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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矿井防治水技术领域，具体涉及

一种浅埋近水平烧变岩含水层的帷幕注浆方法。

本发明要解决现有帷幕注浆中存在的钻探工程

量大、钻探费用高、钻孔不能在烧变岩中连续钻

进、效果检查孔可能有漏点、钻场占地多等问题。

提供的方法，主要包括下述步骤：（1）布置帷幕

线；（2）在帷幕线上等间距布置一排垂直孔；（3）

采用孔口封闭注浆工艺，按照钻孔序次对烧变岩

含水层进行注浆，（4）帷幕线上所有垂直孔完成

钻探和注浆后，布置1~N个近水平定向钻孔，所述

定向钻孔的水平段布置1~N层。本发明具有下述

优势：钻场占地少，钻探工程量小，钻探工程成本

低，钻场选择多，帷幕检查及补充注浆的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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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浅埋近水平烧变岩含水层的帷幕注浆方法，依次包括下述步骤：

(1)根据烧变岩补给水源与矿井采掘面的空间关系，在地面布置一条直线型帷幕线，从

平面上将矿井采掘面与补给水源隔开；

(2)在帷幕线上等间距布置一排钻孔，钻孔为垂直孔，钻孔注浆套管进入到烧变岩顶部

新鲜基岩中，裸孔段孔深钻至烧变岩底板以下新鲜基岩中；

(3)采用孔口封闭注浆工艺，按照钻孔序次对烧变岩含水层进行注浆，注浆材料采用水

泥单液浆、水泥-粉煤灰混合浆及水泥-水玻璃双液浆，注浆终止压力为4MPa，注浆终止泵量

≤60l/min，稳压时间≥30min；

(4)帷幕线上所有垂直孔完成钻探和注浆后，布置1～N个近水平定向钻孔，定向钻孔开

孔位置在帷幕线延长线上或偏出帷幕线与其垂直距离5～10m，相邻两个定向孔之间面对面

钻探或朝一个方向钻探，所述定向钻孔的水平段布置1～N层，定向钻孔的水平段平面投影

在帷幕线上，覆盖帷幕全长并超出帷幕线两端孔位各5m；每层水平段位于该层烧变岩底部

平均标高以上3m，同层各定向钻孔相邻水平段的重合搭接长度不小于5m，定向钻孔注浆套

管进入到烧变岩上部新鲜基岩中；

(5)定向钻孔的水平段钻进过程中对垂直孔注浆效果进行检验，并进行补充注浆；补充

注浆采用孔口封闭前进式分段注浆法，直至水平段全部完成钻探和注浆；

所述步骤(4)，帷幕线长度小于等于500m，布置1个定向钻孔；

所述步骤(4)，帷幕线长度超过500m，则每500m设置一个定向钻孔，超出部分增设一个；

所述步骤(4)，垂向上烧变岩的厚度小于20m，所述定向钻孔的水平段为一层；

所述步骤(4)，烧变岩厚度为15～20m的两到三倍，所述定向钻孔的水平段为双层或三

层，定向钻孔的第二层和第三层采用分支井技术，从原定向孔的造斜段中侧钻分出各分支

孔的水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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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浅埋近水平烧变岩含水层的帷幕注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矿井防治水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浅埋近水平烧变岩含水层的帷幕

注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西北地区煤层烧变岩比较发育，如新疆和陕北的部分矿区，由于煤层露头浅，

