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156383.6

(22)申请日 2018.09.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02613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2.18

(73)专利权人 四川华蓥山龙滩煤电有限责任公

司

地址 638020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小井乡

(72)发明人 陈建国　范凯　毛薪杰　卢运海　

陈占全　何立菊　汪胜　唐道春　

陈忠明　欧居全　赵康华　郭靖　

郭煜　向华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众合诚成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246

代理人 夏艳

(51)Int.Cl.

E21F 7/00(2006.01)

E21B 33/13(2006.01)

E21F 1/00(2006.01)

审查员 李鑫杰

 

(54)发明名称

一种超长工作面采空离层区卸压瓦斯的抽

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超长工作面采空离层区

卸压瓦斯的抽采方法，治理上隅角及采空区瓦

斯，包括以下步骤：针对超长工作面布置上顺、中

顺和下顺三条回采巷，形成上、下顺进风、中顺回

风的“W”型通风系统；在所述中顺采空区覆岩上

部的“O”形圈内中上部位置布置高位抽采钻孔和

高位抽放巷道后进行回采；将所述布置的高位抽

采孔和高位抽放巷道连入抽采支管上，再将抽采

支管并入矿井瓦斯抽采利用系统进行抽采治理。

本发明所述抽采方法能够高效抽采利用采空区

离层卸压裂隙带高浓度瓦斯，减小工作面采空区

的瓦斯涌出量，杜绝工作面回风及上隅角瓦斯超

限与采空区瓦斯爆炸事故，提高工作面生产效率

和安全性，确保矿井安全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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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长工作面采空离层区卸压瓦斯的抽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含：

(1)针对超长工作面布置上、中和下顺槽三条回采巷，形成上、下顺槽进风，和中顺槽回

风的“W”型通风系统；

(2)在所述中顺槽上方且处于“O”形圈内的卸压裂隙带层位布置高位抽采巷道和抽采

钻孔，进行回采；

其中，采空区卸压瓦斯抽采钻孔和高位抽采巷道沿工作面治理走向采用阶段接替式布

置，第一阶段是仰斜向上重叠搭接走向高位抽采钻孔抽采治理阶段，治理走向长为工作面

走向长的1/4，第一阶段抽采钻孔布置在工作面中顺槽巷道顶板中；第二阶段是水平走向高

位长钻孔抽采治理阶段，第二阶段抽采钻孔是布置在高位抽采巷道正碛头内，高位抽采巷

道水平距回风中顺槽一距离，且垂距工作面开采层顶板一距离，施工走向长为工作面走向

长的2/4；第三阶段是高位抽采巷道抽采治理阶段；

(3)对高位抽采钻孔进行封孔，采用“两堵一注”带压封孔工艺，钻孔前后设置堵头，形

成密封式带压注浆室，将配比好的膨胀性水泥浆注入密封式带压注浆室内进行带压充填封

堵，隔断筛管抽采区与孔内围岩漏气裂隙的联络通道，高位抽采钻孔封孔深度不小于30m；

(4)在工作面回风的中顺槽及高位抽采巷道内均敷设布置管道内径不小于DN200mm的

抽采支管，抽采支管上设置检查嘴与闸阀，并将布置的高位抽采钻孔和高位抽采巷道连入

抽采支管上，再将抽采支管并入矿井瓦斯抽采系统，进行采空离层区卸压瓦斯抽采利用；

(5)第一阶段高位抽采钻孔在工作面回采推进一距离后投抽，将所述第一阶段高位抽

采钻孔连入所述中顺槽敷设的抽采支管内进行抽采利用；第二阶段高位抽采钻孔在工作面

回采推进至其1/4走向长后投抽，将所述第二阶段高位抽采钻孔连入高位抽采巷道内敷设

的抽采支管内进行抽采利用；第三阶段高位抽采钻孔在工作面回采推进至其2/4走向长后

投抽，在高位抽采巷道全负压通风附近不超过5m的位置处构筑密闭，并在高位抽采巷道内

留设抽放支管进行巷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长工作面采空离层区卸压瓦斯的抽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步骤(1)中，所述超长工作面的工作面倾斜长度≥240m；所述中顺槽的回风量为所述上、下

