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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煤岩互层煤层的低位多阶

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开采煤

层（1）内掘一条运输顺槽（或回风顺槽），沿巷道

左（右）帮侧倾斜向下施工一条穿入所有煤岩互

层最底岩层（2）的0.3~1m的倾斜下山（3），并扩掘

一个长×宽×高=3 .0m×2 .5m×2m的低位钻场

（4），在所述的低位钻场内沿巷道掘进方向倾斜

向上施工若干个穿过多个煤岩层直至开采层的

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并插入多阶套管（6‑1）、

（6‑2）、（6‑3），用Ф120mm胶皮软管（11）对所述套

管（6‑1）与多通连接，并与巷道内瓦斯抽采管路

（12）相连汇流，进行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联网

抽采瓦斯作业。本发明对煤层底板瓦斯进行了有

效抽采，安全高效，可用于工作面防突措施的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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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煤岩互层煤层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

步骤：

1.1在开采煤层（1）内掘一条运输顺槽（7）或回风顺槽（8），沿运输顺槽（7）或回风顺槽

（8）的左帮侧或右帮侧倾斜向下施工一条穿入所有煤岩互层进入最低岩层（2）的倾斜下山

巷道（3），并扩掘一个长×宽×高=3.0m×2.5m×2m的低位钻场（4），所述低位钻场（4）的顶

部距最低煤层的底部0.3～1m，在所述的低位钻场内沿巷道掘进方向倾斜向上施工若干个

穿过多个煤岩层直至开采煤层的多阶穿层钻孔，即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所述的低位多阶

穿层钻孔（5）终孔位置在所述开采煤  层（1）内2～5m；

1.2低位多阶穿层  钻孔（5）每施工完一阶应立即插入带有丝扣的钢管作为套管（6），第

一阶用Φ108mm×4m的钢管，第二阶用Φ89mm×4m的钢管，第三阶用Φ67mm×4m的钢管，并

通过丝扣套接，穿过多个煤岩层，对所述套管（6）用聚氨酯和水泥砂浆进行封孔，并通过软

管与多通连接，汇入巷道瓦斯抽采管路内；

1.3通过低位多阶穿层钻孔进行瓦斯抽采，煤层突出危险性消除、瓦斯抽采达标后，进

行运输顺槽(7)和回风顺槽（8）的掘进作业；同时，在所述的运输顺槽（7）和回风顺槽（8）内，

向工作面（9）内施工多个局部防突顺层钻孔（10），并进行封孔、联网进行瓦斯抽采作业；

1.4在所述工作面（9）回采过程中，所述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仍能够继续进行工作

面回采期间瓦斯治理的边采边抽措施的实施，抽采卸压区和采空区瓦斯；

在步骤1.1和1.2所述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施工及套管插入封孔过程为：

①用Φ113mm钻头施工第一阶钻孔（5-1），插入Φ108mm×4m的套管（6-1），再在所述的

第一阶钻孔（5-1）内用Φ95mm钻头施工第二阶钻孔（5-2），插入Φ89mm×4m的套管（6-2），最

后，在所述的第二阶钻孔（5-2）内用Φ75mm钻头施工第三阶钻孔（5-3），插入Φ67mm×4m的

套管（6-3），所述套管均逐节通过丝扣套接，插入所述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内，所述的低

位多阶穿层钻孔（5）终孔位置在所述开采煤层（1）内2～5m；

②所述的插入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内的套管（6-1）、（6-2）和（6-3）均用聚氨酯和水泥

砂浆封孔6～8m，实现封孔处理；

③待所述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封孔牢固后，用Ф120mm胶皮软管（11）进行所述套管

（6-1）与多通的连接，并与巷道内瓦斯抽采管路（12）相连汇流，完成所述低位多阶穿层钻孔

（5）联网抽采作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煤岩互层煤层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步骤1.1中，所述的低位钻场（4）必须穿过最低煤层底板0.3～1m，相互交替布置

在运输顺槽（7）或回风顺槽（8）两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煤岩互层煤层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步骤1.1中，所述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应该穿过所有煤岩互层，终孔应在开采

煤层（1）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煤岩互层煤层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步骤1.3中，分别在所述的运输顺槽（7）和回风顺槽（8）内施工的多个局部防突顺

层钻孔（10）接茬长度应为2～5m。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899105 B

2



一种用于煤岩互层煤层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煤岩互层煤层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目前及今后20年煤炭在我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中

