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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构造应力区煤巷肩角锚杆破断机制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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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深部构造应力作用下煤巷“肩角锚杆破断”问题，建立肩角锚杆力学分析模型，分析煤帮沿顶板滑移对锚杆的
作用，得到肩角锚杆的受力、变形特征，揭示深部构造应力区煤巷肩角锚杆破断机制，即在煤帮沿顶板的滑移剪切力作用下，
杆体发生弯曲变形，且构造应力越大，弯曲变形越严重；肩角锚杆在煤岩层交界面处受到的剪力最大，而使得锚杆在交界面
处易被剪断。针对深部构造应力区煤巷肩角锚杆破断问题，提出“控让耦合支护”围岩控制技术，并成功应用于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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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ing mechanism of shoulder bolt of deep coal roadway
in tectonic stress area and its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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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deep tectonic stress area, shoulder bolt broken and failure phenomenon is prominent in coal roadway; and it’s easy to
induce roof collapse accident. It is an immediate requirement to solve support failure problem. In view of “shoulder bolt breakage” in
deep coal roadway under the action of tectonic stress, a mechanical analysis model of shoulder bolt i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action of slippage of coal ribs along roof on bolts; and stress and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houlder bolt are gotten. Shoulder bolt
breaking mechanism is discovered. Under slippage shear force produced by tectonic stress, bending deformation of bolt body happens;
and the shear force of shoulder bolt is biggest in interface between coal seam and roof, where the bolt body is cut off easily. Focused
on the problem of shoulder bolt breakage, “controlling and yielding coupling support” control technology is put forward.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engineering practice.
Key words: deep coal roadway; shoulder bolt; shear breakage; controlling and yielding coupling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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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构造应力主要为水平应力，且水平应力随开采

言

深度增大而增大。对于深部构造区域巷道，在较高

高地压以及围岩松软破碎是造成巷道支护失效
的重要原因，一些深部巷道、沿空巷道、构造应力
作用巷道、强烈采动影响巷道等应力高、围岩差的
巷道均出现了锚杆、锚索破断现象

[1－ 3]

。随着煤矿

开采深度加大，再加上构造区域高水平应力的作用，
巷道支护失效问题更加突出，钢带撕裂、锚杆破断、
[3－9]

支架扭曲变形等现象更加常见

。

水平应力作用下顶底板发生变形，并将其压力传递
－
给两帮，造成巷道肩角围岩应力集中而破坏[10 12]。
破坏后的肩角围岩对顶板的支撑力减弱，造成顶板
实际跨度增大，易于诱发冒顶[10]。因此，肩角是煤
巷围岩稳定控制的关键部位之一。
目前煤巷多采用锚杆支护，且肩角锚杆（两帮
的最上部锚杆）多为倾斜打设，穿过煤帮而锚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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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板内。如若肩角锚杆的支护强度、支护布置不当，

支护体出现严重变形破坏，其特征为掘巷后，两帮

支护结构不能适应肩角围岩的变形破坏，即会造成

移近速度快，两周内，两帮煤体沿顶板发生滑移，

肩角锚杆破断失效，进一步加剧肩角围岩的变形破

且移近量较大，致使顶板最外侧锚杆被煤帮覆盖，

坏，进而引起片帮、甚至冒顶，给煤矿安全生产带

肩角锚杆大量破断，如图 1 所示。

来巨大威胁。因此，研究肩角锚杆破断机制及其控
制具有重要意义。

顶板

巨野矿区经历多次构造运动后，形成“棋盘”

肩角锚杆

格式构造形态，整个矿区构造应力均较大。巨野矿
区新巨龙矿北区胶带运输大巷（简称“北胶大巷”）

两帮

埋深 800 m，受到区域构造及局部断层构造双重影
(a) 全貌

响，肩角煤体变形严重，大量直径为 22 mm 的肩角
锚杆发生破断，给煤矿的安全生产带来极大影响。
基于北胶大巷围岩及肩角锚杆变形破坏特征，本文
建立了肩角锚杆力学分析模型，揭示了肩角锚杆破
断机制，并提出了防止锚杆破断的围岩控制技术。

