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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气-水泥浆液混合式深孔

循环高压劈裂注浆方法，对综采工作面顶板注浆

孔(钻孔)进行分段循环式施工，即根据注浆孔的

长度，将注浆孔分为n个分段，首先施工位于孔口

的第1个分段，施工包括顺序的钻孔和注浆工作，

待第1个分段施工完成后施工第2个分段，如此循

环直至完成n个分段的施工。采用地质钻机在综

采工作面顶板上按设定的位置施工注浆孔，保证

注浆孔的终孔位置落在综采工作面顶板泥岩或

夹矸内。本发明采用单号与双号注浆孔间隔交替

注浆工艺，可在注浆孔周边形成一定的泄压区，

及时将裂隙中的水或气体排出，降低了浆液在裂

隙中扩散的阻力，提高了水泥基类浆液的流动

性，扩大了注浆扩散半径，保证了微裂隙注浆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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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气-水泥浆液混合式深孔循环高压劈裂注浆方法，其特征在于：对综采工作面顶

板注浆孔进行分段循环式施工，即根据注浆孔的长度，将注浆孔分为n个分段，首先施工位

于孔口的第1个分段，施工包括顺序的钻孔和注浆工作，待第1个分段施工完成后施工第2个

分段，如此循环直至完成n个分段的施工；在综采工作面顶板施工一个以上注浆孔；对所有

注浆孔的第1个分段施工完成后，对所有注浆孔的第2个分段进行施工，如此循环，直至所有

注浆孔的所有个分段都施工完成；在对所有注浆孔的每一个分段的施工过程中，先完成所

有注浆孔当前分段的钻孔工作，然后再完成所有注浆孔当前分段的注浆工作；在注浆工作

阶段，首先将通过高压大容量空气压缩机输出的气体和通过高压注浆泵泵出的浆液同时送

入气-浆混合器，形成气-水泥浆液混合物，气-水泥浆液混合物通过注浆管注入到注浆孔

内；在注浆工作前，在孔口钢管内安装止浆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水泥浆液混合式深孔循环高压劈裂注浆方法，其特征在

于：在第1个分段钻孔工作完成后，在孔口位置安装孔口钢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水泥浆液混合式深孔循环高压劈裂注浆方法，其特征在

于：在综采工作面顶板施工一排注浆孔，由该排注浆孔的一端开始，对注浆孔进行顺序编

号，在对所有注浆孔的每一个分段的施工过程中，先由小到大依次施工每个注浆孔的钻孔

工作，待完成所有注浆孔当前分段的钻孔工作后，先由小到大依次施工单号/双号注浆孔的

注浆工作，待完成所有单号/双号注浆孔当前分段的注浆工作后，再由小到大依次施工双

号/单号注浆孔的注浆工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水泥浆液混合式深孔循环高压劈裂注浆方法，其特征在

于：在综采工作面顶板施工M排注浆孔，第m排施工Nm个注浆孔，M≥2，Nm≥2，m=1,2,3...M；由

位于侧边的一排开始，对注浆孔所处排顺序编号（1,2,3...M），对于第m排注浆孔，由统一的

一端开始，对注浆孔进行顺序编号（1,2,3...Nm）；对所有注浆孔当前分段的钻孔工作中，按

由小到大顺序按排依次施工，对于每一排，按由小到大顺序逐个施工，直至完成所有注浆孔

当前分段的钻孔工作；在对所有注浆孔当前分段的注浆工作中，分M个轮回进行：第一个轮

回从第一排的第一个注浆孔开始施工第m排的第m个注浆孔，施工完所有排后呈V型反向顺

序施工，形成规则的W波浪线顺序；第二个轮回从第一排的第二个注浆孔开始施工第m排的

第m+1个注浆孔，施工完所有排后呈V型反向顺序施工，形成规则的W波浪线顺序；第三个轮

回从第一排的第三个注浆孔开始施工第m排的第m+2个注浆孔，施工完所有排后呈V型反向

顺序施工，形成规则的W波浪线顺序；如此循环，直至施工完所有注浆孔，当排尾部不足的注

浆孔使用前部未施工的注浆孔补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水泥浆液混合式深孔循环高压劈裂注浆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在综采工作面顶板施工两排注浆孔；根据注浆孔的长度，将注浆孔分为n个分

