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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冲孔、爆破、注水相互耦合

的煤层卸压防突方法，首先在顶抽巷或底抽巷按

常规方法施工一穿层钻孔，采用水力冲孔技术手

段进行煤层卸压增透；然后采用爆破卸压方法对

煤层进行卸压透防突，以转移煤层应力集中峰；

最后使用不超过10MPa的压力水向注水孔内实施

注水，直至无法继续向钻孔内注水或注水孔周围

岩体渗水时停止注水，以增加煤体含水率。本方

法通过冲孔-爆破-注水耦合在一起，相辅相成，

因此可以增加煤体裂隙、减小煤巷周围瓦斯压

力、提高煤体含水率、降低煤层瓦斯突出危险性，

也减轻了只使用单种技术方法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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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冲孔、爆破、注水相互耦合的煤层卸压防突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在煤层顶抽巷或底抽巷中按常规方法施工穿层抽放钻孔，钻孔过程中钻屑量突然增

高的部位为应力集中区，孔深为工作面斜长的2/3，钻孔要穿过整个煤层，钻孔施工完毕清

理干净钻孔内残余碎屑；

b.在钻孔内进行水力冲孔，水压缓慢增加，推进速度均匀缓慢，利用钻头切割和压力水

冲刷煤体并排出碎煤和瓦斯，并对冲孔完毕的钻孔进行瓦斯抽采；具体如下：

首先在钻孔穿透煤层后，将钻头更换为冲孔喷头，将钻杆更换为小于原来钻杆直径的

冲孔钻杆，重新下至煤岩交界处；

然后开启注水泵，同时打开钻机，缓慢将冲孔钻杆送入钻孔中，注水压力不大于22MPa；

当钻杆达到煤岩交界处，连接高压水泵，边进杆边冲孔，如此循环直至无煤粉或者岩粉冲

出，回水变清；

按照上述方法直至全煤段冲完；

c.瓦斯抽采完毕后，在原穿层钻孔处施工出爆破孔，并使其深度达到爆破标准；将炸药

连同雷管或导爆索推入孔中，封孔后按照松爆常规方法对该穿层钻孔进行爆破；

d.爆破后进行瓦斯抽采工作，连续观测瓦斯抽采浓度的变化，当瓦斯抽采浓度降低到

10％以下时，停止抽采；或爆破孔距离煤巷的掘进头之间的距离小于30m时，停止抽采；或爆

破孔距离煤巷的掘进头的距离不足煤巷掘进头2周时，停止抽采；

e.沿原穿层钻孔的轨迹套孔施工一个注水孔，或在爆破孔周围2m范围内施工一个平行

于爆破孔的的注水孔，注水孔穿透煤层，并在岩层进行封孔；采用高压力水向注水孔内注

水，安装水表测试并记录向注水孔内注入的水量、水压力和对应的时间，当无法继续向注水

孔内注水或注水孔周围岩体渗水时，停止注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冲孔、爆破、注水相互耦合的煤层卸压防突方法，其特征在于，

a步骤中，若煤层倾角小于25°，抽放钻孔的终孔位置在煤巷的上、下帮各15m范围内均匀布

置；若煤层倾角大于25°，抽放钻孔的终孔位置在煤巷上帮20m至下帮10m范围内均匀布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冲孔、爆破、注水相互耦合的煤层卸压防突方法，其特征在于，

c步骤中，根据a步骤中确定的应力集中区域，在应力集中区域前方2-3m处以一定的爆破参

数实施卸载爆破，利用PVC管将炸药连同雷管或导爆索推入孔中，用封孔材料，按一定要求

填塞钻孔剩余部分的全长或一段长度，封孔后将母线拉到安全地点后接到起爆器上，合上

起爆器开关引发爆炸。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冲孔、爆破、注水相互耦合的煤层卸压防突方法，其特征在于，

e步骤中，注水孔的封孔长度至少1m，封孔后，采用压力不高于10MPa的高压力水向注水孔内

注水，安装水表测试并记录向注水孔内注入的水量、水压力和对应的时间，当无法继续向注

水孔内注水或注水孔周围岩体渗水时，可停注，隔一段时间在进行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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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冲孔、爆破、注水相互耦合的煤层卸压防突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煤层卸压方法，具体涉及一种冲孔、爆破、注水相互耦合的煤层卸