2

肩角锚杆破断特征分析

(b) 局部

(c) 现场取出的破断肩角锚杆

图 1 围岩变形与肩角锚杆变形破断形态
Fig.1 Surrounding rock deformation
and shoulder bolts breakage shape

新巨龙矿北胶大巷埋深 800 m，沿 3 煤顶板掘
进，断面为梯形，顶部和底部宽度分别为 4.8 m 和
5.5 m，高 3.8 m。煤层厚 3.85～4.04 m，平均倾角
为 5°，煤体硬度 f  1～2。依据 L-22 号和 263 号
钻孔柱状资料，顶板由下往上依次为 2.6 m 厚的粉
砂岩和 4.0 m 厚的细砂岩，底板由上往下依次为
3.5 m 厚的粉砂岩和 4.2 m 厚的细砂岩，粉砂岩、细
砂岩较坚硬，岩样试件强度为 50～70 MPa，岩体强
度较高，且完整性较好。
北胶大巷靠近且平行于断层 FL10、FL11 掘进，
两断层倾角为 70°，落差为 0～15 m。受“棋盘”
格式区域构造及 F10、FL11 断层构造影响，北胶大
巷附近实测地应力结果见表 1。实测垂直应力为
20～25 MPa，最大水平应力达到 46 MPa，为垂直
应力的 1.92 倍，构造应力非常显著。

煤层与顶板之间交界面，锚固在顶板岩层内。由锚
杆断口形态及破断位置（见图 1）可知，锚杆没有
明显受拉而变细的痕迹，其破断形式属于剪切破坏，
且锚杆破断位置基本一致，均位于煤层与顶板岩层
的交界面处。
初步分析表明，水平构造应力作用下煤帮沿顶
板的滑移错动对锚杆产生的剪切力及锚杆的弱抗剪
性是导致锚杆破断的原因。锚杆对围岩的支护作用
主要体现在因受拉和受剪而产生的对围岩的约束
力，而锚杆的抗剪能力较小，约为抗拉强度的 0.6～
0.8 倍[13]。在较大的水平构造应力作用下，两帮煤
体沿着坚硬顶板向巷道发生滑移，两帮与顶板出现

表 1 地应力测量结果[11]
Table 1 Ground stress results

错动。由于肩角锚杆穿过煤层和岩层交界面，限制

 hmax

 h min

v

/ MPa

/ MPa

/ MPa

D1

36.81

28.16

22.03

1.67

D2

38.74

27.68

21.40

1.81

D3

45.69

25.83

24.73

1.85

D4

46.12

26.75

23.98

1.92

测点

肩角锚杆与水平成 20°向顶板倾斜打设，穿越

 hmax /  v

北 胶 大 巷 采 用锚 带 网 索 支护 ， 两 帮 锚杆 为

 22 mm×2 500 mm 全螺纹等强锚杆，顶板锚杆为
屈服强度为 500 MPa，  22 mm×2 500 mm 高强锚
杆，树脂药卷加长锚固，锚索规格为  17.8 mm×
6 300 mm。在深部构造应力作用下北胶大巷围岩及

了煤帮的滑移，而使其受到剪切力的作用。锚固在
坚硬顶板内的杆体，相对稳定；煤体内的杆体则会
随着煤体向巷道滑移而发生弯曲变形，并在剪应力
超过锚杆的抗剪强度后（锚杆抗剪强度小）
，在煤岩
层的交界面处发生破断。

3

肩角锚杆受力分析
为更进一步解释肩角锚杆的破断，对煤帮内的

锚杆杆体进行了受力分析。依据肩角锚杆变形破断
情况（见图 1），得到煤帮内杆体变形破断前后的形
态，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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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分析，肩角锚杆受力过程可分为两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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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分析，将 AB 段杆体旋转至水平位置（见

