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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底抽岩巷千米定向长钻孔

替代中部底抽岩巷的方法，是利用高瓦斯、突出

矿井普遍施工有顺槽底抽岩巷掩护回采工作面

顺槽巷道掘进的施工方式，在所述顺槽底抽岩巷

施工普通穿层钻孔预抽煤巷前方的煤体，在施工

所述的回采工作面顺槽巷道和备用回采面顺槽

巷道之前，超前施工所述顺槽底抽岩巷，在所述

顺槽底抽岩巷内施工钻场，在所述钻场内施工穿

层千米定向长钻孔，预先抽采上部开采煤层的工

作面的瓦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节省工作面

开采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并从根本上消除了工

作面开采期间的突出危险性和瓦斯涌出量，保障

了矿井安全高效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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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底抽岩巷千米定向长钻孔替代中部底抽岩巷的方法，是利用高瓦斯、突出矿井

普遍施工有顺槽底抽岩巷（1）掩护回采工作面顺槽巷道（2）和备用回采面顺槽巷道（3）掘进

的施工方式，在所述顺槽底抽岩巷（1）施工普通穿层钻孔（8）预抽煤巷前方的煤体，其特征

在于：在施工所述的回采工作面顺槽巷道（2）和备用回采面顺槽巷道（3）之前，超前施工所

述顺槽底抽岩巷（1），在所述顺槽底抽岩巷（1）内开掘钻场（5），在所述钻场（5）内施工穿层

千米定向长钻孔（4），预先抽采上部开采煤层（6）的工作面的瓦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底抽岩巷千米定向长钻孔替代中部底抽岩巷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顺槽底抽岩巷（1）的水平层位布置在回采工作面顺槽巷道（2）和与其相邻的备用

回采面顺槽巷道（3）之间，顺槽底抽岩巷（1）垂直层位布置在开采煤层（6）的巷道底板下方

且距巷道底板不小于5m的岩层（7）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底抽岩巷千米定向长钻孔替代中部底抽岩巷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所述顺槽底抽岩巷（1）内施工普通穿层钻孔（8）抽采上方煤巷瓦斯的同时，在所述

顺槽底抽岩巷（1）内开掘多个钻场（5），在所述钻场（5）内用千米钻机施工穿层千米定向长

钻孔（4），相邻钻场（5）的间距为200~400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底抽岩巷千米定向长钻孔替代中部底抽岩巷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所述顺槽底抽岩巷(1)内施工的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4)，以一定的仰角由开采煤

层（6）的底板向顶板方向施工，所述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4）的主孔长度400~600m，在每个

所述的钻场（5）内施工5~7个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每个所述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4）设置

有多个分支孔，实现一个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4）在开采煤层（6）内多个不同水平层位、不

同垂直层位施工，所述的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4）立体呈现梳状。

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底抽岩巷千米定向长钻孔替代中部底抽岩巷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4）在回采工作面顺槽巷道（2）两侧的顺槽底抽岩巷（1）

内同时相向施工，所述回采工作面顺槽巷道（2）两侧的钻场（5）同步或相继布置，所述穿层

千米定向长钻孔（4）的直径为94~250mm，其主孔沿开采煤层（6）的走向、分支孔由垂直方向

上沿所述主孔两侧的顶底板方向布置，且主孔两侧的分支孔水平方向错位5~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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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底抽岩巷千米定向长钻孔替代中部底抽岩巷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煤矿井下煤层长钻孔瓦斯抽采方法，适用于含瓦斯煤层的高瓦斯

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具体为一种底抽岩巷千米定向长钻孔替代中部底抽岩巷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矿井一般富含高浓度和大体积的瓦斯量，为安全开采井田

范围内的煤体，采取了地面钻井预抽采、保护层开采、区域递进式抽采、高抽岩巷开采、底抽

岩巷开采等区域性瓦斯治理措施，在有效降低预开采煤体瓦斯含量和瓦斯压力的同时，消

除煤与瓦斯突出危险性，保障在煤层内进行采掘活动时人员的安全。

[0003] 目前，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必须按国家规定采取相应的区域瓦斯防治措施，上述所

提到的钻井预抽采、保护层开采、区域递进式抽采等为煤层开拓前所实施，高抽岩巷开采、

底抽岩巷为巷道开拓工程实施前，保障工作面安全回采的开拓前所实施。高抽岩巷主要目

的为在提高工作面回采进度时，有效消除工作面采空区及顶板裂隙带瓦斯所设，底抽岩巷

为保障工作面顺槽在开采煤层中掘进时的安全，在抽巷岩巷内施工上向穿层钻孔，提前对

预开拓的煤巷进行抽采，消除其突出危险性。但部分高瓦斯或突出矿井因煤层透气性差、瓦

斯含量高等原因，在实施以上区域措施的基础上，为保障工作面回采期间的安全，仍需在工

作面进回风顺槽的中部煤体下方，施工中部底抽岩巷，以保证工作面回采前，提前对工作面

煤体进行全方位预抽。此中部底抽岩巷的施工，虽最大限度解决了在两顺槽巷道施工对抽

钻孔时存在的抽采空白区、施工穿层钻孔避免钻孔塌孔、抽采衰减系数大等抽采难题，但存

在施工成本居高不下，工期长、加剧矿井采掘抽衔接紧张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缓解上述的部分高瓦斯、突出矿井因煤层松软导致本煤层钻孔施工及成孔困

