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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长壁开采120工法，这里

的“1”指一个双倍长工作面，“2”指只需掘进一条

顺槽和一条中间巷，“0”指不留设区段护巷煤柱。

本发明是通过一个工作面只需掘进一条顺槽和

一条中间巷，另一条顺槽由上一个工作面回采时

的留巷承担，无需留设护巷煤柱的开采设计布置

方法。在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或在高瓦斯及煤与瓦

斯突出矿井条件下，对工作面底板承压水进行打

钻注浆治理或对工作面本煤层进行瓦斯抽采治

理时，工作面布置长度受限，可以实现比“110工

法”少留巷50%，并在回采设备投入及工作面安

装、拆除、材料及人力消耗等方面均比“110工法”

大大减少，劳动效率和集约化生产水平显著提

高，为高产高效矿井建设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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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长壁开采120工法，其特征在于：设置一个双倍长工作面只需掘进一条顺槽和一

条中间巷，工作面另一条顺槽由回采上一个工作面时的留巷承担，首采工作面除外，区段之

间不留设护巷煤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壁开采120工法，其特征在于：在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或

在高瓦斯及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条件下，需要利用上、下顺槽及中间巷对工作面底板承压水

进行打钻注浆治理或需要利用上、下顺槽及中间巷对工作面本煤层进行瓦斯抽采治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壁开采120工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面在回采前需

对新掘顺槽采取切顶卸压沿空留巷措施，在工作面回采过程中，边回采边留巷。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壁开采120工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面出煤皮带及

辅助运输设备安装在下顺槽；利用上顺槽进风情况下，辅助运输设备也可安设在上顺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壁开采120工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面煤层赋存条

件适宜一次采全高。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壁开采120工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巷及新掘顺槽

均采用锚网、锚索主动支护。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壁开采120工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巷主要用于其

两侧工作面内的煤层瓦斯治理以及煤层底板承压含水层的打钻注浆改造，所述中间巷主要

用于双倍长工作面中部煤层的瓦斯治理以及煤层底板承压含水层的打钻注浆改造。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壁开采120工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面及留巷均采

取全风压通风，近水平煤层自上而下开采时，可采取上、下顺槽和中间巷进风，风流经采煤

工作面、留巷进入回风巷，最后进入总回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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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长壁开采120工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井工煤矿长壁开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长壁开采120工法。

背景技术

[0002] 长壁开采“110工法”是井工煤矿近年来大力推广的一种长壁开采方法，通过采用

恒阻锚索及切顶卸压技术，做到回采一个工作面，只需掘进一条顺槽巷道，另一条顺槽巷道

通过采取切顶卸压沿空留巷形成，取消了区段煤柱护巷，实现了无煤柱开采，为了简化期

间，仅以近水平煤层自上而下开采为例（见附图3）。采取“110工法”能通过切断顶板岩梁间

应力传递路径，使留巷处于矿山压力卸压区，且利用矿压和围岩运动，通过挡矸护帮自动成

巷，相较于传统长壁开采“121工法”来说，具有减少顺槽巷道掘进工程量50%、缓解回采工作

面接替紧张、减少煤柱损失、避免由于沿空掘巷而引起的顶板事故等优点。然而，在地质及

水文地质复杂或在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条件下，需利用工作面顺槽进行底板防治水

注浆改造或利用顺槽进行本煤层瓦斯抽采、治理时，工作面布置长度受到限制，此类工作面

长度一般最大不超过180m，也就是说，工作面开采360m长需布置2个“110工法”工作面，即需

要掘进2条顺槽，留2条巷道，相应的在回采设备投入及工作面安装、拆除、材料及人力消耗

等方面均有所提高，使得矿井出煤效率相对降低，成本、能耗相对增高。为此，提供基于“110

工法”的一种长壁开采120工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长壁开采120工法，在水文地质条件比较复杂或在高瓦斯及煤

与瓦斯突出矿井条件下，除完全具备采取“110工法”的优点之外。还可以实现比采取“110工

法”少留巷50%，并在回采设备投入及回采工作面安装、拆除、材料及人力消耗等方面均比采

取“110工法”大大减少，劳动效率和集约化生产水平显著提高等优点，解决了被禁技术中提

到的技术问题。

[0004] 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长壁开采120工法，设置一个双倍长工作面只需掘

进一条顺槽和一条中间巷，工作面另一条顺槽由回采上一个工作面时的留巷承担（首采工

作面除外），区段之间不留设护巷煤柱。

[0005] 进一步，所述工作面在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或在高瓦斯及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条件

