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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松软低渗煤层长钻孔定

向分段压裂高效瓦斯抽采方法，该方法首先通过

千米钻机由煤层底板岩巷穿过煤层向顶板岩层

钻设水平压裂孔，并控制水平压裂孔在距煤层顶

界0.5~1米的岩层中；然后，在水平压裂孔段分段

向下定向射孔沟通下部目标煤层，并采用水力喷

射分段压裂技术对目标煤层进行逐级压裂；水平

压裂孔压裂完成后，排液过程中再在目标煤层中

钻设排水采气孔，且采用全套管护孔技术，边钻

进边下套管护孔；最后，对水平压裂孔和排水采

气孔进行封孔、排液，待液位降低后，排水采气孔

作为抽采孔抽采瓦斯。本发明可有效克服松软低

渗煤层瓦斯抽采钻孔成孔难、压裂增透效果差、

压裂液堵塞裂缝等问题，实现对松软低渗煤层的

高效瓦斯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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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松软低渗煤层长钻孔定向分段压裂高效瓦斯抽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S100～在松软低渗煤层（1）底板岩层（3）中开掘底板岩巷（18），从底板岩巷（3）穿过煤

层向顶板岩层（2）钻设水平压裂孔（4），并控制水平压裂孔（4）在距煤层顶界0.5~1.0米的岩

层中；

S200～水平压裂孔（4）钻设完成后，退出钻具，清水冲洗水平压裂孔（4），然后下入壁厚

大于4mm刚性套管至水平压裂孔（4）底部，每2根刚性套管连接一组扶正器，保证刚性套管居

中和封固质量；

S300～向水平压裂孔（4）和刚性套管之间的环形空间注入石油G级水泥浆，加入速凝

剂，返浆至孔口并侯凝，对水平压裂孔（4）进行水泥浆封堵固孔；

S400～侯凝24h后进行二开钻进，然后进行原钻头通钻孔，用3个钻孔容积以上清水循

环冲洗钻孔，钻孔冲洗完成后起出钻具，配合下入完孔工具，试验合格后撤出钻孔设备；

S500～下入水力喷射分段压裂管柱，在水平压裂孔（4）段分段向下定向射孔沟通下部

目标煤层（1），并对目标煤层（1）进行逐级压裂增透；

S600～水平压裂孔（4）压裂完成后，管内泄压，所有封隔器自动解封，完成所有层段的

施工；排液过程中再向目标煤层（1）中钻设排水采气孔（15），一边钻进一边下护孔花管（16）

护孔，便于保持排水采气孔畅通及后续的瓦斯抽采；

S700～对水平压裂孔（4）和排水采气孔（15）进行封孔和排液，将压裂后滞留在目标煤

层（1）裂缝中的压裂液通过排水采气孔（15）进行排放；待液位降低后，排水采气孔（15）作为

抽采孔抽采瓦斯，增大抽采面积和效率，同时将水平压裂孔内的压裂工具和油管作为抽采

管抽采瓦斯；

S800～进行井下瓦斯抽采，在底板岩巷（18）内安装瓦斯抽采管路系统，并将压裂孔瓦

斯抽采孔管路接头和排水采气孔瓦斯抽采管路接头（19）连接于瓦斯抽采管路系统中，对松

软低渗煤层各抽采孔瓦斯进行负压抽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松软低渗煤层长钻孔定向分段压裂高效瓦斯抽采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步骤S100中，底板岩巷（18）沿煤层倾向方向，其布置层位为距离目标煤层

（1）底板10~15米的底板岩层（3）中；水平压裂孔（4）沿煤层走向方向，与底板岩巷（18）方向

垂直，且水平压裂孔（4）的空间层位高于底板岩巷（1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松软低渗煤层长钻孔定向分段压裂高效瓦斯抽采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步骤S500中，水力喷射分段压裂管柱由前向后依次连接压裂工具串：浮鞋

