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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

煤柱开采方法，包括：在复采工作面上布置掘进

巷道后，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或工作面侧进行

支护；在掘进巷道内架设充填模袋，并使填充模

袋的上边缘高于掘进巷道的高度的至少300mm；

向充填模袋内泵入充填浇筑材料，使充填模袋在

掘进巷道内形成充填隔墙，即使得复采工作面隔

离采空区。通过填充模袋的上边缘高于掘进巷道

的高度的至少300mm，使充填模袋沿掘进方向长

度可调，以适应每天不同的掘进进尺；通过充填

泵将充填浇筑材料泵入填充模袋，能够避免现有

的复采工作面多以工字钢棚支护，可提供的支护

阻力远低于充填隔墙，进而提高复采工作面生产

系统安全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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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在复采工作面上布置掘进巷道后，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或工作面侧进行支护；

在掘进巷道内架设充填模袋，并使填充模袋的上边缘高于掘进巷道的高度的至少

300mm；

向充填模袋内泵入充填浇筑材料，使充填模袋在掘进巷道内形成充填隔墙，即使得复

采工作面隔离采空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对

掘进巷道的顶板和/或工作面侧进行支护时，包括：

当掘进巷道的非工作面侧为实体煤、破碎区或老空区，掘进巷道的上部为完整顶板时，

通过锚杆和锚索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工作面侧进行支护。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对

掘进巷道的顶板和/或工作面侧进行支护时，包括：

当掘进巷道位于复采工作面的破碎区或老空区，和/或掘进巷道的顶板无法进行锚杆

和锚索支护时，通过架设工字钢棚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工作面侧进行支护。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通

过架设工字钢棚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工作面侧进行支护时，还包括：

通过在工字钢棚的外侧挂金属网，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工作面侧进行护顶，其中，金属

网与工字钢棚之间的距离为0.5-0.8m；

通过在掘进巷道内布置至少1根支柱，支撑掘进巷道的顶部的工字钢棚，并使用挡风布

或其它不燃物对掘进巷道内侧进行密闭隔离。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通

过在工字钢棚的外侧挂金属网时，还包括：

在支撑掘进巷道的顶部的工字钢棚和金属网之间设置用于对破碎区进行超前及时支

护的钻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对

掘进巷道的顶板和/或工作面侧进行支护时，包括：

当掘进巷道前方为破碎区或老空区时，在掘进巷道的内侧上方沿掘进巷道长度方向布

设用于对破碎区或老空区进行超前及时支护的钻杆，其中，钻杆的一端穿入掘进巷道的工

作面前方直至实体煤内。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掘

进巷道的内侧上方沿掘进巷道长度方向布设用于对破碎区或老空区进行超前及时支护的

钻杆时，还包括：

通过在掘进巷道的顶板和工作面侧挂金属网，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工作面侧进行护

顶；

通过在掘进巷道内布置至少1根支柱，支撑掘进巷道的顶部；

通过在掘进巷道内布置多个工字钢，支撑掘进巷道的顶部的钻杆和金属网，对掘进巷

道的内部进行临时支护。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向

充填模袋内泵入充填浇筑材料，使充填模袋在掘进巷道内形成充填隔墙时，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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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充填隔墙上部的漏风处注入充填浇筑材料或注入玻璃水，对漏风处进行密闭处

理。

9.根据权利要求1至8任一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充填浇筑材料按照质量比为水：石子：矸石粉：水泥：粉煤灰＝2-4:13-17:8-12:5-

7:0.5-1.5的比例。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充填模袋由能够柔性伸展的土工布制备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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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复采煤层开采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

开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国内复采煤层主要包括多煤层开采过程中遗留的薄煤层，中厚煤层开采过程中遗