压防突方法，属于瓦斯抽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煤炭长期是我国主导能源，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国

煤矿地质条件极其复杂，其中，70％以上是高瓦斯矿井，随着煤矿开采深度的增加，地应力

和瓦斯压力显著升高，极易造成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给煤矿的安全生产带来极大的威胁，因

此，在煤炭开采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降低煤层瓦斯含量，对于保障我国主导能源煤炭的安全

开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0003] 目前瓦斯抽采常用的卸压增透措施主要有深孔控制爆破、水力割缝、水力压裂、煤

层注水等和水利冲孔等，深孔控制爆破是对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局部区域，用爆破方法减

缓其应力集中程度的一种解危措施，但是由于爆破过程中，在冲击波的自然发散状态下，煤

体容易发生松动，导致爆破影响范围内的煤质疏松，脆性较大，容易在开采过程中发生冒顶

片帮或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煤层注水在节理裂隙较为发育的软弱煤体中应用效果较好，对

于节理裂隙不够发育的坚硬煤体，煤层注水达不到足够的卸压效果，而这种低渗透、高强度

的坚硬煤层往往冲击危险性更高，发生冲击矿压灾害可能性更大；水力冲孔可以很好地释

放突出潜能，减小或消除突出危险，但由于水力冲孔卸压增透措施一般是在岩柱的掩护下，

施工钻孔后，采用中高水通过高效喷头冲击钻孔周围的煤体，冲出大量煤体和瓦斯，导致应

力集中向冲孔周围移动，从而形成局部的应力集中区，当钻孔钻到该区域时容易发生卡钻、

夹钻等现象，并在开采时具有一定的突出危险性。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各种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冲孔、爆破、注水相互耦合的

煤层卸压防突方法，消除现有技术中冲孔卸压技术或者爆破卸压技术或者注水卸压技术的

各种不足，通过三种方法的相互耦合作用，消除单独一种卸压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加

各技术手段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最大效率释放煤层突出潜能，减小或消除突出危险性，增

大煤层渗透率，显著降低煤层瓦斯含量与瓦斯压力。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一种冲孔、爆破、注水相互耦合的煤层卸压防突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6] a.在煤层顶抽巷或底抽巷中按常规方法施工穿层抽放钻孔，钻孔过程中钻屑量突

然增高的部位为应力集中区，孔深为工作面斜长的2/3，钻孔要穿过整个煤层，钻孔施工完

毕清理干净钻孔内残余碎屑；

[0007] b.在钻孔内进行水力冲孔，水压缓慢增加，推进速度均匀缓慢，利用钻头切割和压

力水冲刷煤体并排出碎煤和瓦斯，并对冲孔完毕的钻孔进行瓦斯抽采；

[0008] c.瓦斯抽采完毕后，在原穿层钻孔处施工出爆破孔，并使其深度达到爆破标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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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药连同雷管或导爆索推入孔中，封孔后按照松爆常规方法对该穿层钻孔进行爆破；