段，每个分段的长度为10~30  m；

步骤二：施工第1个分段的钻孔工作

将地质钻机放置在综采工作面一侧或两侧的顺槽内，在综采工作面的顶板煤岩体上按

设定位置施工第一排第一个注浆孔的第1个分段的钻孔工作，钻孔的直径为100~120  mm，保

证第1个分段的终孔位置落在顶板煤岩体内，待钻孔工作完成后，在第1个分段内安装孔口

钢管；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162736 B

2



逐个施工完第一排当前分段的钻孔，然后逐个施工完第二排当前分段的钻孔；

步骤三：施工第1个分段的注浆工作

将强度等级为32.5~42.5普通硅酸盐水泥与水按照0.6~0.8的水灰比在搅拌与储浆器

中搅拌均匀形成水泥浆液，水泥浆液通过耐高压软管流入到高压注浆泵；通过高压大容量

空气压缩机输出的气体与高压注浆泵泵出的水泥浆液通过耐高压软管流入到气-浆混合器

中，再通过注浆管将气-水泥浆液注入到第一排第一个注浆孔的第1个分段的钻孔中；在注

浆前在孔口钢管内安装止浆塞，以防止浆液倒流；通过压力表监测浆液与气体的压力，注浆

压力为10~30  MPa，气体压力5~15  MPa；

按照第一排第一个、第二排第二个、第一排第三个……的顺序交错施工完第一排的单

数号注浆孔和第二排双数号注浆孔的注浆工作，再按照第二排第一个、第一排第二个、第二

排第三个……的顺序交错施工完第二排的单数号注浆孔和第一排双数号注浆孔的注浆工

作；

步骤四：施工第2~n个分段的钻孔工作

按照施工第1个分段的注浆工作的顺序和方法，依此施工第2~n个分段的钻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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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气-水泥浆液混合式深孔循环高压劈裂注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气-水泥浆液混合式深孔循环高压劈裂注浆方法，适用于煤矿、铁

矿、有色金属矿山、隧道等地下工程，是一种安全高效的微裂隙煤岩体注浆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煤炭是基本燃料和工业粮食，我国是世界上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在一次能

源消费中所占比例较大。采煤方法是煤炭工业的关键生产技术，是建设现代化矿井的基础。

由于煤层赋存条件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直接影响着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如何在不同开采

环境下，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延长矿井生产寿命，实现安全高效生

产是煤炭企业一直关心的重要问题。长壁综合机械化采煤技术(简称综采技术)在我国得到

了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大幅度地提高了采煤工作面的劳动生产率和产量，降低了煤炭生

产成本；尤其大采高综采技术具有生产能力大、回采工艺和巷道布置简化、回采率高、安全

性好、经济效益高等特点，使得它成为国内外今后厚煤层开釆的首选采煤工艺，为矿井实现

安全高效生产发挥了积极用。但是，我国煤层的赋存条件多样，煤炭开采条件比较复杂，往

往在综采工作面顶板赋存薄层的泥岩或夹矸(厚度约为1～3m，岩石强度低，整体性差，软弱

松散)，采煤后顶板易下沉或大面积冒落，造成综采支架被顶板煤岩体压住而不能移动(压

机现象)，严重影响了工作面的推进速度；并且，极易发生冒顶事故，无法满足安全生产的需

要。

[0003] 注浆技术是加固破碎煤岩体的有效途径，在煤矿井下巷道与硐室加固中广泛应

用。通过注浆孔向煤岩体注入起充填胶结作用的浆液，待浆液凝结、硬化后，可将破碎的煤

岩体固结成完整性相对较好的煤岩体，达到注浆加固的目的，为煤炭资源的安全高效综采

的实施提供了技术保障。大量工程实践表明，注浆材料的选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注浆的

