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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大涌水量钻孔快速封堵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压大涌水量钻孔快速

封堵方法，根据高压涌水钻孔(13)水文地质信息

对高压涌水钻孔(13)进行封堵设计，用钻具在高

压涌水钻孔(13 )的孔壁上施工钻孔孔壁凹槽

(5)，在注浆锚杆(4)上加工锚杆凸起(7)，将组装

好的套袋锚杆装置固定在高压涌水钻孔(13)内；

从套袋注浆导管(3)向锚杆套袋(6)内进行注浆，

当达到设定压力时，停止注浆，保持注浆锚杆阀

门(1)开启状态，待锚杆套袋(6)内注浆材料凝固

稳定后，将注浆锚杆阀门(1)关闭，从而完成高压

涌水钻孔(13)的封堵。本发明方法不仅可以安

全、高效、便捷地对高压富含水钻孔进行封堵，而

且可以对涌水进行资源化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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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压大涌水量钻孔快速封堵方法，含有高压涌水钻孔（13），所述的高压涌水钻

孔（13）自隔水层（9）下探至高压富含水层（11），其特征在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对高压涌水

钻孔（13）进行封堵：

1）根据高压涌水钻孔（13）水文地质信息对高压涌水钻孔（13）进行封堵设计，确定注浆

锚杆（4）规格尺寸、注浆锚杆阀门（1）和套袋注浆导管阀门（2）型号、锚杆套袋（6）型号和尺

寸、套袋注浆导管（3）尺寸和套袋注浆材料；

2）用钻具在高压涌水钻孔（13）的孔壁上施工钻孔孔壁凹槽（5），在注浆锚杆（4）上加工

锚杆凸起（7），将锚杆套袋（6）套装在加工有锚杆凸起（7）的注浆锚杆（4）上并用套袋固定圈

（8）固定，将上部设有套袋注浆导管阀门（2）的套袋注浆导管（3）插入到锚杆套袋（6）内，并

密封锚杆套袋（6）的袋口，将设置在注浆锚杆（4）上的注浆锚杆阀门（1）保持开启；注浆锚杆

（4）、锚杆套袋（6）、套袋注浆导管（3）组合构成套袋锚杆装置；将组装好的套袋锚杆装置固

定在高压涌水钻孔（13）内；

所述的注浆锚杆（4）的直径比高压涌水钻孔（13）的孔径小20-30mm；所述的锚杆套袋

（6）采用聚酯滤水网套袋，所述的锚杆套袋（6）位于施工有钻孔孔壁凹槽（5）的高压涌水钻

孔（13）内的对应位置；所述的锚杆套袋（6）的直径应为高压涌水钻孔（13）孔径的1.1-1 .5

倍，对于坚硬钻孔围岩取小值，对于软弱易变性的钻孔围岩取大值；

3）从套袋注浆导管（3）向锚杆套袋（6）内进行注浆，对高压涌水钻孔（13）进行注浆封

堵，当达到设定压力时，停止注浆，保持注浆锚杆阀门（1）开启状态；

4）将注浆泵连到注浆锚杆（4）上设置的注浆锚杆阀门（1），

利用注浆锚杆（4）对高压涌水钻孔（13）进行注浆、封堵，对高压富含水层（11）进行注浆

加固、封堵，整体锚固力按照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F=F1+F2≥3P0πR²

F—整体锚固力；F1—注浆锚杆端部锚固力；F2—锚杆套袋对注浆锚杆的摩擦力；P0—

高压富含水层水压；R—高压涌水钻孔半径；

最后将注浆锚杆阀门（1）关闭，从而完成高压涌水钻孔（13）、高压富含水层（11）的封

堵。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大涌水量钻孔快速封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套袋注浆

材料采用水泥－水玻璃双液注浆材料。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压大涌水量钻孔快速封堵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注浆锚杆（4）

的下部设有注浆锚杆卡扣（10）。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压大涌水量钻孔快速封堵方法，其特征在于：打开注浆锚杆

（4）上设置的注浆锚杆阀门（1），将高压涌水钻孔（13）内的水导出用于工业生产用水。

5.一种高压大涌水量钻孔快速封堵方法，含有高压涌水钻孔（13），所述的高压涌水钻

孔（13）自隔水层（9）下探至高压富含水层（11），其特征在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对高压涌水

钻孔（13）进行封堵：

1）根据高压涌水钻孔（13）水文地质信息对高压涌水钻孔（13）进行封堵设计，确定注浆

锚杆（4）规格尺寸、注浆锚杆阀门（1）和套袋注浆导管阀门（2）型号、锚杆套袋（6）型号和尺

寸、套袋注浆导管（3）尺寸和套袋注浆材料；

2）用钻具在高压涌水钻孔（13）的孔壁上施工钻孔孔壁凹槽（5），在注浆锚杆（4）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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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杆凸起（7），将锚杆套袋（6）套装在加工有锚杆凸起（7）的注浆锚杆（4）上并用套袋固定圈