段：第 1 个阶段为杆体弯曲变形阶段，在煤帮沿顶

图 3(b)）
。对于图 3(b)，受力可分解为 3 个组成部分，

板的滑移剪切力作用下，杆体在煤帮和顶板的交界

即均布荷载、三角形荷载和沿锚杆轴向呈线性增加

面附近发生弯曲变形，由锚杆破断情况看，随着远

（A 端小、B 端大）的荷载，如图 4 所示。

离交界面，杆体的弯曲变形逐渐减小，因此，在这
个阶段，AB 段除发生刚性移动外，也绕着 A 点发
生弯曲变形至 AB 。第 2 个阶段为杆体被剪断阶段，

q1 sin

(q2-q1) sin

当锚杆弯曲至 AB 后，杆体受力恶化，在滑移剪切
力进一步作用下杆体在交界面处被剪断。以下对这
两个阶段进行分析。

A

B

A

(a) 均布荷载

B
(b) 三角形荷载

q2 cos
q1 cos

变形破断前

直接顶

变形破断后
B'

A

B

B

煤 层

煤层与直接顶
交界面

A


肩角帮锚杆

图 2 肩角锚杆破断前后形态对比
Fig.2 Contrast of shoulder bolt shape before
and after breakage

3.1 杆体弯曲变形阶段力学分析
杆体弯曲变形阶段， AB 段受力如图 3(a)所示。

(c) 线性增加荷载

图 4 弯曲变形阶段 AB 段杆体受力分解
Fig.4 Stress decomposition of section AB in bending
deformation stage

由图 4 可见，只有图 4(a)、图 4(b)可以产生垂
直 AB 向下的挠度，令 q1 sin   Q1 ，( q2  q1 )sin  
Q2 ，则可求得两者对应的挠度方程为
Q1t 2 (t 2  4Lt  6 L2 )
24 EI

（1）

Q2 t 2 (t 3  10tL2  20 L3 )
120 EIL

（2）

1 (t ) 

从巷道变形情况来看，肩角锚杆破断后煤帮越往上
变 形量 越大 ，两 帮上 部的 相对 移近 量为 400～
500 mm ， 而 两 帮 中 下 部 的 移 近 量 则 为 100 ～
200 mm，移近量越大，对杆体的挤压力越大，即杆
体 AB 段越往上，杆体受力越大。为便于分析，将
其简化为上大、下小的梯形分布模式。 B 端载荷 q2
大于 A 端载荷 q1 。 为杆体 AB 与水平方向的夹角。
为简化计算，假定 AB 段杆体载荷呈梯形分布。

式中：t 为杆体上某点至 A 端的距离（A 端时 t  0），
L 为 AB 段杆体长度；E 为杆体弹性模量；I 为杆体
的横截面对中性轴的惯性矩；EI 为杆体抗弯刚度。
AB 段挠曲线方程为

 (t )  1 (t )  2 (t ) 
5Q1t 2 L(t 2  4 Lt  6 L2 )  Q2t 2 (t 3  10tL2  20 L3 )
120 EIL

B

q2

2 (t ) 

（3）
q1



杆体挠度曲线方程式（3）中的一些变量，难以

A

确定其实际数值，因此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研究杆体
AB 段弯曲变形形态。将抗弯刚度 EI 视为常数 1，

(a) 旋转前

q2
q1


B

A

并令杆体长度 L  1，Q1  1，则当 q2 : q1  1.0 、1.5、
2.0、2.5、3.0 时，可以计算得到各自的挠曲线方程，
挠曲线形态如图 5 所示。由图可以看出，随着远离

(b) 旋转后

A 端、趋近 B 端，AB 段杆体位移逐渐增大，这与杆

图 3 弯曲变形阶段 AB 段杆体受力
Fig.3 Stress of AB section in bending deformation stage

体的实际弯曲形态一致（见图 1）
，表明建立的力学
模型是合理的；随着 q2 : q1 比值的增大，AB 段的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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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变形量增大。巷道表面位移监测表明，构造应力

