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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煤炭安全领域，涉及一种大采高

采煤工作面片帮冒顶的防治方法。本发明通过一

种防治方法，即在上下顺槽间开设联络巷，在联

络巷内设置钻机，通过钻机开设注浆注浆钻孔，

在注浆钻孔内插入铝塑管，铝塑管与注浆泵连

接，向注浆钻孔内注浆，堵塞注浆钻孔的孔口。通

过本发明形成的人工假顶可以将工作面顶板的

压力传递到煤壁深部和液压支架上，从而减少顶

板对煤壁的压力；可以将人工假顶上部煤体固结

在一起，提高上部煤体的抗压、抗剪强度，防止发

生片帮；人工假顶可以有效地对液压支架和煤壁

之间顶板进行支护，防止顶板岩石冒落；本发明

投入成本低，工序简单，防治效果好，可满足工作

面高产高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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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采高采煤工作面片帮冒顶的防治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以下操作步骤形成

人工假顶：

（S1）在工作面上顺槽和下顺槽之间施工2~3条联络巷，联络巷垂直于顺槽；

（S2）在联络巷内稳设千米钻机，在垂直于联络巷的方向上向两侧煤层施工注浆钻孔，

注浆钻孔距离煤层顶板2~5分米，沿着煤层钻进；

（S3）注浆钻孔钻至设计位置停钻，用高压水将孔内煤粉冲洗干净，拔出钻杆；

（S4）注浆钻孔的孔内插入铝塑管，所述铝塑管前端2米钻出三花形布置的花孔，花孔的

直径为6~10毫米，花孔间距1~5分米；

（S5）将铝塑管和注浆泵连接，注入聚氨酯化学浆液；

（S6）注浆钻孔的孔口用封孔材料封孔，防止聚氨酯化学浆液泄露；

在进行注浆钻孔时，既要保证注浆钻孔在煤层水平方向平行布置，也要保证注浆钻孔

距离煤层顶板始终在2~5分米之间；

相邻两注浆孔之间设置有间距；

所述注浆孔的另一端的下方设置有液压支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采高采煤工作面片帮冒顶的防治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S1）中，所述联络巷的巷宽3.5~4.5米，巷高2.6~3.0米。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大采高采煤工作面片帮冒顶的防治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S2）中，所述注浆钻孔的直径为7.5~10.5厘米，注浆钻孔间距为1.0~5.0米。

4.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大采高采煤工作面片帮冒顶的防治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S3）中，所述设计位置为注浆钻孔的孔底距离切眼3~8米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大采高采煤工作面片帮冒顶的防治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S4）中，所述铝塑管的直径为1.3~2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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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采高采煤工作面片帮冒顶的防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煤炭安全领域，涉及一种大采高采煤工作面片帮冒顶的防治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综合机械化开采是当今现代化矿井普遍采用的采煤方式，具有效率高、投入低、安

全性好等诸多优点。但是，随着综采设备制造和工作面管理水平的逐步提高，工作面的一次

采出厚度逐渐增大，随之引起的煤壁片帮、架前冒顶事故也愈加严重。煤壁片帮容易引起架

前冒顶，同样，冒顶也会进一步加剧煤壁片帮，威胁工作面人员和设备安全，尤其在大采高

工作面更加突出。

[0003] 对于综合机械化开采来说，煤壁片帮防治难度很大，不能像炮采工作面那样通过

打贴帮柱来解决，而且煤壁片帮还会导致架前无支护空间扩大，进而导致架前顶板(顶煤)

漏冒，影响工作面推进速度和正常循环作业，无法实现高产高效开采，因此对大采高工作面

煤壁片帮的防治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0004]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煤壁片帮机理与防治进行了大量研究，采取了多种方法进

行治理，比例：提高支架工作阻力、煤层注水改变煤体性质、加快工作面推进速度、合理确定

采高、煤壁打锚杆、煤壁注浆等等，这些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煤壁片帮、架前冒顶频

率和程度，但是这些方法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投入成本高，二是工序复杂，严重影响工作

