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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煤层气井对煤层底板隔水层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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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煤与煤层气资源共采技术领域，

为了充分利用对拟开采煤层底板隔水层软弱区

带进行注浆加固修补，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煤

层气井对煤层底板隔水层薄弱区带修补方法，该

方法是利用废弃煤层气井来加固煤层底板隔水

层，先通过在废弃煤层气井底部钻进形成煤层气

井向下延伸段的延伸注浆修补段钻孔；然后通过

延伸注浆修补段钻孔进行高压注浆，充填煤层底

板隔水层内的导水裂隙，使煤层底板薄弱隔水层

强度得到加固，导水裂隙封闭，切断水源补给通

道，降低煤层底板突水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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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煤层气井对煤层底板隔水层薄弱区带修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是利

用废弃煤层气井来加固煤层底板隔水层，先通过在废弃煤层气井底部钻进形成煤层气井向

下延伸段的延伸注浆修补段钻孔；然后通过延伸注浆修补段钻孔进行高压注浆，充填煤层

底板隔水层内的导水裂隙，使煤层底板薄弱隔水层强度得到加固，导水裂隙封闭，切断水源

补给通道，降低煤层底板突水的可能性；

具体施工工艺如下：

1）选取煤层气井，钻机及施工材料准备；

2）沿煤层气井下入气动潜孔锤，进行煤层气井延伸注浆段钻孔钻进，施工延伸注浆修

补段钻孔时，由原废弃煤层气井的二开钻孔或三开钻孔孔底继续钻进，穿越煤层底板隔水

层的煤层底板导水裂隙，至孔底形成延伸注浆修补段钻孔；

3）在井内做压水试验，测定延伸注浆段钻孔的渗透性；

4）下入高压注浆装置至孔底，在延伸注浆修补段钻孔的顶部设置止浆塞，孔内高压注

浆；

5）注浆完毕，候凝；

6）采用气动潜孔锤，对延伸注浆修补段钻孔进行扫孔，钻至孔底；

7）再次井内做压水试验，测定延伸注浆段钻孔的渗透性，若渗透性不满足要求，重复

4）-5）；若渗透性满足要求，则终止修补注浆，并采用水泥土浆液填充煤层气井至煤层顶板

以上，形成封堵浆体；

8）封存和保护煤层气井井口；

其中，若为分段注浆，从孔底注浆开始，下部注浆完毕，再进行上部注浆，重复4）-5）步

骤，直至延伸注浆修补段钻孔全部注浆加固，候凝；

延伸注浆修补段钻孔的钻孔终孔深度为煤层底板以下40~60m或钻孔至含水层顶板；

注浆浆液采用纯水泥浆，水灰比为1：1.6，密度为1.65t/m3；

注浆终压为6-1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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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煤层气井对煤层底板隔水层薄弱区带修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煤与煤层气资源共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煤层气井对煤层底

板隔水层薄弱区带修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煤层气开发规模的扩大，煤层气开发对未来煤炭开采的影响日渐凸显，如地

面煤层气抽采钻井遗留套管，不利于煤炭开采；地面钻井及水力压裂等增透措施破坏了煤

层顶底板条件，易沟通含水层，给未来煤炭开采带来安全隐患等。煤层气开发直井一般都在

煤层底板下40-50m完井，煤层气钻井对煤层底板有扰动破坏的作用，而在煤层气排采之后，

煤炭的采动效应造成了底板的二次破坏。若煤层到含水层之间层间距小，则在煤层气开发

后煤炭开采存在底板突水危险性。

[0003] 如在山西沁水盆地南部晋城矿区成庄井田，煤层气钻井一般下到石炭系太原组

15#煤下部40m-50m左右。根据地质资料，该区奥灰含水层水位标高为454.70m~535m；而煤层

开采标高为420~730m之间，奥灰含水层的水位要高出各煤层底板0~112m。在这种情况下，煤

层气钻井有导通奥灰水的可能。目前，山西蓝焰煤层气公司已在晋城矿区成庄矿范围内施

工煤层气井260余口，该区煤层气开发均采用联层开采方式，即3#、9#、15#煤同时开采煤层

气。生产实践表明，某些井液面迟迟不能下降，一直维持在3#煤层上面，液面降低困难，有可

能与煤层底部奥陶系灰岩含水层水形成了沟通，在煤层气开发后煤炭开采过程中有可能存

在突水隐患。

[0004] 因此，充分利用既有的煤层气井，针对煤层底板隔水层的薄弱区进行加固修补，不

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还可以有效地预防底板突水，显著提升未来煤炭开采的安全保障能