顺槽进风的配风量之和；所述上、下顺槽进风的配风量为800～1000m3/min，所述中顺槽的

回风量为1600～2000m3/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长工作面采空离层区卸压瓦斯的抽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步骤(2)中，所述第一阶段的抽采钻孔布置：钻孔成组布置，每组数量不少于4个孔，每组间

距40m，钻孔施工直径不小于94mm，钻孔施工倾角20°～30°，施工孔深60m～70m，钻孔终孔的

位置在裂隙带层位，距离煤层顶板方向20m～30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长工作面采空离层区卸压瓦斯的抽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步骤(2)中，所述第二阶段的抽采钻孔布置：至少布置8个钻孔，钻孔施工倾角1°、孔直径不

小于113mm，孔深为工作面走向长的1/4，钻孔层位与高位抽采巷道保持一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长工作面采空离层区卸压瓦斯的抽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步骤(2)中，所述第二阶段的高位抽采巷道布置：高位抽采巷道水平距回风中顺槽6m～10m，

垂距工作面开采层顶板20m～30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长工作面采空离层区卸压瓦斯的抽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2)中所述裂隙带的抽放层位在10～15倍的工作面采高层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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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长工作面采空离层区卸压瓦斯的抽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步骤(3)中，利用封孔泵将配比好的膨胀性水泥浆注入密封式带压注浆室内进行带压充填

封堵；所述的封孔泵为机械封孔泵，其为BFK-12/2.4型矿用封孔泵，送浆能力的最大垂距为

50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长工作面采空离层区卸压瓦斯的抽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步骤(3)中，所述的水泥浆按照硅酸盐水泥：水：石膏粉重量比为2.5：1：0.2的配比配置。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长工作面采空离层区卸压瓦斯的抽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步骤(4)中，所述矿井瓦斯抽采系统为地面永久抽采利用系统，该系统安装两台水环真空

泵，最大抽气量为324m3/min，额定功率为400kw，抽采系统主管路管径为DN500mm，采区干管

路管径为DN350mm。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长工作面采空离层区卸压瓦斯的抽采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步骤(5)中，第一阶段高位抽采钻孔在工作面回采推进30m后投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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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长工作面采空离层区卸压瓦斯的抽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采空区瓦斯治理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超长工作面采空离层区卸压瓦

斯的抽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龙滩矿井是西南地区新建的现代化矿井，为了提高工作面产量，实现高产、高效，

工作面布置思路由华蓥山矿区惯用的倾斜长150m调整为200-240m；走向长600m调整为800-

1600m，形成了大储量综采工作面开采格局。思路的调整，给矿井回采工作面瓦斯治理带来

了一定的难度，特别是采空区与上隅角瓦斯治理方面，安全生产隐患突显，主要暴露有以下

几点问题：

[0003] 一、由于工作面倾斜长与走向长的增大，回采推进过程中采空区面积也会由此增

大，顶板垮落与管理不好时，易形成大的瓦斯积聚空间；

[0004] 二、矿井南翼工作面底板裂瓦斯与上覆K2煤层发育，回采后在矿山压力作用下，采

空区内易导通高浓度底板裂隙瓦斯与大量遗存K2煤层，增加了采空区瓦斯涌出源，瓦斯涌

出较量大；

[0005] 三、综采工作面采取“U”型通风，上隅角处风路常常处于涡流状态通风不畅，易造

成瓦斯积聚。如果采空区瓦斯涌出治理不够恰当，轻则造成工作面停产，而严重时可造成瓦

斯爆炸事故。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超长工作面采空离层区卸压瓦斯的抽采方法，该方

法能够有效果解决上隅角瓦斯超限和回风流瓦斯超限问题，治理综采工作面上隅角及采空

区瓦斯，实现采空区高浓度瓦斯抽采利用，提高综采工作面的安全性和生产效率。

[0007]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超长工作面采空离层区卸压瓦斯的抽采方法，该方法包含：

