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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连塔煤矿隐蔽致灾因素定向钻孔探查及防治技术
张立辉ꎬ李 伟ꎬ范文胜
( 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补连塔煤矿ꎬ内蒙古 鄂尔多斯

摘

０１７２０９)

要:为预防煤矿开采过程中ꎬ各类隐蔽致灾因素探查和预防难度大而导致事故发生ꎬ将定向钻探

技术应用于补连塔煤矿各类隐蔽致灾因素探查中ꎬ利用定向钻探技术探查上覆采空区积水及进行疏
放水、工作面上覆含水层积水及进行疏放水、同煤层采空区积水及进行疏放水、探测空巷、探测断层、
探测冲刷体、掘进巷道时探测煤厚变化等ꎮ 实践结果表明:定向钻探技术可随钻随测、轨迹可控、一孔
多分支、钻进距离长、精度高、功率大、效率高ꎬ各项探查数据准确ꎬ结果可靠ꎬ可为各类隐蔽致灾因素
防治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ꎬ为相似地质条件的煤矿隐蔽灾害治理与安全生产提供借鉴ꎮ
关键词:定向钻探ꎻ隐蔽致灾ꎻ采空区ꎻ灾害防治ꎻ补连塔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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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位ꎬ致使巷道超前探测不明ꎬ影响煤矿巷道安全高效

言

近年来ꎬ随着我国煤矿井下高产高效综采技术
的全面推广ꎬ煤矿井下隐蔽致灾地质因素探查与治

理ꎬ对煤矿安全高效开采影响越来越显著 [１] ꎮ 以往

掘进ꎬ甚至可能造成煤矿透水等事故的发生 [２] ꎬ目

前煤矿井下定向钻探技术因钻孔轨迹可控制、钻孔
轨迹精确测量、钻进距离长、可精确命中靶点等优
点ꎬ在煤矿井下隐蔽致灾地质因素的探查与治理中

煤矿采用三维地震、电法、槽波等物探手段ꎬ勘探断

被广泛应用ꎮ 李泉新等 [３] 在煤矿井下地质构造探

层、陷落柱、采空区等致灾地质因素结果ꎬ但这些探

测领域ꎬ定向钻进技术与物探方法相结合ꎬ能更准确

测手段对断距较小断层、采空区边界等探测精度不

地探测煤层的地质构造ꎮ 方俊等 [４] 利用随钻测量

高ꎬ且常规地质钻探孔较浅、钻孔轨迹无法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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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钻进技术施工顶板高位定向钻孔ꎬ可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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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空区瓦斯治理效果和经济效果ꎮ 邢文平等 [５] 在

缆式钻杆、上无磁钻杆、测量探管、下无磁钻杆等组

煤矿防治水中应用于采空区、顶板定向探放水ꎬ底板

成ꎮ 该系统与定向钻机、孔底马达和钻头配套在一

注浆加固定向孔ꎬ通过注浆加固实现区域煤层底板

起ꎬ用于水平定向钻进的测量和控制ꎬ形成定向钻进

的超前治理ꎮ 探查地层中的富集水 ꎬ可实现分层治

水的效果ꎬ有效地降低大水压、长时间的抽放水ꎬ对

系统 [８－１０] ꎮ 定向钻探装备配套见表 １ꎮ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钻孔壁造成较大的损伤ꎬ可在复杂的地层中实现探
放水钻进ꎬ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６－７]

ꎮ 笔者利用

项目

型号及参数

主要功能

１

定向钻机

ＺＤＹ６０００ＬＤ

定向钻进主要装备

ø７３ ｍｍꎬ弯外角 ３°

定向钻进造斜工具

３ＮＢ３００－１２ / ４５

提供冲洗液压力和流量

２

煤矿上覆采空区探放水、同煤层邻近采空区探放水、

３

探测空巷、断层、煤厚变化等ꎬ为补连塔煤矿隐蔽性
灾害治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ꎬ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

