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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区逐级递增树状定向长钻孔的盘区

瓦斯治理方法

(57)摘要

一种基于分区逐级递增树状定向长钻孔的

盘区瓦斯治理方法，其沿盘区长度方向，布置树

状定向长钻孔，利用其主孔全面覆盖整个盘区；

采用分区逐级递增方式，布置其平面分支孔，利

用平面分支孔覆盖因钻孔轨迹控制精度导致的

平面抽采盲区，并加密钻孔；利用其上层分支孔

和下层分支孔覆盖因夹矸层导致的剖面抽采盲

区；由此，本发明既可对盘区瓦斯进行整体超前

预抽采治理，又可对煤层回采时的采动卸压瓦斯

进行抽采治理，解决了递进式抽采效率低、易因

钻孔轨迹控制精度和夹矸层导致抽采盲区、等间

距布置钻孔抽采不均衡等难题，实现了盘区无盲

区均衡整体抽采，提高了煤矿瓦斯治理效率和效

果，保障了矿井安全高效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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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分区逐级递增树状定向长钻孔的盘区瓦斯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工作步骤：

步骤一：设置盘区与回采工作面，根据矿井边界，在垂直于煤层走向的方向确定盘区的

宽度；根据树状定向长钻孔的长度，在平行于煤层的走向方向确定盘区的长度；在盘区内平

行于煤层的走向方向设置多个回采工作面；

步骤二：进行盘区主巷道掘进与钻场布置，沿盘区的宽度方向在盘区的边缘掘进盘区

的主巷道，并在主巷道内间隔设置多个钻场；

步骤三：在各钻场内平行于回采工作面的方向施工树状定向长钻孔，各树状定向长钻

孔覆盖整个盘区，且在钻孔内下入护孔筛管；

步骤四：盘区瓦斯预抽采，利用树状定向长钻孔进行瓦斯预抽采；

步骤五：回采工作面巷道掘进与煤层回采，盘区瓦斯抽采达标后，平行于井下定向长钻

孔，由主巷道向回采工作面掘进煤巷，圈闭回采工作面后，由远至近进行回采工作面煤层开

采；

所述树状定向长钻孔在平面上呈树状布置，其包括一主孔，所述主孔的两侧设有依次

间隔向外设置的平行分支孔，设置于主孔上的平行分支孔与主孔的间距、以及依次设置的

平行分支孔之间的间距与钻孔间距相同，且平行分支孔的数量随孔深增加分区逐级递增，

基于以下公式(1)计算树状定向长钻孔沿轴向方向的分区长度：

式中：l为分区长度，单位为m；d为树状定向长钻孔间距，单位为m；t为钻孔轨迹控制精

度，无量纲；

基于以下公式(2)计算树状定向长钻孔沿轴向方向的分区数量：

式中：n为分区数量，无量纲；l为分区长度，单位为m；L为树状定向长钻孔的长度，单位

为m；

基于以下公式(3)计算出不同分区的平行分支孔数量：

N＝2(i-1)

式中：N为第i个分区的平行分支孔数量，N为自然数；i为分区编号，i≤n，且为正整数。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分区逐级递增树状定向长钻孔的盘区瓦斯治理方法，其特

征在于：还包含步骤六：采动瓦斯抽采，回采工作面煤层开采过程中，利用树状定向长钻孔

继续抽采未开采区域内的煤层瓦斯，并抽采已开采区域内的采动卸压瓦斯，直至盘区内回

采工作面的煤层全部完成开采。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分区逐级递增树状定向长钻孔的盘区瓦斯治理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盘区的宽度不超出矿井边界，所述盘区长度等于或小于树状定向长钻孔的长

度减去超前距。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分区逐级递增树状定向长钻孔的盘区瓦斯治理方法，其特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685734 B

2



征在于：所述超前距为15～20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分区逐级递增树状定向长钻孔的盘区瓦斯治理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钻场的数量与回采工作面的数量相同，且各钻场分别位于对应回采工作面宽

度方向的中间位置。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分区逐级递增树状定向长钻孔的盘区瓦斯治理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树状定向长钻孔以钻场为单元呈集束型孔群布置，钻孔间距根据煤层的透气