[0009] d .爆破后进行瓦斯抽采工作，连续观测瓦斯抽采浓度的变化，当瓦斯抽采浓度降

低到10％以下时，停止抽采；或爆破孔距离煤巷的掘进头之间的距离小于30m时，停止抽采；

或爆破孔距离煤巷的掘进头的距离不足煤巷掘进2周时，停止抽采；

[0010] e.沿原穿层钻孔的轨迹套孔施工一个注水孔，或在爆破孔周围2m范围内施工一个

平行于爆破孔的的注水孔，注水孔穿透煤层，并在岩层进行封孔；采用高压力水向注水孔内

注水，安装水表测试并记录向注水孔内注入的水量、水压力和对应的时间，当无法继续向注

水孔内注水或注水孔周围岩体渗水时，停止注水。

[0011] a步骤中，若煤层倾角小于25°，抽放钻孔的终孔位置在煤巷的上、下帮各15m范围

内均匀布置；若煤层倾角大于25°，抽放钻孔的终孔位置在煤巷上帮20m至下帮10m范围内均

匀布置。

[0012] b步骤中，首先在钻孔穿透煤层后，将钻头更换为冲孔喷头，将钻杆更换为小于原

来钻杆直径的冲孔钻杆，重新下至煤岩交界处；

[0013] 然后开启注水泵，同时打开钻机，缓慢将冲孔钻杆送入钻孔中，注水压力不大于

22MPa；当钻杆达到煤岩交界处，连接高压水泵，边进杆边冲孔，如此循环直至无煤粉或者岩

粉冲出，回水变清；

[0014] 按照上述方法直至全煤段冲完。

[0015] 水力冲孔中使用的水力冲孔系统包括乳化液泵、高压水管、高压水泵、风控管、冲

孔喷头和冲孔钻杆等设备。

[0016] c步骤中，根据a步骤中确定的应力集中区域，在应力集中区域前方2-3m处以一定

的爆破参数实施卸载爆破，利用PVC管将炸药连同雷管或导爆索推入孔中，用封孔材料，按

一定要求填塞钻孔剩余部分的全长或一段长度，封孔后将母线拉到安全地点后接到起爆器

上，合上起爆器开关引发爆炸。

[0017] 所述爆破参数包括孔深、孔径、孔距、排距、炮孔倾角、装药深度、封孔长度、台阶高

度、单孔最大装药量、炸药单耗等，其中孔距，台阶高度，排距及炸药单耗为控制最大装药量

的主要因素，各参数应结合实际情况合理选取。

[0018] e步骤中，注水孔的封孔长度至少1m，封孔后，采用压力不高于10MPa的高压力水向

注水孔内注水，安装水表测试并记录向注水孔内注入的水量、水压力和对应的时间，当无法

继续向注水孔内注水或注水孔周围岩体渗水时，可停注，隔一段时间在进行注水。

[0019] 对于一些松软煤层或其他特异性煤体，水力冲孔可以对作用范围内的煤层消除局

部瓦斯突出的危险性，但水力冲孔时会在煤体内部形成水力掏槽，即在煤体内部形成一个

空洞，并促使煤体空洞周围形成局部应力集中区，因此，水力冲孔后再利用松动爆破的方

式，转移煤层应力集中峰，增加煤体裂隙，释放赋存瓦斯，对局部应力集中区进行冲击地压

的局部缓和、消减；松动爆破后在向煤体内注水，由于第二步中松动爆破使煤体中产生了裂

缝，因此注水过程中，高压水会沿着煤体中的裂缝贯穿，从而有效增加煤体含水率，提高煤

体塑性，同时也对煤体瓦斯具有一定的水驱替效果。

[0020] 通过三者的耦合作用，弥补了单一技术上的不足，增大煤层渗透率，显著降低煤层

瓦斯含量与瓦斯压力，提高煤层含水率，增加煤体塑性，使采掘工作面前方应力集中区域前

移，降低煤层在采掘过程中发生煤岩动力灾害的危险性，三种技术相互支撑共同作用，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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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各自技术上的优势，同时减小或消除其他技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降低次生灾害发生

概率，减小或消除煤岩动力灾害危险性。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详细的阐述。

[0022] 本实施例所实施的煤层多为松软煤体。

[0023] 一种冲孔、爆破、注水相互耦合的煤层卸压防突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4] a.在煤层顶抽巷或底抽巷中按常规方法施工穿层抽放钻孔，钻孔过程中钻屑量突

