒｃ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ｂｌｏｃ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ｏｏｆ

深孔爆破方案设计
图３

巴彦高勒煤矿现有 ２ 种常用的顶板卸压技术：

定向水力压裂技术和深孔爆破断顶技术。 定向水力
压裂技术主要通过在顶板特定位置预制割缝，并用
专用封孔器封孔后，注入高压水压裂顶板岩层，该技
术要求顶板岩层具有较好的完整性。 由于上区段工
作面回采影响，煤柱侧顶板完整性遭到破坏，低位顶
板岩层裂隙较发育，高位岩层局部也存在微裂隙，若
高压液体沿裂隙弱面与低位岩层贯通，将造成高压

液大量流失，无法达到预期的顶板压裂效果，因此，
煤柱侧顶板卸压治理优先选用深孔爆破断顶技术。
３ １

爆破孔单孔布置参数

３ ２

Ｆｉｇ ３

３ ２ １

爆破孔间距

爆破孔布置
Ｂｌａｓｔ ｈｏｌｅ ｌａｙｏｕｔ

理论计算

将井下煤岩体看做无限延伸介质，炸药在钻孔
中爆炸后，根据破坏作用形式不同，由爆源位置往外
依次分为：压缩空腔、粉碎区、裂隙区、弹性震动区。
深孔爆破断顶主要通过钻孔爆破后孔间裂隙发育、
交叉重叠或贯通作用达到顶板预卸压的作用，根据
相关爆破理论，柱状不耦合装药条件下爆破裂隙区
半径 Ｒ ［２０］ 为

卸压岩层为顶板厚 １０．６７ ｍ 的粉砂岩。 根据煤柱侧

æ σ ｃｄ ö １ æ ρ ０ Ｄ ｎＫ － ２γｌ ｅ Ｂ ö １
Ｒ＝ç ÷
（１）
÷ ｒ
ç
８ ２ σ ｃｄ
è σ ｔｄ ø β è
ø α
式中： σ ｃｄ 、 σ ｔｄ 分别为煤岩体的动态抗压、抗拉强

ｍ，确定钻孔爆破位置由煤柱纵向外边缘开始，装药

ｋｇ ／ ｍ ３ ；Ｄ 为炸药爆轰波速，ｍ ／ ｓ；ｎ 为孔壁压力增大

爆破孔深度和角度的设计取决于顶板断裂位置

的选择。 根据 ３１１３０７ 回风巷顶板岩层结构，确定预
顶板弧形三角块结构原理，结合现场煤柱宽度为 ６

段深入目标岩层。 考虑设备能力及施工便捷性，钻
孔仰角不宜过大，需与煤壁成一定角度施工。 最终

确定钻孔深度为 ３５ ｍ，倾角 ６０°，方位角 １２０°（ 与煤

壁夹角 ３０°） 。 根据顶板爆破层位、厚度，结合矿井
爆破经验，确定装药段长度为 １５ ｍ。 炸药选用二级

乳化 炸 药， 单 卷 长 度 ３００ ｍｍ， 直 径 ３５ ｍｍ， 质 量

３００ ｇ。 现场爆破孔成孔直径为 ７５ ｍｍ，考虑装药不
耦合系数一般不大于 １．５ ［１９］ ，采用 ２ 卷并排装药，可

２

度，ＭＰａ； β 为 应 力 波 衰 减 指 数； ρ ０ 为 炸 药 密 度，

系数，一般取 １０；Ｋ 为钻孔装药径向不耦合系数； γ

为爆轰产物膨胀绝热指数，通常为 ３； ｌ ｅ 为钻孔装药
轴向系数，采用轴向不留空气柱装药时， ｌ ｅ ＝ １； α 为
载荷传播衰减指数， α ＝ ２ ＋ μ ｄ ／ （１ － μ ｄ ） ，其中 μ ｄ 为

