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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顶板离层水与煤系气协

同疏排方法，包括：直井、水平井、水平井水平段、

水平井竖直段、水平井造斜段、密封装置、采空

区、煤层、弯曲下沉带、工作面、坚硬岩层、软弱岩

层、离层空间、未采区，包括以下步骤：①单采煤

层气阶段；②疏水采气同步进行阶段；③单疏顶

板离层水阶段。本发明中将煤系气排采、煤炭生

产、矿井离层水害防治相结合，既可以降低煤炭

回采时煤层、工作面、采空区和巷道中的瓦斯含

量，减轻瓦斯对煤矿安全生产的危害，又可以在

煤炭采动的影响下促进甲烷的解吸产出，增大煤

系气产量，还可以防治煤矿采空区顶板中离层空

间中的离层水，预防次生顶板离层水害事故的发

生，具有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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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顶板离层水与煤系气协同疏排方法，煤岩层剖面结构包括U型井和排采装置以

及采空区（7）、煤层（8）、弯曲下沉带（9）、工作面（10）、坚硬岩层（11）、软弱岩层（12）、离层空

间（13）和未采区（14），所述U型井包括直井（1）、水平井（2）、水平井水平段（3）、水平井竖直

段（4）和水平井造斜段（5），其特征在于，所述排采装置包括管式泵（15）、油管（16）、抽油杆

（17）、常规套管（18）、玻璃钢套管（19）、塑性对接管（20）和密封装置（6），所述疏排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①单采煤系气阶段，在煤炭回采之前，对水平井水平段（3）进行常规套管（18）定

向射孔和分段水力压裂，射孔方向垂直向下，直井（1）主要进行排水作业，水平井（2）采气，

压裂裂缝对煤层（8）及煤层（8）顶板中的煤系气进行抽采，抽采方式为负压抽采，设定排采

时间为8年；

②疏水采气同步进行阶段，在单独采气8年后，煤层（8）开始回采，采空区（7）形成之后，

利用密封装置（6）在水平井水平段（3）对应于工作面（10）位置的常规套管（18）进行封隔，将

水平井水平段（3）分隔为两段，分别是采空区（7）疏水段和未采区（14）采气段，对未采区

（14）煤系气继续排采，并对采空区（7）弯曲下沉带（9）离层空间（13）中的离层水进行疏干，

对未采区（14）进一步降压解吸；

③单疏顶板离层水阶段，在工作面（10）持续向前推进，直至工作面（10）临近水平井竖

直段（4）对应位置，关闭密封装置（6），此时，在水平井水平段（3）及其上的弯曲下沉带（9）范

围内形成了多组离层空间（13），上层离层空间（13）中的离层水被裂隙导通，向其下的离层

空间（13）内导水，此时利用直井（1）、水平井竖直段（4）以及未被围岩破坏的水平井水平段

（3）同时进行疏水，待工作面（10）回采完成后，封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顶板离层水与煤系气协同疏排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井

水平段（3）设置在采空区（7）弯曲下沉带（9）底端由下而上出现的第一层上为坚硬岩层

（11）、下为软弱岩层（12）的岩系之间的区域，直井（1）靠近工作面（10）一侧，水平井（2）远离

工作面（10），水平井水平段（3）通过水平井造斜段（5）与水平井竖直段（4）连通，水平井水平

段（3）设置在靠近工作面（10）回风巷一侧，当回采煤层为瓦斯含量较高的煤层时，在靠近工

作面（10）进风巷的对应位置布置一组相同结构的U型井。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顶板离层水与煤系气协同疏排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面