然增高的部位确定为应力集中区，钻孔的孔深为工作面斜长的2/3，钻孔要穿过整个煤层，

钻孔采用直径为75mm钻头，每打完一杆钻孔，即用黄土进行封填，封孔距离不少于300mm，钻

孔施工完毕清理干净钻孔内残余碎屑；

[0025] 抽放钻孔可用于掩护煤巷掘进或者掩护工作面回采，钻孔布置及其控制范围需要

满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9号》的要求，若煤层倾角小于25°，抽放钻孔的终孔

位置在煤巷的上、下帮各15m范围内均匀布置；若煤层倾角大于25°，抽放钻孔的终孔位置在

煤巷上帮20m至下帮10m范围内均匀布置。

[0026] b.在钻孔内进行水力冲孔，水压缓慢增加，推进速度均匀缓慢，利用钻头切割和压

力水冲刷煤体并排出碎煤和瓦斯；

[0027] 水力冲孔中使用的水力冲孔系统包括乳化液泵、高压水管、高压水泵、风控管、冲

孔喷头和冲孔钻杆等设备。

[0028] 具体步骤如下：

[0029] 首先在钻孔在穿透煤层后，将钻头更换为冲孔喷头，将钻杆更换为小于原来钻杆

直径的冲孔钻杆，重新下至煤岩交界处；

[0030] 然后开启高压水泵，同时打开钻机，缓慢将冲孔钻杆送入钻孔中，孔内装杆需要使

用静压水，装置见煤位置采用高压水泵缓慢提高压力，水压为20MPa，冲煤后，第一根钻杆缓

慢推进持续约30min，直至钻孔排水顺畅，水色较清；

[0031] 随后增加钻杆，后续装杆时，需先关闭高压水阀，打开卸压水阀后进行装杆，每杆

出煤量达到预期量后装下一杆，按照上述方法直至全煤段冲完。

[0032] 冲孔过程中，需及时采集冲落的煤样和涌出的瓦斯，冲孔完毕后再对钻孔瓦斯进

行抽采，直至瓦斯含量低至10％后停止抽采。

[0033] 钻孔平均冲出煤量3t，煤体密度1.4t/m3，相当于水力冲孔把直径为80mm的孔扩大

为准337mm的孔洞冲孔后，水力冲孔影响半径在7d后可以达到4.9m，在10d后可以达到5.7m，

在17d后可以达到8.9m，随后趋于稳定，抽放时间缩短为原来的一半；在40d内水力冲孔效果

达到极限；煤层透气性增加了约11.4倍，瓦斯抽采量约为冲孔前瓦斯抽采量的4.3倍。

[0034] c.水力冲孔完毕后，在原穿层钻孔处施工出爆破孔，并使松爆钻孔深度大于冲孔

后应力集中区3-5m；根据a步骤中确定的应力集中区域、松爆钻孔孔距、台阶高度、孔径及炸

药单耗，计算出单孔最大装药量其中最大装药量Q＝q*a*b*H，其中Q为单孔最大装药量，a为

孔距，b为排距，H为台阶高度，将PVC管及炸药、雷管、炮线一起送入应力集中区前方2-3m处，

装药完成后采用胶囊封孔技术对松爆钻孔进行封孔，封孔长度根据松爆钻孔直径和单孔装

药量合理选取。封孔完毕后将母线拉到安全地点后接到起爆器上，合上起爆器开关引发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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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

[0035] d .爆破后进行瓦斯抽采工作，连续观测瓦斯抽采浓度的变化，当瓦斯抽采浓度降

低到10％以下时，停止抽采；或爆破孔距离煤巷的掘进头之间的距离小于30m时，停止抽采；

或爆破孔距离煤巷的掘进头的距离不足煤巷掘进2周时，停止抽采；

[0036] e.采用直径为34～42mm的钻杆或直径在50～85mm的螺旋叶片钻杆沿原穿层钻孔

的轨迹套孔施工一个注水孔，或在爆破孔周围2m范围内施工一个平行于爆破孔的的注水

孔，开孔直径45～90mm并穿透煤层，按照MT  501-1996_长钻孔煤层注水方法,采用水泥沙浆

封孔方法对注水钻孔进行封孔，封孔长度至少1m；封孔后采用压力不小于10MPa的高压力水

向注水孔内注水，安装水表测试并记录向注水孔内注入的水量、水压力和对应的时间，当无

法继续向注水孔内注水或注水孔周围岩体渗水时，停止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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