仍将占很大比重。煤与瓦斯突出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瓦斯动力灾害现象，突发性和破坏性极

强。据统计，2010年我国高瓦斯矿井2197个，占全国煤矿的17%，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数量为

1044个，占全国煤矿总数的8.1%，矿井瓦斯灾害已经成为煤矿的第一大杀手，严重地影响煤

矿的安全生产工作。我国是世界上突出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深入认识突出发生的规律、

特征和机理，实现对突出危险性的准确预测，并进行突出措施的实施是有效防治突出灾害

并高效开发利用瓦斯资源的关键基础，也一直是矿山安全领域中的关键难题和重大研究课

题。

[0003] 2009年4月30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办公会议通过了《防治煤与瓦斯

突出规定》，其中，第六条明确规定：防突工作坚持区域防突措施先行，局部防突措施补充的

原则。突出矿井采掘工作做到不掘突出头，不采突出面，未按要求采取区域综合防突措施

[0004] 的，严禁进行采掘活动。区域防突工作应当做到多措并举，可保必保，应抽尽抽，效

果达标。

[0005] 随着我国煤矿开采规模的日益扩大，开采水平的纵向延伸，煤层地质条件越来越

复杂，许多矿井出现了煤岩互层特征的煤层，采煤工作面布置在煤岩互层煤层上面的一厚

煤分层中，在巷道掘进和工作面回采期间底部瓦斯异常涌出量大，有突出危险性。在开采层

中布置倾斜向下的负坡度瓦斯抽采钻孔在许多矿区条件不成熟，不具备施工的环境和相应

的设备。而且，负坡度钻孔施工过程中存在返杂困难，容易出现夹钻、卡钻现象，钻杆退出

后，钻孔容易塌孔。如何解决此类地质特征煤层瓦斯抽采问题，消除突出危险性，保证抽采

达标，控制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成为煤矿科研工作者思考的问题之一。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煤岩互层特征煤层巷道掘进及工作面回采期间，底部瓦斯异常涌出量

大，工作面施工倾斜向下的负坡度瓦斯抽采钻孔困难，钻孔施工过程中不易返杂，容易出现

卡钻、夹钻，且钻孔退出后容易塌孔等现象，无法施工长距离钻孔，巷道掘进及工作面回采

期间煤与瓦斯突出危险性难以消除等问题，通过实施低位多阶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消除煤

层区域（或局部）突出危险性，提高巷道综掘效率，很好地解决了煤岩互层特征煤层在巷道

掘进期间和工作面回采期间底部瓦斯异常涌出量大，瓦斯难以控制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

一种煤岩互层煤层防突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方法。

[0007]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煤岩互层煤层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1.1在煤岩互层煤层最上面的开采煤层（1）中掘运输顺槽（7）或回风顺槽（8），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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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顺槽（7）或回风顺槽（8）左帮侧或右帮侧施工一条穿过所有煤岩层进入最低岩层（2）的倾

斜下山巷道（3），并扩掘一个长×宽×高=3.0m×2.5m×2m的低位钻场（4），所述低位钻场

（4）的顶部距最低煤层的底部0.3～1m。

[0009] 1 .2在所述的低位钻场（4）内沿巷道掘进方向倾斜向上施工若干个穿过所有煤岩

层直至开采层的穿层钻孔（一阶钻头采用Φ113mm，二阶钻头采用Φ90mm，三阶钻头采用Φ

75mm），即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由一阶钻孔5-1、二阶钻孔5-2和三阶钻孔5-3组成），所述

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终孔位置在所述开采煤层内2～5m。

[0010] 1 .3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每施工完毕一阶后立即下入套管（第一阶用Φ108mm×

4m的钢管，第二阶用Φ89mm×4m的钢管，第三阶用Φ67mm×4m的钢管）（6），并通过丝扣套接

穿过多个煤岩层，并对所述套管（6）用聚氨酯和水泥砂浆进行封孔，通过软管与多通连接，

[0011] 汇入巷道瓦斯抽采管路内。

[0012] 1 .4通过低位多阶穿层钻孔进行瓦斯抽采，煤层突出危险性消除、瓦斯抽采达标

后，进行运输顺槽(7)和回风顺槽（8）的掘进作业；同时，在所述的运输顺槽（7）和回风顺槽

（8）内，向工作面（9）内施工多个局部防突顺层钻孔（10），并进行封孔、联网进行瓦斯抽采作

业。

[0013] 1 .5在所述工作面（9）回采过程中，所述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仍可以继续进行