（10）后方形成的采空区（7）弯曲下沉带（9）内，容易陆续分层出现离层空间（13）并汇集离层

水，将水平井水平段（3）布置在最下层可能形成离层空间的坚硬岩层（11）底部紧邻的软弱

岩层（12）顶界内，该层段首先形成最下层的一组离层空间（13），随回采工作进行，待离层空

间形成后，将该离层空间指向未采区（14）一侧紧邻的第一个密封装置（6）打开，使水平井水

平段（3）密封为两部分，未采区（14）仍进行煤系气的排采，采空区（7）进行以疏干离层水为

目的排水作业，并兼顾采空区（7）煤系气的抽采，随着回采工作的进行，依次打开最新形成

的离层空间（13）指向未采区（14）一侧紧邻的第一个密封装置（6），关闭已打开的离层空间

（13）指向直井（1）的密封装置（6），使水平井水平段（3）始终分为疏水、采气两段，直至煤层

回采至水平井竖直段（4）相应位置，关闭最后一个密封装置（6），直井（1）、水平井竖直段（4）

以及未被围岩破坏的水平井水平段（3）同时进行疏水作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顶板离层水与煤系气协同疏排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管式泵

（15）设置在直井（1）与水平井水平段（3）对接段的下部和水平井竖直段（4）的底部，管式泵

（15）上方连接油管（16），油管（16）内部为抽油杆（17），按照放顶煤回采设计中每段放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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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确定密封装置的安装位置，密封装置（6）的安装数量为n-1，n为放顶段数，在水平井水平

段（3）两常规套管（18）间的对接处连接塑性对接管（20），共需连接m-1根塑性对接管（20），m

为常规套管根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顶板离层水与煤系气协同疏排方法，其特征在于：水平井（2）

和直井（1）均采用大直径钻具钻进，在水平井水平段（3）与直井（1）的对接处设置玻璃钢套

管（19），并对直井（1）对接段进行机械扩径，使该段直径达到0.5m，便于水平井水平段（3）与

直井（1）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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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顶板离层水与煤系气协同疏排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顶板离层水与煤系气协同疏排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煤矿水害频发，虽然常规水害防治技术及防治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在

没有较强含水层的条件下出现的顶板次生离层水害方面，防治难度仍然较大，此类水害具

有危害大、瞬间涌水量大、前兆不明显、总水量较小、存在周期性的特征，成为危害矿井安全

生产的一种隐患，但目前离层水害的防治难度较大，研究成果仍集中于离层形成机理、分布

规律等方面，且防治成本较高，因此，提出一种经济有效的矿井离层水治理方法具有重要的

理论及现实意义。

[0003] 现有的煤系气排采方法多样，包括直井、丛式井、U型井、多分支水平井等多种类

型，但我国煤层普遍具有孔隙度和渗透率低的特点，因此产量较低，经济效益较差。

[0004] 专利文献CN10481131A，专利名称为“一种煤层气井上下立体联合抽采方法”中并

未披露疏水采气同步进行阶段和单疏顶板离层水阶段，只是单一的排采煤层气，该专利虽

然可以实现对煤层气的井上下立体联合排采，但却无法解决受煤层采动影响导致的水平井

套管被围岩破坏而无法继续排采煤层气的难题，也无法兼顾与矿井安全生产相关的其他问

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顶板离层水与煤系气协同疏排

方法，将煤系气排采、煤炭生产、矿井离层水害防治相结合，既可以降低煤炭回采时煤层、工

作面、采空区和巷道中的瓦斯含量，减轻瓦斯对煤矿安全生产的危害，又可以在煤炭采动的

影响下促进甲烷的解吸产出，增大煤系气产量，还可以防治煤矿采空区顶板中离层空间中

的离层水，预防次生顶板离层水害事故的发生，具有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0006]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顶板离层水与煤系气协同疏排方法，所述煤岩

