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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缝式锚杆撞楔法在顶板管理中的有效应用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刘

彪 孙扬举

摘 要 顶板事故是煤矿“五大自然灾害”
之一，搞好顶板管理工作不仅关系到广大矿工的生命安全还
关系到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利益，采取有效措施将危险遏制在灾害事故发生前是实现安全生产的重要手段。
本文论述了掘进架棚巷道在过断层顶板揭煤和特殊地质条件下采用管缝式锚杆撞楔法施工, 以此加强顶板
管理，并取得了较好的安全效果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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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安徽淮北濉溪县西部 6
公里的刘桥镇境内。矿井东部与皖北煤电集团刘桥一矿以土
楼断层和谷小桥断层为界，西南侧与河南神火集团新庄煤矿
相毗邻。矿井南北长约 6.2km，东西宽 2.0～4.2km，矿井于
1993 年 12 月投产，矿井设计能力 60 万 t/a,经过多次改扩建和
技术改造，现核定生产能力 200 万 t/a。恒源煤电公司是安徽省

杆，它立体部分是一根纵向开缝的高强度钢管，当安装于比管
径稍小的钻孔时，可立即在全长范围内对孔壁施加径向压力
和阻止围岩下滑的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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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工作面概况

453 工作面位于 45 采区的中部，单斜构造，工作面上区段
为尚未布置的 454 工作面和正在回采的 455 工作面，下区段
是已回采结束的 452 综采工作面。453 工作面倾斜长 1450m，
工作面长 180m，可采储量 72 万吨，倾斜长壁布置，采空区采
用全部垮落法回采方式，453 沿空风巷与已回采结束的 452 工
作面机巷毗邻，为沿空掘进巷道。煤层直接顶为 3m 厚的细砂
岩，工作面煤层倾角在 4°～11°之间，平均坡度 7°左右，煤层厚
度在 1.53～2.21m，平均厚度 1.95m，可采性指数为 1，煤层变异
系数为 26%，瓦斯含量低，属较稳定的中厚煤层。该工作面下
部是六煤层中已回采结束的 65 上部采区。453 风巷与 452 机
巷之间设计净煤柱 1m，根据 452 机巷已揭露的地质资料情况
看，453 风巷掘进施工中将穿过 6 条断层，落差最大的 H=
6.0m，最小落差 H=1.5m，均为正断层。453 风巷设计断面为梯
形断面，架棚支护，梁×腿=2800mm×2600mm，净宽（腰扎）×净
高=3100mm×2400mm，梁腿均为 11# 矿用工字钢加工而成，塘
材笆片腰帮过顶，棚距 600mm。机巷设计为架棚和锚梁网索支
护，顶板稳定时采用锚粱网支护。工作面布置如图Ⅰ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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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缝式锚杆撞楔法支护原理及特点
（1）管缝式锚杆是一种全长锚固，主动加固围岩的新型锚

453 切眼

第一家以煤炭为题材的上市企业，该公司以煤炭开采为主业，
集煤炭生产、洗选、加工为一体的国家大型煤电企业，安徽省
重点煤炭企业。
为加快发展，确保全年各项生产任务目标顺利实现，2009
年，公司领导将 453 工作面确定为四煤层主力综采接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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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因此，改进施工工艺，搞好安全管理，是提高单进的前提，
453 沿空风巷在特殊条件及过断层揭煤施工中运用管缝式锚
杆撞楔法加强顶板管理，有效地控制了顶板冒落，降低了材料
成本，提高了单进和安全管理水平，收到很好的效果，现就相
关安全管理与施工技术作如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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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作面及巷道布置图
（2）体积轻小,便于操作，材料好刚性较强，支撑力较大，通
过调整其间距有效提高支撑能力，
防止顶板脱落。
（3）支护成本低，施工工艺相对简单，控制顶板安全效果
好。
（4）当巷道过断层破碎带或掘进施工过程中顶板揭煤掉
顶时，在每次爆破之前将管缝式锚杆按照一定的间距和角度
砸入巷道顶板岩层或煤层中，从而对顶板预先形成了一种加
固支护作用。管缝式锚杆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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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缝

