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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断面隧道穿煤系地层段的施工方法及

封孔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超大断面隧道穿煤系地

层段的施工方法及封孔结构，该方法包括水力压

裂和瓦斯抽采的步骤，水力压裂采用布设在同一

区域的压裂机组依次对多个压裂孔进行集中压

裂，在压裂前确定煤系地层段集中压裂的集中次

数和一次集中压裂的至少两个待穿越煤层，以及

瓦斯突出煤层和一次集中的钻孔位置及深度；瓦

斯抽采包括两个以上煤层的集中抽采，以及对即

将采掘煤层的单独抽采。封孔结构通过封孔装置

形成，封孔装置的压裂管里端形成有花管段，花

管段分成花管里段和花管外段，花管外段的外壁

上缠绕有至少一层纱布；封孔段由水泥浆固化段

和聚氨酯密封段构成。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掘

进方法可确保隧道掘进快速、安全通过煤系地层

段；封孔结构的封孔效果好、承压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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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大断面隧道穿越煤系地层段的施工方法，包括水力压裂和瓦斯抽采的步骤，

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力压裂采用布设在隧道同一区域的压裂机组依次对多个压裂孔进行集中压裂，

在压裂前，根据待穿越煤系地层段的地勘资料，确定煤系地层段集中压裂的集中次数一次

集中压裂的至少两个待穿越煤层，并在一次集中水力压裂的待穿越首个煤层10m～12m的第

一设定距离处，对待穿越煤层进行精探，以获得各待揭煤层厚度和相邻煤层间距的准确参

数，以及各待揭煤层的瓦斯放散速度和压力的瓦斯突出参数；根据瓦斯突出参数确定瓦斯

突出煤层和一次集中水力压裂的压裂钻孔位置及深度，并对压裂钻孔进行施钻和封孔；

所述瓦斯抽采包括水力压裂后对两个以上煤层的集中抽采，以及在隧道掘进至任一煤

层5m～6m的第二设定距离处对即将采掘的待掘煤层的单独抽采；

所述单独抽采还包括在隧道掘进至即将采掘的待掘煤层2.5m～3.5m的第三设定距离

处进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大断面隧道穿越煤系地层段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瓦斯抽采后还包括瓦斯突出参数检测，以判断隧道是否可进行安全掘进；是，则继续掘进；

否，则继续抽采，并通过瓦斯突出参数检测再次判断隧道是否可进行安全掘进。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大断面隧道穿越煤系地层段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在隧道掘进至煤层揭开时，在煤层内施工瓦斯突出参数预测用的顺层煤层预测钻孔，通

过顺层煤层预测钻孔进行煤层瓦斯突出参数预测，并判断隧道是否可进行安全揭煤，是，则

继续揭煤至穿越本煤层；否，则进行瓦斯抽采，并再次进行煤层瓦斯突出参数预测和是否可

进行安全揭煤判断。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超大断面隧道穿越煤系地层段的施

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多个压裂孔中至少一个的封孔段具有穿过其中的一个煤层的

部分。

5.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超大断面隧道穿越煤系地层段的施

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隧道穿越煤系地层段的掘进过程中，还包括对煤系地层段的煤

体和岩体分段进行超前支护处理，该超前支护包括在煤系地层段的煤岩体钻孔内置入钢

管，采用水泥灌浆进行固结，多个钢管在隧道中上部和侧帮的开挖轮廓控制线外的设定区

域内形成棚式超前支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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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断面隧道穿煤系地层段的施工方法及封孔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超大端面隧道掘进技术，特别是一种超大断面隧道穿煤系地层段

的施工方法以及用于该方法中的水力压裂钻孔封孔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穿越含瓦斯地层修筑隧道的情况越来越多，高瓦斯隧

道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虽然目前国内施工的瓦斯隧道多以高瓦斯为主，但存在瓦斯突出、有

瓦斯突出现象的较少，一般采用常规煤矿巷道掘进的办法，施工速率低，工期较长。据不完

全统计，国内涉及有煤与瓦斯突危险的隧道有发耳公路隧道、乌蒙山铁路隧道等，但未完全

形成一套关于煤与瓦斯突隧道施工的工艺方法，国外瓦斯隧道施工可借鉴的经验较少。为

此，需要一种安全、快速通过煤系地层段的施工技术。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第一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超大断面隧道穿煤系地层段