[0009] (1)针对超长工作面布置上、中和下顺槽三条回采巷，形成上、下顺进风，和中顺回

风的“W”型通风系统；

[0010] (2)在所述中顺槽上方且处于“O”形圈内的卸压裂隙带层位布置高位抽采巷道和

抽采钻孔，进行回采；

[0011] 其中，采空区卸压瓦斯抽采钻孔和高位抽采巷道沿工作面治理走向采用阶段接替

式布置，第一阶段是仰斜向上重叠搭接走向高位抽采钻孔抽采治理阶段，治理走向长为工

作面走向长的1/4，抽采钻孔布置在工作面中顺槽巷道顶板中；第二阶段是水平走向高位长

钻孔抽采治理阶段，抽采钻孔是布置在走向高位抽采巷道正碛头内，高位抽采巷道水平距

回风中顺槽一距离，且垂距工作面开采层顶板一距离，施工走向长为工作面走向长的2/4；

第三阶段是走向高位抽采巷道抽采治理阶段；

[0012] (3)对高位抽采钻孔进行封孔，采用“两堵一注”带压封孔工艺，钻孔前后设置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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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形成密封式带压注浆室，将配比好的膨胀性水泥浆注入密封式带压注浆室内进行带压

充填封堵，隔断筛管抽采区与孔内围岩漏气裂隙的联络通道，高位抽采钻孔封孔深度不小

于30m；

[0013] (4)在工作面回风的中顺槽及高位抽采巷道内均敷设布置管道内径不小于

DN200mm的抽采支管，抽采支管上设置检查嘴与闸阀，并将布置的高位抽采钻孔和高位抽采

巷道连入抽采支管上，再将抽采支管并入矿井瓦斯抽采系统，进行采空离层区卸压瓦斯抽

采利用；

[0014] (5)第一阶段高位抽采钻孔在工作面回采推进一距离后投抽，将所述高位抽采钻

孔连入所述中顺槽敷设的抽采支管内进行抽采利用；第二阶段高位抽采钻孔在工作面回采

推进至其1/4走向长后投抽，将所述高位抽采钻孔连入高位抽采巷道内敷设的抽采支管内

进行抽采利用；第三阶段高位抽采巷道在工作面回采推进至其2/4走向长后投抽，在高位抽

采巷道全负压通风附近不超过5m的位置处构筑密闭，并在高位抽采巷道内留设抽放支管进

行巷抽。

[0015] 优选地，在步骤(1)中，所述超长工作面的工作面倾斜长度≥240m；所述中顺槽的

回风量为所述上、下顺槽进风的配风量之和；所述上、下顺槽进风的配风量为800～1000m3/

min，所述中顺槽的回风量为1600～2000m3/min。

[0016] 优选地，在步骤(2)中，所述第一阶段的抽采钻孔布置：钻孔成组布置，每组数量不

少于4个孔，每组间距40m，钻孔施工直径不小于94mm，钻孔施工倾角20°～30°，施工孔深60m

～70m，终孔的钻孔位置在裂隙带层位，距离煤层顶板方向20m～30m。

[0017] 优选地，在步骤(2)中，所述第二阶段的抽采钻孔布置：至少布置8个钻孔，钻孔施

工倾角1°、孔直径不小于113mm，孔深为工作面走向长的1/4，钻孔层位与高位抽采巷道保持

一致。

[0018] 优选地，在步骤(2)中，所述第二阶段的高位抽采巷道布置：高位抽采巷道水平距

回风中顺槽6m～10m，垂距工作面开采层顶板20m～30m。

[0019] 优选地，步骤(2)中所述裂隙带的抽放层位在10～15倍的工作面采高层位处。

[0020] 优选地，在步骤(3)中，利用封孔泵将配比好的膨胀性水泥浆注入密封式带压注浆

室内进行带压充填封堵；所述的封孔泵为机械封孔泵，其为BFK-12/2.4型矿用封孔泵，送浆

能力的最大垂距为50m。

[0021] 优选地，在步骤(3)中，所述的水泥浆配比，硅酸盐水泥：水：石膏粉重量比按2.5：

1：0.2配置。

[0022] 优选地，在步骤(4)中，所述矿井瓦斯抽采系统为地面永久抽采利用系统，该系统

安装两台水环真空泵，最大抽气量为324m3/min，额定功率为400kw，抽采系统主管路管径为

DN500mm，采区干管路管径为DN350mm。

[0023] 优选地，在步骤(5)中，第一阶段高位抽采钻孔在工作面回采推进30m后投抽。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的抽采方法将超长工作面调整为“W”型通风系