下，需要利用上、下顺槽及中间巷对工作面底板承压水进行打钻注浆治理或需要利用上、下

顺槽及中间巷对工作面本煤层进行瓦斯抽采治理。

[0006] 进一步，所述工作面在回采前需对新掘顺槽采取切顶卸压沿空留巷措施，在工作

面回采过程中，边回采边留巷。

[0007] 进一步，所述工作面出煤皮带及辅助运输设备安装在下顺槽；在考虑利用上顺槽

进风情况下，辅助运输设备也可安设在上顺槽。

[0008] 进一步，所述工作面煤层赋存条件适宜一次采全高。

[0009] 进一步，所述工作面中间巷及新掘顺槽均采用锚网（索）主动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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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所述工作面中间巷主要用于其两侧工作面内的煤层瓦斯治理以及煤层底

板承压含水层的打钻注浆改造。

[0011] 进一步，所述工作面及留巷均采取全风压通风。近水平煤层自上而下开采时，可采

取上、下顺槽和中间巷进风，风流经采煤工作面、留巷进入回风巷，最后进入总回风。

[0012] 本发明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1）该长壁开采120工法，在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或在高瓦斯及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条件

下,需利用工作面顺槽进行底板防治水注浆改造或利用顺槽进行本煤层瓦斯治理，工作面

布置长度受到限制时，除完全具备采取“110工法”的优点之外，还可以实现比采取“110工

法”少留巷50%，从而使留巷费用、留巷耗费工时及留巷维护费用均减少一半，起到了节支降

耗、大大提高矿井本质安全程度的目的；并且在回采设备投入及工作面安装、拆除、材料及

人力消耗等方面均比采取“110工法”大大减少。其中工作面安装、拆除次数比采取“110工

法”减少1倍；另外，由于工作面长度是“110工法”工作面长度的两倍，所以在工作面回采期

间，不仅使得出煤效率更高，而且可以提高集约生产生产程度、使得综合效益更好。

[0013] （2）采取120工法比采取“110工法”不仅可以实现少留巷、少投入，而且可以大大提

高劳动效率，最终从根本上实现减人提效、节支降耗、实现无煤柱集约化生产和矿井本质安

全的目的，从而确保无煤柱回采的效益最大化，具有极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工作面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现场应用实例平面布置示意图；

图3为“110工法”工作面示意图。

[0015] 1a表示120工法回采工作面；2a表示回采上工作面时留巷作为本工作面上顺槽；3a

表示掘进成巷作为本工作面中间巷；4a表示掘进成巷作为本工作面下顺槽；5a表示回采时

留巷作为下工作面上顺槽；  1s表示新鲜风流；2s表示回风；3s表示停采线；4s表示工作面推

采方向；1b表示21108准备工作面下顺槽；2b表示21108准备工作面中间巷；3b表示21106工

作面下顺槽；4b表示21106工作面中间巷；5b表示21106工作面上顺槽由21104工作面留巷形

成；6b表示21106回采工作面；1c表示留巷作为21108准备工作面上顺槽；6a表示回风巷；1d

表示“110工法”回采工作面；2d表示上一个工作面上顺槽；3d表示掘进成巷作为上一个工作

面下顺槽；4d表示回采时留巷作为本工作面上顺槽；L表示1个正常工作面的长度，在考虑治

理瓦斯及底板承压水情况下，一般最长按180m考虑。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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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7] 长壁开采120工法，即设置一个双倍长工作面只需掘进一条顺槽和一条中间巷，工

作面另一条顺槽由回采上一个工作面时的留巷承担（首采工作面除外），区段之间不留设护

巷煤柱。以近水平煤层自上而下开采为例，其发明示意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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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由图1可以看出，一个正常工作面长度为L,设置一个双倍长即2L长工作面只需掘

进一条顺槽4a和一条中间巷3a，另一条顺槽2a由回采上一个工作面时的留巷承担（首采工

作面除外）,随着120回采工作面1a向前4s方向推进，对双倍长工作面所掘顺槽4a实施留巷

形成下一个工作面的上顺槽5a。新鲜风流1s主要经上顺槽2a流入，经冲洗工作面1a到留巷

5a进入回风巷6a,在中间3a及下顺槽4a采取控风措施调节新鲜风的进入，从而保证长壁开

采120工法工作面的全负压通风。在120工法工作面中，出煤皮带及辅助运输设备安装在下

顺槽，在上顺槽进风时，辅助运输设备也可以安装在上顺槽。所述工作面长度为“110工法”

工作面长度的2倍，并利用中间巷治理其两侧一定范围内的瓦斯及底板承压水。由图1可知，

新掘进的下顺槽和中间巷及上顺槽通过工作面切眼即圈成了一个双倍长的工作面。通过工

作面三机配套、设备选型从而将一个双倍长的工作面纳入到1个大采长工作面进行回采。在

回采过程中对该工作面新掘的下顺槽实施切顶卸压沿空留巷，从而达到1个双倍长工作面

在掘进总工程量与2个“110工法”工作面相等情况下，其留巷数量或留巷工程量比“110工

法”减少1倍。在回采设备投入及工作面安装、拆除、材料及人力消耗等方面均比“110工法”