（5）→定位器（6）→扶正器（12）→筛管（7）→坐封球座（8）→导压喷砂器（14）→油管短接

（11）→接球座（9）→扶正器（12）→封隔器（10）→水力锚（13）→扶正器（12）→导压喷砂器

（14）→油管短接（11）；然后将水力喷射分段压裂管柱与连续管连接，并将水力喷射分段压

裂管柱推送至水平压裂孔（4）内预设压裂位置，对目标煤层（1）进行定向水力喷砂射孔，射

孔方向朝下部目标煤层（1），穿透套管、护孔水泥层、岩层与下部目标煤层（1）贯通，接着关

闭套管环空，同时提高油管、环空套管压裂液量的注入，压开目标煤层，形成裂缝，并使裂缝

扩展延伸。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松软低渗煤层长钻孔定向分段压裂高效瓦斯抽采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S500中，水力喷射分段压裂技术采用投球滑套实现分级压裂施工，通过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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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小尺寸不同的球实现滑套的逐级开启，逐级实现所有层段的分层压裂；其中，分级压裂

的级数N需根据水平压裂孔的长度L和每级压裂的具体增透影响范围D来确定，首先通过现

场取芯和内窥钻孔孔壁等方法现场确定每级压裂所增透的影响范围D，然后得到级压裂的

级数N=L/D。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松软低渗煤层长钻孔定向分段压裂高效瓦斯抽采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步骤S600中，排水采气孔（15）位于目标煤层（1）中，与水平压裂孔（4）之间平

行交错布置，且排水采气孔（15）的轨迹位于水平压裂孔（4）的轨迹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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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松软低渗煤层长钻孔定向分段压裂高效瓦斯抽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煤矿井下瓦斯抽采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松软低渗煤层长钻孔定向分

段压裂高效瓦斯抽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煤矿开采中，矿井瓦斯灾害一直是威胁煤矿安全生产的主要灾害之一。松软低

透气性煤层的瓦斯抽采是制约我国煤矿安全、高效生产的主要因素，也是制约我国煤层气

高效开采的主要因素。我国煤层普遍地质赋存条件差、硬度低、瓦斯含量高、透气性低，且随

着煤矿开采深度的增加，深部煤层高地应力、高瓦斯压力、高瓦斯含量、低透气性、煤质松软

的特性将更加显著，这就导致深部松软低渗煤层的瓦斯治理和安全高效生产面临巨大的挑

战。松软低渗煤层因煤质松软、煤层的透气性也很差，且煤层瓦斯吸附能力高，导致很难从

煤层中抽出瓦斯，这一特点给煤层的安全高效开采和煤层瓦斯抽采带来了极大困难。因此，

松软低渗煤层的煤层气高效抽采一直是制约我国煤层气产业化发展和煤矿瓦斯灾害防治

的技术瓶颈。

[0003] 目前，矿井瓦斯治理最普遍、最有效的技术手段为煤层瓦斯预抽，通过向煤层中布

置大量的瓦斯抽采钻孔，将赋存于煤层中的瓦斯提前抽采出来，以满足煤矿的安全高效开

采。煤矿井下煤层瓦斯预抽采主要采取穿层钻孔和顺层钻孔等方式，但对于深部松软低渗

煤层，由于煤质松软、透气性极低，想要将瓦斯从煤层中高效抽采出来，必须首先对煤层进

行增透，提高其透气性。然而，在松软低渗煤层中钻孔很难成孔，钻孔深度也会受到很大限

制，且易出现卡钻、钻孔坍塌堵塞、下套管难等问题，施工风险高。针对上述问题，目前较好

的解决办法是在煤层顶板岩层中布置水平长钻孔，然后再定向水力压裂对煤层进行增透，

高效抽采煤层瓦斯，但该方法面临压裂液排出困难的问题，煤层压裂后压裂液很难有效从

煤层中排出，导致压裂液滞留在煤层裂缝中，使得煤层中的瓦斯不能从裂缝中顺利进入瓦

斯抽采钻孔，这就造成虽然对松软低渗煤层进行了水力压裂增透，但由于压裂液不能有效

排出堵塞裂缝，大大降低了煤层的增透效果和瓦斯抽采效率。因此，针对目前松软低渗煤层

瓦斯抽采钻孔成孔难、压裂增透效果差、压裂液不能有效排出、瓦斯抽采效率低等难题，研

发一种可靠、有效的松软低渗煤层长钻孔定向分段压裂高效瓦斯抽采方法是十分迫切需要

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实现对松软低渗煤层的定向分段压裂增透、有效排放压裂液和高效抽