（8）固定，将上部设有套袋注浆导管阀门（2）的套袋注浆导管（3）插入到锚杆套袋（6）内，并

密封锚杆套袋（6）的袋口，将设置在注浆锚杆（4）上的注浆锚杆阀门（1）保持开启；注浆锚杆

（4）、锚杆套袋（6）、套袋注浆导管（3）组合构成套袋锚杆装置；将组装好的套袋锚杆装置固

定在高压涌水钻孔（13）内；

所述的注浆锚杆（4）的直径比高压涌水钻孔（13）的孔径小20-30mm；所述的锚杆套袋

（6）采用聚酯滤水网套袋，所述的锚杆套袋（6）位于施工有钻孔孔壁凹槽（5）的高压涌水钻

孔（13）内的对应位置；所述的锚杆套袋（6）的直径应为高压涌水钻孔（13）孔径的1.1-1 .5

倍，对于坚硬钻孔围岩取小值，对于软弱易变性的钻孔围岩取大值；

3）从套袋注浆导管（3）向锚杆套袋（6）内进行注浆，当达到设定压力时，停止注浆，保持

注浆锚杆阀门（1）开启状态，待锚杆套袋（6）内注浆材料凝固稳定后，将注浆锚杆阀门（1）关

闭，从而完成高压涌水钻孔（13）的封堵；

整体锚固力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F=F1+F2≥P0πR²

F—整体锚固力；F1—注浆锚杆端部锚固力；F2—锚杆套袋对注浆锚杆的摩擦力；P0—

高压富含水层水压；R—高压涌水钻孔半径。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压大涌水量钻孔快速封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套袋注浆

材料采用水泥－水玻璃双液注浆材料。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压大涌水量钻孔快速封堵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注浆锚杆（4）

的下部设有注浆锚杆卡扣（10）。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高压大涌水量钻孔快速封堵方法，其特征在于：打开注浆锚杆

（4）上设置的注浆锚杆阀门（1），将高压涌水钻孔（13）内的水导出用于工业生产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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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大涌水量钻孔快速封堵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深部掘进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超前钻孔探水工程中对高压大

涌水量钻孔的快速封堵方法，特别适合于涌水量大、水压高的钻孔封堵、加固及再利用。

背景技术

[0002] 巷道和竖井掘进施工中，尤其是通过复杂含水带时，必须进行超前钻孔探水，从而

来规避突水灾害。当探水钻孔水压小、涌水量少时，可以采用水泥－水玻璃双液注浆的方式

进行封堵，但当涌水量大、水压高时，水泥－水玻璃双液注浆材料会产生浆液离散和浆体结

构孔洞问题。工程实际中，还有将注浆锚杆缠上麻线直接砸进探水钻孔，此种方法不但封堵

不牢靠，而且施工也很困难。因此，涌水量大、水压高的超前钻孔快速、高效封堵是一个亟待

解决的技术难题。

[0003] 为了解决已施工的超前钻孔的涌水封堵问题，《山西建筑》2015年3月发表的“宜万

铁路云雾山岩溶隧道超前钻孔注浆封堵技术”一文中，研究了该隧道超前钻孔注浆封堵技

术，介绍了具体的施工准备工作，主要从封堵工艺、浆液配比、注浆压力三方面阐述了钻孔

注浆封堵施工技术措施，并给出了一些施工建议。但该技术在施工工艺上，仍然采用水泥单

液浆直接注浆封堵，最后采用水泥－水玻璃双液浆封口。其封堵的理念就是置换，由易到

难，首先用水置换泥砂，再用单液浆置换水，最终用双液浆封口，无法做到快速、高效封堵超

前钻孔，也不适合涌水量大、水压高的钻孔封堵、加固及再利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封堵不牢靠、施工很困难及无法做到快

速、高效封堵的问题，而提供一种高压大涌水量钻孔快速封堵方法，该封堵方法不仅可以安

全、高效、便捷地对高压富含水钻孔进行封堵，而且可以对涌水进行资源化再利用。

[0005] 为实现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本发明高压大涌水量钻孔快速封堵方法采用以下技术

方案实现：

[0006] 本发明一种高压大涌水量钻孔快速封堵方法，含有高压涌水钻孔，所述的高压涌

水钻孔自隔水层下探至高压富含水层，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对高压涌水钻孔进行封堵：