性系数进行选择，当透气性系数≥10m2/Mpa.d时，钻孔间距d为10m；当透气性系数≥0.1m2/

Mpa.d时，钻孔间距d为5～10m；当透气性系数≤0.1m2/Mpa.d时，钻孔间距d为3～5m。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分区逐级递增树状定向长钻孔的盘区瓦斯治理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树状定向长钻孔剖面上还设置有上层分支孔和下层分支孔，其中上层分支孔

位于主孔的上部，下层分支孔位于主孔的下部，所述上层分支孔和下层分支孔穿过煤层内

夹矸层从而能避免盘区内出现分层瓦斯抽采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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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区逐级递增树状定向长钻孔的盘区瓦斯治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煤矿瓦斯治理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分区逐级递增树状定向

长钻孔的盘区瓦斯治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瓦斯事故是煤矿发生数量最多、危害最大的灾害类型。为避免瓦斯事故发生，既需

要提前对煤层瓦斯进行预抽采，使其降低至允许范围内；又要在工作面煤层回采过程中对

采动卸压瓦斯进行随采随抽，从而保障煤矿生产安全。

[0003] 目前煤矿主要采用递进式瓦斯治理模式，详见申请号为201010252165.X、公布号

CN101915118A的中国专利，其具体原理为：在盘区内布置多个回采工作面，在回采工作面的

外侧顺槽内提前向下一个相邻工作面区域施工长钻孔，钻孔长度贯穿下一回采工作面的外

侧预留巷道影响区；利用钻孔进行瓦斯抽采后，开采当前回采工作面，掘进下一回采工作面

外侧顺槽；然后在该外侧顺槽内继续向下一个相邻回采工作面区域施工长钻孔，如此递进

式循环向前推进，实现抽、掘、采正常接替，提高了煤矿生产安全性。

[0004] 该方法存在以下不足：①需要采用回采工作面递进式抽采方式对盘区瓦斯进行分

步治理，无法实现盘区瓦斯整体超前治理，效率低；②瓦斯抽采钻孔施工存在轨迹控制误

差，且随孔深增加钻孔轨迹控制误差递增式累积，而瓦斯抽采钻孔采用等间距均匀布置方

式，当钻孔达到一定深度时，钻孔轨迹误差将大于钻孔有效抽采半径，易产生平面抽采盲

区；③煤层内一般含有夹矸层，其透气性差，会阻碍钻孔瓦斯抽采，易导致剖面抽采盲区；④

钻孔施工时，一般沿回采工作面长度方向由近到远施工，而煤层回采时，一般沿回采工作面

长度方向由远向近采煤，即钻孔施工方向与煤层回采方向不一致，而钻孔布置数量相同，回

采工作面远处钻孔施工时间晚、报废时间早，导致回采工作面内瓦斯抽采不均衡，为确保回

采工作面整体瓦斯抽采达标，需要延长瓦斯抽采时间；⑤瓦斯抽采定向钻孔与待掘巷道垂

直，巷道掘进后，钻孔即暴露失效，利用时间短；⑥煤层回采时钻孔已被破坏，因此钻孔只可

进行瓦斯预抽采，无法解决工作面回采时的卸压瓦斯治理问题；⑦钻孔一般沿煤层倾向布

置，且多为下向钻孔，钻孔内易积水，堵塞瓦斯抽采通道，影响抽采效果。

[0005] 为此，本发明的设计者有鉴于上述缺陷，通过潜心研究和设计，综合长期多年从事

相关产业的经验和成果，研究设计出一种基于分区逐级递增树状定向长钻孔的盘区瓦斯治

理方法，以克服上述缺陷。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分区逐级递增树状定向长钻孔的盘区瓦斯治理

方法，能解决目前煤矿井下采用递进式瓦斯治理模式存在的盘区瓦斯治理效率低、易存在

平面和剖面抽采盲区、抽采不均衡、钻孔利用率低、易堵塞等不足的技术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分区逐级递增树状定向长钻孔的盘区瓦

斯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工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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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步骤一：设置盘区与回采工作面，根据矿井边界，在垂直于煤层走向的方向确定盘