放瓦斯，从而有效保障松软低渗煤层的瓦斯抽采效率和矿井的安全高效开采的问题，提供

一种松软低渗煤层长钻孔定向分段压裂高效瓦斯抽采方法。

[0005] 本发明采取以下技术方案：一种松软低渗煤层长钻孔定向分段压裂高效瓦斯抽采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00～在松软低渗煤层底板岩层中开掘底板岩巷，从底板岩巷穿过煤层向顶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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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钻设水平压裂孔，并控制水平压裂孔在距煤层顶界0.5~1.0米的岩层中。

[0007] S200～水平压裂孔钻设完成后，退出钻具，清水冲洗水平压裂孔，然后下入壁厚大

于4mm刚性套管至水平压裂孔底部，每2根刚性套管连接一组扶正器，保证刚性套管居中和

封固质量。

[0008] S300～向水平压裂孔和刚性套管之间的环形空间注入石油G级水泥浆，加入速凝

剂，返浆至孔口并侯凝，对水平压裂孔进行水泥浆封堵固孔。

[0009] S400～侯凝24h后进行二开钻进，然后进行原钻头通钻孔，用3个钻孔容积以上清

水循环冲洗钻孔，钻孔冲洗完成后起出钻具，配合下入完孔工具，试验合格后撤出钻孔设

备。

[0010] S500～下入水力喷射分段压裂管柱，在水平压裂孔段分段向下定向射孔沟通下部

目标煤层，并对目标煤层进行逐级压裂增透。

[0011] S600～水平压裂孔压裂完成后，管内泄压，所有封隔器自动解封，完成所有层段的

施工；排液过程中再向目标煤层中钻设排水采气孔，一边钻进一边下护孔花管护孔，便于保

持排水采气孔畅通及后续的瓦斯抽采。

[0012] S700～对水平压裂孔和排水采气孔进行封孔和排液，将压裂后滞留在目标煤层裂

缝中的压裂液通过排水采气孔进行排放，防止压裂完成后大量压裂液不能及时从目标煤层

裂缝中排出，出现“水压气”的现象，从而大大降低水力压裂对煤层的增透效果；待液位降低

后，排水采气孔作为抽采孔抽采瓦斯，增大抽采面积和效率，同时将水平压裂孔内的压裂工

具和油管作为抽采管抽采瓦斯。

[0013] S800～进行井下瓦斯抽采，在底板岩巷内安装瓦斯抽采管路系统，并将压裂孔瓦

斯抽采孔管路接头和排水采气孔瓦斯抽采管路接头连接于瓦斯抽采管路系统中，对松软低

渗煤层各抽采孔瓦斯进行负压抽采。

[0014] 步骤S100中，底板岩巷沿煤层倾向方向，其布置层位为距离目标煤层底板10~15米

的底板岩层中；水平压裂孔沿煤层走向方向，与底板岩巷方向垂直，且水平压裂孔的空间层

位高于底板岩巷。

[0015] 步骤S500中，水力喷射分段压裂管柱由前向后依次连接压裂工具串：浮鞋→定位

器→扶正器→筛管→坐封球座→导压喷砂器→油管短接→接球座→扶正器→封隔器→水

力锚→扶正器→导压喷砂器→油管短接；然后将水力喷射分段压裂管柱与连续管连接，并

将水力喷射分段压裂管柱推送至水平压裂孔内预设压裂位置，对目标煤层进行定向水力喷

砂射孔，射孔方向朝下部目标煤层，穿透套管、护孔水泥层、岩层与下部目标煤层贯通，接着

关闭套管环空，同时提高油管、环空套管压裂液量的注入，压开目标煤层，形成裂缝，并使裂

缝扩展延伸。

[0016] 步骤S500中，对目标煤层进行逐级压裂增透，水力喷射分段压裂技术采用投球滑

套实现分级压裂施工，通过投入大小尺寸不同的球实现滑套的逐级开启，逐级实现所有层

段的分层压裂；水力喷射分段压裂管柱滑套连接方案为2-7/8"的3m短油管+分层滑套+2-7/

8"油管+分层滑套+2-7/8"的3m短油管+滑套组合；分段压裂时，投第1级球，打开第1级滑套，

进行第1级压裂；投第2级球，打开第2级分层滑套，实现第2级压裂；依次类推，逐级实现对所

有层的分层压裂；其中，分级压裂的级数N需根据水平压裂孔的长度L和每级压裂的具体增