地表沟谷发育，因此煤层自燃后存在烧变岩现象。煤层燃烧顶板垮塌后，整个烧变岩内部裂

隙十分发育，当烧变岩周围存在水体如水库、湖泊、河流或其他含水层时，烧变岩裂隙会充

水，并成为强含水层。煤系地层一般为多煤层，若近水平煤层的上层煤烧变后下方仍有可采

煤层进行采掘活动，烧变岩有可能成为充水水源，威胁矿井安全和正常生产。此时要阻止烧

变岩水进入到矿井采掘系统，可在烧变岩含水层中布置一条帷幕线，对烧变岩进行帷幕注

浆，将烧变岩的补给水源隔开在帷幕以外。

[0003] 目前烧变岩中帷幕注浆的方法是在地面布置两排帷幕孔，钻孔为垂直孔，采用常

规回转钻探方法成孔并通过垂直孔进行注浆。目前这种帷幕注浆方法的缺点是：双排帷幕

钻探工程量大，钻探费用高；钻孔以垂直间断式与烧变岩层位接触，不能在烧变岩层位中连

续钻进，帷幕效果检查可能有漏点；垂直孔在烧变岩上部地层的无效进尺多；钻场钻孔施工

用地面积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浅埋近水平烧变岩含水层的帷幕注浆方法，解决现有帷幕注浆中

存在的钻探工程量大、钻探费用高、钻孔不能在烧变岩中连续钻进、效果检查孔可能有漏

点、钻场占地多等问题。

[0005] 为达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浅埋近水平烧变岩含水层

的帷幕注浆方法，依次包括下述步骤：

[0006] 1、根据烧变岩补给水源与矿井采掘面的空间关系，在地面布置一条直线型帷幕

线，从平面上将矿井采掘面与补给水源隔开。

[0007] 2、在帷幕线上等间距布置一排钻孔，钻孔为垂直孔，钻孔注浆套管进入到烧变岩

顶部新鲜基岩中，裸孔段孔深钻至烧变岩底板以下新鲜基岩中。

[0008] 3、采用孔口封闭注浆工艺，按照钻孔序次对烧变岩含水层进行注浆，注浆材料采

用水泥单液浆、水泥-粉煤灰混合浆及水泥-水玻璃双液浆等，注浆终止压力为4MPa，注浆终

止泵量≤60l/min，稳压时间≥30min。

[0009] 4、帷幕线上所有垂直孔完成钻探和注浆后，布置1～N个近水平定向钻孔，定向钻

孔开孔位置可在帷幕线延长线上或偏出帷幕线与其垂直距离为5～10m，相邻两个定向孔之

间既可以面对面钻探也可以朝一个方向钻探，所述定向钻孔的水平段布置1～N层，定向钻

孔的水平段平面投影在帷幕线上，覆盖帷幕全长并超出帷幕线两端孔位各5m；每层水平段

位于该层烧变岩底部平均标高以上2～3m，同层各定向钻孔相邻水平段的重合搭接长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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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5m，定向钻孔注浆套管进入到烧变岩上部新鲜基岩中。