成败，以聚氨酯为代表的有机系注浆材料可注性好，但造价高、加固体强度低；以水泥为代

表的无机系注浆材料价格低、结石体强度高，但可注性差(当煤岩体中的孔隙直径或裂隙开

度小于0.2mm时，水泥浆液难以注入)。综采工作面顶板赋存薄层的泥岩或夹矸的裂隙开度

小、孔隙率低、可注性差，普通水泥浆液难以注入、注浆效果差。为保证微裂隙水泥基类浆液

的注浆效果，目前对煤岩体微裂隙注浆有2种主要做法，一类是压水扩缝工艺(水压致裂技

术)，通过向煤岩体中注入高压水，将其微裂隙扩张开，但水对围岩有一定的软化作用，造成

煤岩体吸水后的强度降低；对于含有蒙脱石、伊利石和高岭石的岩石具有膨胀性，若遇水则

发生明显的膨胀，造成岩石膨胀破坏，极不利于综采工作面顶板的稳定，造成压水扩缝工艺

的适用性受到限制。另一类，高压劈裂注浆方法，通过提高注浆压力，将煤岩体中的微裂隙

扩张开，但当注浆孔较深时(尤其煤矿综采工作面的宽度较大，约为200～300m)，注浆压力

在注浆孔内的衰减明显(随着注浆距离的增大，注浆压力逐渐较小)，造成注浆扩散半径不

大、流动距离缩短，无法达到预期要求。因此，亟需探索一种增压扩缝驱动注浆流动的微裂

隙煤岩体注浆新工艺，将煤岩体中微裂隙的开度扩大，提高水泥基类浆液在微裂纹中的流

动扩散效果，达到加固综采工作面顶板泥岩或夹矸中微裂隙的目的，保证我国煤炭资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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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高效开采。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气-水泥浆液混合式

深孔循环高压劈裂注浆方法，该方法是一种简便可行、经济适用、安全高效、气液结合的微

裂隙煤岩体注浆新工艺。

[0005] 技术方案：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气-水泥浆液混合式深孔循环高压劈裂注浆方法，对综采工作面顶板注浆孔

