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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

区积聚瓦斯混合持续抽采方法，主要包括利用回

采工作面开采煤层顶板裂隙带内的顶板高位巷，

当顶板高位巷为密闭抽采巷时，特点在于：从回

风顺槽每隔一定距离在回风顺槽内按钻孔与巷

道夹角、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向顶板高位巷施工

迎向倾斜高位钻孔，孔口带密封盖瓦斯抽放管，

当回采工作面邻近高位钻孔时，打开密封盖，连

通高位巷抽放上隅角和机尾处支架的通风盲区

的积聚瓦斯，并持续抽放采空区内的瓦斯。消除

了进风顺槽的进风流至上隅角和机尾处支架间

的通风盲区时造成的瓦斯集聚，同时通过被切断

迎向倾斜高位钻孔持续抽放采空区瓦斯，确保了

上隅角和机尾处支架间及采空区瓦斯混合持续

抽采，抽采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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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持续抽采方法，主要包括利用回采

工作面开采煤层顶板裂隙带内的顶板高位巷，顶板高位巷为密闭抽采巷，特征在于：从回风

顺槽每隔一定距离L在回风顺槽内按钻孔与巷道夹角β、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α1向顶板高位

巷施工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孔口接入带密封盖的瓦斯抽放管，当回采工作面邻近未

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时，打开该瓦斯抽放管的密封盖，连通顶板高位巷抽放回风顺槽上

隅角和机尾处支架的通风盲区的积聚瓦斯，随着工作面前推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被采

煤机或冒落带切断构成被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连通顶板高位巷持续抽放采空区内的瓦

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持续抽采方

法，其特征在于：从回风顺槽每隔一定距离L在回风顺槽内按钻孔与巷道夹角β、钻孔与巷道

水平倾角α1向顶板高位巷施工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用从回风顺槽每隔一定距离L在

回风顺槽内按钻孔与巷道夹角不同、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不同向顶板高位巷打未切断迎向

倾斜高位钻孔组替换，第一钻孔与巷道夹角为β1，后续的钻孔与巷道夹角按△β增加，钻孔与

巷道水平倾角之一与冒落带的冒落角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持续抽采方

法，特征在于：其顶板高位巷距工作面顶板垂高为煤层采高的4～5倍，当上隅角和机尾处支

架的通风盲区广、瓦斯积聚严重时，将一根防静电的导流软管连接到瓦斯抽放管端，扩大钻

孔负压引流范围。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持续抽采方

法，其特征在于：其顶板高位巷距工作面顶板垂高为煤层采高的4～5倍，当上隅角和机尾处

支架的通风盲区广、瓦斯积聚严重时，将一根防静电的导流软管连接到瓦斯抽放管端，扩大

钻孔负压引流范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持续抽采方

法，其特征在于：当采煤机即将切断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时，打开下一未切断迎向倾斜

高位钻孔的密封盖，并连接防静电的导流软管。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持续抽采方

法，其特征在于：当采煤机即将切断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时，打开下一未切断迎向倾斜

高位钻孔组的密封盖，并连接防静电的导流软管。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持续抽采方

法，其特征在于：当采煤机即将切断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时，打开下一未切断迎向倾斜

高位钻孔的密封盖，并连接防静电的导流软管。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持续抽采方

法，其特征在于：当采煤机即将切断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时，打开下一未切断迎向倾斜

高位钻孔组的密封盖，并连接防静电的导流软管。

9.根据权利要求1或3或5或7所述的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持

续抽采方法，其特征在于：施工单孔时，距离L为回采工作面周期来压步距的三分之一至三

分之二，钻孔与巷道夹角β为20度~40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α1与冒落带的冒落角相同。

10.根据权利要求2或4或6或8所述的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

持续抽采方法，其特征在于：施工组合钻孔时，距离L为回采工作面周期来压步距的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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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三分之二，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之一与冒落带的冒落角相同，△β等于5度。

11.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持

续抽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当顶板高位巷为非密闭抽采巷时，将所有顶板高位巷内的迎向倾

斜高位钻孔连接于顶板高位巷内的顶板高位巷抽采管路，持续抽采上隅角和机尾处支架间

及采空区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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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持续抽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煤矿井下煤层瓦斯抽采技术，特别涉及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