[0010] 5、定向钻孔的水平段钻进过程中对垂直孔注浆效果进行检验，并进行补充注浆。

补充注浆采用孔口封闭前进式分段注浆法，注浆材料为水泥浆，注浆终止标准同步骤3，直

至水平段全部完成钻探和注浆。

[0011] 上述步骤4，帷幕线长度小于等于500m，布置1个定向钻孔。

[0012] 上述步骤4，帷幕线长度超过500m，则每500m设置一个定向钻孔，超出部分增设一

个。

[0013] 上述步骤4，若垂向上烧变岩的厚度小于15～20m，所述定向钻孔的水平段为一层。

[0014] 上述步骤4，若烧变岩厚度为15～20m的两到三倍，所述定向钻孔的水平段为双层

或三层，定向钻孔的第二层和第三层采用分支井技术，从原定向孔的造斜段中侧钻分出各

分支孔的水平段。

[0015] 本发明在现有钻探技术的基础上，提出了单排垂直孔加定向水平孔的帷幕注浆方

法，在帷幕墙体厚度能满足水压的前提下，本方法的优点如下：

[0016] 1)钻场占地少，钻场选择多

[0017] 采用常规的双排帷幕法，还需要再施工整整一排帷幕垂直孔，垂直孔钻孔数量为

几十甚至上百个，钻场占地面积大，采用本发明方法，只需要几个定向钻孔即可完成全部效

果检查及补充注浆工作，比较之下，本发明钻场占地面积远远少于垂直孔。采用方法，定向

钻孔的开孔位置可以不放在帷幕线上，可在帷幕左右两侧一定范围布置钻场，能够避开恶

劣地形、树木花草及人工构筑物，钻场的选择余地多。

[0018] 2)钻探工程量小

[0019] 取垂直孔间距为10m，烧变岩厚度为20m，垂直孔的深度为80m，定向钻孔在烧变岩

中钻进10m，垂直孔要施工80m深，且80m钻孔中每个钻孔都需要下孔口管，虽近定向钻孔有

一段造斜段，但造斜段长度远小于稳斜后的水平段长度，因此即使定向钻孔加上造斜段，钻

探工程量也远远小于垂直孔。

[0020] 3)钻孔有效进尺段比例高

[0021] 垂直孔除了在烧变岩层位中的垂直段外，其余绝大部分在烧变岩顶部岩层中，而

定向钻孔除了开孔和造斜段，钻孔绝大部分在烧变岩中连续钻进，钻孔有效进尺段长，有效

进尺段比例高，且烧变岩埋深越大，有效进尺段比例越高。

[0022] 4)钻探工程成本低

[0023] 由于垂直孔的钻探工程量远大于定向钻孔，虽定向钻孔的每延米单位成本高于普

通垂直孔，但总体比较，定向钻孔的施工成本要低于垂直孔。随着定向钻探技术的不断发

展，定向钻孔的施工成本将越来越低，两者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0024] 5)帷幕检查及补充注浆的效果好

[0025] 常规的双排帷幕是垂直钻探和垂直注浆方式，第一排帷幕完成后，钻孔之间可能

会出现浆液未扩散到、未搭接好的漏水间隙，定向钻孔在单排垂直孔的基础上，从水平维度

揭露烧变岩，能连续多回次在烧变岩层位中水平段进，后续水平段钻进中能不断对前序水

平段的注浆效果进行检查并补充注浆，比起垂直孔以垂直间断式与烧变岩层位接触，本发

明帷幕检查及补充注浆的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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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烧变岩帷幕注浆工程钻孔平面示意图；

[0027] 图2是烧变岩帷幕注浆工程沿帷幕线方向剖面示意图；

[0028] 图3是烧变岩帷幕注浆工程垂直帷幕线方向剖面示意图；

[0029] 图4是烧变岩帷幕工程定向水平孔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工作面，2.水库，3.垂直孔，4.定向钻孔钻场，5.定向钻孔，6.定向钻孔一

开孔口管，7.定向钻孔二开套管，8.定向钻孔三开裸孔段，9.定向钻孔造斜段，10.定向钻孔

水平段，11.工作面煤层，12.工作面煤层顶板，13.烧变岩底板新鲜基岩，14.烧变岩，15.烧

变岩顶板新鲜基岩，16.基岩风化带，17.土层，18.风积沙，19.烧变岩含水层水位，21.工作

面切眼，22.工作面巷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32] 陕北矿区某矿为侏罗系延安组煤层，地质构造简单，煤层倾角小，为近水平煤层，

因地表沟壑发育埋深浅，井田内多层煤均有烧变现象。主采煤层中4-2煤平均厚度约3.63m，

井田中部4-2煤烧变后烧变岩与水库直接接触，4-2煤下面5-2煤为未烧变的完整煤层。根据烧

变岩露头观测，4-2煤烧变岩平均厚度约15～20m，受水库水补给富水性强。4-2煤底板下距5-2

煤约75m，5-2煤厚度约6m，5-2煤工作面回采后导水裂隙带会发育至4-2煤烧变岩，4-2煤火烧区

烧变岩中的水对下部5-2煤工作面安全的威胁很大。为了5-2煤工作面安全回采，需要在其顶

板4-2煤烧变岩中做一道注浆帷幕，通过注浆将烧变岩补给水源切断，将水库水阻拦在帷幕

之外。根据工作面布置和地形地质条件，帷幕为直线形帷幕。

[0033] 参见 图2、3、4，注浆工作区的地层自工作面所回采的5-2煤往上依次为：5-2煤11、5
-2煤煤层顶板12、烧变岩底板新鲜基岩13、4-2煤烧变岩14、烧变岩顶板新鲜基岩15、基岩风