的施工方法，通过在同一区域对多个煤层进行一次集中多次压裂的方式，减少压裂设备转

移次数，显著减少压裂准备工作量，从而提高隧道掘进效率，为快速通过煤系地层段打下良

好基础；并通过在距待掘煤层至少两个设定的距离处进行瓦斯抽采和安全掘进的判断，确

保隧道掘进安全。本发明的第二目的是提供一种超大断面隧道穿越多煤层的集中水力压裂

钻孔封孔结构，形成该封孔结构的压裂钻孔，其封孔速度快、封孔牢固、密封效果好，可方

便、可靠的实现集中水力压裂，利于提高隧道掘进效率，为快速通过煤系地层段提供可靠保

障。

[0004] 为实现第一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超大断面隧道穿煤系地层段的施工方法，包括水力压裂和瓦斯抽采的步骤，

[0006] 所述水力压裂采用布设在隧道同一区域的压裂机组依次对多个压裂孔进行集中

压裂，在压裂前，根据待穿越煤系地层段的地勘资料，确定煤系地层段集中压裂的集中次数

一次集中压裂的至少两个待穿越煤层，并在一次集中水力压裂的待穿越首个煤层的第一设

定距离处，对待穿越煤层进行精探，以获得各待揭煤层厚度和相邻煤层间距的准确参数，以

及各待揭煤层的瓦斯放散速度和压力的瓦斯突出参数；根据瓦斯突出参数确定瓦斯突出煤

层和一次集中水力压裂的压裂钻孔位置及深度，并对压裂钻孔进行施钻和封孔；

[0007] 所述瓦斯抽采包括水力压裂后对两个以上煤层的集中抽采，以及在隧道掘进至任

一煤层的第二设定距离处对即将采掘的待掘煤层的单独抽采。

[0008]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的本发明，通过在同一区域对多个煤层进行一次集中多次压裂

的方式，减少压裂设备转移次数，显著减少压裂准备工作量，从而提高隧道掘进效率，为快

速通过煤系地层段打下良好基础；并通过在距待掘煤层至少两个设定的距离处进行瓦斯抽

采和安全掘进的判断，确保隧道掘进安全。

[0009] 优选的，所述单独抽采还包括在隧道掘进至距即将采掘的待掘煤层的第三设定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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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处进行。进一步提高隧道掘进的安全性。

[0010]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第三设定距离为2.5～3.5m。进一步提高掘进安全性的可靠

性。

[0011] 优选的，所述瓦斯抽采后还包括瓦斯突出参数检测，以判断隧道是否可进行安全

掘进；是，则继续掘进；否，则继续抽采，并通过瓦斯突出参数检测再次判断隧道是否可进行

安全掘进。借鉴煤矿汗液中含瓦斯煤层开采的瓦斯突出判断标准和方法，确保掘进的安全

性。

[0012] 优选的，还包括在隧道掘进至煤层揭开时，在煤层内施工瓦斯突出参数预测用的

顺层煤层预测钻孔，通过顺层煤层预测钻孔进行煤层瓦斯突出参数预测，并判断隧道是否

可进行安全揭煤，是，则继续揭煤至穿越本煤层；否，则进行瓦斯抽采，并再次进行煤层瓦斯

突出参数预测和是否可进行安全揭煤判断。以在揭开煤层后再次进行安全掘进判断，确保

隧道在煤层掘进过程中的安全性。

[0013] 优选的，所述第一设定距离为10～12m；所述第二设定距离处为5～6m。以获得煤层

厚度和瓦斯突出的准确数据，并未隧道掘进安全提供保障。

[0014] 优选的，所述的多个压裂孔中至少一个的封孔段具有穿过其中的一个煤层的部

分。以在压裂时对目标煤层进行压裂，且确保一次集中至少对两个目标煤层进行分次压力，

减少集中次数和压裂准备工作量，提高隧道掘进效率。

[0015] 优选的，在所述隧道穿越煤系地层段的掘进过程中，还包括对煤系地层段的煤体

和岩体分段进行超前支护处理，该超前支护包括在煤系地层段的煤岩体钻孔内置入钢管，

采用水泥灌浆进行固结，多个钢管在隧道中上部和侧帮的开挖轮廓控制线外的设定区域内

形成棚式超前支护结构。以防止掘进过程中岩体或煤岩体因松软而垮塌，进一步确保掘进

安全。

[0016] 为实现第二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17] 一种超大断面隧道穿越多煤层的集中水力压裂钻孔封孔结构，包括与一次集中压

