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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定向钻机的突出煤

层“五定”瓦斯治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第一步

评估各抽采地质单元采用“五定”瓦斯治理方法

的可行性；第二步，对抽采地质单元进行定向钻

进，第三步，在增透孔内进行定位扰动，增透煤

层，第四步，对增透孔和抽采孔进行封孔，第五

步，对定点密闭取样进行瓦斯参数测定，便于瓦

斯快速抽出，通过瓦斯抽采在线监测系统，实时

监测抽采管路上的瓦斯浓度、流量，进而通过系

统计算在显示器上以云图的形式实时统计、显示

区域内的瓦斯抽采量及待抽瓦斯量，从而可精确

控制钻孔的抽采时间，将各钻孔或孔组的瓦斯抽

采量和参与瓦斯含量以不同颜色的云图显示出

来，更直观的反映出抽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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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定向钻机的突出煤层“五定”瓦斯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搜集、整理目标区域内的地质勘探钻孔资料，划分不同抽采地质单元并评估各

抽采地质单元采用“五定”瓦斯治理方法的可行性；

第二步，对第一步中具有“五定”瓦斯治理方法可行性的抽采地质单元进行定向钻进，

对于煤层坚固性系数f<0.5的松软煤层，选择将定向钻进的主孔布置在煤层顶或底板的岩

层中，从主孔内向煤层施工分支孔；对于煤层坚固性系数f≥0.5的硬煤层，直接将定向钻进

的主孔布置在煤层中；

第三步，若煤层是透气性系数为λ<0.1m2/MPa2·d、钻孔流量衰减系数α>0.05d-1的难抽

放地质，选取第二步中施工的若干个钻孔作为增透孔，其他钻孔作为抽采煤层瓦斯的抽采

孔，在增透孔内进行定位扰动，增透煤层；若煤层透气性系数为λ>0.1m2/MPa2·d、钻孔流量

衰减系数α<0.05d-1的易抽采区域，不用经过煤层增透，直接实施定向钻进后进行瓦斯抽采；

第四步，对增透孔和抽采孔进行封孔，封孔后通过抽采管路进行联网负压抽采，所述抽

采管路上设有用于对不同抽采地质单元内的钻孔或孔组的瓦斯抽采量、残余瓦斯含量及抽

采动态实施在线监测计量的瓦斯抽采在线监测系统；

第五步，对第四步中在线监测系统显示所有钻孔或孔组的残余瓦斯含量均达到Q<8m3/t

的抽采地质单元进行深孔定点密闭取样进行瓦斯参数测定，测定煤层瓦斯含量和瓦斯压

力；

第六步，当抽采地质单元内所有瓦斯参数测定结果均达到煤层瓦斯含量Q<8m3/t、瓦斯

压力P<0.74MPa时，将该抽采地质单元评价为瓦斯治理评判达标，对于测定结果不达标的抽

采地质单元加密钻孔后重复进行步骤第二步到第五步，直至抽采地质单元内所有瓦斯参数

测点的煤层瓦斯含量和瓦斯压力达到Q<8m3/t、P<0.74MPa时，该抽采地质单元瓦斯治理评

判达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定向钻机的突出煤层“五定”瓦斯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第二步中所述的定向钻进是指通过定向钻机钻进或者常规钻机配套轨迹测量设备钻进。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定向钻机的突出煤层“五定”瓦斯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第二步中，定向钻进的主孔在距孔口10m左右深度范围内放置有套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定向钻机的突出煤层“五定”瓦斯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第二步中，所述的定向钻进的钻孔直径大于等于98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定向钻机的突出煤层“五定”瓦斯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第四步中，所述在线监测系统包括设置在抽采管路上的瓦斯抽放综合参数测定仪，瓦斯

综合参数测定仪连接瓦斯抽采监控系统，所述瓦斯抽采监控系统安置在地面调度室内，不

同钻孔或孔组的瓦斯抽采量和残余瓦斯含量在瓦斯抽采监控系统上以不同颜色显示。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定向钻机的突出煤层“五定”瓦斯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第二步中对于煤层坚固性系数f<0.5的松软煤层，所述位于煤层顶板或底板的主孔距煤层

