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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留设窄煤柱防漏风工艺，
首先根据留设窄煤柱断面尺寸，
裁制若干片状防
火材料；
然后将裁制好的片状防火材料平铺，
并
进行预喷涂，
制成防漏风预制防火材料；
待防漏
风预制防火材料风干成型后，
将其铺设到窄煤柱
上；
待铺设完成后，
进行二次复喷涂，
即完成留设
窄煤柱防漏风工艺。
本发明成本低、
操作简便、
适
用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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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留设窄煤柱防漏风工艺，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
根据留设窄煤柱断面尺寸，
裁制若干片状防火材料；
步骤二：
将裁制好的片状防火材料平铺，
并进行预喷涂，
制成防漏风预制防火材料；
步骤三：
待防漏风预制防火材料风干成型后，
将其铺设到窄煤柱上；
步骤四：
待铺设完成后，
进行二次复喷涂，
即完成留设窄煤柱防漏风工艺。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留设窄煤柱防漏风工艺，
其特征在于，
预喷涂和二次复喷
涂时采用的喷涂设备包括空压机(1)、储料罐(2)、
高压管(3)以及喷头(4) ，
储料罐(2)中装
有喷涂材料，
空压机(1)和储料罐(2)之间以及储料罐(2)和喷头(4)之间均通过高压管(3)
连接。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留设窄煤柱防漏风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片状防火材料
为防火布或防火石棉网。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留设窄煤柱防漏风工艺，
其特征在于，
步骤一中裁制好的
片状防火材料高度至少大于留设窄煤柱高度40cm。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留设窄煤柱防漏风工艺，
其特征在于，
步骤三中将风干成
型后的预制防火材料铺设到窄煤柱上时，
纵向上要求上下各余20cm以上，
并通过锚杆将余
出部分固定在顶底板上，
横向上要求铺设时叠加覆盖5cm以上。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留设窄煤柱防漏风工艺，
其特征在于，
步骤三中待防漏风
预制防火材料风干成型后，
通过锚杆将其铺设到窄煤柱上。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留设窄煤柱防漏风工艺，
其特征在于，
步骤四中二次复喷
涂的位置为：
锚杆固定处、
顶底板连接处以及预制防火材料叠加覆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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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留设窄煤柱防漏风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矿山安全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留设窄煤柱防漏风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留设煤柱一直是煤矿传统的护巷方法，
以解决巷旁支护、采空区漏风自燃发
火、
瓦斯灾害以及缓解采掘接替紧张等问题。
[0003] 区段工作面之间留设宽大煤柱造成资源浪费，
煤炭回收率低，
降低了矿井服务年
限，
据统计，
我国煤矿留设宽大煤柱损失高达10％～30％；
同时区段煤柱形成高集中支承压
力，
造成临近煤层在回采时动压显现，
巷道维护困难，
支护成本高；
且宽大煤柱遗留到采空
区后易发生自然发火；
同时宽大煤柱形成应力集中带，
造成临近煤岩不能充分卸压，
不利于
瓦斯抽采。
综上所述，
采用沿空掘巷留设窄煤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手段。
[0004] 但受巷道围岩变形的影响，
留设窄煤柱易发生漏风现象，
不利用井下防灭火工作
及邻近采空区瓦斯治理。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目前留设窄煤柱后，
由于巷道变形导致的窄煤柱漏风问题，
提供一种成本低、
操作简便、
适用性强的窄煤柱防漏风工艺。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留设窄煤柱防漏风工艺，
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一：
根据留设窄煤柱断面尺寸，
裁制若干片状防火材料；
[0009] 步骤二：
将裁制好的片状防火材料平铺，
并进行预喷涂，制成防漏风预制防火材
料；
[0010] 步骤三：
待防漏风预制防火材料风干成型后，
将其铺设到窄煤柱上；
[0011] 步骤四：
待铺设完成后，
进行二次复喷涂，
即完成留设窄煤柱防漏风工艺。
[0012] 进一步地，
预喷涂和二次复喷涂时采用的喷涂设备包括空压机、
储料罐、
高压管以
及喷头，
储料罐中装有喷涂材料，
空压机和储料罐之间以及储料罐和喷头之间均通过高压
管连接。
[0013] 进一步地，
所述片状防火材料为防火布或防火石棉网。
[0014] 进一步地，
步骤一中裁制好的片状防火材料高度至少大于留设窄煤柱高度40cm。
[0015] 进一步地，
步骤三中将风干成型后的预制防火材料铺设到窄煤柱上时，
纵向上要
求上下各余20cm以上，
并通过锚杆将余出部分固定在顶底板上，