空区积聚瓦斯混合持续抽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井下机械化生产能力的提升，大型回采工作面和高效回采设备保障了采煤工

作面的连续、快速回采，由此也带来采空区、落煤和煤壁的瓦斯涌出量急剧增长，风排瓦斯

负担加重。采煤工作面的上隅角、机尾处支架之间和采空区是工作面通风系统的主要盲区，

上隅角和支架之间因无法捕捉足够量的风流导致瓦斯受积聚程度严重、超限频繁，受工作

面漏风影响采空区瓦斯大量积聚在采空区靠近回风顺槽一侧和顶板裂隙圈附近，这不仅影

响工作面割煤效率，同时还极大威胁着采煤人员的人身安全。当前，工作面通风气流的稀释

和携载作用是吹排局部积聚瓦斯最为简便方法之一，但迫于效率和受限的采煤空间，局部

添加通风导流装置不利于生产布局和人员操作，井下执行较为困难，例如采煤工作面支架

之间的有限空间根本无处安置风流引射器，通风引射的方法很难应用到位。

[0003] 在充分考虑井下生产布局和地层赋存特征基础上，合理布置巷道或钻孔进行定点

负压引排不乏是通风盲区防治瓦斯超限的有效方法。高抽巷可以定点抽采采空区和邻近层

瓦斯卸压瓦斯，防止采空区瓦斯涌入工作面，抽采量大、效率高，但单一的高抽巷对于上隅

角和机尾处的支架之间无法做到定点引排，控制区域有限；传统的高位钻孔是沿采空区上

方的裂隙带布置，能够抽采采空区和邻近层瓦斯，具有施工简单、成本低的优点，但因岩层

垮落被切孔，抽采时限短、能力有限，且无法定点抽采上隅角和支架间的瓦斯。因此，全面控

制工作面上隅角、支架之间和采空区，实现通风盲区混合持续抽采，防治瓦斯积聚，这不仅

十分重要，而且还是个难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以上技术缺陷，有效实现对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

聚瓦斯抽采，提出的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持续抽采方法。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

积聚瓦斯混合持续抽采方法，主要包括利用回采工作面开采煤层顶板裂隙带内的顶板高位

巷，顶板高位巷为密闭抽采巷，特点在于：从回风顺槽每隔一定距离L在回风顺槽内按钻孔

与巷道夹角β、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α1向顶板高位巷施工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孔口接

入带密封盖的瓦斯抽放管，当回采工作面邻近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时，打开该瓦斯抽

放管的密封盖，连通顶板高位巷抽放回风顺槽上隅角和机尾处支架的通风盲区的积聚瓦

斯，随着工作面前推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被采煤机或冒落带切断构成被切断迎向倾斜

高位钻孔，连通顶板高位巷持续抽放采空区内的瓦斯。

[0006] 其中：从回风顺槽每隔一定距离L在回风顺槽内按钻孔与巷道夹角β、钻孔与巷道

水平倾角α1向顶板高位巷施工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用从回风顺槽每隔一定距离L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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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风顺槽内按钻孔与巷道夹角不同、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不同向顶板高位巷打未切断迎向

倾斜高位钻孔组替换，第一钻孔与巷道夹角为β1，后续的钻孔与巷道夹角按△β增加，钻孔与

巷道水平倾角之一与冒落带的冒落角相同。

[0007] 其中：其顶板高位巷距工作面顶板垂高为煤层采高的4～5倍，当上隅角和机尾处

支架的通风盲区广、瓦斯积聚严重时，将一根防静电的导流软管连接到瓦斯抽放管端，扩大

钻孔负压引流范围。

[0008] 其中：当采煤机即将切断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时，打开下一未切断迎向倾斜

高位钻孔的密封盖，并连接防静电的导流软管。

[0009] 其中：当采煤机即将切断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组时，打开下一未切断迎向倾

斜高位钻孔组的密封盖，并连接防静电的导流软管。

[0010] 其中：施工单孔时，距离L为回采工作面周期来压步距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钻

孔与巷道夹角β为20度～40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α1与冒落带的冒落角相同。

[0011] 其中：施工组合钻孔时，距离L为回采工作面周期来压步距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