有一定距离，一般为3-20m，所述分支孔由煤层顶或底板穿入煤层后或者沿煤层延伸距离为

30-50m，或者由煤层顶或底板穿入煤层后直接穿过煤层进入底或顶板。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定向钻机的突出煤层“五定”瓦斯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第五步中，对于区段煤层的瓦斯治理，若区段宽度或者回采区域宽度未超过120m，则沿采煤

工作面推进方向每间隔30~50m至少布置两个检验测试点，否则，沿采煤工作面推进方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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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30~50m至少布置三个检验测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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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定向钻机的突出煤层“五定”瓦斯治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煤矿开采过程中瓦斯抽放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定向钻机的突

出煤层“五定”瓦斯治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煤层瓦斯由于其燃烧后清洁无污染的特点，一直作为清洁能源被鼓励开发利用，

但同时对于煤矿生产而言，瓦斯则是威胁安全生产的重大危险源，如何杜绝瓦斯事故发生、

实现瓦斯的安全开发利用是矿山技术人员一直探索的课题。

[0003] 由于我国的煤矿大多数为突出矿井，为防止瓦斯事故发生，大多数的地方煤监部

门要求突出矿井回采前必须预先掘出煤层底板岩巷，在底板岩巷内施工大量的高密度穿层

钻孔预抽煤层瓦斯达标后才能进行煤巷掘进和工作面回采工作，工作面回采完成后，底板

岩巷及穿层钻孔即成为无效巷道和钻孔，造成大量浪费。对于工作面较短的采区回采，一般

在距机巷和风巷下方8—15m的底板稳定岩层中施工一条岩石巷道，在岩石巷道内向上覆煤

层施工大量高密度的穿层钻孔以覆盖上覆煤层进行瓦斯预抽工作，抽采达标后才能进行回

采作业，此种作业方法存在的问题有：

开掘岩巷工程量大、时间长、费用高。针对工作面较短的回采工作面，可在风巷和机巷

下底板各施工一条底板巷，从底抽巷内向上覆煤层施工穿层钻孔可覆盖整个回采工作面长

度内的煤层；随着煤矿设备、技术的提高，当回采工作面较长时，如>150m时，受穿层钻孔覆

盖范围限制，两条底抽巷中的穿层钻孔已难以覆盖整个回采工作面煤层，一般需要在工作

面中部的底板下施工第三条底板巷，才能完全覆盖回采工作面煤层，更加大了施工的工程

量。

[0004] 按照《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要求，针对突出煤层的瓦斯治理一般要对突出煤层

进行瓦斯预抽，使煤层中的瓦斯含量及压力降低到规定值以下才能进行掘进和回采作业。

预抽煤层瓦斯是指通过向煤层施工大量顺层或穿层钻孔，成孔后封孔联网负压抽采瓦斯，

降低煤层瓦斯含量。

[0005] 常规钻机施工抽采钻孔轨迹不可控，常规传统钻孔实际轨迹与设计钻孔轨迹存在

偏差，设计钻孔是完整覆盖目标煤层的，但实际施工的钻孔由于存在偏差，抽采后煤层中往

往会存在抽采钻孔未能覆盖的空白带，由于空白带未能进行瓦斯预抽，其中的瓦斯含量和

瓦斯压力仍然较高，回采或掘进到空白带时仍有可能发生瓦斯突出等安全事故。

[0006] 透气性低的煤层瓦斯抽采流量、浓度低，效果差；据统计，全国95%以上的高瓦斯和

突出矿井开采的煤层属于低透气性煤层，渗透率多在10-3～10-4  mD数量级，抽采时由于透

气性差的原因煤层中的瓦斯解析、运移、流动困难，瓦斯抽采（特别是预抽）影响范围小、衰

减速度快、抽采难度大，造成“有气抽不出”的局面。

[0007] 常规的底板抽采巷穿层钻孔预抽煤层瓦斯技术钻孔工程量大。通过穿层钻孔预抽

煤层瓦斯时，由于穿层钻孔的有效孔段占整个钻孔长度比率小，所需要的穿层钻孔数量多，

密度大，煤孔段占比小，使得钻孔的施工工程量巨大，投入高，且需要先掘底板岩巷，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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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期长，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大。