Fs (a)   P1 x 

越大，巷道两帮上部和下部两帮移近量差值越大，
对锚杆杆体上部和下部的挤压力的差值越大，即

Fs (b)  

q2 : q1 比值越大。因此，构造应力越大，AB 段杆体

弯曲变形越严重。

P1 L
2

（4）

P2 x 2 3P2 L

2 L
20

（5）

由式（4）、（5）右侧相加，可得 AB 段剪力方
程为

AB 段杆体的挠度/m

0.35
3.0

0.30

2.5

0.25

（6）

由式（6）可得 AB 段杆体剪力分布，如图 8

1.5

0.15

1.0

0.10

0

P2 x 2
3 P L P L
 P1 x  2  1

2L
20
2

2.0

0.20

0.05

Fs  

所示。

A点
B点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p2-p1)sin

p 1sin

与 A 点的距离 t/m

图 5 不同 q1: q2 比值时杆体挠曲线
Fig.5 Deflection curves of bolt body under
different q1:q2 ratios

A

A

B'
(a) 均布荷载

B'
(b) 三角形荷载

3.2 杆体被剪断阶段力学分析
p 2cos

杆体发生弯曲变形后，杆体 AB 段弯曲变形至
AB（见图 2）
，进入被剪断阶段，此阶段 B 端不再
发生位移，即 A 、 B 端均固定， AB 段杆体受力如
图 6(a)示。此时，假定 AB 段长度为 L ，与水平方
向夹角为  ，B 端载荷 p2 大于 A 端载荷 p1 ，AB 段
载荷简化为梯形分布。为便于分析，将 AB 段杆体
旋转至水平位置（见图 6(b)），受力分解如图 7 所示。
B'

p2

p 1cos
A

B'
(c) 线性增加荷载

图 7 被剪断阶段 AB 段受力分解
Fig.7 Stress decomposition of section AB
in shear break stage

Fs

3
1

P2 L  PL
1
20
2
1
P2 L
40

p1



A

A

(a) 旋转前

B
1
L
2

p2

7
1

P2 L  PL
1
20
2

p1


A

B'
(b) 旋转后

图 6 被剪断阶段肩角锚杆 AB 段杆体受力
Fig.6 Stresses of section AB of shoulder bolt
in shear break stage

由于图 7(c)中的载荷方向沿杆体轴向，在垂直
杆体轴向方向不产生剪切力，故只考虑图 7(a)、(b)
中的载荷。
令 p1 sin   P1 ， ( p2  p1 )sin   P2 ，则对于图
7(a)、7(b)，其剪力方程分别为

图 8 AB'段杆体剪力分布图
Fig.8 Shear stress distribution of section AB'

由图 8 可见，杆体剪力分布呈现两头大、中间
小的特征， B 处剪力最大，即锚杆在煤层与顶板交
界面处最易被剪断，在 A 处剪力也较大，而 AB 段
中间段附近剪力相对较小，发生剪切破断的可能性
最小。从现场取出的破断锚杆来看，锚杆破断位置
基本在煤层和顶板岩层的交界面处，且断口呈现弯
曲后的剪切破断形态，说明锚杆在交界面处被剪
断，这与力学分析得到的剪力分布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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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岩控制技术
以上分析表明，在水平构造应力作用下煤巷两

帮沿坚硬顶板发生较大滑移，且这种滑移是不可抗
的，滑移错动产生的较大剪切力及煤体对锚杆的挤
压力，导致大量肩角锚杆发生弯曲变形并在煤岩层

2307

在一次支护完成 14 d 后，在两排“让”锚杆中间，
与水平方向成 15°施工肩角“控”锚杆，使其穿过
煤岩层交界面，并采用树脂药卷加长锚固，将煤体
与顶板锚固在一起，加强对肩角围岩的控制，实现
“控制”作用。
北胶大巷实施“控让耦合支护”支护方案后，