工作面回采期间瓦斯治理的边采边抽措施的实施，抽采卸压区及采空区瓦斯。

[0014] 在上述一种煤岩互层煤层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方法步骤1.1中，所述的

低位钻场穿过所有煤岩互层进入底板0.3～1m；低位钻场（4）应交替布置在所掘巷道（运输

顺槽（7）和回风顺槽（8））两侧。

[0015] 在上述一种煤岩互层煤层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方法步骤1.2中，所述的

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进入开采煤层内2～5m。

[0016] 在上述一种煤岩互层煤层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方法步骤1.4中，在所述

的运输顺槽（7）和回风顺槽（8）内施工的局部防突顺层钻孔（10）应接茬2～5m。

[0017] 在上述一种煤岩互层煤层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方法步骤1.2、1.3中，所

述多阶钻孔施工及套管插入封孔方法。

[0018] ①用Φ113mm钻头施工第一阶钻孔（5-1），插入Φ108mm×4m的套管（6-1），再在所

述的第一阶钻孔（5-1）内用Φ95mm钻头施工第二阶钻孔（5-2），插入Φ89mm×4m的套管（6-

2），最后，在所述的第二阶钻孔（5-2）内施工用Φ75mm钻头第三阶钻孔（5-3），插入Φ67mm×

4m的套管（6-3），所述套管均逐节通过丝扣套接，插入所述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内，所述

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终孔位置在所述开采层（1）内2～5m。

[0019] ②所述的插入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内的套管（6-1）、（6-2）和（6-3）均用聚氨酯和

水泥砂浆封孔6～8m，实现封孔处理。

[0020] 待所述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封孔牢固后，用Ф120mm胶皮软管（11）进行所述套管

（6-1）与多通的连接，并与巷道内瓦斯抽采管路（12）相连汇流，完成所述低位多阶穿层钻孔

（5）联网抽采作业。

[0021] 本发明的上述方案与现有技术方案相比，具有以下优点：①

[0022]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煤岩互层煤层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方法，通过在开采

煤层所掘巷道（运输顺槽或回风顺槽），沿左（右）帮侧施工一条穿过所有煤岩层进入煤层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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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0.3～1m的倾斜下山，并扩掘

[0023] 低位钻场，在钻场内沿巷道掘进方向倾斜向上施工穿过所有煤岩层的钻孔，钻孔

终孔直至开采层内，同时，在巷道掘进过程中，继续向工作面施工局部防突顺层钻孔，因此，

本发明可以抽采煤岩互层煤层在巷道掘进和工作面回采期间底板及本煤层瓦斯，消除突出

危险性，

[0024] 保证抽采达标，确保安全生产，避免了许多地区因现有设备和技术问题在巷道内

无法施工倾斜向下的负坡度瓦斯抽采钻孔进行底部瓦斯抽采而出现瓦斯事故。同时，这种

低位多阶穿层钻孔可以取代底板岩巷穿层钻孔瓦斯抽采进行区域防突措施的实施，既节约

成本，又安全高效，对于高瓦斯矿井瓦斯抽采方法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025] ②本发明一种煤岩互层煤层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方法，在巷道（运输顺

槽或回风顺槽）一侧施工穿过多个煤岩层的进入煤层底板的低位钻场，并在钻场内沿巷道

掘进方向施工倾斜向上的多阶穿层钻孔，无需随着工作面的回采而拆除，因此，在工作面整

个回采过程中，这些钻孔依然可以进行边采边抽瓦斯防治措施的实施，继续抽采回采工作

面卸压区和采空区瓦斯，可以确保工作面的安全、顺利回采。

[0026] ③若在采煤工作面回采过程中，通过低位多阶穿层钻孔和局部防突顺层钻孔瓦斯

抽采的实施，工作面瓦斯抽采达标后，无需继续进行抽采时，可以对低位多阶钻孔进行封堵

处理，将低位钻场改为污水排水仓。

附图说明

[0027] 为了使本发明内容更清晰，更容易让大家理解、接受，结合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和

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进行详细阐述、说明。

[0028] 图1是本发明一种煤岩互层煤层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方法的布置示意

图。

[0029] 图2是本发明一种煤岩互层煤层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方法中局部防突顺

层钻孔布置示意图。

[0030] 图3是本发明一种煤岩互层煤层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方法中多阶钻孔施