区的宽度；根据树状定向长钻孔的长度，在平行于煤层的走向方向确定盘区的长度；在盘区

内平行于煤层的走向方向设置多个回采工作面；

[0009] 步骤二：进行盘区主巷道掘进与钻场布置，沿盘区的宽度方向在盘区的边缘掘进

盘区的主巷道，并在主巷道内间隔设置多个钻场；

[0010] 步骤三：在各钻场内平行于回采工作面的方向施工树状定向长钻孔，各树状定向

长钻孔覆盖整个盘区，且在钻孔内下入护孔筛管；

[0011] 步骤四：盘区瓦斯预抽采，利用树状定向长钻孔进行瓦斯预抽采；

[0012] 步骤五：回采工作面巷道掘进与煤层回采，盘区瓦斯抽采达标后，平行于井下定向

长钻孔，由主巷道向回采工作面掘进煤巷，圈闭回采工作面后，由远至近进行回采工作面煤

层开采。

[0013] 其中：还包含步骤六：采动瓦斯抽采回采，工作面煤层开采过程中，利用树状定向

长钻孔继续抽采未开采区域内的煤层瓦斯，并抽采已开采区域内的采动卸压瓦斯，直至盘

区内回采工作面的煤层全部完成开采。

[0014] 其中：所述盘区的宽度不超出矿井边界，所述盘区长度等于或小于树状定向长钻

孔的长度减去超前距。

[0015] 其中：所述超前距为15～20m。

[0016] 其中：所述钻场的数量与回采工作面的数量相同，且各钻场分别位于对应回采工

作面宽度方向的中间位置。

[0017] 其中：所述树状定向长钻孔以钻场为单元呈集束型孔群布置，钻孔间距根据煤层

的透气性系数进行选择，当透气性系数≥10m2/Mpa.d时，钻孔间距d为10m；当透气性系数≥

0.1m2/Mpa.d时，钻孔间距d为5～10m；当透气性系数≤0.1m2/Mpa.d时，钻孔间距d为3～5m。

[0018] 其中：所述树状定向长钻孔在平面上呈树状布置，其包括一主孔，所述主孔的两侧

设有依次间隔向外设置的平行分支孔，设置于主孔上的平行分支孔与主孔的间距、以及依

次设置的平行分支孔之间的间距与钻孔间距相同，且平行分支孔的数量随孔深增加分区逐

级递增。

[0019] 其中：基于以下公式(1)计算树状定向长钻孔沿轴向方向的分区长度：

[0020]

[0021] 式中：l为分区长度，单位为m；d为树状定向长钻孔间距，单位为m；t为钻孔轨迹控

制精度，无量纲。

[0022] 其中：基于以下公式(2)计算树状定向长钻孔沿轴向方向的分区数量：

[0023]

[0024] 式中：n为分区数量，无量纲；l为分区长度，单位为m；L为树状定向长钻孔的长度，

单位为m；

[0025] 基于以下公式(3)计算出不同分区的平行分支孔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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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N＝2(i-1)

