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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地质构造裂隙煤岩体超深孔高压两巷

预注浆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采煤注浆领域，特别涉及大型地

质构造裂隙煤岩体超深孔高压两巷预注浆方法。

其步骤包括：获取工作面柱状图、现场钻孔窥视

结果、采煤工作面中大型地质构造产状或裂煤岩

体范围；根据采煤地质状况确定采煤工作面中岩

层结构、岩性、煤岩体强度、地应力场类型及大和

工作面回采工艺、超前支撑压力峰值、周期来压

步距、工作面瓦斯抽放布置；根据施工参数确定

钻孔高度、角度、深度、封孔位置、封孔段数、封孔

方式、注浆方式；根据高压预注浆钻孔参数进行

两巷注浆。本发明通过对不同层位的煤岩裂隙体

进行注浆加固，恢复裂隙煤岩体及地质构造的完

整，改善煤岩体物理力学性能，提高破碎煤岩体

稳定性，降低对生产的影响，提高煤炭资源回收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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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型地质构造裂隙煤岩体超深孔高压两巷预注浆方法，其特征在于，其步骤包

括：

获取采煤地质状况，所述采煤地质状况包括：工作面柱状图、现场钻孔窥视结果，还包

括采煤工作面中大型地质构造产状或裂煤岩体范围；

根据所述采煤地质状况确定采煤工作面中岩体参数和施工参数；所述岩体参数包括：

岩层结构、岩性、煤岩体强度、地应力场类型及大小；施工参数包括：工作面回采工艺、超前

支撑压力峰值、周期来压步距、工作面瓦斯抽放布置；

根据所述施工参数确定高压预注浆钻孔参数，所述高压预注浆钻孔参数包括：钻孔高

度、角度、深度、封孔位置、封孔段数、封孔方式、注浆方式；

根据所述高压预注浆钻孔参数进行两巷注浆；

所述注浆方式包括：后退式分段注浆；

所述后退式分段注浆包括：

注浆孔钻设后，连接注浆管，将注浆用封孔器和花管送到指定封孔位置，连接串联封孔

器后在第一段注浆段进行注浆；

第一段注浆段完成注浆后，卸下注浆管，后退依次按照第一段注浆段注浆方式进行第

二段注浆、第三段注浆；

所述第一段注浆、第二段注浆、第三段注浆是以单个注浆孔由内而外的方式进行隔排

注浆施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型地质构造裂隙煤岩体超深孔高压两巷预注浆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两巷包括：运输巷、回风巷。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型地质构造裂隙煤岩体超深孔高压两巷预注浆方法，其特征

在于，注浆钻孔包括：中上部注浆孔、中下部注浆孔。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大型地质构造裂隙煤岩体超深孔高压两巷预注浆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中下部注浆孔的间距为2-3米；所述中上部注浆孔的间距为4-6米。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型地质构造裂隙煤岩体超深孔高压两巷预注浆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注浆包括：

根据工作面瓦斯抽采孔布置情况，利用超前地质影响段的瓦斯抽放孔，和现有的瓦斯

抽放孔进行注浆；

瓦斯抽放后，对瓦斯抽放孔进行注浆护壁，用浆液充填瓦斯抽放孔；

待所述浆液初凝预设时间后，在原瓦斯抽放孔进行钻孔注浆。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大型地质构造裂隙煤岩体超深孔高压两巷预注浆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预设时间为24小时。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型地质构造裂隙煤岩体超深孔高压两巷预注浆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封孔方式包括：封孔器采用串联，封孔器为自胀式橡胶封孔器，耐压强度大于

25MPa。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大型地质构造裂隙煤岩体超深孔高压两巷预注浆方法，其特征

在于，单根所述封孔器长度范围为0.3-0.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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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地质构造裂隙煤岩体超深孔高压两巷预注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采煤注浆领域，特别是涉及大型地质构造裂隙煤岩体超深孔高压两巷

预注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将长期存在，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对煤炭

资源的需求逐步增多，对煤炭矿井的高产高效要求越来越高。而我国煤矿以井工开采为主，

煤炭资源赋存条件受地质因素影响很大，在煤矿生产过程中经常遇到断层、褶曲及裂隙发

育带等地质构造，煤岩体松散破碎，极易出现片帮、大面积冒顶和突水事故，工作面煤岩体

裂隙发育，在工作面回采过程中，往往造成漏顶等情况，对工作面的正常回采造成严重影

响，不仅造成煤炭储量的减少，而且大大降低了工作面及矿井的服务年限。特别是对于高瓦

斯矿井来说，工作面回采前多采用瓦斯抽放孔，对工作面瓦斯进行预抽，瓦斯预抽后，煤岩

体中瓦斯、水分的减少，造成煤岩体裂隙发育，地质异常区的存在，给高瓦斯提供了赋存的

场所，给煤炭的回采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并给煤矿的运输、通风等造成很大困，降低采掘