面开采进度，三是防治效果还不能完全满足工作面高产高效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是：现有的大采高采煤工作面片帮冒顶

的防治投入成本高，工序复杂，严重影响工作面开采进度，防治效果还不能完全满足工作面

高产高效的要求。

[0006] 本发明为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大采高采煤工作面片帮冒顶的防治方法，通过以下操作步骤形成人工假顶：

[0008] （S1）在工作面上顺槽和下顺槽之间施工2~3条联络巷，联络巷垂直于顺槽；

[0009] （S2）在联络巷内稳设千米钻机，在垂直于联络巷的方向上向两侧煤层施工注浆钻

孔，注浆钻孔距离煤层顶板2~5分米，沿着煤层钻进；

[0010] （S3）注浆钻孔钻至设计位置停钻，用高压水将孔内煤粉冲洗干净，拔出钻杆；

[0011] （S4）注浆钻孔的孔内插入铝塑管，铝塑管前端钻有三花形布置的花孔；

[0012] （S5）将铝塑管和注浆泵连接，注入聚氨酯化学浆液；

[0013] （S6）注浆钻孔的孔口用封孔材料封孔，防止聚氨酯化学浆液泄露。

[0014] 进一步，在（S1）中，所述联络巷的巷宽3.5~4.5米，巷高2.6~3.0米。

[0015] 进一步，在（S2）中，所述注浆钻孔的直径为7.5~10 .5厘米，注浆钻孔间距为1.0~
5.0米。

[0016] 进一步，在（S3）中，所述设计位置为注浆钻孔的孔底距离切眼3~8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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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进一步，在（S4）中，所述铝塑管的直径为1.3~2厘米。

[0018] 进一步，所述铝塑管前端2米钻出三花形布置的花孔，花孔的直径为6~10毫米，花

孔间距1~5分米。

[001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所具有的有益效果是：通过采用本发明涉及的一种大采高

采煤工作面片帮冒顶防治方法，在煤层上部通过打钻注浆，形成人工假顶，可从三个方面防

止工作面片帮冒顶的，第一，人工假顶可以将工作面顶板的压力传递到煤壁深部和液压支

架上，从而减少顶板对煤壁的压力；第二，可以将人工假顶上部煤体固结在一起，提高上部

煤体的抗压、抗剪强度，防止发生片帮；第三，人工假顶可以有效地对液压支架和煤壁之间

顶板进行支护，防止顶板岩石冒落；本发明投入成本低，工序简单，防治效果好，可满足工作

面高产高效的要求。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中注浆钻孔布置平面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中注浆钻孔布置剖面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中注浆钻孔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所示，沿着采区上山7开设上顺槽1和下顺槽2，上顺槽1和下顺槽2之间施工2

