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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薄煤层沿空留巷巷旁充

填支护方法，它是在临时支护在充填墙体的设计

位置上布设一个金属网箱体，并在金属网箱体朝

向沿空留巷的一面留有缺口，在金属网箱体内壁

挂设可泌水编织袋；把挖底地段挖出的矸石经缺

口直接抛掷至金属网箱内，填充到顶后进行注浆

充填矸石缝隙；然后缺口用金属网片和编织袋补

全，向缺口内继续注浆，使充填墙体达到完整；泌

水凝固后形成充填墙体；按上述步骤继续循环进

行，并适时撤除凝固后已具有支撑力那一段的单

体支柱，挪到下一步距循环使用，直至工作面结

束。本发明施工工艺简单充填工艺简单，劳动强

度低，易于操作，可提高采煤工作面间区段煤柱

损失，有效缓解采掘关系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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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薄煤层沿空留巷巷旁充填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随着采煤工作面的向前推进，同时在工作面后方待留巷的采空区侧打设一排

单体液压支柱，作为临时支护；当巷采空区达到一个充填步距后，在充填墙体的设计位置上

布设金属网片，使金属网片形成一个长度等于充填步距、宽度等于充填墙体宽度、高度接近

于顶板的金属网箱体，并在金属网箱体朝向沿空留巷的一面留有缺口，然后在金属网箱体

内壁挂设可泌水的编织袋；

第二步：按照沿空留巷的设计高度在已制作好金属网箱体的地段进行沿空留巷的挖底

工作，挖底地段挖出的矸石用小型刮板输送机输送至抛矸机，由抛矸机经金属网箱体的缺

口直接抛掷至金属网箱内；填充到顶后，敷设注浆软管并利用泵进行黄泥浆或水泥浆灌注，

充填矸石缝隙；灌注过程中采用振捣棒进行振捣，使浆液渗透均匀，直至黄泥浆或水泥浆饱

和为止；

第三步：将金属网箱体的缺口用金属网片和编织袋补全，向缺口内继续注浆，使充填墙

体达到完整；泌水凝固后形成充填墙体；

第四步：按上述步骤继续循环进行，并适时撤除凝固后已具有支撑力那一段的单体支

柱，挪到下一步距循环使用，直至工作面结束。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煤层沿空留巷巷旁充填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二步中的注

浆分次进行，充填一定高度后随即注浆，然后进行下一个高度的充填和注浆。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煤层沿空留巷巷旁充填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网片

由6#金属丝焊接制成，网孔规格为80mm×80mm。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煤层沿空留巷巷旁充填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充填墙体

的宽度应满足挖底矸石的储存量，保证挖底矸石全部充填到墙体中。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煤层沿空留巷巷旁充填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充填步距

设计为3-5m。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煤层沿空留巷巷旁充填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单体液压

支柱间距为0.6-0.9m。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煤层沿空留巷巷旁充填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小型刮板

输送机、抛矸机及泵均布置在工作面后方且挖底地段的前方，并设置在轨道车上，以便利用

原有巷内轨道向前移动。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煤层沿空留巷巷旁充填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沿空留巷的

巷道顶部补打锚索，在沿空留巷的煤壁补打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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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薄煤层沿空留巷巷旁充填支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井下沿空留巷巷旁充填支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沿空留巷开采技术是指在工作面回采过程中，通过对原有开采巷道围岩进行加固

控制，使其能够在工作面回采后仍不被破坏，且能满足下一工作面开采使用的一种开采技

术。该技术无论在技术还是经济上都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0003] 沿空留巷需要进行巷旁支护，巷旁支护方式经历了木垛、密集支柱、矸石带、混凝

土砌块等传统的巷旁支护方式。传统巷旁支护方式存在支撑力不足、让压性不匹配、运输量

大、劳动强度高以及采空区密闭性差等问题。为了克服传统巷旁支护方式的不足，目前发展

到高水速凝材料和膏体材料等巷旁充填支护方式。但高水速凝材料和膏体材料等巷旁充填

支护方式存在充填工艺复杂且成本高等问题。

[0004] 目前薄煤层沿空留巷巷旁充填也采用高水速凝材料和膏体材料，同样存在充填工

艺复杂且成本高等问题。由于薄煤层的高度1.3米以下，巷旁充填后的沿空留巷高度不能满

足下一个工作面的运输巷道高度，所以还要向下挖底一定深度。挖出来矸石需要运输排走，

增加了工作量和施工难度。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以上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挖底矸石就地取材，进行巷旁

充填的支护方法。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薄煤层沿空留巷巷旁充填支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第一步：随着采煤工作面的向前推进，同时在工作面后方待留巷的采空区侧打设

一排单体液压支柱，作为临时支护；当巷采空区达到一个充填步距后，在充填墙体的设计位

置上布设金属网片，使金属网片形成一个长度等于充填步距、宽度等于充填墙体宽度、高度

接近于顶板的金属网箱体，并在金属网箱体朝向沿空留巷的一面留有一定高度的缺口，然

后在金属网箱体内壁挂设可泌水的编织袋；

[0009] 第二步：按照沿空留巷的设计高度在已制作好金属网箱体的地段进行沿空留巷的

挖底工作，挖底地段挖出的矸石用小型刮板输送机输送至抛矸机，由抛矸机经金属网箱体

的缺口直接抛掷至金属网箱内；填充到顶后，敷设注浆软管并利用泵进行黄泥浆或水泥浆

灌注，充填矸石缝隙；灌注过程中采用振捣棒进行振捣，使浆液渗透均匀，直至黄泥浆或水

泥浆饱和为止；

[0010] 上述步骤亦可分次进行，例如分两次进行时，充填一半的高度后随即注浆，然后进

行下一个高度的充填和注浆；

[0011] 第三步：将金属网箱体的缺口用金属网片和编织袋补全，向缺口内继续注浆，使充

填墙体达到完整；泌水凝固后形成充填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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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第四步：按上述步骤继续循环进行，并适时撤除凝固后已具有支撑力那一段的单