力。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是：

[0006] （1）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废弃的煤层气井，对拟开采煤层底板隔水层软弱区带进

行注浆加固修补。显然，对煤层底板隔水层带进行注浆强化处理，它能够增加煤层底板构造

破碎区和弱隔水层带的岩层强度，降低采动矿压和承压水压对底板隔水层的破坏，达到安

全生产的目的。通常情况下，工程上常采用井下钻孔注浆加固和地面钻孔注浆加固，其中井

下底板注浆加固技术采用回旋钻进，开孔倾角一定，成孔也为直孔，孔迹不容易控制，注浆

段比较短，注浆效果不是很好，钻孔利用率也比较低，而且井下设立临时注浆站比较耗费人

力物力，机械化程度也不高。地面钻孔注浆，相对来说工作环境较好，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但

将会显著增高钻孔工程费用和延长工期。因此，充分利用煤层气井进行注浆，将会减少钻孔

费用，提高注浆效率和质量，发挥煤层气井的多功能性，实现煤层气井的高利用率。

[0007] （2）利用煤层气井对煤层底板4隔水层薄弱区带进行注浆加固修补的范围与质量

控制技术。煤层气井是针对煤层气资源的分布特点开凿的钻井，其井位间距和布局不能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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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煤层底板隔水层薄弱区，因此本发明需要在煤层气井钻孔延伸段16、注浆压力、注浆材料

等方面采取措施，严格控制注浆加固修补的范围与质量，最大限度修补增强煤层底板4的强

度，降低煤层底板4岩体的导水率。

[0008] 本发明的具体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利用煤层气井对煤层底板隔水层薄弱区带修补方法，该方法是利用废弃煤层