动态泊松比；Ｂ 为侧向应力系数，其计算与动态泊松
比 μ ｄ 有关；ｒ 为钻孔半径，ｍｍ。
采用 ＺＱＪＣ － １０００ ／ １１． ０Ｓ 气动架柱式钻机施工

顶板爆破孔，钻头直径 ７５ ｍｍ，所选用炸药爆速为

得单孔装药量 ３０ ｋｇ，装药线密度 ２ ｋｇ ／ ｍ。 图 ３ａ、图

３ ６００ ｍ ／ ｓ，密度 １ １００ ｋｇ ／ ｍ ３ 。 装药采用 ２ 卷并排捆

通过理论计算和现场试验确定。

气柱。 结合顶板岩层煤岩物理力学参数试验结果，

３ｂ 为爆破孔布置剖面图及平面图，其中爆破孔间距

绑式，径向不耦合系数等效处理为 １．３，轴向不留空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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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到爆破裂隙区半径为 ３．３１ ｍ。 式（１） 仅考虑

４

岩体损伤作用，裂隙区应发育得更大。

４ １

了自重应力场，实际赋存环境中考虑构造应力场下

３ ２ ２

第 ５０ 卷

煤炭科学技术

现场爆破试验

为更有效地研究爆破裂隙发育半径，指导爆破

卸压效果分析
微震活动监测分析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份 ３１１３０７ 工作面共回采了 ２１１．２ ｍ，平

均回采速度 ６．８ ｍ ／ ｄ，累计回采 １ ４５０．８ ｍ。 在 ７ 月

孔设计，在超前工作面 ３００ ｍ 范围外回风巷非生产

份工作面回采区域，由于之前受炸药供应及井下其

破孔两侧布置观测孔，与爆破孔间距分别为 ２、４、６、

的区域未施工断顶爆破孔。 ５ 月份和 ７ 月份 ３１１３０７

帮布置 ２ 个顶板爆破孔，仰角 ６０°，间距 ３０ ｍ，在爆

８ ｍ，仰角同样为 ６０°，如图 ４ 所示。

他队伍交叉施工等综合因素影响，存在长达 １６２ ｍ

工作面微震活动分布如图 ６ 所示，可以看出，工作面

已回采 区 域 微 震 事 件 在 回 风 巷 一 侧 分 布 相 对 集
中（ 图 ６ 中圈定区域） ，分析相邻 ３１１３０６ 工作面采

空区顶板未充分稳沉，加之工作面回采速度较快，在
高强度回采扰动下，导致回风巷一侧顶板活动频繁。
回采线前方约 ３００ ｍ 范围，微震事件集中分布在回

Ｆｉｇ ４

图４

爆破试验钻孔布置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ｆｏｒ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 ｔｅｓｔ

风巷侧（ 图 ６ 中框定区域） ，分析主要为爆破断顶诱
发的顶板活动所致。

使用专用钻孔窥视设备对观测孔进行探测，选取

具有代表性的深孔段（探测深度 ３０ ｍ），对比高位岩

层爆破裂隙发育效果（图 ５）。

Ｆｉｇ ５

图５

爆破观测孔裂隙发育情况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ｈｏｌｅ

由图 ５ 可知，距离爆破孔 ２ ｍ 时，裂隙明显，且

发育有一条较大的轴向裂隙；距离爆破孔 ４ ｍ 时，孔

内环状裂隙较发育；距爆破孔 ６ ｍ 时，裂隙明显减
少，发育有一条环状裂隙且裂隙较窄；距离爆破孔

８ ｍ时，孔壁完整，未见裂隙发育。 由此可知，高位
岩层本身较完整，爆破裂隙可发育到 ６ ｍ，现场试验

与理论分析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为保证爆破孔间裂

隙贯通效果，根据观测孔对比效果，取爆破孔间距为

１０ ｍ。 结合前文研究，在 ３１１３０７ 工作面回风巷布置
顶板爆破孔进行顶板预卸压。
８８

Ｆｉｇ ６

图６

工作面微震事件分布情况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对比图 ６ａ 和图 ６ｂ 可得，当回采区域未进行爆