留的顶底煤，整合矿井原小窑房式或柱式开采遗留的余煤等。遗煤复采能提高煤炭采出率，

充分挖掘煤炭资源，缓解采掘接替的紧张局面，延长衰老矿井的服务年限。复采工作面的安

全隐患在于原有煤层多为无序开采，顶板破碎，剩余煤层呈现不规则，老空区水和有害气体

积聚。复采工作面巷道掘进是复采核心技术，也是主要难题。掘进期间，由于频繁过空巷和

破碎区，巷道掘进和支护极其困难，通风线路漏风系数大，工作面煤层自燃危险性高。

[0003] 目前，复采工作面巷道通常采用梯形断面、架棚支护，顶部铺网，工艺繁琐，掘进速

度较慢。由于架棚支护存在不连续支护区域，为防止巷道与破碎老空区导通，需采取大量的

辅助工程，包括漏风监测、挂防漏风袋、注浆封堵、不燃物充填和返修巷道等。实践证明，这

些方案耗时费力，成本高，受采动影响下仍存在较高与老空区导通风险。如上所述，传统复

采技术未能有效改变或提高复采生产系统本质不安全、不稳定的特点。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之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

柱开采方法。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法，包括：

[0007] 在复采工作面上布置掘进巷道后，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或工作面侧进行支护；

[0008] 在掘进巷道内架设充填模袋，并使填充模袋的上边缘高于掘进巷道的高度的至少

300mm；

[0009] 向充填模袋内泵入充填浇筑材料，使充填模袋在掘进巷道内形成充填隔墙，即使

得复采工作面隔离采空区。

[0010] 进一步的，在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或工作面侧进行支护时，包括：

[0011] 当掘进巷道的非工作面侧为实体煤、破碎区或老空区，掘进巷道的上部为完整顶

板时，通过锚杆和锚索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工作面侧进行支护。

[0012] 进一步的，在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或工作面侧进行支护时，包括：

[0013] 当掘进巷道位于复采工作面的破碎区或老空区，和/或掘进巷道的顶板无法进行

锚杆和锚索支护时，通过架设工字钢棚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工作面侧进行支护。

[0014] 进一步的，在通过架设工字钢棚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工作面侧进行支护时，还包

括：

[0015] 通过在工字钢棚的外侧挂金属网，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工作面侧进行护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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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网与工字钢棚之间的距离为0.5-0.8m；

[0016] 通过在掘进巷道内布置至少1根支柱，支撑掘进巷道的顶部的工字钢棚，并使用挡

风布或其它不燃物对掘进巷道内侧进行密闭隔离。

[0017] 进一步的，在通过在工字钢棚的外侧挂金属网时，还包括：

[0018] 在支撑掘进巷道的顶部的工字钢棚和金属网之间设置用于对破碎区进行超前及

时支护的钻杆。

[0019] 进一步的，在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或工作面侧进行支护时，包括：

[0020] 当掘进巷道前方为破碎区或老空区时，在掘进巷道的内侧上方沿掘进巷道长度方

向布设用于对破碎区或老空区进行超前及时支护的钻杆，其中，钻杆的一端穿入掘进巷道

的工作面前方直至实体煤内。

[0021] 进一步的，在掘进巷道的内侧上方沿掘进巷道长度方向布设用于对破碎区或老空

区进行超前及时支护的钻杆时，还包括：

[0022] 通过在掘进巷道的顶板和工作面侧挂金属网，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工作面侧进行

护顶；

[0023] 通过在掘进巷道内布置至少1根支柱，支撑掘进巷道的顶部；

[0024] 通过在掘进巷道内布置多个工字钢，支撑掘进巷道的顶部的钻杆和金属网，对掘

进巷道的内部进行临时支护。

[0025] 进一步的，在向充填模袋内泵入充填浇筑材料，使充填模袋在掘进巷道内形成充

填隔墙时，还包括：

[0026] 通过在充填隔墙上部的漏风处注入充填浇筑材料或注入玻璃水，对漏风处进行密

闭处理。

[0027] 进一步的，所述充填浇筑材料按照质量比为水：石子：矸石粉：水泥：粉煤灰＝2-4:

13-17:8-12:5-7:0.5-1.5的比例。

[0028] 进一步的，所述充填模袋由能够柔性伸展的土工布制备而成。

[002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法，通过在复采工作面上布

置掘进巷道后，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或工作面侧进行支护；在掘进巷道内架设充填模袋，

并使填充模袋的上边缘高于掘进巷道的高度的至少300mm；向充填模袋内泵入充填浇筑材

料，使充填模袋在掘进巷道内形成充填隔墙，即使得复采工作面隔离采空区。通过填充模袋

的上边缘高于掘进巷道的高度的至少300mm，使充填模袋沿掘进方向长度可调，以适应每天

不同的掘进进尺；通过充填泵将充填浇筑材料泵入填充模袋，能够避免现有的复采工作面

多以工字钢棚支护，可提供的支护阻力远低于充填隔墙，进而提高复采工作面生产系统安

全可靠性。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通过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1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法开采