螺杆马达

ＰＤＣ 钻头

ø９６ ｍｍꎬø９４ / １５３ ｍｍ

６

随钻测量系统

ＹＨＤ１－１０００

矿井概况

井田面积为 １０６.５８ ｋｍ ２ ꎬ可采储量 １２.２４ 亿 ｔꎮ 矿井

通缆式钻杆 ø７３ / ７５ ｍｍꎬＬ ＝ ３.０ ｍ 信号、冲洗液传输通道

４
５

现场经验ꎮ

补连塔煤矿位于东胜煤田鄂尔多斯高原东部ꎮ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序号

定向钻进技术的优点ꎬ应用于神东煤炭集团补连塔

１

定向钻探装备配套

泥浆泵

定向钻进碎岩工具
信号测量和实时显示

注:Ｌ 为钻杆长度ꎮ

２.３

定向钻探技术的优势
煤矿井下定向钻探技术可以实现钻孔轨迹的精

采用平硐、斜井开拓方式ꎬ含煤地层为侏罗系中下统
延安组( Ｊ１ － ２ｙ) ꎬ目前开采煤层 ３ 层ꎬ分别为 １２ 煤、

确控制ꎬ按照预先设计轨迹在预定层位中有效延伸

煤采空区面积 ２５.１ ｋｍ ２ ꎮ 井田内隐蔽致灾地质因素

钻探范围覆盖率大ꎬ钻进效率高等优点 [１１] ꎬ在瓦斯

和对预设位置精准探测ꎬ实现超长距离探测ꎬ增强防

２２ 煤及 ３１ 煤ꎬ其中 １２ 煤采空区面积 ３７. ３ ｋｍ ２ ꎬ２２

灾治灾的能力ꎬ可以实现一孔多用、多分支孔施工ꎬ

类型较多ꎬ包括采空区、废弃老窑( 井筒) 、古河床冲

治理、探放水、探测地质构造等方面效果显著ꎬ已成

不良地质体和因素ꎮ 矿井水文地质类型中等ꎬ地质

３

刷带、断层、裂隙、褶曲、煤层变薄带、地下含水体等
类型中等ꎬ低瓦斯等级ꎮ

２
２.１

钻探技术机理及装备
长距离定向钻探技术机理
定向钻进技术设计目标可以是地下某单一靶

点ꎬ也可以是孔眼轴线或特定方向、角度ꎬ采用科学
人为可控制的技术方法与机具ꎬ有目的地将钻孔轴
线由直变弯或由弯变直ꎬ使之达到目标要求ꎮ
２.２

长距离定向钻探装备配套

为煤矿井下隐蔽性致灾防治的主要技术途径 [１２－１４] ꎮ

３.１

定向钻探技术应用
“ 十字法” 探明冲刷体技术

补连塔煤矿 １２５２１ 工作面长 ３３１ ｍꎬ推进长度

２ ９７１ ｍꎬ煤 层 厚 度 ４. ５ ｍꎮ １２５２１ 工 作 面 在 掘 进
１２５２１ 回风巷过程中揭露一冲刷体ꎬ冲刷体宽度 ７０

ｍꎬ煤层最薄处为 １.１２ ｍꎻ在掘进 １２５２１ 运输巷过程

中又揭露一冲刷体ꎬ冲刷体宽度为 １５１ ｍꎬ煤层最薄
处为 １.５２ ｍꎮ

为查明上述 ２ 个冲刷体是否连续为同一冲刷

采用 ＺＤＹ６０００ＬＤ 履带式全液压定向钻机ꎬ最大

体ꎬ及冲刷体最大侵蚀深度和水平影响范围ꎬ采用定

径 ７３ ｍｍꎬ内径 ５９ ｍｍ 的中心通缆钻杆ꎬ该钻杆刚

个主孔ꎬ采用“ 十字探测法” ꎬ其中横轴钻孔沿 ２ 处

给进、起拔力 １８０ ｋＮꎬ额定功率 ７５ ｋＷꎻ钻杆采用外

向钻探技术进行探测ꎮ 在冲刷体横、纵轴各布置 １

性好、抗弯扭能力强ꎻ螺杆马达主要由螺杆马达( 定

冲刷体中心线先采用分支孔前进式、后退式并用的

子、转子) 总成、万向轴总成、传动轴总成四大部分