(钻孔)进行分段循环式施工，即根据注浆孔的长度，将注浆孔分为n个分段，首先施工位于

孔口的第1个分段，施工包括顺序的钻孔和注浆工作，待第1个分段施工完成后施工第2个分

段，如此循环直至完成n个分段的施工。采用地质钻机在综采工作面顶板上按设定的位置施

工注浆孔，保证注浆孔的终孔位置落在综采工作面顶板泥岩或夹矸内。

[0007] 优选的，在第1个分段钻孔工作完成后，在孔口位置安装孔口钢管，可起到防止注

浆孔坍塌的作用，亦可保证后续在注浆孔内的扫孔工作。

[0008] 优选的，在注浆工作阶段，首先将通过高压大容量空气压缩机输出的气体和通过

高压注浆泵泵出的浆液同时送入气-浆混合器，形成气-水泥浆液混合物，气-水泥浆液混合

物通过注浆管注入到注浆孔内；在注浆工作前，在孔口钢管内安装止浆塞，避免气-水泥浆

液混合物倒流造成浪费。通过高压大容量空气压缩机输出的高压气体，一方面可将综采工

作面顶板泥岩或夹矸中的微裂隙的开度扩大(压气致裂扩缝作用)，提高了水泥基类浆液的

可注性和注浆效果；另一方面可降低裂隙表面减缓浆液流动的摩阻力，增大水泥基类浆液

在钻孔内的流动距离(压气驱使流动作用)，提高了水泥基类浆液的流动性和扩大了注浆扩

散半径。通过高压注浆泵泵出的高压浆液，将顶板泥岩或夹矸中的微裂隙不断受力扩展，可

由微裂隙形成开度较大的裂隙网络或通道(高压劈裂扩缝作用)，提高了水泥基类浆液在微

裂隙中的扩散流动效果，进而达到加固煤岩体的目的。

[0009] 优选的，在综采工作面顶板施工一个以上注浆孔；对所有注浆孔的第1个分段施工

完成后，对所有注浆孔的第2个分段进行施工，如此循环，直至所有注浆孔的所有个分段都

施工完成；在对所有注浆孔的每一个分段的施工过程中，先完成所有注浆孔当前分段的钻

孔工作，然后再完成所有注浆孔当前分段的注浆工作。

[0010] 优选的，在综采工作面顶板施工一排注浆孔，由该排注浆孔的一端开始，对注浆孔

进行顺序编号，在对所有注浆孔的每一个分段的施工过程中，先由小到大依次施工每个注

浆孔的钻孔工作，待完成所有注浆孔当前分段的钻孔工作后，先由小到大依次施工单号/双

号注浆孔的注浆工作，待完成所有单号/双号注浆孔当前分段的注浆工作后，再由小到大依

次施工双号/单号注浆孔的注浆工作。

[0011] 优选的，在综采工作面顶板施工M排注浆孔，第m排施工Nm个注浆孔，M≥2，Nm≥2，m

＝1,2,3...M；由位于侧边的一排开始，对注浆孔所处排顺序编号(1,2,3...M)，对于第m排

注浆孔，由统一的一端开始，对注浆孔进行顺序编号(1,2,3...Nm)；对所有注浆孔当前分段

的钻孔工作中，按由小到大顺序按排依次施工，对于每一排，按由小到大顺序逐个施工，直

至完成所有注浆孔当前分段的钻孔工作；在对所有注浆孔当前分段的注浆工作中，分M个轮

回进行：第一个轮回从第一排的第一个注浆孔开始施工第m排的第m个注浆孔，施工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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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后呈V型反向顺序施工，形成规则的W波浪线顺序；第二个轮回从第一排的第二个注浆孔

开始施工第m排的第m+1个注浆孔，施工完所有排后呈V型反向顺序施工，形成规则的W波浪

线顺序；第三个轮回从第一排的第三个注浆孔开始施工第m排的第m+2个注浆孔，施工完所

有排后呈V型反向顺序施工，形成规则的W波浪线顺序；如此循环，直至施工完所有注浆孔，

当排尾部不足的注浆孔使用前部未施工的注浆孔补充。这样可保证在任意单号或双号注浆

孔进行注浆施工时，其相邻两侧下方或上方的注浆孔可形成一定范围的泄压区，可将注浆

孔周边裂隙中的水或气体及时排出，降低了浆液在裂隙中流动扩散的阻力，提高了微裂隙

煤岩体注浆效果。

[0012] 一种具体的气-水泥浆液混合式深孔循环高压劈裂注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3] 步骤一：在综采工作面顶板施工两排注浆孔；根据注浆孔的长度，将注浆孔分为n