出的采空区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为通过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2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法开采

出的采空区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3为通过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3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法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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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采空区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中：1、充填隔墙；2、破碎区或老空区；3、锚杆；4、锚索；5、工字钢棚；6、支柱；7、钻

杆；8、金属网；9、实体煤；10、工字钢。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

法。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中的附

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更加详细的描述。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

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下面通过参考附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旨在用于解释

本发明，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

有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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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结合

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

[0035] 实施例1

[0036] 如图1所示，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法，包括：

[0037] S101、当掘进巷道的非工作面侧为实体煤9、破碎区或老空区2，掘进巷道的上部为

完整顶板时，在复采工作面上布置掘进巷道后，通过锚杆3和锚索4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工

作面侧进行支护；

[0038] S201、在掘进巷道内架设充填模袋，并使填充模袋的上边缘高于掘进巷道的高度

的至少300mm；

[0039] S301、向充填模袋内泵入充填浇筑材料，使充填模袋在掘进巷道内形成充填隔墙

1，即使得复采工作面隔离采空区。

[0040] 由于，煤矿井下巷道作业环境不稳定性，为保证安全，使填充模袋的上边缘高于掘

进巷道的高度的至少300mm，使充填模袋沿掘进方向长度可调，以适应每天不同的掘进进

尺；在通过充填泵将充填浇筑材料泵入填充模袋时，要保持填充泵在充填模袋处的出口压

力不应小于10MPa，这样可使充填隔墙具有良好的主动接顶能力。当充填隔墙1实际宽度为

1.2m、高度为4.0m时，可采用Bieniawaki提出的强度公式计算充填体的整体强度，如下所

示。

[0041]

[0042] σm取值35.4MPa，充填隔墙1宽度w，高度h，可得充填隔墙1整体强度为26.5MPa，每

米充填隔墙1提供的支护阻力大于31000kN。而现有的复采工作面多以工字钢棚支护，可提

供的支护阻力远低于充填隔墙1。

[0043] 作为一优选实施方式，在向充填模袋内泵入充填浇筑材料，使充填模袋在掘进巷

道内形成充填隔墙1时，还包括：

[0044] 通过在充填隔墙1上部的漏风处注入充填浇筑材料或注入玻璃水，对漏风处进行

密闭处理。

[0045] 作为一优选实施方式，充填浇筑材料按照质量比为水：石子：矸石粉：水泥：粉煤灰

＝2:13:8:5:0.5的比例。

[0046] 由于，充填浇筑材料中添加了成本低廉的矸石粉和粉煤灰，不但降低了充填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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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原料成本，而且在充填浇筑材料中矸石粉和粉煤灰的重量占比大于30％，该材料试

样28d终凝强度35.4MPa。

[0047] 进一步的，充填模袋由能够柔性伸展的土工布制备而成，有利于对凸凹不平的顶

板接顶。

[0048] 作为一优选实施方式，在掘进巷道内架设充填模袋时，根据掘进巷道的尺寸选择

充填模袋的尺寸，并通过对拉锚杆确保充填模袋在填充充填浇筑材料后形成充填隔墙1的

形状。

[0049] 实施例2

[0050] 如图2所示，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法，包括：

[0051] S102、当掘进巷道位于复采工作面的破碎区或老空区2，和/或掘进巷道的顶板无

法进行锚杆3和锚索4支护时，在复采工作面上布置掘进巷道后，通过架设工字钢棚5对掘进

巷道的顶板和工作面侧进行支护；

[0052] S202、在掘进巷道内架设充填模袋，并使填充模袋的上边缘高于掘进巷道的高度

的至少300mm；

[0053] S302、向充填模袋内泵入充填浇筑材料，使充填模袋在掘进巷道内形成充填隔墙

1，即使得复采工作面隔离采空区。

[0054] 当掘进巷道位于破碎区或老空区2，顶板无法进行锚杆3和锚索4支护时，采用工字

钢棚5和充填隔墙1的的永久支护，可提高复采工作面生产系统安全可靠性。

[0055] 作为一优选实施方式，在通过架设工字钢棚5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工作面侧进行