统，抽采工程布置在采空离层双“O”形圈内抽采卸压瓦斯，解决了传统工作面“U”型通风系

统下采空区瓦斯抽采效果差、上隅角及回风瓦斯超限频发和安全威胁大等安全技术问题，

能够减小工作面采空区的瓦斯涌出量，杜绝工作面回风及隅角瓦斯超限及采空区瓦斯爆炸

事故，提高工作面生产效率和安全性，确保矿井安全回采。该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有益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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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0025] 1 .工作面采用W型通风，上、下顺槽均为进风，通风系统上不存在上隅角瓦斯积聚

问题，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上隅角瓦斯超限；

[0026] 2.钻孔与抽采巷道布置在中顺上部覆岩离层卸压裂隙带内，由于回采巷道采用W

型布置，因此在工作面采动后中顺上覆围岩采空侧上部形成了双“O”形圈叠加带，增大了卸

压增透范围，能够较好的抽采高浓度采空区瓦斯，从而实现高效的抽采治理采空区瓦斯；本

发明方法可抽采的瓦斯浓度达20～60％以上；

[0027] 3 .工作面W型通风的巷道布置方式，更有利于工作面采前煤层预抽孔的布置，在

上、中、下顺槽布置顺层预抽钻孔有利于防止打钻治灾期间出现的预抽空白带现象，为工作

面实现采前预抽达标创造了条件；

[0028] 4.W型通风的巷道布置方式，可以将工作面回风巷设置为独立的回风巷，因而避免

了在回风巷内设置综采相关电气设备，也避免回风粉尘危及职工健康问题，有利于工作面

通风瓦斯管理；

[0029] 5.本发明抽采工程采用高抽钻孔与高位抽放巷道相结合的布置方式，整体上节约

了一大部分高抽巷治灾工程量，实现了安全经济效益；

[0030] 6.本发明方法工艺简单，存在明显的技术优势和推广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抽采方法布设的“W”型通风系统、抽采钻孔及抽采巷道的结

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本发明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

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3] 一种超长工作面采空离层区卸压瓦斯的抽采方法，该方法包含：

[0034] (1)针对超长工作面布置上、中和下顺槽三条回采巷，形成上、下顺进风，和中顺回

风的“W”型通风系统；

[0035] (2)在中顺槽上方且处于“O”形圈内的卸压裂隙带层位布置高位抽采巷道和抽采

钻孔，进行回采；

[0036] 其中，采空区卸压瓦斯抽采钻孔和高位抽采巷道沿工作面治理走向采用阶段接替

式布置，第一阶段是仰斜向上重叠搭接走向高位抽采钻孔抽采治理阶段，治理走向长为工

作面走向长的1/4，抽采钻孔布置在工作面中顺槽巷道顶板中；第二阶段是水平走向高位长

钻孔抽采治理阶段，抽采钻孔是布置在走向高位抽采巷道正碛头内，高位抽采巷道水平距

回风中顺槽一距离，且垂距工作面开采层顶板一距离，施工走向长为工作面走向长的2/4；

第三阶段是走向高位抽采巷道抽采治理阶段；

[0037] (3)对高位抽采钻孔进行封孔，采用“两堵一注”带压封孔工艺，钻孔前后设置堵

头，形成密封式带压注浆室，将配比好的膨胀性水泥浆注入密封式带压注浆室内进行带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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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填封堵，隔断筛管抽采区与孔内围岩漏气裂隙的联络通道，高位抽采钻孔封孔深度不小