[0008] 煤层瓦斯含量测试不准确。煤层瓦斯含量的测定方法有多种，常用的是孔口接粉

法和取芯法，孔口接粉法是指在钻孔口接取施钻过程中孔底顺钻杆与钻孔壁环空排出的钻

屑，装入煤样罐中密闭，在现场解吸后送至实验室进行瓦斯含量测试，当钻孔过深时（例如

大于60m），由于钻屑在排出钻孔过程中遗散大量瓦斯，导致测算出来的瓦斯含量误差较大，

不能真实反映煤层中赋存的瓦斯情况。取芯法是指在钻孔内下入取样器，通过取样器上的

取芯筒与钻头的配合在取芯筒内装入煤样，但一般的取样器为敞口式，在向钻孔内下入取

样器的过程中取芯筒内即灌入孔壁落渣，影响取芯效果；取芯完成后在退钻的过程中煤样

处于暴露状态，对于深孔取样煤样暴露时间长，瓦斯损失量大，影响测定结果的准确性。

[0009] 对区域内煤层的瓦斯评价是在评价区域内抽取个别点位测定其瓦斯含量，最终综

合各点位的瓦斯含量情况评价该区域内煤层的瓦斯含量，当测定点瓦斯含量符合要求后即

代表整个区域预抽达标，该评价方法是采用以点代面的办法，由于抽采过程中可能留有抽

采空白带、煤层瓦斯含量测定不准确等因素，造成的后果是在评价抽采达标区域内掘进和

回采时同样可能发生瓦斯事故。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精确检测瓦斯含量，减小施工成本，防止事故发生，为

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定向钻机的突出煤层“五定”瓦斯治理方法。

[0011] 本发明的目的是以下述方式实现的：

一种基于定向钻机的突出煤层“五定”瓦斯治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搜集、整理目标区域内的地质勘探钻孔资料，划分不同抽采地质单元并评估各

抽采地质单元采用“五定”瓦斯治理方法的可行性；

第二步，对第一步中具有“五定”瓦斯治理方法可行性的抽采地质单元进行定向钻进，

对于煤层坚固性系数f<0.5的松软煤层，选择将定向钻进的主孔布置在煤层顶或底板的岩

层中，从主孔内向煤层施工分支孔；对于煤层坚固性系数f≥0.5的硬煤层，直接将定向钻进

的主孔布置在煤层中；

第三步，若煤层是透气性系数为λ<0.1m2/MPa2·d、钻孔流量衰减系数α>0.05d-1的难抽

放地质，选取第二步中施工的若干个钻孔作为增透孔，其他钻孔作为抽采煤层瓦斯的抽采

孔，在增透孔内进行定位扰动，增透煤层；若煤层透气性系数为λ>0.1m2/MPa2·d、钻孔流量

衰减系数α<0.05d-1的易抽采区域，不用经过煤层增透，直接实施定向钻进后进行瓦斯抽采；

第四步，对增透孔和抽采孔进行封孔，封孔后通过抽采管路进行联网负压抽采，所述抽

采管路上设有用于对不同抽采地质单元内的钻孔或孔组的瓦斯抽采量、残余瓦斯含量及抽

采动态实施在线监测计量的瓦斯抽采在线监测系统；

第五步，对第四步中在线监测系统显示所有钻孔或孔组的残余瓦斯含量均达到Q<8m3/

t的抽采地质单元进行深孔定点密闭取样进行瓦斯参数测定，测定煤层瓦斯含量和瓦斯压

力；

第六步，当抽采地质单元内所有瓦斯参数测定结果均达到煤层瓦斯含量Q<8m3/t、瓦斯

压力P<0.74MPa时，将该抽采地质单元评价为瓦斯治理评判达标，对于测定结果不达标的抽

采地质单元加密钻孔后重复进行步骤第二步到第五步，直至抽采地质单元内所有瓦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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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的煤层瓦斯含量和瓦斯压力达到Q<8m3/t、P<0.74MPa时，该抽采地质单元瓦斯治理评