[0027] 式中：N为第i个分区的平行分支孔数量，N为自然数；i为分区编号，i≤n，且为正整

数。

[0028] 其中：所述树状定向长钻孔剖面上还设置有上层分支孔和下层分支孔，其中上层

分支孔位于主孔的上部，下层分支孔位于主孔的下部，所述上层分支孔和下层分支孔穿过

煤层内夹矸层从而能避免盘区内出现分层瓦斯抽采盲区。

[0029] 通过上述内容可知，本发明的基于分区逐级递增树状定向长钻孔的盘区瓦斯治理

方法具有如下效果：

[0030] 1、利用树状定向长钻孔超前覆盖整个盘区，实现了盘区瓦斯整体治理，提高了盘

区瓦斯治理效率。

[0031] 2、树状定向长钻孔采用分区逐级递增方式布置，利用逐渐增加的平面分支孔覆盖

由于轨迹控制偏差导致的平面抽采盲区；利用上层分支孔和下层分支孔覆盖由于夹矸层导

致的剖面抽采盲区，实现了无盲区抽采。

[0032] 3、沿工作面长度方向由近至远，树状定向长钻孔的平面分支孔数量越来越多，相

邻钻孔互相交叉搭接，钻孔密度逐渐增加，钻孔密度分布情况与工作面煤层回采方向相反，

即回采越早、抽采时间越短的区域钻孔布置越密集，回采越晚、抽采时间越长的区域钻孔布

置越稀疏，从而实现了均衡抽采。

[0033] 4、树状定向长钻孔平行于回采工作面和巷道布置，不会被回采工作面巷道掘进切

断，抽采时间长，利用效率高。

[0034] 5、既可对盘区内回采工作面瓦斯进行超前预抽采，又可在回采过程中继续对未开

采煤层进行瓦斯抽采，还可对采动卸压瓦斯进行抽采，具有一孔多用、抽采时间长的优势。

[0035] 6、树状定向长钻孔与煤层走向平行，钻孔近水平，孔内不易积水，且下入筛管护

孔，避免了瓦斯抽采通道堵塞。

[0036] 本发明的详细内容可通过后述的说明及所附图而得到。

附图说明

[0037] 图1显示了本发明的基于分区逐级递增树状定向长钻孔的盘区瓦斯治理方法的原

理示意图

[0038] 图2显示了本发明的煤层回采时采用树状定向长钻孔进行盘区瓦斯治理的原理示

意图

[0039] 图3显示了本发明的树状定向长钻孔平面结构示意图

[0040] 图4显示了本发明的树状定向长钻孔剖面结构示意图

[0041] 附图标记：

[0042] 盘区1、树状定向长钻孔2、回采工作面3、主巷道4、钻场5、煤巷6、未开采区域7、已

开采区域8、主孔9、平行分支孔10、上层分支孔11、下层分支孔12、夹矸层13。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参见图1和2，显示了本发明的基于分区逐级递增树状定向长钻孔的盘区瓦斯治理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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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所述基于分区逐级递增树状定向长钻孔的盘区瓦斯治理方法包括以下工作步骤：