气井来加固煤层底板隔水层，先通过在废弃煤层气井底部钻进形成煤层气井向下延伸段的

延伸注浆修补段钻孔；然后通过延伸注浆修补段钻孔进行高压注浆，充填煤层底板隔水层

内的导水裂隙，使煤层底板薄弱隔水层强度得到加固，导水裂隙封闭，切断水源补给通道，

降低煤层底板突水的可能性。

[0010] 具体施工工艺如下：

[0011] 1）选取煤层气井，钻机及施工材料准备；

[0012] 2）沿煤层气井下入气动潜孔锤，进行煤层气井延伸注浆段钻孔钻进，施工延伸注

浆修补段钻孔时，由原废弃煤层气井的二开钻孔或三开钻孔孔底继续钻进，穿越煤层底板

隔水层的煤层底板导水裂隙，至孔底形成延伸注浆修补段钻孔；

[0013] 3）在井内做压水试验，测定延伸注浆段钻孔的渗透性；

[0014] 4）下入高压注浆装置至孔底，在延伸注浆修补段钻孔的顶部设置止浆塞，孔内高

压注浆；

[0015] 5）注浆完毕，候凝；

[0016] 6）采用气动潜孔锤，对延伸注浆修补段钻孔进行扫孔，钻至孔底；

[0017] 7）再次井内做压水试验，测定延伸注浆段钻孔的渗透性，若渗透性不满足要求，重

复4）-5）；若渗透性满足要求，则终止修补注浆，并采用水泥土浆液填充煤层气井至煤层顶

板以上，形成封堵浆体；

[0018] 8）封存和保护煤层气井井口。

[0019] 若为分段注浆，从孔底注浆开始，下部注浆完毕，再进行上部注浆，重复4）-5）步

骤，直至延伸注浆修补段钻孔全部注浆加固，候凝。

[0020] 所述延伸注浆修补段钻孔的钻孔终孔深度为煤层底板以下40~60m或钻孔至含水

层顶板。

[0021] 注浆浆液采用纯水泥浆，水灰比为1：1.6，密度为1.65t/m3。

[0022] 注浆终压为6-10MPa。

[0023] 煤层气井排采完毕后，本发明将煤层气井的管井进行改造重新利用，在孔底（二开

钻孔或三开钻孔底部）继续钻孔，穿越煤层底板导水裂隙，直至接近含水层，形成延伸注浆

修补段钻孔。通过延伸注浆修补段钻孔进行全孔或分段高压注浆的形式，对煤层底板薄弱

区及其导水裂隙进行注浆加固，以逐渐降低导水裂隙的透水性，切断水源补给通道，增大煤

层底板的力学强度，使煤层底板的防突水能力大大提升。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注浆修补钻孔剖面图（下部注浆）；

[0025] 图2为注浆修补钻孔剖面图（上部注浆）；

[0026] 图3为注浆修补钻孔剖面图（井底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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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中：1.第四系；2.煤层上覆岩层；3.煤层；4.煤层底板隔水层；5.含水层；6.孔口；

7.一开钻孔；8.表层套管；9.外层套壳料；10.二开钻孔；11.技术套管；12.技术套管外注浆

体；13.三开钻孔；14.生产套管；15.生产套管外注浆体；16.延伸注浆修补段钻孔；17.止浆

塞；18.煤层底板导水裂隙；19.孔底；20.注浆体；21.封堵浆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29] 本发明针对废弃煤层气井再利用问题，基于煤层气井底部注浆孔延伸段钻进、延

伸段压力注浆、煤层气井填充等辅助技术，解决了利用废弃煤层气井修补加固煤层底板隔

水层薄弱区的技术难题。其技术要点是，在废弃的煤层气井底部（二开钻孔10或三开钻孔13

底部）采用气动潜孔锤继续钻进（钻孔直径φ94~φ75），形成煤层气井向下延伸段注浆孔

16。然后，通过煤层气井延伸注浆段高压注浆，充填煤层底板4隔水层的导水裂隙18（风化裂

隙、构造裂隙、岩溶裂隙或溶洞），使薄弱隔水层强度得到加固，导水裂隙封闭，切断水源补

给通道，降低煤层底板突水的可能性，实现了废弃煤层气井的综合再利用。

[0030] 本发明的施工工艺如下：

[0031] 1）选取煤层气井，钻机及施工材料准备；

[0032] 2）沿煤层气井下入气动潜孔锤，进行煤层气井延伸注浆段钻孔16钻进，穿越煤层

底板隔水层4及其导水裂隙18，至孔底19，钻孔终孔深度Hz为煤层底板以下扰动区（可取40~
60m）或接近含水层顶板，提钻；

[0033] 3）在井内做压水试验，测定延伸注浆段钻孔16的渗透性；

[0034] 4）下入高压注浆装置至孔底19，在注浆段钻孔的顶部设置止浆塞17，孔内高压注

浆，注浆参数如下：

[0035] ①注浆浆液配比：纯水泥浆，以水灰比1：1.6，密度1.65t/m3为基准，可根据钻孔吸

浆量、孔压等参数调整浓度，由注浆试验确定最佳配比；

[0036] ②注浆终压Pz：以孔口压力为准，注浆终压可采用6-10MPa，具体应进行注浆试验

确定；

[0037] ③最大注浆量Qz：最大注浆量由注浆范围与裂隙率进行估算。

[0038] 5）注浆完毕，候凝；

[0039] 6）若为分段注浆，需从孔底注浆开始，下部注浆完毕，再进行上部注浆，重复4）-5）

步骤，直至延伸注浆修补段钻孔16全部注浆加固，候凝；

[0040] 7）采用气动潜孔锤，对延伸注浆修补段钻孔16进行扫孔，钻至孔底19；

[0041] 8）再次井内做压水试验，测定延伸注浆段钻孔16的渗透性。若渗透性不满足要求，

重复4）-6）；若渗透性满足要求，则终止修补注浆，并采用水泥土浆液填充煤层气井至煤层

顶板以上，形成封堵浆体21；

[0042] 9）封存和保护煤层气井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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