判达标。

[0012] 第二步中所述的定向钻进是指通过定向钻机钻进或者常规钻机配套轨迹测量设

备钻进。

[0013] 在第二步中，定向钻进的主孔在距孔口10m左右深度范围内放置有套管。

[0014] 在第二步中，所述的定向钻进的钻孔直径大于等于98mm。

[0015] 在第四步中，所述在线监测系统包括设置在抽采管路上的瓦斯抽放综合参数测定

仪，瓦斯综合参数测定仪连接瓦斯抽采监控系统，所述瓦斯抽采监控系统安置在地面调度

室内，不同钻孔或孔组的瓦斯抽采量和残余瓦斯含量在瓦斯抽采监控系统上以不同颜色显

示。

[0016] 第二步中对于煤层坚固性系数f<0.5的松软煤层，所述位于煤层顶板或底板的主

孔距煤层有一定距离，一般为3-20m，所述分支孔由煤层顶或底板穿入煤层后或者沿煤层延

伸距离为30-50m，或者由煤层顶或底板穿入煤层后直接穿过煤层进入底或顶板。

[0017] 第五步中，对于区段煤层的瓦斯治理，若区段宽度或者回采区域宽度未超过120m，

则沿采煤工作面推进方向每间隔30~50m至少布置两个检验测试点，否则，沿采煤工作面推

进方向每间隔30~50m至少布置三个检验测试点。

[0018]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有益效果为：

1、通过对目标煤层施工定向钻孔，钻孔轨迹可控，方便掌握钻孔轨迹，避免串孔，定向

钻孔实际轨迹与设计钻孔之间偏差较小，确保施工的定向钻孔能够全部覆盖设计的控制范

围，使瓦斯抽采不留空白带，降低瓦斯突出危险性。

[0019] 2、对于透气性较低的难抽放煤层，通过定位扰动技术增透煤层，使煤层中的裂隙

进一步扩展、沟通，增大煤层透气性，便于瓦斯快速抽出。

[0020] 3、通过瓦斯抽采在线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抽采管路上的瓦斯浓度、流量，进而通过

系统计算在显示器上以云图的形式实时统计、显示区域内的瓦斯抽采量及待抽瓦斯量，准

确控制抽采进度，减少工作面的准备时间。

[0021] 4、通过深孔定点密闭取样装置在定向钻孔内钻取煤样，可根据钻机的导航系统确

定取样点的准确位置，做到深孔、定点取样，使测定的煤层瓦斯含量结果更准确，当直接测

定的煤样中的瓦斯含量达标时，区域内瓦斯治理措施有效，确保抽采达标评判可靠。

[0022] 5、对钻孔或孔组的瓦斯抽采量实时监测，通过煤层原始瓦斯含量测算进而可间接

计算出单孔或孔组控制范围内煤层的残余瓦斯含量，从而可精确控制钻孔的抽采时间，确

保在抽采期内所有钻孔的瓦斯含量均达标，将各钻孔或孔组的瓦斯抽采量和参与瓦斯含量

以不同颜色的云图显示出来，更直观的反映出抽采效果。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从上山巷道沿煤层走向定向钻进的示意图；

图2是煤层为硬煤层时图1中A-A向剖面图；

图3是煤层为软煤层且分支孔在煤层中延伸时图1中A-A向剖面图；

图4是煤层为软煤层且分支孔进入煤层中后直接穿入煤层顶板时图1中A-A向剖面图；

图5是本发明从上、下底抽巷沿煤层走向定向钻进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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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是本发明从上、下底抽巷沿煤层倾向定向钻进的示意图；