体支柱，挪到下一步距循环使用，直至工作面结束。

[0013] 进一步，所述金属网片由6#金属丝焊接制成，网孔规格为80mm×80mm。

[0014] 进一步，所述充填墙体的宽度应满足挖底矸石的储存量，保证挖底矸石全部充填

到墙体中；

[0015] 进一步，所述充填步距设计为3-5m,再根据推进速度适当调整，保证采煤和充填工

作步调一致。

[0016] 进一步，所述单体液压支柱间距为0.6-0.9m。

[0017] 进一步，所述小型刮板输送机、抛矸机及注浆泵均布置在工作面后方且挖底地段

的前方，并设置在轨道车上，以便利用原有巷内轨道向前移动。

[0018] 进一步，根据顶板完整情况和压力变化情况,在沿空留巷的巷道顶部补打锚索，在

沿空留巷的煤壁补打锚杆。

[0019] 本发明具有以下积极效果：

[0020] 1、施工工艺简单充填工艺简单，劳动强度低，易于操作，可提高采煤工作面间区段

煤柱损失，有效缓解采掘关系紧张。

[0021] 2、接顶性好，解决了以往巷旁充填技术所存在的漏风问题；充填墙体初期支护强

度高，能够适应薄煤层沿空留巷支护强度及让压性能的需要，保证上覆坚硬岩层切顶不在

巷道上方出现，巷道安全性高。

[0022] 3、充填骨料就地取材，减少巷旁充填材料的辅助运输成本，减少挖底清理矸石的

运输量，减少高水速凝材料和膏体材料的用量；根据目前的采煤巷道断面设计尺寸，薄煤层

沿空留巷的挖底矸石量，可满足2-3m厚的充填墙体的用量。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充填系统平面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充填箱体示意图。

[0025] 图中，1-采煤工作面，2-采空区，3-充填墙体，4-沿空留巷，5-注浆泵，6-注浆软管，

7-小型刮板输送机，8-抛矸机，9-金属网箱体，10-单体液压支柱，11-挖底地段，12-矸石，

13-缺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加清楚地了解本发明，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作进一步说明。

[0027] 如图1图2所示，一种薄煤层沿空留巷巷旁充填支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8] 第一步：随着采煤工作面的向前推进，同时在采煤工作面1后方待留巷的采空区2

侧打设一排单体液压支柱10，作为临时支护；当采空区2达到一个充填步距后，在充填墙体3

的设计位置上布设金属网片，使金属网片形成一个长度等于充填步距、宽度等于充填墙体

宽度、高度接近于顶板的金属网箱体9，并在金属网箱体9朝向沿空留巷的一面留有一定高

度的缺口13，然后在金属网箱体9内壁挂设可泌水的编织袋；

[0029] 第二步：按照沿空留巷4的设计高度在已制作好金属网箱体9的地段进行沿空留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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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挖底工作，挖底地段11挖出的矸石12用小型刮板输送机7输送至抛矸机8，由抛矸机8经金

属网箱体9的缺口13直接抛掷至金属网箱9内；填充到顶后或在，敷设注浆软管6并利用泵5

进行黄泥浆或水泥浆灌注，充填到矸石12缝隙中；灌注过程中采用振捣棒进行振捣，使浆液

渗透均匀，直至黄泥浆或水泥浆饱和为止；

[0030] 上述步骤亦可分次进行，例如分两次进行时，充填一半的高度后随即注浆，然后进

行下一个高度的充填和注浆；

[0031] 第三步：将金属网箱体9的缺口13用金属网片和编织袋补全，向缺口13内继续注

浆，使充填墙体达到完整；泌水凝固后形成充填墙体3；

[0032] 第四步：按上述步骤继续循环进行，并适时撤除凝固后已具有支撑力那一段的单

体液压支柱10，挪到下一步距循环使用，直至工作面结束。

[0033] 进一步，所述金属网片由6#金属丝焊接制成，网孔规格为80mm×80mm。

[0034] 进一步，进一步，所述充填墙体3的宽度应满足挖底矸石的储存量，保证挖底矸石

12全部充填到墙体中；

[0035] 进一步，所述充填步距设计为3-5m,再根据推进速度适当调整，保证采煤和充填工

作步调一致。

[0036] 进一步，所述单体液压支柱10间距为0.6-0.9m。

[0037] 进一步，所述小型刮板输送机3、抛矸机8及注浆泵5均布置在工作面1后方且挖底

地段11的前方，并设置在轨道车上，以便利用原有巷内轨道向前移动。

[0038] 进一步，根据顶板完整情况和压力变化情况,在沿空留巷4的巷道顶部补打锚索，

在沿空留巷4的煤壁补打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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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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