大大减少，其中工作面安装、拆除次数比“110工法”减少1倍。由于120工法工作面长度是

“110工法”的两倍，工作面储量大，便于集约化回采，因此出煤效率更高，综合效益更好。

[0019] 所述工作面采取全风压通风，由上、下顺槽和中间巷进风，通过采取措施合理调节

上、下顺槽及中间巷的进风量，满足工作面生产期间的风量要求，整个工作面的回风通过本

工作面的留巷进入回风巷。

[0020] 21106综采工作面概述：21106综采工作面采取120工法开采设计布置，其上顺槽5b

长1522m，由21104综采工作面下顺槽切顶卸压沿空留巷而成，中间巷4b长1481m，设计净断

面10.64㎡，净宽3.8m，净高2.8m；下顺槽3b长1451m，设计净断面15.4㎡，净宽4.4m，净高

3.5m，中间巷及下顺槽均采用锚网索支护，顶板采用高强锚杆+金属网+钢带+锚索梁支护，

巷帮采用高强锚杆+金属网支护，为确保切顶卸压沿空留巷效果并尽可能减少支护成本，在

下顺槽设计时将恒阻锚索及实体煤帮锚索加强支护一并考虑到位，并随下顺槽掘进施工一

次支护到位，21106综采工作面6b倾斜长355.4m，煤层厚度1.1～3.4m，平均厚2.76m，煤层倾

角1～8°，平均5°，工作面埋深784.9m～863.1m，采用后退式一次采全高全部垮落法管理顶

板，随着工作面的回采，对21106综采工作面下顺槽采取切顶卸压沿空留巷工艺进行留巷，

留巷1c作为21108综采工作面上顺槽。新鲜风流1s主要经上顺槽5b流入，经冲洗21106综采

工作面6b到留巷1c进入回风巷6a,在21106中间巷4b及21106下顺槽3b采取控风措施调节新

鲜风的进入，从而保证21106综采工作面的全负压通风，见附图2；

21106综采工作面下顺槽留巷施工及留巷情况：21106工作面下顺槽超前支护采用“单

体支柱+Π型梁”支护形式，一梁三柱，支护长度20m；超后支护0～160m段采取“单体支柱+Π

型梁+液压抬棚支护”，超前支护棚进入超后支护区时，液压抬棚挪移前，补强为一梁四柱支

护,液压抬棚挪移后，回撤中间排及煤柱侧单体支柱，液压抬棚成组使用，回采侧液压抬棚

偏巷中1100mm，煤柱侧液压抬棚偏巷中800mm，液压抬棚中心距1900mm，超后支护160～300m

段采取“单体支柱+Π型梁架棚支护”，中间排单体支柱偏巷中800mm，回采侧单体支柱偏巷

中1500mm，煤柱侧单体支柱偏巷中1200mm；沿空留巷300m以后进入成巷稳定区，根据现场矿

压稳定情况和留巷顶板情况采取“隔一回一”、“隔一回二”或“隔一回三”等回棚措施。经实

测，留巷趋于稳定后的巷道宽度为3367～4222mm，煤柱侧巷帮变形量为261～496mm、留巷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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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帮变形量为176～401mm、顶板下沉量为242～435mm、底鼓量为364～825mm。由于大部分留

巷宽度在3800mm以上，对于巷宽局部小于3600mm及巷道底鼓部分进行适当刷扩和拉底，即

可满足留巷使用要求。

21106综采工作面120工法实施效果：21106综采工作面于2018年4月13日开始试生产，

当月该工作面试生产出煤65864t,留巷50.5m,5月份产量170683t，留巷84.9m,工作面单刀

最大割煤1420吨，刷新建矿以来采煤单刀割煤新纪录。其中，5月16日，工作面单日割煤1.28

万吨，单面单日割煤首次突破万吨大关。经统计，矿综采一队的原煤生产效率也由21304综

采工作面采取“110工法”时的620t/人月提高到1010t/人月，提高了63%。由于21106综采工

作面长度是21304综采工作面长度的2倍，其推进度即留巷进度也由21304综采工作面采取

“110工法”时的0.85m/人月降低到到0.47m/人月,降低了45%，也就是说在工作面每月产量

产量增高情况下，反而留巷成本每月降低了45%。另外，按照留巷成本6000元/m,留巷维护费

用1000元/m，留巷投用前的修复费用2000元/m计算,则21106一个“120工法”综采工作面减

少一条留巷，就可节省留巷费用1481m*(6000+1000+2000)元/m=1332.9万元。全矿综合成本

大大降低，在矿井产量不变情况下，减人提效效果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巨大。

[0021]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

[0022]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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