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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分层膏体充填复采特厚

煤层残采区停采线煤柱的方法，包括：①根据矿

井资料确定特厚煤层的厚度，并确定每一分层的

开采厚度；②对原工作面采空区进行综合探测，

排除存在的安全隐患；③对特厚煤层停采线煤柱

上部分层煤层进行巷道掘进；④封堵特厚煤层原

有回采巷道的尽头；⑤对每一分层煤层进行充填

开采。本发明减少了特厚煤层停采线煤柱的压煤

量，减少了煤炭资源的浪费，充分释放了煤炭资

源的潜力，提高了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缓解煤

炭企业的资源压力，延长了矿井及矿区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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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层膏体充填复采特厚煤层残采区停采线煤柱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根据矿井资料确定特厚煤层的煤层厚度，进行分层，并确定每一分层的开采厚度；

步骤（1）中，每一分层煤层的厚度为3～5m，且每一分层煤层均采用综采一次采全高充

填采煤法，即一次开采该分层的全部煤厚并使用膏体充填材料管理后部采空区的方法；

（2）对原工作面采空区进行综合探测，排除存在的安全隐患；

对特厚煤层后部原采空区进行综合探测包括：探测采空区瓦斯含量、探测采空区积水

量和注入阻燃剂防止煤层自燃；

探测采空区瓦斯含量的方法包括物探或钻探，并及时注入氮气以驱散采空区有害气

体；

探测采空区积水量的方法包括物探、钻探或化探中的一种，若采空区积水含量高则要

疏排采空区积水；

（3）对特厚煤层停采线煤柱上部的分层煤层进行巷道掘进；

上部每一分层煤层在巷道掘进时要在巷道掘进工作面进行探测工作，使得巷道掘进工

作面与原工作面采空区留有2～3m的隔离煤柱；

（4）对特厚煤层原有回采巷道靠近原工作面采空区的位置进行封堵，同时对原回采巷

道加强支护；

（5）选取充填膏体，依次对每一分层煤层进行充填开采；上分层煤层在充填回采的过程

中，要为其下部分层煤层铺设人工假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层膏体充填复采特厚煤层残采区停采线煤柱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3）中，各分层回采巷道采用内错式布置方式，相邻两层的回采巷道之间的距

离为d，内错距离d为3～5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层膏体充填复采特厚煤层残采区停采线煤柱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4）中，封堵材料采用矸石或砖块砌筑，并在表面喷射料浆或涂抹黄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层膏体充填复采特厚煤层残采区停采线煤柱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5）中，人工假顶采用菱形金属网假顶，网孔尺寸为20mm×20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层膏体充填复采特厚煤层残采区停采线煤柱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充填膏体按照质量百分比为：煤矸石：粉煤灰：水泥：减水剂：水＝45％—55％：

15％—20％：10％—15％：3％—5％：15％—25％的比例，配制成质量浓度为75％—85％的

充填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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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层膏体充填复采特厚煤层残采区停采线煤柱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分层膏体充填复采特厚煤层残采区停采线煤柱的方法，属于煤矿

开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我国每年45%以上的煤炭产量为厚煤层源的过程中，煤炭资源往往以煤柱的

形式被遗留井下。随着近些年来无煤柱护巷技术的发展，区段煤柱所带来煤炭损失严重的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是关于停采线煤柱所带来煤炭损失严重的问题还有待解决。

[0003] 现有可用资源日渐枯竭，能源需求日趋紧张，煤炭作为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遗留

的煤柱若不借助现有巷道布置系统采出，以后再进行二次采出将花费巨大的代价，有些甚

至永久遗弃在井下，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因此，复采现有停采线煤柱对延长矿区或矿井的

寿命，提高资源的回采率，缓减企业压力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塔山煤矿8105工作面