难、煤层透气性差等问题而不得不在回采工作面下部施工中部底抽岩巷导致的工程量和投

资成本巨大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底抽岩巷千米定向长钻孔替代中部底抽岩巷的方

法，该方法是在煤矿井下施工顺槽底抽岩巷掩护回采工作面顺槽巷道掘进的同时，在该顺

槽底抽岩巷施工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提前对回采面煤体进行预抽，达到节省施工一条回采

面中部底抽岩巷的目的，该技术工艺可充分提高顺槽底抽岩巷的利用效率，用穿层千米定

向长钻孔对回采工作面的煤体提前预抽，具有钻孔施工进度快、成孔质量好、抽采效率高等

优势，对部分开采松软低透气性煤层的高瓦斯、突出矿井瓦斯高效抽采和防治瓦斯具有重

大现实意义。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底抽岩巷千米定向

长钻孔替代中部底抽岩巷的方法，是利用高瓦斯、突出矿井普遍施工有顺槽底抽岩巷掩护

回采工作面顺槽巷道和备用回采面顺槽巷道掘进的施工方式，在所述顺槽底抽岩巷施工普

通穿层钻孔预抽顺槽煤巷前方的煤体，在施工所述的回采工作面顺槽巷道和备用回采面顺

槽巷道之前，超前施工所述顺槽底抽岩巷，就是在回采工作面计划掘进的一条顺槽巷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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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相邻备用工作面计划掘进的一条顺槽巷道之间中下部的岩层中，提前施工一条顺槽底

抽岩巷，在所述顺槽底抽岩巷内开掘钻场，在所述钻场内施工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预先抽

采上部开采煤层的工作面的瓦斯。

[0006] 进一步的，所述顺槽底抽岩巷的水平层位布置在回采工作面顺槽巷道和与其相邻

的备用工作面顺槽巷道之间，顺槽底抽岩巷垂直层位布置在开采煤层的巷道底板下方且距

巷道底板不小于5m的岩层位置，并考虑顺槽底抽岩巷顶板性能、施工穿层钻孔的难易程度

而定。

[0007] 进一步的，在所述顺槽底抽岩巷内施工普通穿层钻孔抽采上方煤巷瓦斯的同时，

在所述顺槽底抽岩巷内开掘有多个钻场，在所述钻场内用千米钻机施工穿层千米定向长钻

孔，相邻钻场的间距为200~400m。

[0008] 进一步的，在所述顺槽底抽岩巷内施工的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以一定的仰角由

开采煤层的底板向顶板方向施工，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的主孔长度为400~600m，在每个所

述的钻场内施工5~7个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所述每个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设置有多个分

支孔，实现一个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在开采煤层内多个不同水平层位、不同垂直层位施工，

所述的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立体呈现梳状。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在回采工作面顺槽巷道两侧的顺槽底抽岩巷

内同时相向施工，所述回采工作面顺槽巷道两侧的钻场同步或相继布置，所述穿层千米定

向长钻孔的直径为94~250mm，其主孔沿开采煤层的走向、分支孔由垂直方向上沿所述主孔

两侧的顶底板方向布置，且主孔两侧的分支孔水平方向错位5~10m。

[0010]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常规技术对开采煤层底板岩性的力学性能测定、数值

模拟分析、穿层钻孔施工及底抽巷顶板维护难易程度等因素综合考察，确定最佳顺槽底抽

岩巷的垂直层位。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施工结合千米钻机现有的定向轨迹跟踪系统，实现

对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的主孔及分支孔的准确定位和坐标管理，并与另一条顺槽底抽岩巷

的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的坐标位置相结合，实现两条顺槽底抽岩巷内的穿层千米定向长钻

孔交叉互通，并与普通穿层钻孔相结合，实现工作面全方位、多源头立体抽采，借以替代工

作面中部底抽岩巷，实现工作面抽采达标和安全回采的目的。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技术效果：

（1）可在顺槽底抽岩巷施工及普通钻机穿层钻孔抽采煤巷顺槽煤体的同时，使用千米

钻机施工由底板向顶板方向的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实现进一步超前预抽，延长了抽采时

间。

[0012] （2）由顺槽底抽岩巷施工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预抽工作面煤体，穿层千米定向长