图7是本发明从风巷和机巷沿煤层倾向定向钻进的示意图。

[0024] 其中，1.定向钻孔，2.切眼，3.风巷，4.主孔，5.机巷，6.分支孔，7.上底抽巷，8.下

底抽巷，B表示煤层，C表示采空区，D表示岩石上山巷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如附图1到7所示，一种基于定向钻机的突出煤层“五定”瓦斯治理方法具体实施例

1，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搜集、整理目标区域内的地质勘探钻孔资料，划分不同抽采地质单元并评估各

抽采地质单元采用“五定”瓦斯治理方法的可行性；

第二步，对第一步中具有“五定”瓦斯治理方法可行性的抽采地质单元进行定向钻进，

对于煤层坚固性系数f<0.5的松软煤层，选择将定向钻进的主孔4布置在煤层顶或底板的岩

层中，从主孔4内向煤层B施工分支孔6；对于煤层坚固性系数f≥0.5的硬煤层，直接将定向

钻进的主孔4布置在煤层中；

第三步，若煤层是透气性系数为λ<0.1m2/MPa2·d、钻孔流量衰减系数α>0.05d-1的难抽

放地质，选取第二步中施工的若干个钻孔作为增透孔，其他钻孔作为抽采煤层瓦斯的抽采

孔，在增透孔内进行定位扰动，增透煤层；若煤层透气性系数为λ>0.1m2/MPa2·d、钻孔流量

衰减系数α<0.05d-1的易抽采区域，不用经过煤层增透，直接实施定向钻进后进行瓦斯抽采；

第四步，对增透孔和抽采孔进行封孔，封孔后通过抽采管路进行联网负压抽采，所述抽

采管路上设有用于对不同抽采地质单元内的单个钻孔或孔组的瓦斯抽采量、残余瓦斯含量

及抽采动态实施在线监测计量的瓦斯抽采在线监测系统；

第五步，对第四步中在线监测系统显示所有钻孔或孔组的残余瓦斯含量均达到Q<8m3/

t的抽采地质单元进行深孔定点密闭取样进行瓦斯参数测定，测定煤层瓦斯含量和瓦斯压

力；

第六步，当抽采地质单元内所有瓦斯参数测定结果均达到煤层瓦斯含量Q<8m3/t、瓦斯

压力P<0.74MPa时，将该抽采地质单元评价为瓦斯治理评判达标，对于测定结果不达标的抽

采地质单元加密钻孔后重复进行步骤第二步到第五步，直至抽采地质单元内所有煤层瓦斯

参数测点的煤层瓦斯含量和瓦斯压力达到Q<8m3/t、P<0.74MPa时，该抽采地质单元瓦斯治

理评判达标。

[0026] 在第二步中所述的定向钻进是指通过定向钻机钻进或者常规钻机配套轨迹测量

设备钻进。

[0027] 在第二步中，定向钻进的主孔4在距孔口10m左右深度范围内放置有套管,  套管为

玻璃钢或PVC材质，套管用于固孔。

[0028] 在第二步中，所述的定向钻进的钻孔直径大于等于98mm。

[0029] 在第三步中，所述增透孔为沿煤层延伸的主孔4或者增透孔为主孔4在煤层顶或底

板的煤层中的分支孔6段；在煤层中的主孔4段或分支孔6中进行定点扰动，直接在煤层中产

生裂缝，便于煤层中产生裂缝，增透煤层。

[0030] 在第三步中，对增透孔通过定位扰动进行增透煤层时，封孔前需对增透孔使用清

水洗孔；封孔方式包括采用封孔器封孔和注浆封孔，当采用注浆封孔时，封孔长度不小于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10645040 A