~3条联络巷，用于通风、行人或者运输物料，联络巷的巷宽为3.5~4.5米，巷高为2.6~3.0米；

当工作面的上顺槽1、下顺槽2施工至联络巷口时，即开始施工联络巷3，联络巷垂直于顺槽，

联络巷3施工完成后即开始稳设千米钻机施工注浆钻孔，注浆钻孔的直径为7.5~10.5厘米，

注浆钻孔间距为1.0~5.0米，注浆钻孔5朝向切眼6进行施工，如图2所示，施工时要保证以下

三个方面：

[0024] （1）注浆钻孔5的方向：既要保证注浆钻孔5在煤层8水平方向平行布置，也要保证

注浆钻孔5距离煤层顶板始终在2~5分米之间。

[0025] （2）注浆钻孔5达到设计位置时停止钻进，以留设一定的保护煤柱。

[0026] （3）每个注浆钻孔施工结束后，要用高压水或高压风将孔内的煤粉冲洗干净。

[0027] 如图3所示，每个注浆钻孔施工结束，立即向孔内插入铝塑管12，铝塑管12一直伸

到孔底，铝塑管的直径为1.3~2厘米，铝塑管前端2米钻出三花形布置的花孔，花孔的直径为

6~10毫米，花孔间距1~5分米；在插铝塑管12前，要将铝塑管12前端用破布塞住，以免在插的

过程当中煤粉进入铝塑管12内部造成堵管。

[0028] 铝塑管后端与注浆泵通过注浆机连接管11相连，采用注浆泵进行注浆，以浆液10

将注浆钻孔孔内注满，并且孔口出现浆液为结束标准；同时要在孔口准备塞入封孔材料9，

防止大量漏浆，封孔材料一般选用布条、泡沫或者橡胶塞子等。

[0029] 设计的注浆钻孔全部注浆完成，形成人工假顶，工作面即可开始回采；回采期间，

可以施工联络巷4，联络巷4施工结束，即可以施工剩余的注浆钻孔。

[0030] 实施例1

[0031] 当工作面的上顺槽1和下顺槽2施工至联络巷口时，即开始施工联络巷3，联络巷3

垂直于顺槽，联络巷的巷宽为3.5米，巷高为2.6米；联络巷3施工完成后，即开始在联络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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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设千米钻机施工注浆钻孔，注浆钻孔的直径为7.5厘米，注浆钻孔间距为1米，注浆钻孔5

朝向切眼6进行施工，既要保证注浆钻孔5在煤层8水平方向平行布置，也要保证注浆钻孔5

距离煤层顶板始终在2~5分米之间；注浆钻孔5距离切眼3米时停止钻进，以留设一定的保护

煤柱，每个注浆钻孔施工结束后，要用高压水或高压风将孔内的煤粉冲洗干净；每个注浆钻

孔施工结束，立即向孔内插入铝塑管12，铝塑管12一直伸到孔底，铝塑管的直径为2厘米，铝

塑管前端2米钻出三花形布置的花孔，花孔的直径为6毫米，花孔间距1分米；在插铝塑管12

前，要将铝塑管12前端用破布塞住，以免在插的过程当中煤粉进入铝塑管12内部造成堵管；

铝塑管后端与注浆泵通过注浆机连接管11相连，采用注浆泵进行注浆，以浆液10将注浆钻

孔孔内注满，并且孔口出现浆液为结束标准；同时要在孔口准备塞入封孔材料9，防止大量

漏浆，封孔材料一般选用布条、泡沫或者橡胶塞子等；设计的注浆钻孔全部注浆完成，形成

人工假顶，工作面即可开始回采；回采期间，可以施工联络巷4，联络巷4施工结束，即可以施

工剩余的注浆钻孔。

[0032] 实施例2

[0033] 当工作面的上顺槽1和下顺槽2施工至联络巷口时，即开始施工联络巷3，联络巷3

垂直于顺槽，联络巷的巷宽为4.5米，巷高为3.0米；联络巷3施工完成后，即开始在联络巷内

稳设千米钻机施工注浆钻孔，注浆钻孔的直径为10.5厘米，注浆钻孔间距为5米，注浆钻孔5

朝向切眼6进行施工，既要保证注浆钻孔5在煤层8水平方向平行布置，也要保证注浆钻孔5

距离煤层顶板始终在2~5分米之间；注浆钻孔5距离切眼5米时停止钻进，以留设一定的保护

煤柱，每个注浆钻孔施工结束后，要用高压水或高压风将孔内的煤粉冲洗干净；每个注浆钻

孔施工结束，立即向孔内插入铝塑管12，铝塑管12一直伸到孔底，铝塑管的直径为2厘米，铝

塑管前端2米钻出三花形布置的花孔，花孔的直径为1厘米，花孔间距5分米；在插铝塑管12

前，要将铝塑管12前端用破布塞住，以免在插的过程当中煤粉进入铝塑管12内部造成堵管；

铝塑管后端与注浆泵通过注浆机连接管11相连，采用注浆泵进行注浆，以浆液10将注浆钻

孔孔内注满，并且孔口出现浆液为结束标准；同时要在孔口准备塞入封孔材料9，防止大量

漏浆，封孔材料一般选用布条、泡沫或者橡胶塞子等；设计的注浆钻孔全部注浆完成，形成

人工假顶，工作面即可开始回采；回采期间，可以施工联络巷4，联络巷4施工结束，即可以施

工剩余的注浆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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