组成ꎬ通过选用或调节 ０° ~ ３°不同的定向弯外管ꎬ可

达到不同的定向效果ꎻ钻头为 ø９６ ｍｍ 平底烧结胎

体式金刚石复合片钻头ꎻ泥浆泵额定功率 ４５ ｋＷꎬ供
水能力大ꎬ排渣能力强ꎬ在钻进各种硬度岩段时ꎬ可
将岩 屑 及 时 排 除ꎻ 随 钻 测 量 系 统 型 号 为 ＹＨＤ１ －

１０００ꎬ由孔口监视器、通信电缆、通缆式送水器、通

钻进工艺向上、下开分支ꎬ探明 ２ 处冲刷体正中连线

垂向剖面上的煤层顶底板位置ꎬ依据中心线煤层剖
面的探测结果ꎬ分析冲刷体是否具有连续性ꎬ然后在
主孔上行段开分支ꎬ采用波浪式钻进工艺向纵向探
测煤层厚度变化情况ꎻ纵轴钻孔沿冲刷体纵轴方向
探测煤层顶底板位置ꎬ施工工艺与横轴钻孔探测工
艺一致ꎮ 钻孔布置如图 １ 所示ꎮ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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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Ｆｉｇ.１

钻孔布置平面

Ｐｌａｎ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探测结果显示:１２５２１ 工作面 ２ 个巷道揭露的

冲刷体为同一连续冲刷体ꎬ工作面靠近 ２ 个巷道附

Ｆｉｇ.３

图３

巷道前方采空区分布不清布孔方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ｉｎ ｇｏａｆ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ｕｎｎｅｌ

置的基础上ꎬ保证终孔垂距不大于 １.５ ｍꎬ直至最上
方一组钻孔揭露煤层顶板ꎮ

通过采用超长距离圈闭或半圈闭探放水技术ꎬ

近煤层较厚ꎬ沿工作面受冲刷体影响约 １６０ ｍꎻ沿工

可以实现掘进工作面长距离高效快速推进ꎬ有效防

于 １ ｍꎬ且存在无煤区ꎬ无煤区长约 ６０ ｍꎬ宽约 ５０

存情况 [１７－１９] ꎮ

作面推进方向受冲刷体影响约 ４００ ｍꎬ煤层厚度小

治隐蔽性灾害的发生ꎬ同时掌握巷道周围地质体赋

ｍꎮ 通过探测得知冲刷体范围ꎬ提前制定综采工作

３.３

面过冲刷体期间的安全技术措施ꎬ保证各项工作正
常有序开展ꎬ做到有备而采ꎮ
３.２

超长距离圈闭或半圈闭探放水技术
补连塔煤矿采用定向钻探技术ꎬ使用半圈闭和

高位定向精准疏放上覆采空区积水技术

补连塔煤矿 ２２３１０ 工作面距离主回撤通道 ２１０ ~

１ １３６ ｍ 范 围 内 上 覆 有 １２ 煤 旺 采 采 空 区ꎬ 层 间 距

２６.６ ~ ４７.３ ｍꎮ 旺采巷道布置极不规则ꎬ且部分巷道
不连通ꎬ积水点较多ꎬ探放水难度大ꎮ 由于普通回转

圈闭布孔方式对掘进工作面进行探放水施工ꎬ相较

钻机探测距离短ꎬ且很难精准打通旺采巷道最低点将

传统短距离回转钻进技术ꎬ具有长距离、布孔少、范

积水有效疏放ꎮ 因此ꎬ采用定向钻进与普通钻进相结

围广等优势

[１５－１６]