破断顶卸压时，工作面大能量微震事件较多，７ 月份

监测到能级大于 １０ ２ Ｊ 的微震事件 ２０６ 起，总能量
１．６ × １０ ６ Ｊ，能量大于 １０ ４ Ｊ 的微震事件 １７ 起，释放能
量 １．１ × １０ ６ Ｊ，占总能量的 ６９％，且大能量微震事件
多集中在回风巷一侧。 当回采区域正常采取爆破断
顶措施时，工作面监测到能级大于 １０ ２ Ｊ 的微震事件
３３６ 起，总能量 １．２ × １０ ６ Ｊ，能量大于 １０ ４ Ｊ 的微震事
件 ５ 起，释放能量 ２．３ × １０ ５ Ｊ，占总能量的 １９％，且回
风巷一侧大能量事件仅 ３ 次，而能量较小的微震事
件显著增多。 在正常爆破断顶区域，分析由于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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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顶的预卸压作用，当工作面推过时，加之超前支承

域进行波速反演分析，而将震动波层析成像技术与

应力和采空区侧向支承应力的影响，使得顶板积聚

微震监测结合起来，既扩大了监测范围，又便于长时

的能量以小能量微震事件的形式进行及时有效的释

间动态监测分析。

放，在未爆破断顶区域，小煤柱巷道顶板弧形三角块
结构未得到有效控制，在回采扰动影响下，顶板活动
较为剧烈，大能量微震事件频次增多，且能量释放以
大能量微震事件为主。

４ ２

微震层析成像分析

以半个月为节点，对 ５ 月份和 ７ 月份的微震数

据进行波速反演分析，如图 ７ 所示。 ５ 月份回采区

域已提前进行了爆破断顶卸压，可以看到波速反演
云图中高波速区（ 高应力区） 距离 ３１１３０７ 回风巷较

远，随着工作面回采，高波速区范围减小，回风巷受

相关试验研究表明，震动波在煤岩体内的传播

高应力区的影响也呈现减小的趋势，分析由于爆破

速度与其自身所受的应力具有正相关关系，基于这

断顶预卸压的作用，煤岩体中高应力区向远离巷道

个原理，震动波层析成像技术为矿井冲击地压危险
性评价及预警提供了有力支持。 震动波层析成像根
据震源的不同分为人工激发震源和矿井开采诱发震
源两种，人工激发震源施工劳动量大、监测范围小且
不便于进行动态监测评价，适用于对特定小范围区

４ ３

支架工作阻力监测分析

Ｆｉｇ ７

图７

的深部转移。 ７ 月份波速云图中，虽然区域内波速
范围有所降低，但高应力区直接分布在 ３１１３０７ 回风

巷及煤柱上方，分析由于 ７ 月份回采区域大部分未
采取爆破断顶卸压措施，高应力区将直接对回采巷
道和煤柱产生影响。

微震层析波速

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

为进一步分析深孔爆破断顶对小煤柱巷道顶板

控制的效果，对 ３１１３０７ 工作面靠近回风侧综采支架

工作阻力进行分析。 ３１１３０７ 工作面共安装液压支

架 １７６ 架，自运输巷一侧开始，在 ２ 号支架安设第 １

台压力监测分机，之后每 ８ 架布置 １ 台压力监测分

机，共安装 ２２ 台监测分机。 图 ８ 为回风侧 ２２ 号监
测分站 ５ 月份监测数据曲线，图中以支架平均工作

压力与支架工作压力 １ 倍均方差之和作为周期来压
判据。 周期来压统计结果见表 １。

由图 ８ 和表 １ 可知，５ 月份，３１１３０７ 工作面回风

Ｆｉｇ ８

图８

５ 月份回风侧支架工作阻力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ｔ ｔａｉｌｅｎｔｒｙ ｉｎ Ｍａｙ

侧共出现 １２ 次周期来压，来压期间动载系数最大为

最小 １４．８ ｍ，平均来压步距 １９．１ ｍ。 分析由于 ５ 月

大多为 ２ ～ ３ ｄ，平均为 ２．７ ｄ；来压步距最大 ２３．８ ｍ，

影响，回风侧来压周期较短且较稳定，来压步距主要

１．３３，最小为 １．１５，平均为 １．２０；来压压周期 ２ ～ ４ ｄ，

份工作面回采速度较快，加之煤柱顶板爆破卸压的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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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 ｍ 左右，平均 １９．１ ｍ，约为爆破孔设计间距的