二，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之一与冒落带的冒落角相同，△β等于5度。

[0012] 其中：当顶板高位巷为非密闭抽采巷时，将所有顶板高位巷内的迎向倾斜高位钻

孔连接于顶板高位巷内的顶板高位巷抽采管路，持续抽采上隅角和机尾处支架间及采空区

瓦斯。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发明消除了进风顺槽1的进风流至上隅角和机尾处支架

间的通风盲区时造成的瓦斯集聚，同时通过被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持续抽放采空区瓦

斯，确保了上隅角和机尾处支架间及采空区瓦斯混合持续抽采，抽采效果显著。

附图说明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从回风顺槽向顶板高位巷打单钻孔时原理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从回风顺槽向顶板高位巷打钻孔组时原理图；

[0017] 图3是图2的A-A剖面图；

[0018] 图4是图2的B-B剖面图；

[0019] 图5是本发明从回风顺槽向顶板高位巷施工钻孔组时顶板高位巷抽采管路布置原

理图；

[0020] 图6是本发明从回风顺槽向顶板高位巷施工单钻孔时顶板高位巷抽采管路布置原

理图。

[0021] 图中：1.进风顺槽，2.开采煤层，3.回风顺槽，4.采空区，5.上隅角和机尾处支架的

通风盲区，6.支架，7.顶板高位巷，8.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9.被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

孔，10.防静电的导流软管，11.冒落带，12.顶板裂隙带，13.钻孔与巷道夹角，14.钻孔与巷

道水平倾角，15.密封盖，77.顶板高位巷抽采管路。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第一实施例

[0023] 参见图1、图3，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持续抽采方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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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利用回采工作面开采煤层2顶板裂隙带12内的顶板高位巷7，顶板高位巷7为密闭抽

采巷，特点在于：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15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孔与巷道夹角13β

＝21.5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14α1＝24度向顶板高位巷7施工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

8，孔口接入带密封盖15的瓦斯抽放管，当回采工作面邻近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时，打

开该瓦斯抽放管的密封盖15，连通顶板高位巷7抽放回风顺槽上隅角和机尾处支架6的通风

盲区5的积聚瓦斯，随着工作面前推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被采煤机或冒落带11切断构

成被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9，连通顶板高位巷7持续抽放采空区4内的瓦斯。

[0024] 第二实施例

[0025] 参见图1、图2、图3、图4，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持续抽采

方法，主要包括利用回采工作面开采煤层2顶板裂隙带12内的顶板高位巷7，顶板高位巷7为

密闭抽采巷，特点在于：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16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孔与巷道夹

角13β＝22.5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14α1＝25.5度向顶板高位巷7施工未切断迎向倾斜高

位钻孔8，孔口接入带密封盖15的瓦斯抽放管，当回采工作面邻近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

8时，打开该瓦斯抽放管的密封盖15，连通顶板高位巷7抽放回风顺槽上隅角和机尾处支架6

的通风盲区5的积聚瓦斯，随着工作面前推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被采煤机或冒落带11

切断构成被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9，连通顶板高位巷7持续抽放采空区4内的瓦斯。

[0026] 其中：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16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孔与巷道夹角13β＝

22.5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14α1＝25.5度向顶板高位巷7施工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

8，用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16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孔与巷道夹角不同α1＝25.5

度，α2＝23.5度，α3＝21.5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不同向顶板高位巷7打未切断迎向倾斜高

位钻孔8组替换，第一钻孔与巷道夹角为β1＝22.5度，后续的钻孔与巷道夹角按△β＝5度增

加，即β2＝27.5度，β3＝32.5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14之一与冒落带11的冒落角相同，即α1

＝25.5度，α2＝28度，α3＝31度。

[0027] 第三实施例

[0028] 参见图1、图2、图3、图4，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持续抽采

方法，主要包括利用回采工作面开采煤层2顶板裂隙带12内的顶板高位巷7，顶板高位巷7为

密闭抽采巷，特点在于：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18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孔与巷道夹

角13β＝23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14α1＝26.5度向顶板高位巷7施工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

钻孔8，孔口接入带密封盖15的瓦斯抽放管，当回采工作面邻近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