[0045] 步骤一：设置盘区与回采工作面，具体而言，可根据矿井边界，在垂直于煤层走向

的方向确定盘区1的宽度；根据树状定向长钻孔2的长度，在平行于煤层的走向方向确定盘

区1的长度；在盘区1内平行于煤层的走向方向设置多个回采工作面3。

[0046] 步骤二：进行盘区主巷道掘进与钻场布置。沿盘区1的宽度方向在盘区1的边缘掘

进盘区1的主巷道4，并在主巷道4内间隔设置多个钻场5。

[0047] 步骤三：在各钻场5内分别进行树状定向长钻孔。在各钻场5内平行于回采工作面3

的方向施工树状定向长钻孔2，各树状定向长钻孔2覆盖整个盘区1，且在钻孔内下入护孔筛

管。

[0048] 步骤四：盘区瓦斯预抽采，利用树状定向长钻孔2进行瓦斯预抽采。

[0049] 步骤五：回采工作面巷道掘进与煤层回采。盘区1瓦斯抽采达标后，平行于井下定

向长钻孔，由主巷道4向回采工作面3掘进煤巷6，圈闭回采工作面3后，由远至近进行回采工

作面3煤层开采。其中，所述回采工作面呈长方形，钻场位于长度方向的近端，树状定向长钻

孔沿回采工作面长度方向布置，由近端到远端施工；煤层开采时采煤机沿回采工作面宽度

方向布置，每次割煤宽度等于回采工作面宽度，割煤长度不一定，沿工作面长度方向由远端

向近端回采，直至到达停采线。煤层回采过程与现有采煤工艺的采煤过程一样。

[0050] 步骤六：采动瓦斯抽采。回采工作面3煤层开采过程中，利用树状定向长钻孔2继续

抽采未开采区域7内的煤层瓦斯，并抽采已开采区域8内的采动卸压瓦斯，直至盘区1内回采

工作面3的煤层全部完成开采。根据步骤五和图2可知，树状定向长钻孔在钻场进行瓦斯抽

采，树状定向长钻孔的布置方向与煤层开采方向正好相反。煤层回采时，采煤机切割下来的

煤层由于卸压作用，会释放出大量瓦斯，并在采煤作业现场大量积聚，此时树状定向长钻孔

的底部始终位于采煤作业现场，可以将此处积聚的采动卸压瓦斯抽采走；树状定向长钻孔

其他部分仍然处于工作面未回采区域内，可继续进行抽采未开采区域的瓦斯。

[0051] 其中，所述盘区1的宽度不超出矿井边界。

[0052] 其中，所述盘区1长度等于或小于树状定向长钻孔2的长度减去超前距，优选的是，

所述超前距为15～20m。

[0053] 其中，所述钻场5的数量与回采工作面3的数量相同，且各钻场5分别位于对应回采

工作面3宽度方向的中间位置。

[0054] 尤其应该说明的是，所述树状定向长钻孔2以钻场5为单元呈集束型孔群布置，钻

孔间距根据煤层的透气性系数进行选择，当透气性系数≥10m2/Mpa.d时，钻孔间距d为10m；

当透气性系数≥0.1m2/Mpa.d时，钻孔间距d为5～10m；当透气性系数≤0.1m2/Mpa.d时，钻孔

间距d为3～5m。

[0055] 参见图3，所述树状定向长钻孔2在平面上呈树状布置，其包括一主孔9，所述主孔9

的两侧设有依次间隔向外设置的平行分支孔10，设置于主孔9上的平行分支孔10与主孔9的

间距、以及依次设置的平行分支孔10之间的间距与钻孔间距相同，且平行分支孔10的数量

随孔深增加分区逐级递增。

[0056] 其中，基于以下公式(1)计算树状定向长钻孔2沿轴向方向的分区长度：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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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式中：l为分区长度，单位为m；d为树状定向长钻孔2间距，单位为m；t为钻孔轨迹控

制精度，无量纲。

[0059] 其中，基于以下公式(2)计算树状定向长钻孔2沿轴向方向的分区数量：

[0060]

[0061] 式中：n为分区数量，无量纲；l为分区长度，单位为m；L为树状定向长钻孔2的长度，

单位为m。

[0062] 基于以下公式(3)计算出不同分区的平行分支孔10数量：

[0063] N＝2(i-1)

[0064] 式中：N为第i个分区的平行分支孔10数量，N为自然数；i为分区编号，i≤n，且为正

整数。

[0065] 参见图4，所述树状定向长钻孔2剖面上还设置有上层分支孔11和下层分支孔12，

其中上层分支孔11位于主孔9的上部，下层分支孔12位于主孔9的下部，所述上层分支孔11

和下层分支孔12穿过煤层内夹矸层13，从而能避免盘区内出现分层瓦斯抽采盲区。其中，所

述上下层分支孔11、12为竖直平面上布置的分支孔，主要用于覆盖因夹矸层导致的抽采盲

区。夹矸层和定向钻孔均位于煤层中，在竖直平面上，夹矸层要么在主孔的上面，要么在主

孔的下面，从主孔出发分别施工的上下层分支孔，虽然不能保证每一个都能穿过夹矸层，但

必然会有一个穿过加矸层。实际施工时可以设置许多上下层分支孔，以确保穿过所有加矸

层。

[0066] 由此可见，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67] 1、利用树状定向长钻孔超前覆盖整个盘区，实现了盘区瓦斯整体治理，提高了盘

区瓦斯治理效率。

[0068] 2、树状定向长钻孔采用分区逐级递增方式布置，利用逐渐增加的平面分支孔覆盖

由于轨迹控制偏差导致的平面抽采盲区；利用上层分支孔和下层分支孔覆盖由于夹矸层导

致的剖面抽采盲区，实现了无盲区抽采。

[0069] 3、沿工作面长度方向由近至远，树状定向长钻孔的平面分支孔数量越来越多，相

邻钻孔互相交叉搭接，钻孔密度逐渐增加，钻孔密度分布情况与工作面煤层回采方向相反，

即回采越早、抽采时间越短的区域钻孔布置越密集，回采越晚、抽采时间越长的区域钻孔布

置越稀疏，从而实现了均衡抽采。

[0070] 4、树状定向长钻孔平行于回采工作面和巷道布置，不会被回采工作面巷道掘进切

断，抽采时间长，利用效率高。

[0071] 5、既可对盘区内回采工作面瓦斯进行超前预抽采，又可在回采过程中继续对未开

采煤层进行瓦斯抽采，还可对采动卸压瓦斯进行抽采，具有一孔多用、抽采时间长的优势。

[0072] 6、树状定向长钻孔与煤层走向平行，钻孔近水平，孔内不易积水，且下入筛管护

孔，避免了瓦斯抽采通道堵塞。

[0073] 显而易见的是，以上的描述和记载仅仅是举例而不是为了限制本发明的公开内

容、应用或使用。虽然已经在实施例中描述过并且在附图中描述了实施例，但本发明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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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附图示例和在实施例中描述的作为目前认为的最佳模式以实施本发明的教导的特定例

子，本发明的范围将包括落入前面的说明书和所附的权利要求的任何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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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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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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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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