层剖面结构包括U型井和排采装置以及采空区、煤层、弯曲下沉带、工作面、坚硬岩层、软弱

岩层、离层空间和未采区，所述U型井包括直井、水平井、水平井水平段、水平井竖直段和水

平井造斜段，所述排采装置包括管式泵、油管、抽油杆、常规套管、玻璃钢套管、塑性对接管

和密封装置，所述疏排方法包括以下步骤：①单采煤层气阶段，在煤炭回采之前，对U型井的

水平井水平段进行常规套管定向射孔和分段水力压裂，射孔方向垂直向下，直井主要进行

排水作业，水平井采气，压裂裂缝对煤层及煤层顶板中的煤系气进行抽采，抽采方式为负压

抽采，依据U型井一般采气年限为8~10年的统计结果，为保证采气效益，设定排采时间为8

年；

[0007] ②疏水采气同步进行阶段，在单独采气8年后，煤层开始回采，采空区形成之后，利

用密封装置在水平井水平段对应于工作面位置的常规套管进行封隔，将水平井水平段分隔

为两段，分别是采空区疏水段和未采区采气段，对未采区煤系气继续排采，并对采空区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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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带离层空间中的离层水进行疏干，此时，未采区靠近采空区一侧煤层受到工作面采动

影响，进一步降压解吸，增大水平井日产气量；

[0008] ③单疏离层水阶段，在工作面持续向前推进，直至工作面临近水平井竖直段对应

位置，关闭密封装置，此时，在水平井水平段及其上的弯曲下沉带范围内形成了多组离层空

间，上层离层空间中的离层水被裂隙导通，向其下的离层空间内导水，此时利用直井、水平

井竖直段以及未被围岩破坏的水平井水平段同时进行疏水，防止离层突水事故发生，保证

井下工作面安全，待工作面回采完成后，封井。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水平井水平段设置在采空区弯曲下沉带底端由下而上出现的第一

层上为坚硬岩层、下为软弱岩层的岩系之间的区域，直井靠近工作面一侧，水平井远离工作

面，水平井水平段通过水平井造斜段与水平井竖直段连通，水平井水平段设置在靠近回采

工作面回风巷一侧，当回采煤层为瓦斯含量较高的煤层时，在靠近回采工作面进风巷的对

应位置布置一组相同结构的U型井。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回采工作面后方形成的采空区顶板弯曲下沉带内，容易陆续分层

出现离层空间并汇集离层水，将水平井水平段布置在最下层可能形成离层空间的坚硬岩层

底部紧邻的软弱岩层顶界内，该层段首先形成第一组离层空间，同时也是最下层的离层空

间，随回采工作进行，待离层空间形成后，将该离层空间指向未采区一侧紧邻的第一个密封

装置打开，使水平井水平段密封为两部分，未采区仍进行煤系气的排采，采空区进行以疏干

离层水为目的排水作业，并兼顾采空区煤系气的抽采，随着回采工作的进行，依次打开最新

形成的离层空间指向未采区一侧紧邻的第一个密封装置，关闭已打开的离层空间指向直井

的密封装置，使水平井水平段始终分为疏水、采气两段，直至煤层回采至水平井竖直段相应

位置，关闭最后一个密封装置，直井、水平井竖直段以及未被围岩破坏的水平井水平段同时

进行疏水作业。

[0011] 进一步地，按照放顶煤回采设计中每段放顶长度确定密封装置的安装位置，密封

装置的安装数量为n-1（n为放顶段数），在水平井水平段两常规套管间的对接处连接塑性对

接管，共需连接m-1根塑性对接管（m为常规套管根数）。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使用该一种顶板离层水与煤系气协同疏

排方法，可以将煤系气排采、煤炭生产、矿井离层水害防治相结合，，既可以降低煤炭回采时

煤层、工作面、采空区和巷道中的瓦斯含量，减轻瓦斯对煤矿安全生产的危害，又可以在煤

炭采动的影响下促进甲烷的解吸产出，增大煤系气产量，还可以防治煤矿采空区顶板中离

层空间中的离层水，预防次生顶板离层水害事故的发生。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一种顶板离层水与煤系气协同疏排方法中疏水采气同步进行阶段示

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中单采煤层气阶段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中单疏离层水阶段示意图。

[0016] 其中:1-直井，2-水平井，3-水平井水平段，4-水平井竖直段，5-水平井造斜段，6-

密封装置，7-采空区，8-煤层，9-弯曲下沉带，10-工作面，11-坚硬岩层，12-软弱岩层，13-离

层空间，14-未采区，15-管式泵，16-油管，17-抽油杆，18-常规套管，19-玻璃钢套管，20-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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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接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加深对本发明的理解，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该实施