支护时，还包括：

[0056] S102-1、通过在工字钢棚5的外侧挂金属网8，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工作面侧进行

护顶，其中，金属网8与工字钢棚5之间的距离为0.5-0.8m；

[0057] S102-2、通过在掘进巷道内布置至少1根支柱6，支撑掘进巷道的顶部的工字钢棚

5，并使用挡风布或其它不燃物对掘进巷道内侧进行密闭隔离。

[0058] 进一步的，在通过在工字钢棚5的外侧挂金属网8时，还包括：

[0059] 在支撑掘进巷道的顶部的工字钢棚5和金属网8之间设置用于对破碎区2进行超前

及时支护的钻杆7。

[0060] 作为一优选实施方式，在向充填模袋内泵入充填浇筑材料，使充填模袋在掘进巷

道内形成充填隔墙1时，还包括：

[0061] 通过在充填隔墙1上部的漏风处注入充填浇筑材料或注入玻璃水，对漏风处进行

密闭处理。

[0062] 作为一优选实施方式，充填浇筑材料按照质量比为水：石子：矸石粉：水泥：粉煤灰

＝3:15:10:67:1的比例。

[0063] 作为一优选实施方式，充填模袋由能够柔性伸展的土工布制备而成。

[0064] 实施例3

[0065] 如图3所示，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法，包括：

[0066] S103、当掘进巷道前方为破碎区或老空区2时，在复采工作面上布置掘进巷道后，

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或工作面侧进行支护，在掘进巷道的内侧上方沿掘进巷道长度方向

布设用于对破碎区或老空区2进行超前及时支护的钻杆7，其中，钻杆7的一端穿入掘进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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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面前方直至实体煤内；

[0067] S203、在掘进巷道内架设充填模袋，并使填充模袋的上边缘高于掘进巷道的高度

的至少300mm；

[0068] S303、向充填模袋内泵入充填浇筑材料，使充填模袋在掘进巷道内形成充填隔墙

1，即使得复采工作面隔离采空区。

[0069] 作为一优选实施方式，在掘进巷道的内侧上方沿掘进巷道长度方向布设用于对破

碎区或老空区2进行超前及时支护的钻杆时，还包括：

[0070] S103-1、通过在掘进巷道的顶板和工作面侧挂金属网8，对掘进巷道的顶板和工作

面侧进行护顶；

[0071] S103-2、通过在掘进巷道内布置至少1根支柱6，支撑掘进巷道的顶部；

[0072] S103-3、通过在掘进巷道内布置多个工字钢10，支撑掘进巷道的顶部的钻杆7和金

属网8，对掘进巷道的内部进行临时支护。

[0073] 作为一优选实施方式，在向充填模袋内泵入充填浇筑材料，使充填模袋在掘进巷

道内形成充填隔墙1时，还包括：

[0074] 通过在充填隔墙1上部的漏风处注入充填浇筑材料或注入玻璃水，对漏风处进行

密闭处理。

[0075] 作为一优选实施方式，充填浇筑材料按照质量比为水：石子：矸石粉：水泥：粉煤灰

＝4:17:12:7:1.5的比例。

[0076] 作为一优选实施方式，充填模袋由能够柔性伸展的土工布制备而成。

[0077]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适用于复采工作面的无煤柱开采方法，通过充填墙体可隔离破

碎区和老空区，杜绝通风线路漏风问题；开发的低成本充填浇筑材料，实测终凝强度大于

35.4MPa，使得每米隔墙可提供31000kN以上的支护阻力，并具有一定的主动支撑能力；破碎

区段巷道临时支护采用“多个工字钢+支柱”，永久支护采用“工字钢棚+充填隔墙”支护，显

著提高了支护强度和掘进速度；浇筑的充填隔墙为本工作面创造了较为完整和稳定的生产

系统，同时，临近巷道可沿隔墙掘进，为下一工作面的巷道掘进创造了一侧支护条件，提前

隔离了采空区，改良了后续工作面复采条件，实现了无煤柱开采。

[0078] 最后所应说明的是，以上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

尽管参照实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其均应涵盖

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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