于30m；

[0038] (4)在工作面回风的中顺槽及高位抽采巷道内均敷设布置管道内径不小于

DN200mm(DN，公称直径)的抽采支管，抽采支管上设置检查嘴与闸阀，并将布置的高位抽采

钻孔和高位抽采巷道连入抽采支管上，再将抽采支管并入矿井瓦斯抽采系统，进行采空离

层区卸压瓦斯抽采利用；

[0039] (5)第一阶段高位抽采钻孔在工作面回采推进一距离后投抽，将高位抽采钻孔连

入中顺槽敷设的抽采支管内进行抽采利用；第二阶段高位抽采钻孔在工作面回采推进至其

1/4走向长后投抽，将高位抽采钻孔连入高位抽采巷道内敷设的抽采支管内进行抽采利用；

第三阶段高位抽采巷道在工作面回采推进至其2/4走向长后投抽，在高位抽采巷道全负压

通风附近不超过5m的位置处构筑密闭，并在高位抽采巷道内留设抽放支管进行巷抽。

[0040] 进一步地，在步骤(1)中，超长工作面的工作面倾斜长度≥240m；工作面配风量根

据瓦斯治理需要计算出来，中顺槽的回风量为上、下顺槽进风的配风量之和；上、下顺槽进

风的配风量为800～1000m3/min，中顺槽的回风量为1600～2000m3/min。

[0041] 进一步地，在步骤(2)中，第一阶段的抽采钻孔布置：钻孔成组布置，每组数量不少

于4个孔，每组间距40m，钻孔施工直径不小于94mm，钻孔施工倾角20°～30°，施工孔深60m～

70m，终孔的钻孔位置在裂隙带层位，距离煤层顶板方向20m～30m。钻孔施工直径限定94mm

以上，孔径越大单孔抽采流量就越大，抽放治理效果就越好。钻孔施工倾角、深度、组距的设

定：一方面，是为了让该类钻孔(仰斜向上重叠搭接走向高位抽采钻孔)施工到抽采高浓度

采空区瓦斯的卸压裂隙带层位；另一方面，随着工作面的不断回采推进，该类钻孔裂隙带抽

采范围将逐渐变少，由于该类钻孔是按一定距离间隔成组布置，在上一组钻孔抽采效果变

差的同时，下一组钻孔立即接续在裂隙带层位抽采，确保治理效果。

[0042] 进一步地，在步骤(2)中，第二阶段的抽采钻孔布置：至少布置8个钻孔，钻孔施工

倾角1°、孔直径不小于113mm，孔深为工作面走向长的1/4，钻孔层位与高位抽采巷道保持一

致。可采用ZDY4000S或ZDY6000S型大功率钻机施工进行钻孔，大功率钻机能够提供工作效

率。第二阶段水平走向高位长钻孔，钻孔施工倾角要求水平与高抽巷施工层位保持一至，倾

角1°左右即可。因为高抽巷是布置在裂隙带层位，钻孔沿碛头水平施工，始终保持在这个裂

隙带层位，若倾角施工过大会导致钻孔偏出裂隙带层位影响抽放治理效果。钻孔施工深度

(即孔深)越长越好，越长该阶段抽放治理的时间就越长，高抽巷的工过程量就可优化减少，

一般水平走向高位长钻孔施工深度应不小于200m。

[0043] 进一步地，在步骤(2)中，第二阶段的高位抽采巷道布置：高位抽采巷道水平距回

风中顺槽6m～10m，垂距工作面开采层顶板20m～30m。高位抽巷布置层位的选择直接影响采

空区瓦斯抽放效果的好坏，一般高位抽采巷道需布置在裂隙带层位。

[0044] 进一步地，步骤(2)中裂隙带的抽放层位在10～15倍的工作面采高层位处。高位抽

采巷道和抽采钻孔施工到该层位后，能够较好的抽放治理采空区瓦斯。

[0045] 进一步地，在步骤(3)中，利用封孔泵将配比好的膨胀性水泥浆注入密封式带压注

浆室内进行带压充填封堵；封孔泵为机械封孔泵，其为BFK-12/2.4型矿用封孔泵，送浆能力

的最大垂距为50m。

[0046] 进一步地，在步骤(3)中，水泥浆配比，硅酸盐水泥：水：石膏粉重量比按2.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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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0047] 进一步地，在步骤(4)中，矿井瓦斯抽采系统为地面永久抽采利用系统，该系统安

装两台水环真空泵，最大抽气量为324m3/min，额定功率为400kw，抽采系统主管路管径为

DN500mm，采区干管路管径为DN350mm。

[0048] 进一步地，在步骤(5)中，第一阶段高位抽采钻孔在工作面回采推进30m后投抽。

[0049] 为了更加具体地说明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超长工作面采空离层区卸压瓦斯的抽采