交界面处被剪断。不仅如此，水平构造应力作用于
顶板而转移至两帮的压力，也是两帮尤其是肩角煤

肩角煤体变形量减小，两帮肩角处移近量由 400～

体变形破坏的重要原因。针对深部构造应力区煤巷
“肩角煤体严重破坏、肩角锚杆大量破断”问题，

受力状况明显改善（见图 10），锚杆载荷趋于稳定

提出深部构造应力作用煤巷“高强高预紧力锚杆锚
索支护、肩角控让耦合支护”围岩控制技术。
－
高强高预紧力锚杆锚索支护原理[13 15]：实现主
动及时支护，减小围岩的早期变形和破坏；改善围
岩的应力状态，提高围岩自身的承载能力；实现锚
杆锚索与围岩共同承载，并利用锚索锚固深度大的
特点，充分调动深部围岩的承载能力，且锚杆锚索
具有一定的延伸率，能够实现高阻让压，允许围岩

500 mm 减小至 200 mm 左右；顶板、两帮锚杆锚杆
后，分别达到 110 kN 和 90 kN，小于其破断载荷
250 kN 和 189 kN，未发生锚杆破断现象，支护结构
的可靠性较高。
锚索17.8 mm, L6 300 mm

高强锚杆22 mm,
L2 500 mm
全螺纹等强
锚杆22 mm,
L2 500 mm

“控”锚杆
“让”锚杆

发生适量变形。顶板通过高强高预紧力锚杆锚索支
护，可减小顶板变形破坏，从而减小水平构造应力
作用下顶板向两帮传递的压力。另一方面，两帮通
过高强高预紧力锚杆支护，可提高自身的承载能力，
(a) 正视图

增强对顶板的支撑，从而也有利于顶板的稳定。
“控让耦合支护”支护技术原理：高构造应力
作用下两帮沿坚硬顶板的滑移错动是不可阻挡的，
肩角锚杆对这种滑移变形应采取“让”的方式，即
允许其发生滑移，避免肩角锚杆受到较大剪切力而
破断；两帮发生滑移变形后，应力得以释放，两帮
煤体沿顶板的滑移剪切力大大减小，此时为避免肩
角围岩的碎胀变形过大而失稳，则应对肩角围岩采
取加强支护“控制”措施。
“控”、
“让”结合，即为
“控让耦合支护”技术。

支护”参数，支护断面如图 9 所示。
两帮采用  22 mm×2 500 mm 全螺纹等强锚杆，
其中肩角“让”锚杆以小角度（5°以下）打设，避
免锚穿过煤岩层交界面，允许两帮沿顶板发生滑移，
实现“让压”作用；顶板采用屈服强度为 500 MPa、

 22 mm×2 500 mm 左旋无纵筋高强让压锚杆，树
脂药卷加长锚固，锚索规格  17.8 mm×6 300 mm，
五花布置，顶板、两帮锚杆预紧扭矩不小于 400 N·
m，锚索预紧力不低于 100 kN，实现高强、高预紧
力主动及时支护。
依据现场观测，掘巷后两周内，两帮肩角煤体
沿顶板滑移量较大，之后肩角变形趋于稳定。因此，

(b) 巷帮侧视图

图 9 北胶大巷锚杆支护断面 (单位: mm)
Fig.9 Bolt cross-section of main roadway
for transportation of north area (unit: mm)
140
120
托锚力/ kN

针对北胶大巷生产条件，结合数值模拟分析结
果，确定了该巷“高强、高预紧力支护+控让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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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锚杆载荷随时间变化曲线
Fig.10 Variation curves of bolt load with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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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1）在水平应力作用下，两帮沿坚硬顶板发生
较大滑移，肩角煤体严重破坏，大量肩角锚杆破断
失效。肩角围岩是巷道围岩控制的关键部位。

[7]

（2）在高构造应力作用下，两帮煤体沿顶板的
滑移剪切力使得穿过煤岩层交界面的肩角锚杆发生
弯曲变形，并且在交界面处受到的剪切力最大，致
使锚杆在该处最容易被剪断。
（3）针对深部构造区煤巷肩角锚杆破断问题，

[8]

提出了“控让耦合支护”技术，允许两帮煤体沿坚
硬顶板发生滑移后，再加强支护控制肩角煤体碎胀
变形。
“控让耦合支护”避免了肩角锚杆破断，实现
了深部构造应力区煤巷围岩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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