时，打开该瓦斯抽放管的密封盖15，连通顶板高位巷7抽放回风顺槽上隅角和机尾处支架6

的通风盲区5的积聚瓦斯，随着工作面前推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被采煤机或冒落带11

切断构成被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9，连通顶板高位巷7持续抽放采空区4内的瓦斯。

[0029] 其中：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18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孔与巷道夹角13β＝

23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14α1＝26.5度向顶板高位巷7施工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

用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18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孔与巷道夹角不同即β1＝23度，β2

＝27度，β3＝31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不同即α1＝26.5度，α2＝23.5度，α3＝21.5度，向顶

板高位巷7打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组替换，第一钻孔与巷道夹角为β1＝23度，后续的

钻孔与巷道夹角按△β＝4度增加，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14之一与冒落带11的冒落角相同，即

α1＝26.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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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其中：其顶板高位巷7距工作面顶板垂高为煤层采高的4～5倍，10米，当上隅角和

机尾处支架的通风盲区5广、瓦斯积聚严重时，将一根防静电的导流软管10连接到瓦斯抽放

管端，扩大钻孔负压引流范围。

[0031] 第四实施例

[0032] 参见图1、图2、图3、图4，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持续抽采

方法，主要包括利用回采工作面开采煤层2顶板裂隙带12内的顶板高位巷7，顶板高位巷7为

密闭抽采巷，特点在于：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19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孔与巷道夹

角13β＝21.5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14α1＝31.5度向顶板高位巷7施工未切断迎向倾斜高

位钻孔8，孔口接入带密封盖15的瓦斯抽放管，当回采工作面邻近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

8时，打开该瓦斯抽放管的密封盖15，连通顶板高位巷7抽放回风顺槽上隅角和机尾处支架6

的通风盲区5的积聚瓦斯，随着工作面前推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被采煤机或冒落带11

切断构成被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9，连通顶板高位巷7持续抽放采空区4内的瓦斯。

[0033] 其中：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19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孔与巷道夹角13β＝

21.5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14α1＝31.5度向顶板高位巷7施工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

8，用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19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孔与巷道夹角不同、钻孔与巷

道水平倾角不同向顶板高位巷7打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组替换，第一钻孔与巷道夹角

为β1＝21.5度，后续的钻孔与巷道夹角按△β＝5度增加，即β2＝26.5度，β3＝31.5度，钻孔与

巷道水平倾角14之一与冒落带11的冒落角相同，即α1＝31.5度，α2＝33.5度，α3＝35.5度。

[0034] 其中：其顶板高位巷7距工作面顶板垂高为煤层采高的4～5倍，为11米，当上隅角

和机尾处支架的通风盲区5广、瓦斯积聚严重时，将一根防静电的导流软管10连接到瓦斯抽

放管端，扩大钻孔负压引流范围。

[0035] 其中：当采煤机即将切断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组时，打开下一未切断迎向倾

斜高位钻孔8组的密封盖15，并连接防静电的导流软管10。

[0036] 第五实施例

[0037] 参见图1、图2、图3、图4，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持续抽采

方法，主要包括利用回采工作面开采煤层2顶板裂隙带12内的顶板高位巷7，顶板高位巷7为

密闭抽采巷，特点在于：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19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孔与巷道夹

角13β＝21.5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14α1＝31.5度向顶板高位巷7施工未切断迎向倾斜高

位钻孔8，孔口接入带密封盖15的瓦斯抽放管，当回采工作面邻近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

8时，打开该瓦斯抽放管的密封盖15，连通顶板高位巷7抽放回风顺槽上隅角和机尾处支架6

的通风盲区5的积聚瓦斯，随着工作面前推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被采煤机或冒落带11

切断构成被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9，连通顶板高位巷7持续抽放采空区4内的瓦斯。

[0038] 其中：其顶板高位巷7距工作面顶板垂高为煤层采高的4～5倍，为11米，当上隅角

和机尾处支架的通风盲区5广、瓦斯积聚严重时，将一根防静电的导流软管10连接到瓦斯抽

放管端，扩大钻孔负压引流范围。

[0039] 其中：当采煤机即将切断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时，打开下一未切断迎向倾斜