7



5m。

[0031] 在第三步中，所述相邻的两个增透孔之间至少一个抽采孔；增透孔与抽采孔间隔

布置，在通过定点扰动，对煤层实行定点增透，增透孔与抽采孔裂缝沟通，增大抽采孔的有

效抽采半径，利用抽采孔高浓度连续长期预抽煤层瓦斯，实现瓦斯区域治理。

[0032] 在第四步中，所述在线监测系统包括设置在抽采管路上的瓦斯抽放综合参数测定

仪，瓦斯综合参数测定仪连接瓦斯抽采监控系统，所述瓦斯抽采监控系统安置在地面调度

室内，不同钻孔或孔组的瓦斯抽采量和残余瓦斯含量在瓦斯抽采监控系统上以不同颜色显

示。

[0033] 在第二步中对于煤层坚固性系数f<0.5的松软煤层，所述位于煤层顶板或底板的

主孔4距煤层有一定距离，一般为3-20m，所述分支孔6由煤层顶或底板穿入煤层后或者沿煤

层延伸距离为30-50m，或者由煤层顶或底板穿入煤层后直接穿过煤层进入底或顶板。

[0034] 在第五步中，对于区段煤层的瓦斯治理，若区段宽度或者回采区域宽度未超过

120m，则沿采煤工作面推进方向每间隔30~50m至少布置两个检验测试点，否则，沿采煤工作

面推进方向每间隔30~50m至少布置三个检验测试点，并有取样点位于埋深最大的开拓工程

部位，对区域内的每个地质单元分别进行测定，否则由于各地质单元间地质条件差别太大，

测定了某个单元的瓦斯参数并不能代表其他单元的参数。同时在一个地质单元内也要在不

同位置、埋藏深度的地方，布置有一定数量的测试点，以便较准确地掌握该地质单元内的瓦

斯参数。

[0035] 深孔定点密闭取样器具体结构参考申请号为CN201711373379.0，名称为一种煤矿

深孔定点密闭取样装置及取样方法的中国专利文献。

[0036]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如图1所示，第一步，搜集、整理实施区域内的地质勘探钻孔资

料，将具有相同煤质，相近的瓦赋存情况、地质构造影响程度、煤层顶底板岩性、区域内煤层

连续等煤层赋存条件相近的区域划分为同一抽采地质单元，对同一抽采地质单元进行抽采

地质精细分析，评估其采用“五定”瓦斯治理技术的可行性；

第二步，对于具有“五定”瓦斯治理方法可行性的抽采地质单元中，从岩石上山巷道内

沿煤层走向向切眼2方向施工定向钻孔1，如果煤层坚固性系数f<0.5的松软煤层，选择将定

向钻孔1的主孔4布置在距煤层顶/底板3—20m的稳定岩层，如：砂岩、粉砂岩等，从主孔4内

向煤层施工梳状分支孔6，分支孔6由煤层顶/底板穿入煤层后在煤层中延伸30-50m，如图3

所示，或者分支孔6由煤层顶或底板穿入煤层后直接穿过煤层进入底或顶板，如图4所示；对

于煤层坚固性系数f>0.5的硬煤层，直接将定向钻孔1的主孔4布置在煤层中并沿煤层赋存

方向延伸，如图2所示，相邻的定向钻孔1主孔4间距10-30m，所述定向钻进可以是通过定向

钻机施工定向钻孔1，也可以是常规钻机配套钻孔轨迹测量设备钻进，通过定向钻进可直观

掌握钻孔轨迹，所施工的钻孔可有效避免串孔，防止在煤层瓦斯治理中留下空白带。通过定

向钻机所施工的定向钻孔1直径大于等于98mm，钻孔在主孔4距孔口10m范围内设置有套管，

防止钻杆与孔壁摩擦以及钻孔水打时孔口出渣导致孔口冲刷变大。

[0037] 第三步，对于煤层透气性系数为λ<0.1m2/MPa2·d、钻孔流量衰减系数α>0.05d-1的

难抽放抽采地质单元，选取第二步中施工的若干个钻孔作为增透孔，其他钻孔作为抽采煤

层瓦斯的抽采孔，在增透孔内进行钻冲一体化或点式水力压裂或可控冲击波增透等定位扰

动技术，增透煤层，通过实施定位扰动增透措施，利于精准改善煤层透气性，确保在预抽期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10645040 A