效率，提高生产成本。

[0003] 目前煤矿生产过程中，综采工作面遇地质构造影响煤岩体松散破碎导致工作面推

进困难时，一般采用玻璃钢锚杆加固煤壁、改进回采工艺防止工作面片帮等进行处理，但这

些处理方法多存在影响工作面正常推进、处理效果一般和适应性不强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大型地质构造裂隙煤岩体超深孔高压两巷预注浆方法，

解决大型地址构造裂隙煤岩体构造不完整，影响采煤稳定性的问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大型地质构造裂隙煤岩体超深孔高压两

巷预注浆方法，其步骤包括：

[0008] 获取采煤地质状况，所述采煤地质状况包括：工作面柱状图、现场钻孔窥视结果、

采煤工作面中大型地质构造产状或裂煤岩体范围；

[0009] 根据所述采煤地质状况确定采煤工作面中岩体参数和施工参数；所述岩体参数包

括：岩层结构、岩性、煤岩体强度、地应力场类型及大小；施工参数包括：工作面回采工艺、超

前支撑压力峰值、周期来压步距、工作面瓦斯抽放布置；

[0010] 根据所述施工参数确定高压预注浆钻孔参数，所述高压预注浆钻孔参数包括：钻

孔高度、角度、深度、封孔位置、封孔段数、封孔方式、注浆方式；

[0011] 根据所述高压预注浆钻孔参数进行两巷注浆。

[0012] 在一些实施例中，优选为，所述两巷包括：运输巷、回风巷。

[0013] 在一些实施例中，优选为，注浆钻孔包括：中上部注浆孔、中下部注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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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在一些实施例中，优选为，所述中下部注浆孔的间距为2-3米；所述中上部注浆孔

的间距为4-6米。

[0015] 在一些实施例中，优选为，所述后退式分段注浆包括：注浆孔钻设后，连接注浆管，

将注浆用封孔器和花管送到指定封孔位置，连接串联封孔器后在第一段注浆段进行注浆；

第一段注浆段完成注浆后，卸下注浆管，后退依次按照第一段注浆段注浆方式进行第二段

注浆、第三段注浆；所述第一段注浆、第二段注浆、第三段注浆是以单个注浆孔由内而外的

方式进行隔排注浆施工。

[0016] 在一些实施例中，优选为，所述注浆包括：

[0017] 根据工作面瓦斯抽采孔布置情况，利用超前地质影响段的瓦斯抽放孔，和现有的

瓦斯抽放孔进行注浆；

[0018] 瓦斯抽放后，对瓦斯抽放孔进行注浆护壁，用浆液充填瓦斯抽放孔；

[0019] 待所述浆液初凝预设时间后，在原瓦斯抽放孔进行钻孔注浆。

[0020] 在一些实施例中，优选为，所述预设时间为24小时。

[0021] 在一些实施例中，优选为，所述封孔方式包括：封孔器采用串联，封孔器为自胀式

橡胶封孔器，耐压强度大于25MPa。

[0022] 在一些实施例中，优选为，单根所述封孔器长度范围为0.3-0.5米。

[0023] (三)有益效果

[0024]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中首先根据采煤工作面柱状图，现场钻孔窥视结果，采煤

工作面中大型地质构造(断层、陷落柱等)产状或裂煤岩体范围等情况，确定工作面岩层结

构、岩性、煤岩体强度、地应力场类型及大小、工作面回采工艺、超前支撑压力峰值、周期来

压步距、工作面瓦斯抽放孔布置等；从而从采煤工作面两巷设计高压预注浆钻孔的高度、角

度、深度、封孔位置、封孔段数、封孔方式、注浆方式等，钻孔结束后，根据裂隙煤岩体及大型

地质构造发育情况，进行高压深孔注浆作业，利用注浆管将注浆用花管及封孔器送到指定

的封孔位置，进行分段注浆作业，对不同层位的煤岩裂隙体进行注浆加固，恢复裂隙煤岩体

及地质构造的完整，改善煤岩体物理力学性能，达到恢复围岩的整体性、提高破碎煤岩体稳

定性，降低对生产的影响，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该方法安全可靠，简单有效，且成本较低。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中大型地址煤岩体构造超深孔高压预注浆加固方法的采

