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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煤炭是我国主要不可再生能源,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对煤炭采矿工程管理要
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巷道掘进作业和支护技术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煤矿企业发展的具体要求,无论是在
安全作业环境角度出发还是从煤矿产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传统支护技术下巷道掘进工作都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对此,煤炭采矿企业要立足于自身实际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解决
弊端,加大对支护技术的研发力度,创新煤炭采矿工程巷道掘进工作方式,充分利用先进科学技术的作用,
促进我国煤炭采矿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进而提升我国经济实力和
综合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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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al is the main non renewable energy in China. With the continuous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requirements for coal mining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re becoming higher
and higher. The traditional roadway excavation operation and support technology can not meet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al mining enterprises. Whether it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fe
working environment 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mine industry, there are
certain limitations in the roadway excavation work under the traditional support technology. In this regard, coal
mining enterpris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ir own actual development process, analyze
the reasons behind the problems, solve the disadvantages,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upport
technology, innovate the roadway excavation mode of coal mining engineering, make full use of the role of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al mining industry,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so as to enhance China's
economic strength,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core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coal mining engineering; roadway excavation; support technology; key points of application;
specific strategies
引言

和支护技术的应用要点以及具体实施策略进行了深入分析,为

巷道掘进是煤炭采矿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巷道掘进速

提高我国煤炭开采水平和促进煤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

度的快慢则主要依赖于支护技术,科学合理支护技术的应用一

建议。

方面可以加快巷道的掘进速度,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从而提升

1 煤炭采矿工程巷道掘进技术的应用要点

企业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有利于为作业人员提供安全的工作

1.1掘进技术

环境,减少采矿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支护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是

目前我国煤炭采矿巷道作业应用较为广泛的掘进技术为大

当前我国煤炭行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进一步提升

断面连续掘进技术(如图1),大断面连续掘进具有效率高、安全

采矿工作安全性的必然要求。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往往还存在

性高等优势,通过协调各施工环节对间断性处理手段进行综合

支护技术不成熟等问题,基于此,本文对煤炭采矿工程巷道掘进

管控,以调整和优化开采方案,在应用大断面掘进技术之前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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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各项勘察工作,选择与实际情况相符的掘进技术[1]。此外,机

照相关标准在巷道内安装通风装置,降低巷道内空气瓦斯浓度,

械化掘进技术也是常用的煤炭采矿巷道作业技术,该技术在应用

减少瓦斯爆炸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过程中需要确保充足的电力供应,对此就需要电力工作人员科学

2 煤炭采矿工程巷道掘进和支护技术的具体应用

规划电力运输线路,减少由于电力不足而导致的施工偏差。

2.1巷道掘进设备的合理选择
巷道掘进作业最重要的一点是保证巷道的稳定性,因此在
作业开始前要根据具体施工条件选择合适的掘进设备,以最大
程度的维持巷道的稳定性,保护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同时也避
免了有效资源的浪费,提高巷道掘进工作效率。基于此,施工人
员以及技术人员在作业开始前要深入实地进行勘察,分析施工
地点地质结构、水文分布、温度湿度等影响因素,并以此为根据
对作业设备进行科学分析,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
因地制宜的选择作业设备,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可行性较
高的施工方案,确保连续巷道掘进作业质量,减少外部因素对巷
[2]
道掘进作业的影响,同时也提高了施工安全系数 。此外,为确

保连续作业,要保证施工设备的稳定性,对此要采用先进的掘进
图1 大断面连续掘进
1.2地质勘察

工艺,采用镶嵌式组合等技术维持设备的稳定性,此外还要走好
施工设备的定期养护和维修工作,确保施工设备的正常运行。

地质勘察是巷道掘进施工的基本前提,准确的掌握施工现
场地质构造、水文条件有利于巷道掘进施工的顺利进行,但目前
我国地质勘察技术还不能满足煤炭开采工作发展的基本需求,
因此还需要加强对地质勘察技术的研发,提高勘察水平。基于此
要充分利用三维技术在地质勘察中的作用,三维技术能够清晰
的显示出地质结构以及地层的变化特征(如图2),根据分析数据
可以得到施工场地是否为地质灾害频发地,并做好相应的预防
措施,选择合适的开采区域,提高钻孔作业的安全系数。

2.2促进机电一体化建设
机电一体化建设是提高煤炭采矿工程巷道掘进工作质量的
必然要求,因此相关工作人员要加强对施工设备的动态化管理,
密切关注各项巷道掘进设备的运行情况,如果设备出现故障则
应立即排除并加以解决,对此可以借助现代测控技术促进煤炭
采矿巷道掘进的机电一体化建设,实现对施工设备的远程控制
和管理,调整施工设备运行效率,提高巷道掘进速度。
2.3支护技术管理
支护技术的应用一方面是为巷道掘进提供充足的空间,改
善结构支撑效果,确保掘进工作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是为了提
升作业环境的安全系数,确保巷道掘进施工人员生命安全,基于
此,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支护技术的应用进行说明：首先,
要加强支护网的刚度,在比较薄弱的结构中增加锚梁支护,提高
采矿结构稳定性,加强对螺母准确度的管理,科学控制每个螺母
的精准度,同时在选择螺母时要根据锚杆的具体情况,选择与之
配套的螺母,提高结构抵抗性,稳定支护结构,减少砂石堆积等
[3]
外力对支护结构的影响,从而降低支护结构崩塌的风险 。其次,

掌握巷道掘进作业的整个过程,实现实时动态化管控,了解每一
个掘进作业环节对支护技术的要求,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问
题,保证支护结构的整体性。最后,加强对支护施工材料的管理,
图2 三维技术下的地质构造

支护材料质量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支护效果,因此相关

1.3瓦斯排放应用要点

工作人员要加强对支护施工材料的检查与验收,对每一项支护

近年来我国煤炭开采瓦斯爆炸事件层出不穷,危害施工人

材料进行抽样检验,严格按照相关质量规定选择合格的支护材

员人身安全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为确保巷道

料,在实际作业过程中也要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开展各项支护操

掘进作业环境的安全,要加强对瓦斯排放等工作的监管力度。首

作,加强对每个作业环节的管理和控制,达到增强支护效果的目

先,相关工作人员在作业开始前要对巷道内瓦斯浓度进行检查,

的。此外,还要加强对支护技术的研发力度,加大资金投入,根据

在巷道内安装瓦斯浓度测试装置和报警装置,加强对瓦斯浓度

实际地质条件不断创新支护方式,促进煤炭采矿巷道掘进支护

的实时监测。其次,定期开展相关排查工作,对发生瓦斯爆炸危

技术的个性化发展和应用。

险因素进行排查,如果发现瓦斯泄露则立即处理,同时还应该按

2.4加强通风防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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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防尘是增强支护效果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巷道掘进施

设,实现对巷道掘进作业的动态化监管,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

工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施工环境空气的流畅,优化巷道掘进作业

巷道掘进设备,在提高作业效率和质量的同时提高施工环境的

环境,基于此相关工作人员要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深入落实各

安全系数,确保煤矿采矿工程的安全进行。

项通风防尘工作。对此首先施工管理人员要深入实地调查,掌握
巷道风压和风量,得到准确数据后选择合适的通风机,并根据巷
道的长度确定通风机的数量,完善巷道掘进基础设施建设。其次,
在通风机投入使用之前要对其各项性能进行综合测试,各项性
能达标后方可投入使用,以达到最好的通风防尘作用,营造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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