为例，停采线煤柱宽度达230m，造成煤炭资源的极大浪费，但是停采线煤柱的留设宽度又将

直接影响到主要巷道在使用期间的稳定性、可靠性，因而亟待找到一种对特厚煤层停采线

煤柱复采的方法。

[0004] 特厚煤层停采线煤柱的复采相对于普通工作面回采，具有安全难保证、成本高等

问题，具体技术难点在于：

[0005] （1）煤柱靠经采空区一侧煤层的自燃：由于特厚煤层工作面回采完毕，煤柱靠近采

空区一侧的残留浮煤较多，浮煤逐渐氧化，自燃发火倾向增加，影响护巷煤柱复采的安全生

产。

[0006] （2）煤柱靠近采空区一侧瓦斯的集聚：由于特厚煤层工作面回采完毕，采空区封

闭，采空区后部受到顶板自然垮落且重新压实，使得煤柱靠近采空区一侧的瓦斯大量集聚，

影响护巷煤柱复采的安全生产。

[0007] （3）煤柱复采过程中主要巷道的使用安全：由于停采线煤柱的留设是为了维护主

要巷道在矿井使用期间的安全性，因此要保证在停采线煤柱复采过程中的主要巷道的使用

安全。

[0008] 目前对复采特厚煤层长壁式采煤法遗留停采线煤柱的研究较少，往往都是集中在

中厚煤层房式采煤法遗留煤柱的回收方面。针对大巷煤柱的回收，能够获得的现有技术如

中国专利：CN105888665A“大巷煤柱回收方案的设计方法”提供了一种大巷煤柱回收方案的

设计方法，这项发明是通过建立三维计算模型对护巷煤柱回收的初步方案进行力学分析和

验证，然后载进行安全性分析、回采率和经济效益分析，该发明只是对矿井提出的若干护巷

煤柱回收方案进行验证，而并非是具有回收煤柱的实际操作方法；再如中国专利：

CN103306720A“一种特厚煤层倾斜分层固体充填采煤方法”提供了一种针对“三下”特厚煤

层分层固体充填的采煤方法，并且按常规的固体充填采煤方法布置巷道及设备，该发明主

要是要解决“三下”压煤量过多的问题，从而提出的采煤方法。然而由于停采线煤柱留设的

特殊性，现有的特厚煤层停采线煤柱的复采还存在一些技术难题，在现有公开文献中，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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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得相关复采方法的报道。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分层膏体充填复采特厚煤层残采区停采线煤柱的方法，通过

利用原回采系统的巷道布置方式并加以掘进上分层新巷道，同时借助膏体充填的手段，实

现对生产矿井特厚煤层停采线煤柱的复采，以解决停采线煤柱煤炭损失的严重问题。

[0010]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分层膏体充填复采特厚煤层残采区停采线煤柱的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11] （1）根据矿井资料确定特厚煤层的煤层厚度，进行分层，并确定每一分层的开采厚

度；

[0012] （2）对原工作面采空区进行综合探测，排除存在的安全隐患；

[0013] 对特厚煤层后部原采空区进行综合探测包括：探测采空区瓦斯含量、探测采空区

积水量、注入阻燃剂放置煤层自燃；

[0014] （3）对特厚煤层停采线煤柱上部的分层煤层进行巷道掘进；

[0015] 上部每一分层煤层在巷道掘进时要在巷道掘进工作面进行探测工作，使得巷道掘

进工作面与原工作面采空区留有2～3m的隔离煤柱；

[0016] （4）对特厚煤层原有回采巷道靠近原工作面采空区的位置进行封堵，同时对原回

采巷道加强支护；

[0017] （5）选取充填膏体，依次对每一分层煤层进行充填开采；上分层煤层在充填回采的

过程中，要为其下部分层煤层铺设人工假顶。

[0018] 上述方案中，步骤（1）中，分层原则为每一分层煤层的厚度为3～5m，且每一分层煤

层均采用综采一次采全高充填采煤法，即采用综合机械化采煤法，一次开采该分层的全部

煤厚并使用膏体充填材料管理后部采空区的方法。

[0019] 上述方案中，步骤（2）中，要对特厚煤层后部原采空区进行综合探测以探测采空区

瓦斯含量，探测方法包括物探、钻探，并及时注入氮气以驱散采空区瓦斯等有害气体。

[0020] 上述方案中，步骤（2）中，要对特厚煤层后部原采空区进行综合探测以探测采空区

积水量，探测方法包括物探、钻探、化探，若采空区积水含量高则要对疏排采空区积水。

[0021] 上述方案中，步骤（2）中，要对特厚煤层后部原采空区注入阻燃剂，以防止特厚煤

层原工作面残留浮煤发生煤层自燃。

[0022] 上述方案中，步骤（3）中，各分层回采巷道采用内错式布置方式，相邻两层的回采

巷道之间的距离为d，内错距离d为3～5m。

[0023] 上述方案中，步骤（4）中，原有特厚煤层回采巷道的封堵位置与原工作面采空区留

有3～4m的隔离煤柱。

[0024] 上述方案中，步骤（4）中，封堵材料采用矸石或砖块砌筑，并在表面喷射料浆或涂

抹黄泥。

[0025] 上述方案中，步骤（5）中，人工假顶采用菱形金属网假顶，网孔尺寸为20mm×20mm。

[0026] 上述方案中，所述充填膏体按照质量百分比为：煤矸石：粉煤灰：水泥：减水剂：水

＝45％—55％：15％—20％：10％—15％：3％—5％：15％—25％的比例，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75％—85％的充填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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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8] （1）本发明充分利用特厚煤层原回采巷道作为最下分层煤层的回采巷道，减少巷

道掘进率，减少特厚煤层停采线煤柱复采掘进工程量。

[0029] （2）本发明采用综采一次采全高分层充填采煤法，有效地防止特厚煤层停采线煤

柱复采过程后上覆岩层的破断和垮落，从而维护生产矿井的主要巷道在使用期间的稳定

性。

[0030] （3）本发明通过对原采空区进行多次综合探测并及时采取适当方法，有效地防止

了矿井安全事故的发生，保证特厚煤层停采线煤柱复采的安全可靠。

[0031] （4）本发明减少了特厚煤层停采线煤柱的压煤量，减少了煤炭资源的浪费，充分释

放了煤炭资源的潜力，提高了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缓解煤炭企业的资源压力，延长了矿井