透影响范围D来确定，首先通过现场取芯和内窥钻孔孔壁等方法现场确定每级压裂所增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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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范围D，然后得到级压裂的级数N=L/D。

[0017] 步骤S600中，排水采气孔位于目标煤层中，与水平压裂孔之间平行交错布置，且排

水采气孔的轨迹位于水平压裂孔的轨迹之下，以便水力压裂目标煤层后压裂液能够快速顺

利从煤层中排放出来。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通过在松软低渗煤层顶板岩层中钻设水平长钻孔，有效解决了松软低渗煤层

中瓦斯抽采钻孔成孔难、易卡钻、孔壁易坍塌堵塞钻孔等问题，且可以提高钻孔深度。

[0019] 2、水力压裂钻孔和排水采气钻孔均在井下施工，与传统的地面井水力压裂技术相

比，大大减少了施工量和占地面积，降低了成本。

[0020] 3、采用定向分段压裂，多点增透煤层，可实现大范围、精准、快速改造煤层透气性，

增大煤层压裂范围，显著提高松软低渗煤层瓦斯抽采效率。

[0021] 4、在水平压裂孔的下部煤层中钻设排水采气孔，可有效解决煤层压裂后压裂液不

能有效排出，滞留在煤层裂缝中堵塞瓦斯抽采通道的问题，大大提高水力压裂增透煤层的

效果；待煤层中排液完成后，排水采气孔还可作为抽采孔增大抽采面积和效率。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松软低渗煤层长钻孔定向分段压裂高效瓦斯抽采方法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松软低渗煤层长钻孔定向分段压裂高效瓦斯抽采方法的A-A剖面图；

图中：1—松软低渗煤层；2—顶板岩层；3—底板岩层；4—水平压裂孔；5—浮鞋；6—定

位器；7—筛管；8—坐封球座；9—接球座；10—封隔器；11—油管短接；12—扶正器；13—水

力锚；14—导压喷砂器；15—排水采气孔；16—护孔花管；17—排水采气孔瓦斯抽采管路接

头；18—底板岩巷；19—压裂孔瓦斯抽采管路接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1和图2，进一步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如图1和图2所示，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松软低渗煤层长钻孔定向分段压裂高效瓦斯抽采方法，包含如下步

骤：

S100～在松软低渗煤层1底板岩层3中开掘底板岩巷18，利用千米定向钻机从底板岩巷

18穿过煤层1向顶板岩层2钻设水平压裂孔4，并采用边界探测技术控制水平压裂孔4在距煤

层1顶界0.5~1.0米的顶板岩层2中，钻孔长度为500-1000米。

[0025] S200～水平压裂孔4钻设完成后，退出钻具，清水冲洗水平压裂孔4，然后下入壁厚

大于4mm无缝耐压钢管至水平压裂孔4底部，每2根套管连接一组扶正器12，保证套管居中和

封固质量；

S300～向水平压裂孔4和刚性套管之间的环形空间注入石油G级水泥浆，加入速凝剂，

返浆至孔口并侯凝，对水平压裂孔4进行水泥浆封堵固孔；

S400～侯凝24h后进行二开钻进，然后进行原钻头通钻孔，用3个钻孔容积以上清水循

环冲洗钻孔，钻孔冲洗完成后起出钻具，配合下入完孔工具，试验合格后撤出钻孔设备；

S500～下入水力喷射分段压裂管柱，在水平压裂孔段分段向下定向射孔沟通下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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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1，并对目标煤层1进行逐级压裂增透；