钻孔由开采煤层底板向顶板施工，排水排渣方便，由岩层向煤层方向施工，成孔质量好，钻

孔施工效率高。

[0013] （3）顺槽底抽岩巷施工的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在顺槽底抽巷和穿层千米定向长

钻孔施工采掘应力影响下，工作面煤体卸压增透，煤层透气性显著增长，抽采效率高。

[0014] （4）施工的顺槽底抽岩巷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在工作面两侧的顺槽底抽岩巷同

时相向施工，在煤层中呈交叉状并达到相互增透效果，实现工作面煤体抽采全覆盖，煤体透

气性进一步增大。

[0015] （5）在所述顺槽底抽岩巷施工的普通穿层钻孔对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进行有效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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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在顺槽底抽岩巷和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采动影响下，普通穿层钻孔抽采效果会进一步

增大。

[0016] 总之，顺槽底抽巷施工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对工作面提前预抽，达到节省施工一

条工作面中部底抽岩巷的目的，工作面开采经济成本、时间成本节省巨大，矿井的抽掘采衔

接紧张局面可大大缓解，同时实现工作面煤体全方面立体抽采，根本上消除了工作面开采

期间的突出危险性和瓦斯涌出量，保障了矿井安全高效生产。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所述的底抽岩巷千米定向长钻孔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图1的A-A向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顺槽底抽岩巷，2-回采工作面顺槽巷道，3-备用回采面顺槽巷道，4-穿层

千米定向长钻孔，5-钻场，6-开采煤层，7-岩层，8-普通穿层钻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以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清楚地描述，在此

处的描述仅仅用来解释本发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所做的任何修改、等

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22] 如图1-2所示，一种底抽岩巷千米定向长钻孔替代中部底抽岩巷的方法，是利用高

瓦斯、突出矿井普遍施工有顺槽底抽岩巷1掩护回采工作面顺槽巷道2和备用回采面顺槽巷

道3掘进的施工方式，在所述顺槽底抽岩巷1施工普通穿层钻孔8预抽煤巷前方的煤体，在施

工所述的回采工作面顺槽巷道2和备用回采面顺槽巷道3之前，超前施工所述顺槽底抽岩巷

1，就是在回采工作面计划掘进的一条顺槽巷道和与其相邻备用工作面计划掘进的一条顺

槽巷道之间中下部的岩层中，提前施工一条顺槽底抽岩巷1，在所述顺槽底抽岩巷1内开掘

钻场5，在所述钻场5内施工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4，预先抽采上部开采煤层6的工作面的瓦

斯。

[0023] 所述顺槽底抽岩巷1的水平层位布置在回采工作面顺槽巷道2和与其相邻的备用

工作面顺槽巷道3之间，顺槽底抽岩巷1垂直层位布置在开采煤层6的巷道底板下方且距巷

道底板不小于5m的岩层7位置。

[0024] 在所述顺槽底抽岩巷1内施工普通穿层钻孔8抽采上方煤巷瓦斯的同时，在所述顺

槽底抽岩巷1内开掘有多个钻场5，在所述钻场5内用千米钻机施工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4，

相邻钻场5的间距为300m。

[0025] 在所述顺槽底抽岩巷1内施工的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4，以一定的仰角由开采煤层

6的底板向顶板方向施工，所述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4的主孔长度为500m，在每个所述的钻

场内施工6个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4，所述每个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4设置有多个分支孔，实

现一个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4在开采煤层6内多个不同水平层位、不同垂直层位施工，所述

的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4立体呈现梳状。

[0026] 进一步的，所述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4在回采工作面顺槽巷道2两侧的顺槽底抽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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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1内同时相向施工，所述回采工作面顺槽巷道2两侧的钻场5同步或相继布置，所述穿层千

米定向长钻孔4的直径为200mm，其主孔沿开采煤层6的走向、分支孔由垂直方向上沿所述主

孔两侧的顶底板方向布置，且主孔两侧的分支孔水平方向错位8m。

[0027]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常规技术对开采煤层6底板岩性的力学性能测定、数值

模拟分析、穿层钻孔施工及底抽巷顶板维护难易程度等因素综合考察，确定最佳顺槽底抽

岩巷1的垂直层位。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4施工结合千米钻机现有的定向轨迹跟踪系统，实

现对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4的主孔及分支孔的准确定位和坐标管理，并与另一条顺槽底抽

岩巷1的穿层千米定向长钻孔4的坐标位置相结合，实现两条顺槽底抽岩巷1内的穿层千米

定向长钻孔4交叉互通，并与普通穿层钻孔8相结合，实现工作面全方位、多源头立体抽采，

借以替代工作面中部底抽岩巷，实现工作面抽采达标和安全回采的目的。

[0028]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上述说明是示例性的，并非穷尽性的，并且

也不限于所披露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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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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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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