煤工作面布置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中两巷超强注浆钻孔示意图。

[0027] 注：1为运输巷，2为回风巷，3为超前构造影响区，4为工作面采空区，5为回采工作

面，6为工作面回采长度，7工作面瓦斯抽放孔(蓝色，图中未示出该色彩)，8为(两巷超前构

造影响区煤岩体)中下部注浆孔(红色，图中未示出该色彩),9为(两巷超前构造影响区煤岩

体)中上部注浆孔(绿色，图中未示出该色彩)，10为顶板岩层，11封孔器，12注浆花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例

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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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

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

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

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不代表任何的序列关系，仅是为了方便

描述进行的区分。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

中的具体含义。“当前”在执行某动作之时的时刻，文中出现多个当前，均为随时间流逝中实

时记录。

[0030] 基于煤矿采区巷道主要为工作面回采服务，高瓦斯工作面回采前，一般采用瓦斯

抽放孔，对工作面煤体中瓦斯进行预抽，工作面回采过程中，超前构造影响区3的存在，会造

成煤岩体破碎、裂隙发育、应力集中，造成工作面回采过程中煤壁片帮、漏顶，对工作面设备

及正常回采造成影响，本发明提供一种大型地质煤岩体构造超深孔高压预注浆加固方法。

在工作面回采距离超前构造影响区有一定距离时，采用两巷高压深孔分段预注浆队超前构

造影响区3进行提前处理，恢复煤岩体完整，提高其稳定性，保证工作面的回采。

[0031] 即为了降低大型地质构造及裂隙煤岩体对工作面回采及巷道掘进等造成的影响，

恢复工作面前方煤岩体的完整性，提高煤岩体的稳定性，确保回采工作面正常回采和掘进，

可以采用工作面两巷超前深孔预注浆技术，提前对工作面前方或工作面收尾期间停采线附

近的裂隙煤岩体进行加固处理，降低大型地质构造及裂隙煤岩体对工作面回采的影响，避

免工作面停产进行加固，降低对工作面支架等的影响，保证正常的生产衔接，实现工作面正

常回采和收尾的目标。

[0032] 下面将通过基础设计、扩展设计及替换设计对产品、方法等进行详细描述。

[0033] 本发明提供大型地质构造裂隙煤岩体超深孔高压两巷预注浆方法，如图1和2所

示，包括如下步骤：

[0034] 步骤110，获取采煤地质状况，采煤地质状况包括：工作面柱状图、现场钻孔窥视结

果、采煤工作面中大型地质构造产状或裂煤岩体范围；

[0035] 即：首先获取采煤工作面柱状图，现场钻孔窥视结果，采煤工作面中大型地质构造

(断层、陷落柱等)产状或裂煤岩体范围等情况。

[0036] 步骤120，根据采煤地质状况确定采煤工作面中岩体参数和施工参数；岩体参数包

括：岩层结构、岩性、煤岩体强度、地应力场类型及大小；施工参数包括：工作面回采工艺、超

前支撑压力峰值、周期来压步距、工作面瓦斯抽放布置；

[0037] 即：确定工作面岩层结构、岩性、煤岩体强度、地应力场类型及大小、回采工作面5

回采工艺(包括工作面回采长度6)、超前支撑压力峰值、周期来压步距、工作面瓦斯抽放孔7

布置等。

[0038] 步骤130，根据施工参数确定高压预注浆钻孔参数，高压预注浆钻孔参数包括：钻

孔高度、角度、深度、封孔位置、封孔段数、封孔方式、注浆方式；

[0039] 即：从而从采煤工作面两巷设计高压预注浆钻孔的高度、角度、深度、封孔位置、封

孔段数、封孔方式、注浆方式等。注浆孔根据超前影响区煤岩体加固区域的不同分为中下部

注浆孔S8和中上部注浆孔H  9，根据超前地质体影响范围，产状、工作面顶板岩性、结构、回

采速度和地应力场大小等设计钻孔间距，中下部注浆孔S8间距一般为2-3m,中上部注浆孔

H9间距一般为4-6m。注浆孔根据工作面长度及超前地质体影响范围，计算注浆孔的深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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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位置等，钻孔深度大于100m,一个注浆孔一般分为2-3个注浆段，每个注浆段约33m,注浆

压力大于25MPa,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调整，采用后退式分段注浆，注浆孔钻设完成后，连接注