及矿区的寿命。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本发明停采线煤柱复采分层层数为2层的巷道布置示意图；

[0033] 图2是图1中沿A-A剖面图；

[0034] 图3是图1中沿B-B剖面图；

[0035] 图4是图1中沿C-C剖面图；

[0036] 图5是本发明停采线煤柱复采分层层数为3层的巷道布置示意图；

[0037] 图6是分层开采内错式巷道布置方式的剖面图。

[0038] 图中1：运输大巷；2：轨道大巷；3：溜煤眼；4：材料车场；5：斜巷；6：Ⅱ分层运输顺

槽；7：Ⅱ分层轨道顺槽；8：原运输顺槽；9：原轨道顺槽；10：原工作面采空区；11：Ⅲ分层运输

顺槽；12：Ⅲ分层轨道顺槽；d：内错距离。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通过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但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0040] 实施例1：

[0041] 如图1所示，某矿煤层厚度平均8.35m，煤层平均倾角3°，根据煤层厚度确定将特厚

煤层停采线煤柱分为2层，由下至上分别记作Ⅰ、Ⅱ，Ⅰ号分层煤层厚度4.5m，Ⅱ号分层煤层厚

度3.85m。

[0042] 图2~图4是图1中的剖面图，进一步说明复采巷道布置。

[0043] 对原工作面采空区10进行积水量与积气量探测。为了防止回采巷道发生突水事

故，要对原工作面采空区进行疏排水工作；为了防止瓦斯突出及煤层自燃，要对原工作面采

空区注入氮气及阻燃剂。

[0044] 封闭原工作面采空区。原运输顺槽8、原轨道顺槽9在距离后部原工作面采空区约

4m位置处，用砖块封堵原回采巷道，并用黄泥涂抹其表面，并加强该巷道的支护密度与支护

强度。

[0045] 分层联合巷道的掘进。从运输大巷1、轨道大巷2位置底板处掘进Ⅱ号分层联合溜

煤眼3、材料车场4及斜巷5。

[0046] Ⅱ号分层煤层巷道掘进。沿Ⅱ号分层煤层底部掘进Ⅱ分层运输顺槽6、Ⅱ分层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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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槽7，Ⅱ号分层煤层回采巷道与原回采巷道内错距离为5m。在巷道掘进工作面要时刻进行

探测工作，到距离后部原工作面采空区3m时停止掘进，开切眼，布置复采工作面。

[0047] Ⅱ号分层煤层的复采。对Ⅱ号分层煤层采用综采一次采全高膏体充填采煤法进行

复采，工作面所需材料通过材料车场4进入Ⅱ号分层轨道顺槽7到达工作面，工作面采出的

煤炭经Ⅱ号分层运输顺槽6到达溜煤眼3。综采设备每往前移动一个步距即对Ⅱ号分层煤层

采空区及时进行充填，充填膏体按照质量百分比为煤矸石：粉煤灰：水泥：减水剂：水＝

50％：15％：15％：5％：15％的比例，配制成质量浓度为80％的充填膏体，并通过充填管道进

行充填；同时回采过程中在采空区和回采巷道底板铺设20mm×20mm菱形金属网作为底网，

直到回采完毕。待充填膏体充分接顶凝结再进行Ⅰ号分层的复采。

[0048] Ⅰ号分层煤层的复采。在综采一次采全高充填液压支架上布置好充填管路，对Ⅰ号

分层煤层采用综采一次采全高膏体充填采煤法进行复采。综采设备每往前移动一个步距即

对Ⅰ号分层煤层采空区及时进行充填，充填膏体按照质量百分比为煤矸石：粉煤灰：水泥：减

水剂：水＝50％：15％：15％：5％：15％的比例，配制成质量浓度为80％的充填膏体，并通过

充填管道进行充填，直到回采完毕。

[0049] 通过以上步骤对特厚煤层停采线煤柱进行复采，减少了特厚煤层停采线煤柱的压

煤量，减少了煤炭资源的浪费。

[0050] 实施例2：

[0051] 如图5所示，某矿煤层厚度平均13.76m，煤层平均倾角3°，根据煤层度确定将特厚

煤层停采线煤柱分为3层，由下至上分别记作Ⅰ、Ⅱ、Ⅲ，Ⅰ号分层煤层厚度5m，Ⅱ号分层煤层

厚度5m，Ⅲ号分层煤层厚度3.76m。分层巷道整体内错式布置，Ⅲ号分层与Ⅰ号分层内错距离

约8～10m，Ⅱ号分层与Ⅰ号分层内错距离约3～5m。复采顺序由上至下分层复采，其它步骤同

上一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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