S600～水平压裂孔4压裂完成后，进行管内泄压，所有封隔器自动解封，完成所有层段

的施工；排液过程中再向目标煤层1中钻设排水采气孔15，且采用全套管护孔技术，边钻进

边下护孔花管16护孔，便于保持排水采气孔畅通及后续的瓦斯抽采；

S700～对水平压裂孔4和排水采气孔15进行封孔、排液，待液位降低后，排水采气孔15

作为抽采孔抽采瓦斯，同时，将水平压裂孔4内的压裂工具和油管作为抽采管抽采瓦斯；

S800～进行井下瓦斯抽采，在底板岩巷18内安装瓦斯抽采管路系统，并将压裂孔瓦斯

抽采管路接头19和排水采气孔瓦斯抽采管路接头17连接于瓦斯抽采管路系统中，对松软低

渗煤层1各抽采孔瓦斯进行负压抽采。

[0026] 步骤S100中，底板岩巷18沿煤层倾向方向，其布置层位为距离目标煤层1底板10~
15米的底板岩层3中；水平压裂孔4沿煤层走向方向，与底板岩巷18方向垂直，且水平压裂孔

4的空间层位高于底板岩巷18。

[0027] 步骤S500中，水力喷射分段压裂管柱由前向后依次连接压裂工具串：浮鞋5→定位

器6→扶正器12→筛管7→坐封球座8→导压喷砂器14→油管短接11→接球座9→扶正器12

→封隔器10→水力锚13→扶正器12→导压喷砂器14→油管短接11；然后将水力喷射分段压

裂管柱与连续管连接，并将水力喷射分段压裂管柱推送至水平压裂孔4内预设压裂位置，对

目标煤层1进行定向水力喷砂射孔，射孔方向朝下部目标煤层1，穿透套管、护孔水泥层、岩

层，与下部目标煤层1贯通，接着关闭套管环空，同时提高油管、环空套管压裂液量的注入，

压开目标煤层1，形成裂缝，并使裂缝扩展延伸。

[0028] 步骤S500中，采用投球滑套实现分级压裂施工，通过投入大小尺寸不同的球实现

滑套的逐级开启，逐级实现所有层段的分层压裂；水力喷射分段压裂管柱滑套连接方案为

2-7/8"的3m短油管+分层滑套+2-7/8"油管+分层滑套+2-7/8"的3m短油管+滑套组合；分段

压裂时，投第1级球，打开第1级滑套，进行第1级压裂；投第2级球，打开第2级分层滑套，实现

第2级压裂；依次类推，逐级实现对所有层的分层压裂；其中，分级压裂的级数N需根据水平

压裂孔的长度L和每级压裂的具体增透影响范围D来确定，首先通过现场取芯和内窥钻孔孔

壁等方法现场确定每级压裂所增透的影响范围D，然后得到级压裂的级数N=L/D。

[0029] 步骤S500中，采用的压裂液为复合压裂液体系：前置液为活性水，携砂液为清洁压

裂液，顶替液为活性水；选择兰州石英砂作为支撑剂，支撑剂采用40-70目中细砂和20-40目

中砂。

[0030] 步骤S600中，排水采气孔15位于目标煤层1中，与水平压裂孔4之间平行布置，且排

水采气孔15的轨迹位于水平压裂孔4的轨迹之下；排水采气孔15用于解决排水问题，避免目

标煤层1压裂完成后，大量压裂液不能及时从目标煤层1裂缝中排出，出现“水压气”的现象，

从而大大降低水力压裂对煤层的增透效果；排水采气孔15在排水结束后作为瓦斯抽采钻

孔，增大瓦斯抽采面积和抽采效率。

[0031] 显而易见的是，以上的描述和记载仅仅是举例而不是为了限制本发明的公开内

容、应用或使用。虽然已经在实施例中描述过并且在附图中描述了实施例，但本发明不限制

由附图示例和在实施例中描述的作为目前认为的最佳模式以实施本发明的教导的特定例

子，本发明的范围将包括落入前面的说明书和所附的权利要求的任何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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