浆管，将注浆用封孔器11和注浆花管12送到指定封孔位置，为防止注浆过程中漏浆，封孔器

11采用串联方式连，封孔器11长度一般为0.3-0.5m,封孔器11为自胀式橡胶封孔器11，采用

4层钢丝特制，耐压强度大于25MPa。连接封孔器11后进行注浆。当该注浆段完成注浆后，卸

下注浆管，后退进行第二段注浆，依次完成各段注浆。注浆过程中从下到上，隔排注浆。注浆

前首先根据工作面瓦斯抽采孔布置情况，首先优先利用超前地质影响段的瓦斯抽放孔7，利

用现有的瓦斯抽放孔7进行注浆，瓦斯抽放后，瓦斯抽放孔7往往出现蹋孔现象，首先利用水

泥水玻璃双液浆对瓦斯抽放孔7进行注浆护壁，充满瓦斯抽放孔7，待浆液初凝24小时后，在

原瓦斯孔位置进行钻孔注浆，大大降低注浆孔钻进进尺。

[0040] 步骤140，根据高压预注浆钻孔参数进行两巷注浆。

[0041] 两巷通常包括：运输巷1、回风巷2。

[0042] 通过对不同层位的煤岩裂隙体进行注浆加固，恢复裂隙煤岩体及地质构造的完

整，改善煤岩体物理力学性能，达恢复围岩的整体性、提高破碎煤岩体稳定性，降低对生产

的影响，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该方法安全可靠，简单有效，且成本较低。

[0043] 接下来，通过一个具体的实例来对该大型地质构造裂隙煤岩体超深孔高压两巷预

注浆方法进行详细描述，以增加对该方法的认识和理解：

[0044] 实例1：煤矿采煤工作面呈矩形，煤层平均厚度5.8m，采高3.0m，含夹矸一层，厚度

为0.34m。工作面煤层倾角0°～7°，煤层普氏硬度为0.98。工作面回采期间的绝对瓦斯涌出

量为39.49m3/min。工作面前方存在大型陷落柱aXn9，东西方向长65.8米，南北方向长35.5

米，不具有导水性，陷落柱东边界距皮顺西帮6米，北边界距切眼南帮246米陷落柱较为破

碎，工作面测试的最大水平主应力值为12.5MPa，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为 最小

水平主应力为6.95MPa，垂直主应力为9.58MPa，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为 煤层

平均强度为13.78MPa，陷落柱将对工作面正常回采及设备造成严重影响。

[0045] 首先根据采煤工作面柱状图，现场钻孔窥视结果，采煤工作面中大型地质构造陷

落柱产状、煤层倾角等，在两巷布置水泥布置两排注浆孔，钻孔间距3m，注浆孔布置以底板

为基准，距离底板1.4m和1.8m。钻孔深度70m。注浆钻孔水平方向全部垂直于巷帮煤壁，水平

转角0°。距离底板1.4m、1.8m处注浆钻孔仰角分别为7°和8°59′。钻孔过程中利用保直钻进

工艺对注浆孔与裂隙煤岩体的相对位置进行调整，注浆利用原有的瓦斯抽放孔，如果塌孔

严重。在孔口埋入孔口管，进行孔内注浆护壁(造壁)。护壁注浆结束，待浆液初凝后，抽出孔

口管。采用分段后退式高压注浆。由孔底向孔口分三段注浆，孔底向外第一段注浆孔长度

25m，第二段注浆孔段长度25m，第三段20m。塌孔护壁注浆压力3～5MPa，注满原钻孔，注浆压

力25～30MPa。

[0046] 中上部布置一排化学注浆孔，钻孔间距4m，注浆孔布置以底板为基准，距离底板

1.8m。钻孔深度70m。注浆钻孔水平方向全部垂直于巷帮煤壁，水平转角0°，注浆钻孔仰角9°

26′。所有钻孔采用分段后退式高压注浆。由孔底向孔口分三段注浆，孔底向外第一段注浆

孔长度25m，第二段注浆孔段长度25m，第三段20m。各注浆段孔内下射浆管，封孔器置于注浆

段孔口侧末端，每次封孔用两个封孔器，第一阶段封孔器位置距孔口45m，第二阶段封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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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孔口20m，第三阶段封孔器距孔口3m。化学注浆压力10～12MPa。最终通过中下部和中上部

的注浆孔，对工作面陷落柱影响区域进行主讲加固，煤岩体恢复了完整，降低了应力集中系

数，保证了工作面的正常回采及设备安全。

[004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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