裂次数对应相等的多个压裂钻孔，各个压裂钻孔内对应设置一封孔装置，并通过对应的封

孔装置形成封孔结构，封孔装置由煤层顶板方向伸入对应煤层，封孔装置包括压裂管、灌浆

管，压裂管里端形成有设定长度的花管段，花管段通过马尾巴形阻浆结构的捆扎部分隔成

花管里段和花管外段，花管里段用于水力压裂出水，花管外段的外壁上缠绕有至少一层纱

布；马尾巴形阻浆结构通过捆扎在压裂管上的棉纱或纤维织物条形成，并位于煤层顶板内，

封孔段由水泥浆固化段和聚氨酯密封段构成。

[0018] 采用前述技术方案的封孔结构，可实现多个煤层的一次集中分次压裂，形成封孔

结构的封孔装置结构简单，封孔方便，封孔段密封效果好，承压能力强。其中，花管里段用于

压裂水出水，花管段外段用于水泥浆沥水；马尾巴及纱布具有透水和阻砂作用，利于阻止水

泥浆流向钻孔里端的煤层和压裂管内，并有利于马尾巴及花管外段附近的水泥浆加速固

化。封孔装置置入钻孔时，最好将压裂管和灌浆管通过管夹等固定件固定在一起，以提高操

作的方便性。同时，利用纱布的软质特性，高压水泥浆可对花管里段花管孔部分填充形成孔

塞，可提高压裂管与水泥浆密封段之间结合的牢固性。

[0019] 优选的，所述马尾巴形阻浆结构长度至少1米，压裂管的捆扎部处焊接有马尾巴形

阻浆结构捆扎用多个防滑钉或防滑齿；所述花管外段长度至少1米；所述聚氨酯封孔段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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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1.5米。以确保封孔段具有不低于35MPa的承压能力。

[002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是，掘进方法可确保隧道掘进快速、安全通过

煤系地层段；封孔结构的封孔效果好、承压能力强。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应用本发明方法进行隧道掘进中，隧道所穿越的煤系地层中由勘探资料确

定的多个煤层真厚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方法中一次集中多个压裂孔的分布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方法中超前支护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封孔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并不因此将本发明限制在所述的实施

范围之中。

[0026] 实施例1，一种超大断面隧道穿煤系地层段的施工方法，包括水力压裂和瓦斯抽采

的步骤，该方法用于在某设计穿越K1～K9共9个煤层的隧道掘进，按地质勘测结果的K1～K9

煤层真厚与间距，如图1所示，其中厚度和间距单位为m。

[0027] 根据前述待穿越煤系地层段的地勘资料，确定煤系地层段的9个煤层采用两次集

中压裂的方式对多个煤层进行分次压裂，其中，第一次集中压裂对K9～K4煤层，第二次集中

压裂对K3～K1煤层进行。

[0028] 在隧道开挖工作面至距K9和K3煤层顶板最小垂直距离10m时，分别通过钻孔取样

分析获得K9～K1煤层平均煤层真厚分别为0.94m、0.82m、0.71m、0m、2.60m、1.65m、0.1m、

1 .21m、0 .35m；K9与K8煤层间距为1.87m，K8与K7煤层间距为2.41m，K7与K5煤层间距为

13.3m，K5与K4煤层间距为0.7m，K4与K3煤层间距为7.49m，K3与K2煤层间距为25.72m，K2与

K1煤层间距为6.95m；其中，K6煤层厚度为0，即非煤层，K3煤层厚度为0.1米薄化为煤线可忽

略不计，并通过对穿过的所有煤层进行取样，采用DGC瓦斯含量快速测定仪测定煤层原始瓦

斯含量，反算瓦斯压力；采用WFC-2型瓦斯放散初速度自动测定仪、捣碎筒、计量筒、天平等

仪器对ΔP、f值进行测定；且取芯过程中对煤层的破坏类型进行分析。以确定所在工区是否

为瓦斯突出工区。具体根据《铁路瓦斯隧道技术规范》的相关要求，瓦斯隧道只要有一处有

突出危险，该处所在的工区即为瓦斯突出工区。判定为瓦斯突出须同时满足下列4个指标：

(1)瓦斯压力P≥0.74MPa；(2)瓦斯放散初速度△P≥10；(3)煤的坚固性系数f≤0.5；(4)煤

的破坏类型为Ⅲ类及以上。判断过程中，由于瓦斯压力测定周期较长，根据《防治煤与瓦斯

突出规定》的要求，采取实测瓦斯含量及工业性分析结果等资料来反算瓦斯压力。得到K9、

K5、K4和K2为突出煤层，其余均为非突出煤层。继而，确定第一次集中压裂分别对K9、K8、K7、

K5、K4煤层压裂，并钻进三个压裂孔分别为1#、2#和3#，如图2所示，1#压裂孔由K9煤层顶板

方向穿过K9、K8、K7、K5煤层钻至K4煤层，2  #压裂孔由K9煤层顶板方向穿过K9、K8、K7煤层钻

至K5煤层，3#压裂孔由K9煤层顶板方向穿过K9和K8煤层钻至K7煤层；由于K9与K8和K8与K7

煤层间距较小，此时，将K9、K8和K7视为同一煤层。按确定的三个压裂孔由隧道掘进的掌子

面进行钻进，钻孔完成后进行封孔，其中，1#压裂孔封孔至K4煤层顶板，2#压裂孔封孔至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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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顶板，3#压裂孔封孔至K9煤层顶板，且确保封孔段的承压不小于35MPa。