[0007] 1)根据高压涌水钻孔水文地质信息对高压涌水钻孔进行封堵设计，确定注浆锚杆

的规格尺寸、注浆锚杆阀门和套袋注浆导管阀门的型号、锚杆套袋的型号和尺寸、套袋注浆

导管尺寸和套袋注浆材料。

[0008] 所述的注浆锚杆的直径应比高压涌水钻孔的孔径小20-30mm，如φ42mm的高压涌

水钻孔，注浆锚杆选择φ20-30mm；φ90mm高压涌水钻孔，注浆锚杆的直径选择φ70-80mm。

对直径较大的高压涌水钻孔，注浆锚杆直径选择范围较大，可将注浆锚杆直径适当缩小。

[0009] 所述的锚杆套袋采用聚酯滤水网套袋为佳，聚酯滤水网为工业滤水网，具有良好

的透水、透气性质，透气度(127PA)≥4000，但由于加工工艺特殊，其可以阻止注浆材料透

过。而且，聚酯滤水网的型号种类较多，网面强度从≥700N/CM到≥1500N/CM不等，接口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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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50N/CM到≥1000N/CM不等，选用合适的聚酯滤水网加工成的套袋可以满足此类涌水

钻孔的注浆封堵强度要求。

[0010] 所述的锚杆套袋的直径应为高压涌水钻孔孔径的1.1-1 .5倍，对于坚硬钻孔围岩

取小值，对于软弱易变性的钻孔围岩取大值。

[0011] 所述的套袋注浆材料采用水泥－水玻璃双液注浆材料，可以添加适度的添加剂，

加速注浆材料的凝固。

[0012] 2)用钻具在高压涌水钻孔的孔壁上施工钻孔孔壁凹槽，在注浆锚杆上加工锚杆凸

起，将锚杆套袋套装在加工有锚杆凸起的注浆锚杆上并用套袋固定圈固定，将上部设有套

袋注浆导管阀门的套袋注浆导管插入到锚杆套袋内，并密封锚杆套袋的袋口，将设置在注

浆锚杆上的注浆锚杆阀门保持开启；注浆锚杆、锚杆套袋、套袋注浆导管组合构成套袋锚杆

装置；将组装好的套袋锚杆装置固定在高压涌水钻孔内。

[0013] 所述的锚杆套袋位于施工有钻孔孔壁凹槽的高压涌水钻孔内的对应位置为佳；所

述的锚杆套袋套装在加工有锚杆凸起的注浆锚杆上的对应位置为宜。

[0014] 在注浆锚杆的下部一般还设有注浆锚杆卡扣。

[0015] 3)从套袋注浆导管向锚杆套袋内进行注浆，当达到设定压力时，停止注浆，保持注

浆锚杆阀门开启状态，待锚杆套袋内注浆材料凝固稳定后，将注浆锚杆阀门关闭，从而完成

高压涌水钻孔的封堵。

[0016] 如需进一步注浆来加固高压富含水层，如在竖井掘进面的注浆堵水加固，还可以

将注浆泵连到注浆锚杆上设置的注浆锚杆阀门，进一步利用注浆锚杆对高压涌水钻孔进行

注浆加固、封堵，但在设计阶段应充分考虑注浆压力。

[0017] 也有矿山将高压涌水钻孔内的水用于生产用水，从而提高矿山效益。在该情况下，

打开注浆锚杆上设置的注浆锚杆阀门，将高压涌水钻孔内的水导出用于工业生产用水。如

在巷道掘进时，可将巷道内的单点钻孔用水封堵后，用于巷道工作面的打钻用水。

[0018] 本发明高压大涌水量钻孔快速封堵方法采用以上技术方案后，具有以下有益效

果：

[0019] (1)本发明将高压涌水钻孔分成两部分进行封堵，一部分为加阀门的注浆锚杆，另

一部分为注浆锚杆和高压涌水钻孔之间的间隔。采用两步封堵方式，首先从套袋注浆导管

向锚杆套袋内进行注浆，对注浆锚杆和高压涌水钻孔之间的间隔进行注浆封堵，此时空心

的注浆锚杆进行疏水泄压，待浆体凝固稳定后，将注浆锚杆上的阀门关闭，即完成高压涌水

钻孔的封堵工作。如需进一步注浆来封堵高压含水层，可将注浆泵连到注浆锚杆的阀门，从

而可以进行注浆工艺。

[0020] (2)本发明方法能够安全、高效、便捷地对高压富含水钻孔进行封堵，极大地改变

了传统的此类钻孔的封堵工艺，减少注浆工人暴露在井下高湿工作环境的时间，减少了事

故发生的可能性。

[0021] (3)将钻孔封堵与矿山工程实际相结合，尤其是和钻孔封堵后下一步工作相结合，

可以实现矿山的节能。

[0022] (4)可以根据不同的地质条件，调节锚固力，具有良好的工程实际适应能力。

[0023] (5)还可以对高压涌水钻孔的水进行综合利用，用于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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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高压大涌水量钻孔快速封堵方法结构布置剖面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高压大涌水量钻孔快速封堵方法注浆效果剖面示意图。