工及套管插入封孔作业示意图。

[0031] 图中：1-开采煤层；2-岩层；3-倾斜下山巷道；4-低位钻场；5-

[0032] 1低位穿层一阶钻孔；5-2低位穿层二阶钻孔；5-3低位穿层三阶钻孔；6-1一阶套

管；6-2二阶套管；6-3三阶套管；7-运输顺槽；8-

[0033] 回风顺槽；9-工作面；10-顺层钻孔；11-胶皮软管；12-瓦斯抽采管路。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实施步骤和优点更加清晰，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

明的实施方式和步骤进一步进行详细描述。

[0035] 图1-3显示的是本发明一种煤岩互层煤层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方法的优

选实施例。

[0036] 所述的一种煤岩互层煤层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1

在煤岩互层煤层最上面的开采层（1）中掘运输顺槽（7）（或回风顺槽（8）），沿运输顺槽（7）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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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风顺槽（8）左帮侧或右帮侧施工一条穿过所有煤岩层进入最低岩层（2）的倾斜下山巷道

（3），并扩掘一个长×宽×高=3.0m×2.5m×2m的低位钻场（4），所述低位钻场的顶部距最低

煤层底部0.3～1m。

[0037] 1 .2在所述的低位钻场（4）内沿巷道掘进方向倾斜向上施工若干个穿过所有煤岩

层直至开采层的穿层钻孔，即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由一阶钻孔5-1、二阶钻孔5-2和三阶

钻孔5-3组成），所述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终孔位置在所述开采层（1）内2～5m。

[0038] 1.3每施工完穿层钻孔(5)的一阶钻孔,立即插入套管（6）（第一阶用Φ108mm×4m

的钢管，第二阶用Φ89mm×4m的钢管，第三阶用Φ67mm×4m的钢管），并通过丝扣套接穿过

多个煤岩层，对所述套管（6）用聚氨酯进行封孔，并通过胶皮软管（11）与多通连接，汇入巷

道瓦斯抽采管路（12）内。

[0039] 1 .4通过低位多阶穿层钻孔进行瓦斯抽采，煤层突出危险性消除、瓦斯抽采达标

后，进行运输顺槽(7)和回风顺槽（8）的掘进作业；同时，在所述的运输顺槽（7）和回风顺槽

（8）内，向工作面（9）内施工多个局部防突顺层钻孔（10），并进行封孔、联网进行瓦斯抽采作

业。

[0040] 1 .5在所述工作面（9）回采过程中，所述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仍可以继续进行

工作面回采期间瓦斯治理的边采边抽措施的实施，以及采空区瓦斯抽采。

[0041] 在本实施步骤1.1中，所述的低位钻场穿过所有煤岩互层进入底板0.3～1m；低位

钻场（4）应交替布置在所掘巷道（运输顺槽（7）和回风顺槽（8））两侧。

[0042] 在本实施步骤1.2中，所述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进入开采煤层（1）内2～5m。

[0043] 在本实施步骤1.4中，在所述的运输顺槽（7）和回风顺槽（8）内施工的局部防突顺

层钻孔（10）接茬2～5m。

[0044] 在本实施步骤1.2、1.3中，所述多阶钻孔施工及套管插入封孔方法：①用Φ113mm

钻头施工第一阶钻孔（5-1），插入Φ108mm

[0045] ×4m的套管（6-1），再在所述的第一阶钻孔（5-1）内施工第二阶钻孔（5-2），插入Φ

89mm×4m的套管（6-2），最后，在所述的第二阶钻孔（5-2）内施工第三阶钻孔（5-3），插入Φ

67mm×4m的套管（6-3），所述套管均逐节通过丝扣套接，插入所述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

内，所述的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终孔位置在所述开采煤层（1）内2～5m。

[0046] ②所述的插入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内的套管（6-1）、（6

[0047] -2）和（6-3）均用聚氨酯和水泥砂浆封孔6～8m，实现封孔处理。

[0048] 待所述低位多阶穿层钻孔（5）封孔牢固后，用Ф108mm胶皮软管（11）进行所述套管

（6-1）与多通的连接，并与巷道内瓦斯抽采管路（12）相连汇流，完成所述低位多阶穿层钻孔

（5）联网抽采作业。

[0049] 很显然，上述实例只是为了更清晰地说明本发明方案和步骤所作的举例说明，而

并非对实施方案和步骤的具体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对上述技术

方案和实施步骤进行多种不同形式的改动和变化，此处无需一一列举，由此技术方案引申

出来的其他改动和变化仍属于本发明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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