方法，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1进行详细说明。

[0050] 实施例1

[0051] 对于大储量超长综采工作面上隅角及采空区瓦斯治理方案，提出调整工作面回采

巷道布置方式，由传统的U型通风调整为W型通风，依靠布置在采空离层卸压环形裂隙圈内

的抽采钻孔及抽采巷道，进行采空区瓦斯抽采利用，实现对工作面上隅角及采空区瓦斯安

全、绿色、高效治理的目的。

[0052]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1抽采方法布设的“W”型通风系统、抽采钻孔及抽采巷

道的结构示意图(图中10为采空区，20为压实区)，为了确保治理效果，具体实施中包括：

[0053] S1：针对超长工作面布置上顺槽(1)、中顺槽(2)和下顺槽(3)三条回采巷，形成上、

下顺进风、中顺回风的“W”型通风系统，其中上、下顺分别配风量1000m3/min，中顺回风量

2000m3/min；

[0054] S2：回采前在中顺槽(2)上方提前布置高位抽采巷道(4)及抽采钻孔(5)，并要确保

布置的层位是在“O”形圈内的卸压裂隙带中上部，以进行回采；

[0055] 其中，采空区卸压瓦斯抽采钻孔和高位抽采巷道(4)沿工作面治理走向采用阶段

接替式布置，第一阶段是仰斜向上重叠搭接走向高位抽采钻孔抽采治理阶段，治理走向长

为工作面走向的1/4，抽采钻孔(5)是布置在工作面中顺槽(2)巷道顶板中，钻孔成组布置，

每组数量不少于4个孔，每组间距40m，钻孔施工直径不小于94mm，钻孔施工倾角20°～30°，

施工孔深60m～70m，钻孔终孔在裂隙带层位，距离煤层顶板法向距离20m～30m；第二阶段是

水平走向高位长钻孔抽采治理阶段，抽采钻孔(5)是布置在走向高位抽采巷道(4)正碛头

内，采用ZDY4000S或ZDY6000S型大功率钻机施工，至少布置8个钻孔，钻孔施工倾角1°、孔直

径不小于113mm，孔深为工作面走向长的1/4，钻孔层位与高位抽采巷道(4)保持一致；高位

抽采巷道(4)水平距回风中顺槽(2)高帮6m～10m，垂距工作面开采层顶板20m～30m，施工走

向长为工作面走向长的2/4；第三阶段是走向高位抽放巷抽采治理阶段，进入该阶段抽采治

理后需提前在高位抽采巷道(4)全负压通风附近不超过5m位置处构筑密闭，并留设抽采管

道进行巷抽；

[0056] S3：高位抽采钻孔封孔技术要求：

[0057] (一)采用“两堵一注”带压封孔工艺，钻孔前后设置堵头，形成密封式带压注浆室，

利用机械封孔泵将配比好的膨胀性水泥浆注入密封式带压注浆室内进行带压充填封堵，隔

断筛管抽采区与孔内围岩漏气裂隙的联络通道；

[0058] (二)封孔泵选用BFK-12/2.4型矿用封孔泵，送浆能力的最大垂距为50m；

[0059] 水泥浆配比，硅酸盐水泥：水：石膏粉重量比按2.5：1：0.2配置；

[0060] (三)高位抽采钻孔封孔深度不小于30m；

[0061] S4：在工作面回风中顺及高位抽采巷道(4)内均敷设布置管道内径不小于DN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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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PVC抽采支管，抽采支管上设置检查嘴与闸阀，并将布置的高位抽采钻孔和高位抽采巷道

(4)连入抽采支管上，再将抽采支管并入矿井瓦斯抽采系统进行采空离层区卸压瓦斯抽采

利用；

[0062] S5：第一阶段高位抽采钻孔投抽时间是当工作面回采推进30m后，钻孔连入中顺槽

(2)敷设的抽采支管内进行抽采利用；第二阶段高位抽采钻孔投抽时间是当工作面回采推

进至1/4走向长后，钻孔连入高位抽采巷道(4)内敷设的抽采支管(6)内进行抽采利用；第三

阶段高位抽采巷道(4)投抽时间是当工作面回采推进至2/4走向长后，高位抽采巷道(4)全

负压通风附近不超过5m位置处构筑密封墙(7)，巷内留设抽放支管进行巷抽。

[0063]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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