管缝式锚杆结构图

参数设计及施工方法

（1）根据 45 采区地质条件、岩性特点及爆破参数、循环进
度安排，453 风巷掘进施工每循环进度 1.2m，所选用的管缝式
锚杆规格为：管体长 L=2.0m，管径 Φ42mm，高强刚性材料制
作。
（2）在打进尺眼前，首先用风煤钻在迎头向后第一棚梁上
和第二棚梁下并紧贴住棚梁打撞楔眼，打眼深度 2.0m，用于安
装管缝式锚杆，打眼时要平行于巷道方向并与巷道施工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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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成 20°夹角布置，眼底为上，眼口为下，眼距可根据顶板
稳定情况程度确定，正常情况下眼距为 300mm，均匀布置，眼
距最大不超过 400mm，最小不小于 200mm。
（3）打撞楔眼所用的钻杆为麻花钻杆，L=2.2m，Φ38mm，
所选用的配套管缝式锚杆是刚性材料制作的，具有一定的载
荷能力和很强的弹性，其杆体中间的开缝可以起到调节管径
的大小。当撞楔眼打好后，用大锤将管缝式锚杆轻轻砸入眼
内，由于其直径大于撞楔眼的直径，因此管缝式锚杆的管壁与
撞楔眼的内壁产生了一种相互挤压力量，致使管缝式锚杆不
其外端露出迎头向后第二
会脱落。管缝式锚杆砸入撞楔眼后，
棚梁外 100mm。
（4） 将管缝式锚杆砸入撞楔眼时，使用 9kg 的大锤与
50mm 厚的木垫板配合作业，一人砸锤一人掌握住管缝式锚
杆，并将木垫板垫在钢管口以免将其砸坏。
（5）撞楔式管缝式锚杆全部安装完毕后，然后进行工作面
的装药爆破。由于提前打上撞楔，对顶板采取了主动加固措
施，有效地阻止其爆破后的垮落，不至于造成顶板大面积空顶
而影响安全生产。管缝式锚杆布置平、剖面图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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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冒落施工办法就是放炮后待顶板上的煤及松散的岩石全部
垮落下来后，先进行敲帮问顶，找净活矸危岩，然后进行架棚
支护，最后在棚子上用半圆木接顶，这样做不但费力费时，而
且接顶过程中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而采用管缝式锚杆撞
楔法施工提前对顶板采取了加固措施，有效的控制顶板冒落,
降低了施工难度,减少了安全投入,加快了掘进进度。
（2）工时对比分析。如果采用接顶处理空顶的办法，每一
次放炮后，不但要将爆破落下来的煤、岩进行装运，而且垮落
下来的煤、岩也要进行装运，出货时间明显增加，采用管缝式
架棚后接顶也
锚杆撞楔法施工则不存在多出货的情况。其次，
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每进尺 1.8m，
如果空顶 0.5m～3m 的话，接
一个木垛至少需要 20～50 分钟左右，在接顶时，往往需要 5～
6 个人共同作业才能完成，而打撞楔施工则需要 20 分钟最多
需要 4 个人即可完成 （两个人打眼，两个人砸撞楔，平行作
业），以上可以看出，不论是从人员投入还是施工时间上看，两
者都有明显差别，每循环施工时间、人员投入减少而循环进度
就会增加，单进水平和经济效益就能提高，该队在 453 风巷施
工中在人员相对紧张的情况下，进度相对较快，2009 年 3 月进
尺 270m，实现矿井投产来同等施工条件下沿空炮掘月进度最
好成绩，
曾两次被评为
“集团公司快速掘进队”
的荣誉称号。
（3）材料成本分析。453 工作面采用倾斜长壁布置方式，
机
巷、
风巷均上山掘进，
平均施工坡度 7.5°。考虑施工和后期安
装的需要，453 风巷要每隔 250m 施工一 15m 长的车场用于风
巷的提料和拉大件停车使用，断面大，架棚支护，梁×腿
=4000mm×2600mm，通过公式计算：L×tg（a）“L”
,
为平巷长
度，
“a”为煤层顺巷道倾角，可以得出：平巷施工过程中最大丢
煤顶高度达到 2.0m，从丢顶到再跟上煤顶，按平均至少掉顶高
度 1.2m 计算，在遇到断层顶板揭煤时冒顶高度有时达到 3m
左右，施工 15m 平巷，需要半圆木料（Φ20mm L=1800mm）350
块左右，每块半圆木单价 32 元，共计 11200 元，每米接顶材料
费 746 元，遇到过断层空顶较高时，材料费用更高；而管缝式
锚杆则共使用了 150 根，每根管缝式锚杆 65 元，共计 9750
元，每米材料费 650 元，通过材料成本分析可以看出采用管缝
式锚杆撞楔法可以节约材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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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实践证明在掘进巷道过断层顶板揭煤及防治顶板冒落施
工过程中，采用管缝式锚杆撞楔法是一种积极的防治措施，变
被动为主动支护，取得了安全与效益的双丰收，积累了丰富的
顶板管理经验，在整个 453 风巷的施工过程中，该队人均收入
在全矿 9 支掘进队伍中始终处于领先水平，在顶板管理中无
一例轻伤以上工伤事故发生。
作者简介
1977 年 3 月 5 日生，
1995 年毕业于安徽煤炭工
刘彪，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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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缝式锚杆撞楔法布置图

安全效果与经济技术分析

（1）降低安全风险。由于四煤层硬度本来就比较低，又是
沿空掘进和大断面施工，再加上 453 工作面回采后老空来压
应力影响，使本来就很破碎的顶板极易垮落，如果不采取措施
加强对顶板的管理，不但影响掘进进度，而且施工过程中还存
在很大的安全风险，施工相当困难。按照以往的惯用的处理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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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校采煤专业，助理工程师，现在恒源煤电生产技术部从事
采掘生产技术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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