高位钻孔8的密封盖15，并连接防静电的导流软管10。

[0040] 其中：施工单孔时，距离L＝19米为回采工作面周期来压步距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

二，钻孔与巷道夹角13β＝21.5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14α1＝31.5度与冒落带11的冒落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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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0041] 第六实施例

[0042] 参见图1、图2、图3、图4，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持续抽采

方法，主要包括利用回采工作面开采煤层2顶板裂隙带12内的顶板高位巷7，顶板高位巷7为

密闭抽采巷，特点在于：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18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孔与巷道夹

角13β＝21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14α1＝29度向顶板高位巷7施工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

孔8，孔口接入带密封盖15的瓦斯抽放管，当回采工作面邻近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时，

打开该瓦斯抽放管的密封盖15，连通顶板高位巷7抽放回风顺槽上隅角和机尾处支架6的通

风盲区5的积聚瓦斯，随着工作面前推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被采煤机或冒落带11切断

构成被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9，连通顶板高位巷7持续抽放采空区4内的瓦斯。

[0043] 其中：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18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孔与巷道夹角13β＝

21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14α1＝29度向顶板高位巷7施工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用

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18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孔与巷道夹角不同、钻孔与巷道水

平倾角不同向顶板高位巷7打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组替换，第一钻孔与巷道夹角为β1

＝21度，后续的钻孔与巷道夹角按△β＝6度增加，β2＝27度，β3＝33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

14之一与冒落带11的冒落角相同，即α1＝29度，α2＝33度，α3＝37度。

[0044] 其中：其顶板高位巷7距工作面顶板垂高为煤层采高的4～5倍，12米，当上隅角和

机尾处支架的通风盲区5广、瓦斯积聚严重时，将一根防静电的导流软管10连接到瓦斯抽放

管端，扩大钻孔负压引流范围。

[0045] 其中：当采煤机即将切断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组时，打开下一未切断迎向倾

斜高位钻孔8组的密封盖15，并连接防静电的导流软管10。

[0046] 其中：施工组合钻孔时，距离L＝18米为回采工作面周期来压步距的三分之一至三

分之二，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14之一与冒落带11的冒落角相同，即α1＝29度，α2＝33度，α3＝

37度，△β等于6度，即β1＝21度，β2＝27度，β3＝33度。

[0047] 第七实施例

[0048] 参见图1、图2、图3、图4、图5、图6，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

持续抽采方法，主要包括利用回采工作面开采煤层2顶板裂隙带12内的顶板高位巷7，顶板

高位巷7为密闭抽采巷，特点在于：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15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

孔与巷道夹角13β＝20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14α1＝27度向顶板高位巷7施工未切断迎向

倾斜高位钻孔8，孔口接入带密封盖15的瓦斯抽放管，当回采工作面邻近未切断迎向倾斜高

位钻孔8时，打开该瓦斯抽放管的密封盖15，连通顶板高位巷7抽放回风顺槽上隅角和机尾

处支架6的通风盲区5的积聚瓦斯，随着工作面前推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被采煤机或

冒落带11切断构成被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9，连通顶板高位巷7持续抽放采空区4内的瓦

斯。

[0049] 其中：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15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孔与巷道夹角13β＝

20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14α1＝27度向顶板高位巷7施工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用

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15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孔与巷道夹角不同、钻孔与巷道水

平倾角不同向顶板高位巷7打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组替换，第一钻孔与巷道夹角为β1

＝20度，后续的钻孔与巷道夹角按△β＝5度增加，β2＝25度，β3＝30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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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之一与冒落带11的冒落角相同，即α1＝27度，α1＝30度，α3＝33度。

[0050] 其中：其顶板高位巷7距工作面顶板垂高为煤层采高的4～5倍，10米，当上隅角和

机尾处支架的通风盲区5广、瓦斯积聚严重时，将一根防静电的导流软管10连接到瓦斯抽放

管端，扩大钻孔负压引流范围。

[0051] 其中：当采煤机即将切断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组时，打开下一未切断迎向倾