横向上要求铺设时叠加覆
盖5cm以上。
[0016] 进一步地，
步骤三中待防漏风预制防火材料风干成型后，
通过锚杆将其铺设到窄
煤柱上。
[0017] 进一步地，
步骤四中二次复喷涂的位置为：
锚杆固定处、
顶底板连接处以及预制防
火材料叠加覆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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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19] 本发明主要用于留设窄煤柱防漏风，
通过喷涂工艺制成防漏风预制防火材料，
而
后进行井下铺设，
并进行二次复喷，
既解决了井下潮湿环境喷涂材料不易风干成型的问题，
又有效解决了因巷道变形引起的窄煤柱漏风问题。
同时，
本发明同样适用于切顶沿空留巷
等防漏风处理。本发明成本低、
操作简便、
适用范围广。
[0020] 进一步地，
裁制好的片状防火材料高度至少大于留设窄煤柱高度40cm，
以便较好
的完成材料接顶、
接底处理。
[0021]
另外本发明技术施工安全可靠，
材料固化速度快、抗拉强度增长快速、粘结力强，
人工操作安全距离远。而且柔性喷涂材料的施工速度快、
材料固化速度快、
抗拉强度和粘结
强度增长快速、
施工环境友好，
无任何回弹和环境污染问题。即使在围岩动压变化导致的逐
步收敛变形时，
也不会因为开裂而影响深部围岩继续风化或失稳。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设备连接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工艺流程图。
[0024] 图中：
1-空压机；
2-储料罐；
3-高压管；
4-喷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6] 参见图1和图2，
一种留设窄煤柱防漏风工艺，
包括以下步骤：
[0027] 步骤一：
根据留设窄煤柱断面尺寸，
裁制若干片状防火材料，
所述片状防火材料为
防火布或防火石棉网；
裁制好的片状防火材料高度至少大于留设窄煤柱高度40cm。
[0028] 步骤二：
将裁制好的片状防火材料平铺，
并进行预喷涂，制成防漏风预制防火材
料；
[0029] 步骤三：
待防漏风预制防火材料风干成型后，
通过锚杆将其铺设到窄煤柱上，
其中
纵向上要求上下各余20cm以上，
并通过锚杆将余出部分固定在顶底板上，
横向上要求铺设
时叠加覆盖5cm以上；
[0030] 步骤四：
待铺设完成后，
进行二次复喷涂，
主要喷涂锚杆固定处、
顶底板连接处、
预
制防火材料叠加覆盖处，
即完成留设窄煤柱防漏风工艺。
[0031] 上述过程中预喷涂和二次复喷涂时采用的喷涂设备包括空压机1、
储料罐2、
高压
管3以及喷头4，
储料罐2中装有喷涂材料，
空压机1和储料罐2之间以及储料罐2和喷头4之间
均通过高压管3连接。
喷涂材料是一种无机复合材料，
该材料具有与煤岩体表面粘附力强、
固化物本体抗拉强度高(>3MPa)、
拉伸变形大(>30％)、
耐久性好、顶立面喷涂不流挂、表干
和硬化时间快、
绝对阻燃和抗静电等优异特点。适用于煤矿、
隧道等地下工程巷道表面快速
防护、岩巷表面支护防护以及煤岩体表面防开裂、
防漏风、
防渗漏水等应用。本发明所用喷
涂材料为环氧树脂、
科塞敷喷涂材料等。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做详细描述：
[0033] 如图1所示，
本发明所用喷涂设备连接示意图，
该套喷涂设备主要由空压机1、
储料
罐2、
高压管3、
喷头4组成。通过高压管3将空压机1、储料罐2、
喷头4依次连接，
由空压机1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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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料罐2内的喷涂材料提供压力，
喷涂材料经高压管3后由喷头4后呈雾状喷出。
喷涂材料要
求凝固后具有一定的柔韧性，
且要求防火、
防水。
[0034] 如图2所示，
首先根据留设窄煤柱断面尺寸，
裁制一定数量的防火布(或防火石棉
网等) ；
要求防火布高度至少大于煤柱高度40cm，
以便较好的完成材料接顶、
接底处理。然后
将裁制好的防火布在地面平铺，
并进行预先喷涂，
制成防漏风预制布块；
待预制布块风干成
型后，
通过锚杆将预制布块铺设到窄煤柱上；
其中纵向上要求上下各余20cm以上，
并通过锚
杆将余出部分固定在顶底板上，
横向上要求预制布块铺设时叠加覆盖5cm以上；
最后待预制
布块铺设完成后，
进行二次复喷；
主要喷涂锚杆固定处、顶底板连接处、预制布块叠加覆盖
处。该技术施工安全可靠，
材料固化速度快、
抗拉强度增长快速、
粘结力强，
人工操作安全距
离远。而且柔性喷涂材料的施工速度快、材料固化速度快、抗拉强度和粘结强度增长快速、
施工环境友好，
无任何回弹和环境污染问题。即使在围岩动压变化导致的逐步收敛变形时，
也不会因为开裂而影响深部围岩继续风化或失稳。
[00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
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显然，
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这样，
倘若本发明的
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发明权力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之内，
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
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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