ꎮ 当巷道单侧采空区分布不清时ꎬ

采用半圈闭布孔方式ꎬ如图 ２ 所示ꎮ

合的探放水技术对上部采空巷道积水进行疏放ꎮ

根据 １２ 煤旺采采空区及空巷的分布位置ꎬ结合 １２

煤层底板起伏变化情况ꎬ推断旺采区及空巷的可能积
水范围ꎬ预测采空巷道积水量约 ３２.４ 万 ｍ３ ꎮ 设计在

２２３１０ 回风巷、２２３１０ 运输巷、２２３１０ 辅助运输巷共布置
施工长距离定向探放水钻孔 １４ 个(图 ４ 和图 ５)ꎮ

累计钻探进尺 ２ ７０７.５ ｍꎬ通孔率 １００％ꎮ 定向

图２

单侧采空区分布不清布孔方式

Ｆｉｇ.２ Ｎｏｎ ｃｌｅａ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ｉｄｅ ｍｉｎｅｄ ｏｕｔ ａｒｅａ

设计 １ 个 钻 孔 形 成 半 圈 闭ꎬ 定 向 钻 水 平 距 离

８００ ｍꎬ孔深 ８１３ ｍꎬ留设超前距 １２７ ｍꎬ允许掘进距

离 ６７３ ｍꎬ帮距控制 ２０ ｍꎬ开孔和终孔造斜段水平距
离分别为 ５９ ｍ 和 ６８ ｍꎮ

钻孔施工完毕后ꎬ初始涌水量 ２１５.３ ｍ ３ / ｈꎬ单孔最大
涌水量 ８５ ｍ ３ / ｈꎬ累计疏放水量约 ２５.７ 万 ｍ ３ ꎮ

通过采用定向探放水技术ꎬ实现了对旺采巷道

积水的定点疏放ꎬ从疏放水量和钻孔涌水衰减情况
看ꎬ采空区积水已基本疏干ꎬ疏放水效果明显ꎬ消除
上覆采空水害的威胁ꎬ保证综采工作面正常回采ꎮ
３.４

水平定向疏放同煤层老空水技术

方式ꎬ如图 ３ 所示ꎬ设计 ２ 个钻孔形成圈闭ꎬ定向钻水

补连塔煤矿 １２４１５ 运输巷掘进工作面靠近同层
２２１１ 综采工作面采空区ꎬ实测积水标高为 ＋ １ １１３.８

ｍꎬ帮距控制 ２０ ｍꎬ靠近硐室一侧孔深 ８１４ ｍꎬ终孔造

之间最近煤柱距离为 ２２.５ ｍꎬ为保证掘进安全ꎬ需要

ｍꎬ终孔造斜段水平距离分别为 ８１ ｍ 和 ６８ ｍꎮ

板呈现中部高两侧低的趋势ꎬ存在分水岭ꎬ一积水区

中ꎬ若巷道煤厚大于 ３.５ ｍꎬ则应在以上水平钻孔布

距离最近可用巷道 ２８６ ｍꎬ可用巷道底板标高略低

当巷道前方采空区分布不清时ꎬ采用圈闭的布孔

平距离 ８００ ｍꎬ留设超前距 １４９ ｍꎬ允许掘进距离 ６５１

斜段水平距离 ５９ ｍ 和 ６８ ｍꎻ硐室相对一侧孔深 ８１７
以上钻孔布置方式均为薄煤层和中厚煤层巷道

４８

ｍꎬ计算积水量 ２１.２ 万 ｍ ３ ꎮ １２４１５ 运输巷与采空区

对同层老空水提前进行疏放ꎮ 由于 ２２１１ 采空区底

可通过相邻巷道进行近距离疏放水作业ꎬ二积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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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４

图４

钻孔轨迹示意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于采空区底板标高ꎬ采用定向钻进技术对二积水区
进行提前疏水降压作业ꎮ 水平定向疏放同煤层老空
水钻孔布置如图 ６ 所示ꎮ