[0029] 瓦斯抽采包括水力压裂后对K9、K8、K7、K5和K4四个煤层的集中抽采，以及在隧道

掘进至距K9、K5和K4中任一煤层的5～6m处对即将采掘的待掘煤层的单独抽采，其中，单独

抽采还包括在隧道掘进至距即将采掘的K9、K5和K4待掘煤层的2.5～3.5m处进行。瓦斯抽采

后还包括瓦斯突出参数检测，以判断隧道是否可进行安全掘进；是，则继续掘进；否，则继续

抽采，并通过瓦斯突出参数检测再次判断隧道是否可进行安全掘进。

[0030] 在隧道掘进至K9、K5和K4煤层揭开时，在煤层内施工瓦斯突出参数预测用的顺层

煤层预测钻孔，通过顺层煤层预测钻孔进行煤层瓦斯突出参数预测，并判断隧道是否可进

行安全揭煤，是，则继续揭煤至穿越本煤层；否，则进行瓦斯抽采，并再次进行煤层瓦斯突出

参数预测和是否可进行安全揭煤判断。

[0031] 如图3所示，在所述隧道穿越煤系地层段的掘进过程中，还包括对煤系地层段的煤

体和岩体分段进行超前支护处理，该超前支护包括在煤系地层段的煤岩体钻孔9内置入无

缝钢管，采用水泥灌浆进行固结，多个无缝钢管在隧道中上部和侧帮的开挖轮廓控制线外

的设定区域内按内外两排交错分布，并形成棚式超前支护结构。且在该超前支护中，无缝钢

管在遇煤层时具有穿出煤层至少1.0m的部分；钻孔9直径为89mm，无缝钢管的通径为50mm，

同一排的相邻钻孔9间距为0.6～0.8m，两排钻孔9的排间距为0.25～0.40m。

[0032] 由于K3薄化为煤线，K1为非突出煤层，因此，第二次集中压裂仅需对K2煤层进行压

裂增透，因此，在隧道掘进至距K2设定10m时，施工压裂钻孔，并封孔后压裂增透，并对K2和

K1层进行集中抽采，在隧道掘进至距K2煤层的5～6m处和2.5～3.5m处进行，分别进行两次

瓦斯抽采，瓦斯抽采后还包括瓦斯突出参数检测，以判断隧道是否可进行安全掘进；是，则

继续掘进；否，则继续抽采，并通过瓦斯突出参数检测再次判断隧道是否可进行安全掘进。

[0033] 在隧道掘进至K2煤层揭开时，在煤层内施工瓦斯突出参数预测用的顺层煤层预测

钻孔，通过顺层煤层预测钻孔进行煤层瓦斯突出参数预测，并判断隧道是否可进行安全揭

煤，是，则继续揭煤至穿越本煤层；否，则进行瓦斯抽采，并再次进行煤层瓦斯突出参数预测

和是否可进行安全揭煤判断。

[0034] 实施例2，参见图4，一种超大断面隧道穿越多煤层的集中水力压裂钻孔封孔结构，

包括与一次集中压裂次数对应相等的多个压裂钻孔1，各个压裂钻孔1内对应设置一封孔装

置，并通过对应的封孔装置形成封孔结构，封孔装置由煤层顶板2方向伸入对应煤层3，封孔

装置包括压裂管4、灌浆管5，压裂管4里端形成有设定长度的花管段4a，花管段4a通过马尾

巴6用捆扎部分隔成花管里段和花管外段，花管里段用于水力压裂出水，花管外段的外壁上

缠绕有至少一层纱布；马尾巴6通过捆扎在压裂管4上的棉纱或纤维织物条形成，并位于煤

层顶板2内，封孔段由水泥浆固化段7和聚氨酯密封段8构成。

[0035] 其中，马尾巴6长度至少1米，压裂管4的捆扎部处焊接有马尾巴6捆扎丝紧固用挂

钉；花管外段长度至少1米；聚氨酯封孔段8长度至少1.5米。

[0036] 以上虽然结合了附图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但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也可以

意识到对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内作出各种变化或修改，这些修改和变化应理解为是在本发

明的范围和意图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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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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