斜高位钻孔8组的密封盖15，并连接防静电的导流软管10。

[0052] 其中：当顶板高位巷7为非密闭抽采巷时，将所有顶板高位巷7内的迎向倾斜高位

钻孔连接于顶板高位巷7内的顶板高位巷抽采管路77，持续抽采上隅角和机尾处支架间及

采空区瓦斯。

[0053] 第八实施例

[0054] 参见图1、图2、图3、图4、图5、图6，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

持续抽采方法，主要包括利用回采工作面开采煤层2顶板裂隙带12内的顶板高位巷7，顶板

高位巷7为密闭抽采巷，特点在于：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16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

孔与巷道夹角13β＝30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14α1＝28度向顶板高位巷7施工未切断迎向

倾斜高位钻孔8，孔口接入带密封盖15的瓦斯抽放管，当回采工作面邻近未切断迎向倾斜高

位钻孔8时，打开该瓦斯抽放管的密封盖15，连通顶板高位巷7抽放回风顺槽上隅角和机尾

处支架6的通风盲区5的积聚瓦斯，随着工作面前推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被采煤机或

冒落带11切断构成被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9，连通顶板高位巷7持续抽放采空区4内的瓦

斯。

[0055] 其中：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16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孔与巷道夹角13β＝

30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14α1＝28度向顶板高位巷7施工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用

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16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孔与巷道夹角不同、钻孔与巷道水

平倾角不同向顶板高位巷7打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组替换，第一钻孔与巷道夹角为β1

＝30度，后续的钻孔与巷道夹角按△β＝5度增加，β2＝35度，β3＝40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

14之一与冒落带11的冒落角相同，即α1＝28度，α2＝30度，α3＝32度。

[0056] 其中：其顶板高位巷7距工作面顶板垂高为煤层采高的4～5倍，12米，当上隅角和

机尾处支架的通风盲区5广、瓦斯积聚严重时，将一根防静电的导流软管10连接到瓦斯抽放

管端，扩大钻孔负压引流范围。

[0057] 其中：当采煤机即将切断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组时，打开下一未切断迎向倾

斜高位钻孔8组的密封盖15，并连接防静电的导流软管10。

[0058] 其中：当顶板高位巷7为非密闭抽采巷时，将所有顶板高位巷7内的迎向倾斜高位

钻孔连接于顶板高位巷7内的顶板高位巷抽采管路77，持续抽采上隅角和机尾处支架间及

采空区瓦斯。

[0059] 第九实施例

[0060] 参见图1、图2、图3、图4、图5、图6，一种上隅角、机尾支架间及采空区积聚瓦斯混合

持续抽采方法，主要包括利用回采工作面开采煤层2顶板裂隙带12内的顶板高位巷7，顶板

高位巷7为密闭抽采巷，特点在于：从回风顺槽3每隔一定距离L＝20米在回风顺槽3内按钻

孔与巷道夹角13β＝21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14α1＝30度向顶板高位巷7施工未切断迎向

倾斜高位钻孔8，孔口接入带密封盖15的瓦斯抽放管，当回采工作面邻近未切断迎向倾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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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钻孔8时，打开该瓦斯抽放管的密封盖15，连通顶板高位巷7抽放回风顺槽上隅角和机尾

处支架6的通风盲区5的积聚瓦斯，随着工作面前推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被采煤机或

冒落带11切断构成被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9，连通顶板高位巷7持续抽放采空区4内的瓦

斯。

[0061] 其中：其顶板高位巷7距工作面顶板垂高为煤层采高的4～5倍，9米，当上隅角和机

尾处支架的通风盲区5广、瓦斯积聚严重时，将一根防静电的导流软管10连接到瓦斯抽放管

端，扩大钻孔负压引流范围。

[0062] 其中：当采煤机即将切断未切断迎向倾斜高位钻孔8时，打开下一未切断迎向倾斜

高位钻孔8的密封盖15，并连接防静电的导流软管10。

[0063] 其中：施工单孔时，距离L＝20米为回采工作面周期来压步距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

二，钻孔与巷道夹角13β为21度，钻孔与巷道水平倾角14α1＝30度与冒落带11的冒落角相

同。

[0064] 其中：当顶板高位巷7为非密闭抽采巷时，将所有顶板高位巷7内的迎向倾斜高位

钻孔连接于顶板高位巷7内的顶板高位巷抽采管路77，持续抽采上隅角和机尾处支架间及

采空区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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