例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构成限定。

[0018]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中，疏水采气工作共分为三个阶段，包括：①单采煤层气阶段，

②疏水采气同步进行阶段，③单疏顶板离层水阶段；①如图1：单采煤层气阶段是在煤炭回

采之前，对U型井的水平井水平段3进行常规套管18定向射孔和分段水力压裂，射孔方向垂

直向下，直井1主要进行排水作业，水平井2采气，压裂裂缝对煤层8及煤层顶板中的煤系气

进行抽采，抽采方式为负压抽采，依据U型井一般采气年限为8~10年的统计结果，为保证采

气效益，设定排采时间为8年。②如图2：疏水采气同步进行阶段是在单独采气8年后，煤层8

开始回采，采空区7形成之后，利用密封装置6在水平井水平段3对应于工作面10位置的常规

套管18进行封隔，将水平井水平段3分隔为两段，分别是采空区7疏水段和未采区14采气段，

对未采区14煤系气继续排采，并对采空区7弯曲下沉带9离层空间13中的离层水进行疏干，

此时，未采区14靠近采空区7一侧煤层8受到工作面10采动影响，进一步降压解吸，增大水平

井2日产气量。③如图3：单疏离层水阶段是在工作面10持续向前推进，直至工作面10临近水

平井竖直段4对应位置，关闭密封装置6，此时，在水平井水平段3及其上的弯曲下沉带9范围

内形成了多组离层空间13，上层离层空间13中的离层水被裂隙导通，向其下的离层空间13

内导水，此时利用直井1、水平井竖直段4以及未被围岩破坏的水平井水平段3同时进行疏

水，防止离层突水事故发生，保证井下工作面10安全，待工作面10回采完成后，封井。

[0019] 在上述实施例中，依据矿井采掘工程平面布置图确定抽采井的设计位置，在采区

回采起始端施工直井，沿工作面10推进方向施工水平井2，在回采终点端为水平井竖直段4，

水平井水平段3位于弯曲下沉带9底端由下而上出现的第一层上为坚硬岩层11、下为软弱岩

层12的岩系之间的区域，直井1深度略深于水平井水平段3，但不可深入裂隙带，水平井2与

直井1均采用负压抽采。

[0020] 在上述实施例中，在平面上，水平井水平段3优先布置在靠近回采工作面10回风巷

一侧，若回采煤层为瓦斯含量较高的煤层，可在靠近回采工作面10进风巷的对应位置布置

一组相同结构的U型井。

[0021] 在上述实施例中，水平井2和直井1均采用大直径钻具钻进，在水平井水平段3与直

井1的对接处设置玻璃钢套管19，并对直井1对接段进行机械扩径，使该段直径达到0.5m，便

于水平井水平段3与直井1的对接。

[0022] 在上述实施例中，水平井竖直段4、水平井造斜段5和直井1除对接段以外的部位采

用常规套管18固井，常规套管18内径为200mm，水平井水平段3套管组合为常规套管18与塑

性对接管20相间连接，塑性对接管20可以在围岩变形时发生塑性伸缩，保证水平井水平段3

井筒横向连通性。

[0023] 在上述实施例中，在直井1与水平井水平段3对接段的下部和水平井竖直段4的底

部安装管式泵15，管式泵15上方连接油管16，油管16内部为抽油杆17，按照放顶煤回采设计

中每段放顶长度确定密封装置6的安装位置，密封装置6的安装数量为n-1（n为放顶段数），

在水平井水平段3两常规套管18间的对接处连接塑性对接管20，共需连接m-1根塑性对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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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为套管根数）。

[0024] 本发明的实施例公布的是较佳的实施例，但并不局限于此，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极易根据上述实施例，领会本发明的精神，并做出不同的引申和变化，但只要不脱离本

发明的精神，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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