２ 倍，说明深孔爆破卸压促进了顶板的断裂，对顶板
来压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３１１３０７ 工作面 ５ 月份周期来压步距统计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ｓｔｅｐｓ ｉｎ Ｍａｙ ｏｆ
Ｎｏ．３１１３０７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来压日期 ／ （ 月－日）

来压周期 ／ ｄ

来压步距 ／ ｍ

０５－０４

３．０

２１．３

０５－０１
０５－０６
０５－０９
０５－１１
０５－１３
０５－１６
０５－１８
０５－２１
０５－２４
０５－２６
０５－２８
平均

４ ４

３．０
２．０
３．０
２．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３．０
３．０
２．０
２．０
２．７

１９．５
１７．４

Ｆｉｇ ９

２２．４

图９

巷道围岩变形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ｏｃｋ

２０．１
１４．８
２３．８
１４．９
２２．８
２３．２
１３．５
１５．２
１９．１

小煤柱巷道现场观测
采用深孔爆破断顶预卸压措施对小煤柱巷道顶
Ｆｉｇ １０

板进行控制，主要是通过切断煤柱侧顶板侧向悬顶，
减弱顶板回转下沉作用对小煤柱的损坏，同时促进
顶板能量释放，对煤柱侧顶板活动起到一定的控制

５

作用，最终保障小煤柱巷道的稳定性。

３１１３０７ 工作面回风巷每隔 ５０ ｍ 设置 １ 组巷道

变形观测点，在断顶区域和未断顶区域各选取 １ 组
测点，采用十字交叉法对巷道收敛变形进行观测分

析，因回风巷浮煤堆积、巷道起底等影响，顶底板移

近量中仅对顶板下沉量进行统计分析（ 图 ９） 。 由图

９ 可知，未采取顶板爆破时，巷道两帮变形最大为

１ ５４４ ｍｍ，顶板下沉量为 ９２０ ｍｍ，采取顶板爆破后，
两帮变形最大为 ３３５ ｍｍ，顶板下沉量仅为 １８７ ｍｍ，

结

图 １０

巷道鼓帮及锚网断裂现象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ｓｉｄｅ ｂｕｌｇｅ ａｎｄ ａｎｃｈｏｒ ｍｅｓｈ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论

１） 通过分析顶板弧形三角块结构，得知保证小

煤柱巷道稳定性的关键是控制顶板弧形三角块的侧
向悬顶，减弱其回转下沉作用。

２） 在确定顶板预裂位置的基础上，分析确定顶

板爆破孔单孔施工参数及装药参数；通过理论计算
和现场爆破试验分析确定爆破孔间距为 １０ ｍ。

３） 通过微震活动、微震层析成像分析，采取深

孔爆破预卸压措施后，顶板能量通过密集小能量事

分别较前者减少了 ７８％和 ８０％，巷道变形控制效果

件释放，有效减少了大能量事件的发生；煤岩体中高

经现场考察，在正常爆破断顶影响区域，回风巷

顶板平均来压步距约为爆破孔间距的 ２ 倍，爆破断

较为明显。

超前支护区域外顶板轻微下沉，仅煤柱侧存在帮鼓

现象，未出现支护失效，而 ７ 月份在未爆破断顶区
域，回风巷超前工作面 ６５ ｍ 范围内小煤柱一侧煤体

底角鼓帮现象较严重，局部位置煤体被压出，小煤柱
侧和生产帮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钢带变形、锚网断裂

失效现象（ 图 １０） 。 通过对比，验证了深孔爆破断顶

对小煤柱巷道的保护作用。
９０

应力区向深部转移，避免了对巷道的直接影响。

４） 通过支架工作阻力分析及现场观测，回风侧

顶对回风侧顶板来压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现场
观测对比表明，深孔爆破卸压后，巷道围岩变形得到
了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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