本次施工 ２ 个定向钻孔终孔均与采空区底板贯

通ꎬ钻孔纵向轨迹最高点均低于贯通点ꎬ使得采空区
内积水能完全疏放ꎮ 贯通后测得贯通点水头高度

５.２ ｍꎬ总涌水量 １２２ ｍ ３ / ｈꎬ经过 ４６ ｄ 疏放ꎬ累计放
水量 １２.９ 万 ｍ ３ ꎬ最后测得钻孔有风无水ꎬ确定本次

疏放水作业成功ꎬ从地质技术方面保证 １２４１５ 运输

Ｆｉｇ.５

图５

巷的安全掘进ꎮ

３.５

Ｆｉｇ.６

图６

上覆采空区积水探放钻孔布置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 ｇｏａｆ

水平定向疏放同煤层老空水钻孔布置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ｓｅａｍ ｇｏａｆ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ｌａｙｏｕｔ

定向探测空巷疏放水贯通技术

补连塔煤矿 ２２３１０ 运 输 巷、 辅 助 运 输 巷 掘 进
至 １ ５３３ ｍ 处 与 废 弃 的 ２２ 煤 辅 运 石 门 贯 通ꎬ ２２
煤辅运石门连 接 北 进 风 斜 井、 回 风 斜 井、２２ 煤 运
输大巷及 １２ 煤进、回 风 大 巷ꎬ预 计 巷 道 内 存 在 积

水ꎬ决定 采 用 定 向 钻 机 与 普 通 钻 机 联 合 探 放 水
作业ꎮ

首先在 ２２３１０ 辅助运输巷距离辅运石门 １２０ ｍ

与辅运石门巷帮贯通ꎬ分支孔与底板贯通ꎬ利用主孔
确定辅运石门具体位置ꎬ分支孔测定积水标高ꎬ如图

７ 所示ꎮ 探测结果显示辅运石门向已掘进巷道测偏
移 ３.８ ｍꎬ底板标高 ＋ １ ０６２.３ ｍꎬ积水标高 ＋ １ ０６９.４

ｍꎬ积水水量 ４.８ 万 ｍ ３ ꎮ 随后将巷道掘进至距辅助

运输巷石门探测位置 ３０ ｍ 处停掘ꎬ退后 ５ ｍ 施工探

放水联巷ꎬ并在较低侧 ２２３１０ 辅助运输巷逐步向空
巷施工探放水钻孔ꎬ为保证疏放水量最大化ꎬ先后在

处ꎬ根据钻机开孔角度、机身长度施工探水硐室ꎬ硐

探放水联络巷内施工钻孔 ２０ 个ꎬ其中通孔 １８ 个ꎬ未

置于硐室内部ꎬ可与掘进工作面同步作业ꎬ减少工作

ｍ ３ ꎬ确认定向钻孔无水后ꎬ巷道顺利与辅助运输巷
石门贯通ꎮ

室与巷道夹角 ４５°ꎬ中心深度 ８ ｍꎬ将定向钻机完全

面停掘时间ꎮ 设计定向钻孔 １ 个ꎬ分支孔 １ 个ꎬ主孔

通 ２ 个ꎬ经 ９ ｄ 的疏放水作业ꎬ 累计放水量 ５. ２ 万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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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精细探测断层技术

Ｆｉｇ.７

图７

第 ４６ 卷

定向探测空巷积水钻孔布置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ｉ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ｏａｄｗａｙ

补连塔煤矿 ２２ 煤三盘区集中大巷以 ９０° 方位

测与钻 孔 测 斜 相 结 合 的 手 段 对 断 层 进 行 精 细 探
测 [２０] ꎮ 在三盘区辅助运输巷施工定向探测( 断层)