8



内实现抽采达标；对于煤层透气性系数为λ>0.1m2/MPa2·d、钻孔流量衰减系数α<0.05d-1的

可抽采区域和易抽采区域，不用经过煤层增透，直接定向钻进后进行瓦斯抽采；

第三步，对所施工的定向钻孔1（包括抽采孔和增透孔）进行封孔，通过抽采管路进行联

网负压抽采，所述抽采管路上设有用于对抽采地质单元内的单个钻孔或孔组的瓦斯抽采

量、残余瓦斯含量及抽采动态实施在线监测计量的瓦斯抽采在线监测系统，在线监测系统

包括设置在抽采管路上的瓦斯流量、瓦斯浓度等瓦斯抽放综合参数测定仪、以及与瓦斯抽

放参数测定仪信号连接的显示器，显示器设置在地面调度室内，监测系统根据在线监测数

据对瓦斯抽采量实时统计，在显示器上以不同颜色的云图形式实时显示出不同区域内的瓦

斯抽采量和残余瓦斯含量，便于直观查看；

第四步，当在线监测系统显示抽采地质单元内所有煤层钻孔和孔组的残余瓦斯含量均

降低至瓦斯含量Q<8m3/t，瓦斯压力P<0.74MPa时，对抽采地质单元内的煤层施工定向钻孔1

进行深孔定点密闭保压取样，测定煤层瓦斯含量和煤层瓦斯压力，深孔定点密闭取样器安

装在定向钻机的取样钻头与通缆钻杆之间，当定向钻机钻至设计取样孔深后，钻机退钻，换

装取样钻头和取样器，将钻杆重新下入钻孔，测定煤层瓦斯压力，钻机控制钻头破煤并钻取

煤样，取样完成后退钻，取出煤样后，测定煤样瓦斯含量；对于区段煤层的瓦斯治理，若区段

宽度或者回采区域宽度未超过120m，则沿采煤工作面推进方向每间隔30~50m至少布置两个

检验测试点，否则，沿采煤工作面推进方向每间隔30~50m至少布置三个检验测试点，回采区

域宽度是指切眼2长度；回采区段宽度是指切眼2长度加上风巷3和机巷5的宽度。

[0038] 第五步，当抽采地质单元内所有瓦斯参数测定结果均达到煤层瓦斯含量Q<8m3/t，

瓦斯压力P<0.74MPa时，则该抽采地质单元瓦斯治理评判为达标；当区域内有样品瓦斯含量

Q>8m3/t或瓦斯压力P>0.74MPa时，则该区域内瓦斯治理不达标，将相邻定向钻孔1孔间距加

密至5-10m，继续进行步骤第二步到第五步，直至区域内所有样品瓦斯含量达标。

[0039] 在实施例1中，如图1至图4所示，定向钻孔1从上山岩石巷道内沿煤层走向施工，根

据煤层坚固性可将主孔4及分支孔6的布置形式分为三种情况：

1、如图2，主孔4可选择布置在煤层中；

2、如图3，主孔4布置在煤层顶/底板稳定岩层中，从主孔4内向煤层开分支孔6，分支孔6

进入煤层后沿煤层延伸30-50m；

3、如图4，主孔4布置在煤层顶/底板稳定岩层中，从主孔4内向煤层开分支孔6，分支孔6

见煤后直接穿煤进入煤层顶/底板。

[0040] 在本实施例2中，对于已掘出上、下底抽巷8的回采工作面，定向钻孔1也可从上底

抽巷7和/或下底抽巷8内沿煤层走向向切眼2方向施工，如图5所示，主孔4及分支孔6同样分

三种情况；此外，对于长度较大的回采工作面，例如工作面长度大于200m，定向钻孔1也可从

上底抽巷7和/或下底抽巷8沿煤层倾向施工，如图6，或者从风巷3和/或机巷5沿煤层倾向施

工，如图7所示，主孔4及分支孔6的布置形式同样根据煤层坚固性可分为3种情况，参考实施

例1，在此不再赘述。

[0041]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整体构思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变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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