[0026] 附图标记为：1-注浆锚杆阀门；2—套袋注浆导管阀门；3—套袋注浆导管；4—注浆

锚杆；5—钻孔孔壁凹槽；6—锚杆套袋；7—锚杆凸起；8—套袋固定圈；9—隔水层；10—注浆

锚杆卡扣；11—高压富含水层；12—套袋注浆体；13—高压涌水钻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进一步描述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高压大涌水量钻孔快速封

堵方法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8] 由图1所示的本发明高压大涌水量钻孔快速封堵方法结构布置剖面示意图并结合

图2看出，高压涌水钻孔13自隔水层9下探至高压富含水层11，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对高压涌

水钻孔13进行封堵：

[0029] 1)根据高压涌水钻孔13水文地质信息对高压涌水钻孔13进行封堵设计，确定注浆

锚杆4规格尺寸、注浆锚杆阀门1和套袋注浆导管阀门2型号、锚杆套袋6型号和尺寸、套袋注

浆导管3尺寸和套袋注浆材料。

[0030] 注浆锚杆4的直径比高压涌水钻孔13的孔径小20-30mm；锚杆套袋6采用聚酯滤水

网套袋；套袋注浆材料采用水泥－水玻璃双液注浆材料；锚杆套袋6的直径应为高压涌水钻

孔13孔径的1.1-1.5倍，对于坚硬钻孔围岩取小值，对于软弱易变性的钻孔围岩取大值。

[0031] 2)用钻具在高压涌水钻孔13的孔壁上施工钻孔孔壁凹槽5，在注浆锚杆4上加工锚

杆凸起7，注浆锚杆4的下部设有注浆锚杆卡扣10，将锚杆套袋6套装在加工有锚杆凸起7的

注浆锚杆4上并用套袋固定圈8固定，将上部设有套袋注浆导管阀门2的套袋注浆导管3插入

到锚杆套袋6内，并密封锚杆套袋6的袋口，将设置在注浆锚杆4上的注浆锚杆阀门1保持开

启；注浆锚杆4、锚杆套袋6、套袋注浆导管3组合构成套袋锚杆装置；将组装好的套袋锚杆装

置固定在高压涌水钻孔13内；所述的锚杆套袋6位于施工有钻孔孔壁凹槽5的高压涌水钻孔

13内的对应位置。

[0032] 3)从套袋注浆导管3向锚杆套袋6内进行注浆，当达到设定压力时，停止注浆，保持

注浆锚杆阀门1开启状态，待锚杆套袋6内注浆材料凝固稳定后，将注浆锚杆阀门1关闭，从

而完成高压涌水钻孔13的封堵。

[0033]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进行锚固力计算，如需通过注浆锚杆4对高压涌水钻孔13进行

注浆，以加固、封堵高压富含水层11，需考虑注浆压力、高压富含水层11之水压和预留的安

全余量，注浆压力一般为高压富含水层11水压的2倍；如无需对注浆锚杆进行注浆，则需考

虑高压富含水层11水压和预留的安全余量。

[0034] ①利用注浆锚杆对高压涌水钻孔进行注浆，整体锚固力为：

[0035] F＝F1+F2≥(3-4)P0πR2

[0036] ②如无需利用注浆锚杆对高压涌水钻孔进行注浆，整体锚固力为：

[0037] F＝F1+F2≥(1-2)P0πR2

[0038] F—整体锚固力；F1—注浆锚杆端部锚固力；F2—锚杆套袋对注浆锚杆的摩擦力；

P0—高压富含水层水压；R—高压涌水钻孔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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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注浆锚杆端部锚固力F1一般为固定值，如需增大锚杆的整体锚固力，可以考虑增

大锚杆套袋对注浆锚杆的摩擦力F2，通过增大注浆锚杆、高压涌水钻孔内壁的粗糙程度，提

升锚杆套袋注浆压力，从而增大整体锚固力。

[0040] 利用注浆锚杆对高压涌水钻孔进行注浆时，将注浆泵连到注浆锚杆4上设置的注

浆锚杆阀门1，进一步利用注浆锚杆4对高压涌水钻孔13进行注浆封堵，对高压富含水层11

进行注浆加固、封堵。

[0041] 如需综合利用高压涌水钻孔13内的水，可以打开注浆锚杆4上设置的注浆锚杆阀

门1，将高压涌水钻孔13内的水导出用于工业生产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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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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