化带16、土层17、风积沙18，烧变岩14含水层中的有水位19。

[0034]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浅埋近水平烧变岩含水层的帷幕注浆方法，具体包括下述步

骤：

[0035] 1、参见图1，根据4-2煤烧变岩14的补给水源水库2与矿井工作面1之间的空间关系，

在地面布置一条直线型帷幕线，将工作面1与水库2隔开。

[0036] 2、在帷幕线上按10m间距布置一排垂直孔3，钻孔3开口孔径为Φ153㎜，套管管径

为Φ127×6㎜，注浆套管要求进入到烧变岩顶部新鲜基岩15中，钻孔裸孔段孔径Φ108㎜，

孔深至烧变岩14底板以下新鲜基岩13中5m。钻探中使用普通车载或台式钻机，采用常规钻

进方法完成垂直孔3的钻探作业。

[0037] 3、施工垂直孔3，对烧变岩含水层14进行钻探和注浆，垂直孔3施工时采用跳孔穿

插的分序次注浆方法，序次共分为三序次，先隔3个孔位注一序次孔，一序次孔完成后中间

隔  1个孔位穿插钻注二序孔，二序次孔完成后再中间穿插钻注三序次孔。

[0038] 垂直孔3注浆方法为孔口封闭注浆，注浆材料采用水泥单液浆、水泥-粉煤灰混合

浆及水泥-水玻璃双液浆等，注浆终止压力为4MPa，注浆终止泵量≤60l/min，稳压时间≥

30min。

[0039] 4、帷幕线上所有垂直孔3完成钻探和注浆后，帷幕线长度为800m，在钻场4上布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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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定向钻孔5，烧变岩的厚度为15～20m，所述定向钻孔水平段10布置1层，定向钻孔5的水平

段10平面投影在帷幕线上，覆盖帷幕全段并超出帷幕外端孔位5m，上述2个定向钻孔  5的水

平段10重合搭接长度为6m。垂向上水平段10位于烧变岩底板平均高程以上2～3m处。

[0040] 帷幕线两端的钻场既可以在帷幕线延长线上，也可以在帷幕线延长线的两侧，帷

幕中部的钻场必须在距离帷幕线的垂直距离5～10m处，以使钻场中的造斜段能避开已施工

垂直孔段的套管顺利进入烧变岩层位中。相邻两个定向孔之间既可以面对面钻探也可以朝

一个方向钻探。

[0041] 本实施例给出的示意图是帷幕线两端某一侧钻场在帷幕线延长线上、中部的钻场

在距离帷幕线的垂直距离5～10m处且相邻两个定向孔之间朝一个方向施工的情况。

[0042] 采用煤矿坑道定向钻机施工定向钻孔5，钻孔5的钻孔结构为一开孔径Φ193㎜，一

开套管6为Φ168×6㎜，穿过风积沙18和土层17进入基岩风化带16；二开孔径Φ146㎜，二开

套管7为Φ127×6㎜，穿过基岩风化带16进入烧变岩14顶部新鲜基岩15中，三开孔径Φ98 

㎜，三开定向造斜段9穿过新鲜基岩15钻进至烧变岩14中，三开裸孔段8的水平段10在烧变

岩14底板平均高程2～3m处。

[0043] 5、定向钻孔5的水平段10钻进过程中对垂直孔3注浆效果进行检验，并对垂直孔3

所形成的注浆帷幕进行补充注浆。若钻进至烧变岩14中后冲洗液无消耗无漏失，则垂直孔3 

帷幕效果良好，若钻进至烧变岩14中后冲洗液消耗和漏失较大则需要补充注浆。定向钻孔 

5揭露烧变岩14中的水平段10后，采用前进式分段注浆方法，若冲洗液漏失量≥5m3/h，则起

钻进行注浆；若冲洗液漏失量＜5m3/h，则钻孔水平段10每50～100m进行一次注浆，直至水

平段10全部完成注浆。

[0044] 近水平定向钻孔5补充注浆时注浆材料为水泥浆，注浆终止压力、注浆终止泵量和

稳压时间等注浆终止参数同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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