个分段，每个分段的长度为10～30m；

[0014] 步骤二：施工第1个分段的钻孔工作

[0015] 将地质钻机放置在综采工作面一侧或两侧的顺槽内，在综采工作面的顶板煤岩体

上按设定位置施工第一排第一个注浆孔的第1个分段的钻孔工作，钻孔的直径为100～

120mm，保证第1个分段的终孔位置落在顶板煤岩体内，待钻孔工作完成后，在第1个分段内

安装孔口钢管；

[0016] 逐个施工完第一排当前分段的钻孔，然后逐个施工完第二排当前分段的钻孔；

[0017] 步骤二：施工第1个分段的注浆工作

[0018] 将强度等级为32.5～42.5普通硅酸盐水泥与水按照0.6～0.8的水灰比在搅拌与

储浆器中搅拌均匀形成水泥浆液，水泥浆液通过耐高压软管流入到高压注浆泵；通过高压

大容量空气压缩机输出的气体与高压注浆泵泵出的水泥浆液通过耐高压软管流入到气-浆

混合器中，再通过注浆管将气-水泥浆液注入到第一排第一个注浆孔的第1个分段的钻孔

中；在注浆前在孔口钢管内安装止浆塞，以防止浆液倒流；通过压力表监测浆液与气体的压

力，注浆压力为10～30MPa，气体压力5～15MPa；

[0019] 按照第一排第一个、第二排第二个、第一排第三个……的顺序交错施工完第一排

的单数号注浆孔和第二排双数号注浆孔的注浆工作，再按照第二排第一个、第一排第二个、

第二排第三个……的顺序交错施工完第二排的单数号注浆孔和第一排双数号注浆孔的注

浆工作；

[0020] 步骤三：施工第2～n个分段的钻孔工作

[0021] 按照施工第1个分段的注浆工作的顺序和方法，依此施工第2～n个分段的钻孔工

作。

[0022] 优选的，注浆工作时，注入浆液为水泥类注浆材料；注入气体为空气。

[0023] 益效果：本发明提供的气-水泥浆液混合式深孔循环高压劈裂注浆方法，能够适用

于煤矿、铁矿、有色金属矿山、隧道等地下工程，是一种安全高效的微裂隙煤岩体注浆施工

方法。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钻孔与注浆施工工艺顺序示意图；

[0025] 图2为综采工作面顶板注浆孔(钻孔)布设断面图。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09162736 B

6



[0026] 包括：1-顶板煤岩体，2-第1段注浆孔(钻孔)，3-孔口钢管，4-高压大容量空气压缩

机，5-耐高压软管，6-压力表，7-气-浆混合器，8-搅拌与储浆器，9-高压注浆泵，10-注浆管，

11-止浆塞，12-第2段注浆孔(钻孔)，13-第n段注浆孔(钻孔)，14-综采工作面，15-综采工作

面顶板，16-形成的注浆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28] 一种气-水泥浆液混合式深孔循环高压劈裂注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9] 步骤一：在综采工作面顶板施工两排注浆孔；根据注浆孔的长度，将注浆孔分为n

个分段，每个分段的长度为10～30m。

[0030] 步骤二：施工第1个分段的钻孔工作

[0031] 将地质钻机放置在综采工作面一侧或两侧的顺槽内，在综采工作面的顶板煤岩体

上按设定位置施工第一排第一个注浆孔的第1个分段的钻孔工作，钻孔的直径为100～

120mm，保证第1个分段的终孔位置落在顶板煤岩体内，待钻孔工作完成后，在第1个分段内

安装孔口钢管。

[0032] 逐个施工完第一排当前分段的钻孔，然后逐个施工完第二排当前分段的钻孔。

[0033] 如图2所示，钻孔的顺序为：

[0034] I-1→I-2→I-3→I-4→I-5→I-6→II-1→II-2→II-3→II-4→II-5→II-6→II-

7

[0035] 步骤二：施工第1个分段的注浆工作

[0036] 将强度等级为32.5～42.5普通硅酸盐水泥与水按照0.6～0.8的水灰比在搅拌与

储浆器中搅拌均匀形成水泥浆液，水泥浆液通过耐高压软管流入到高压注浆泵；通过高压

大容量空气压缩机输出的气体与高压注浆泵泵出的水泥浆液通过耐高压软管流入到气-浆

混合器中，再通过注浆管将气-水泥浆液注入到第一排第一个注浆孔的第1个分段的钻孔

中；在注浆前在孔口钢管内安装止浆塞，以防止浆液倒流；通过压力表监测浆液与气体的压

力，注浆压力为10～30MPa，气体压力5～15MPa。

[0037] 逐个施工完第一排单数号钻孔的注浆工作，再逐个施工完第二排双数号钻孔的注

浆工作，然后逐个施工完第一排双数号钻孔的注浆工作，最后逐个施工完第二排单数号钻

孔的注浆工作。

[0038] 如图2所示，注浆的顺序为：

[0039] I-1→II-2→I-3→II-4→I-5→II-6→II-1→I-2→II-3→I-4→II-5→I-6→II-

7

[0040] 步骤三：施工第2～n个分段的钻孔工作

[0041] 按照施工第1个分段的注浆工作的顺序和方法，依此施工第2～n个分段的钻孔工

作。

[004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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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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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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