角掘进ꎬ其中辅助运输巷设计长度 １ ８７８.７ｍꎬ主运输

主孔 １ 个ꎬ分支孔 ２ 个ꎬ总钻探进尺 ４１４ ｍꎬ如图 ８ 和

ｍꎮ 掘进段煤层厚度 ６.２１ ~ ６.７２ ｍꎬ在辅助运输巷掘

向辅助运输巷掘进头前方垂向上施工 ２ 个分支孔ꎬ

巷设计长度 １ ８６９.７ ｍꎬ回风大巷设计长度 １ ９０８.３

进至 １６ 联巷ꎬ施工超前探放水钻孔时发现异常ꎬ煤
层底 板 起 伏 较 大ꎬ 推 测 巷 道 掘 进 前 方 可 能 存 在
断层ꎮ

图 ９ 所示ꎮ 采用前进式、后退式的分支孔施工工艺ꎬ
分别探测断层下盘煤层顶底板ꎬ根据探测的煤层标
高推断出 ２２ 煤顶底板起伏情况ꎬ通过分析对比现有
巷道煤层顶底板及钻孔探测的煤层顶底板ꎬ查明该

为进一步查明断层发育情况ꎬ矿井采用定向探

Ｆｉｇ.８

图８

区域存在断层及断层发育情况ꎮ

定向精细探测断层钻孔平面布置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ａｕｌｔ

３.７

定向探测煤厚变化技术

补连塔煤矿 １１４０２ 工作面位于井田四盘区东

部ꎬ工作面长度 ４５０ ｍꎬ推进长度 １ ５２６ ｍꎬ煤厚 １.８ ~

２.５８ ｍꎮ 在 １１４０２ 辅助运输巷掘进 ７３１ ｍ 时ꎬ发现

所揭露煤层厚度变化较大ꎬ且出现无煤情况ꎬ为查明

Ｆｉｇ.９

图９

定向精细探测断层钻孔剖面布置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ａｕｌ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通过长距离定向探测及随钻测量技术ꎬ查明了

３ 条集中大巷前方距离 １６ 联巷 １７３ ｍ 处存在 Ｆ１５４
正断层ꎬ断层产状:２７３° ∠４３° Ｈ ＝ １８.７ ｍꎬ对巷道掘

进影响较大ꎬ最终根据探测成果ꎬ矿井及时优化了采
掘布置ꎮ
５０

设计掘进及回采区域煤厚变化情况ꎬ采用长距离定
向钻机前进式分支孔施工工艺对煤厚实施探测ꎮ

在 １１４０２ 工作面开切眼 ２ 内施工定向探测孔 ２

个ꎬ向 １１４０２ 工作面开切眼 １ 方向施工分支钻孔ꎬ据

钻进过程中见软、见硬情况ꎬ及钻进过程中孔口返水
颜色ꎬ垂向上进行煤层顶底板探测工作ꎮ 其中主探

测孔 １ 个ꎬ设计分支钻孔 ２ 个ꎬ探测煤厚数据 １ 个ꎻ
另一个主探测孔ꎬ设计分支钻孔 １０ 个ꎬ探测煤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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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７ 个ꎬ总进尺 １ ４４６ ｍꎬ如图 １０ 所示ꎮ

ＦＡＮＧ ＪｕｎꎬＳＨＩ ＺｈｉｊｕｎꎬＬＩ Ｑｕａｎｘｉｎꎬｅｔ ａ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ｌｏｎｇ ｂｏｒ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５]

[ Ｊ] .Ｍｉｎ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２０１５ (７) :９２－９７.
邢文平ꎬ李长青ꎬ郭

纯. 千米钻机在煤层底板注浆加固防水

工程的应用[ Ｊ] .煤矿安全ꎬ２０１４ꎬ４５(１) :１１５－１１６.

ＸＩＮＧ Ｗｅｎｐｉｎｇꎬ ＬＩ 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ꎬ ＧＵＯ Ｃｈｕ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 ｒｉｇ ｉｎ 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ｆｌｏｏｒ[ Ｊ] .Ｓａｆｅ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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