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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松软煤层瓦斯抽采钻孔易失稳、密封难的问题直接影响着松软煤层瓦斯高效抽采，在松软煤层施

工钻孔成孔退钻后孔内塌孔导致无法及时密封，除此之外孔口煤体破碎区也形成大量漏气通道致使密封失
效，由此对矿井生产带来安全隐患且造成了时间和经济上的浪费。 从理论分析钻孔密封段受力情况入手，
在利用黏弹性力学模型求解孔口破碎区煤体受力的基础上，结合影响松软煤层孔口塌孔外界条件理论研究
松软煤层钻孔孔口易塌孔原因并提出合理解决办法，据此提出“同心环”加固密封技术，并从物理模型、技
术原理与流程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最后在山西某矿区 Ｎ２１０６ 松软煤层工作面开展现场应用试验。 结果表
明：松软煤层孔口破碎区在时间效应下易进入快速变形阶段，由于其吸附性强、易膨胀性等特点加之打钻偏
移后钻杆对孔口的剧烈扰动，最终致使孔口退钻后易变形坍塌；采用“同心环”加固密封的试验钻孔均未出
现退钻后塌孔的问题，瓦斯浓度在前 ３０ 天均保持在 ３０％以上，抽采第 ３０ 天时钻孔最大瓦斯纯流量达到 ０．

０５３ ｍ３ ／ ｍｉｎ，与传统密封钻孔比较后发现“同心环”加固密封钻孔密封技术密封效果优于传统密封技术。
关键词：瓦斯抽采；松软煤层；时间效应；塌孔变形；加固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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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若羽：松软煤层瓦斯抽采钻孔“ 同心环” 加固密封技术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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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果 ［１５］ ，结合松软煤层自身特点，理论分析松软煤层

言

钻孔孔口区域煤体受力情况和塌孔原因，在此基础

对煤层进行瓦斯抽采可以有效提升矿井采掘效

上，提出“ 同心环” 加固密封方法，并详细阐述该方

率、减少瓦斯灾害导致的矿井生产安全问题，瓦斯治理

法密封工艺流程，最后为验证新型加固密封效果，在

效果表明，瓦斯预抽可以有效消除高瓦斯矿井巷道瓦
斯体积分数超限问题，并从源头上降低和消除采掘工
［１－３］

作面的瓦斯突出危险性

。 我国的松软煤层矿井数

山西某矿区 Ｎ２１０６ 运输巷进行现场应用试验，上述
研究可以为松软煤层钻孔合理密封提供技术职称好
理论依据，对松软煤层瓦斯抽采钻孔密封合理改进

量多且分布广泛，松软煤层强度低和稳定性较差等特

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点造成了松软煤层瓦斯抽采钻孔密封难的问题，也直

１

接导致了松软煤层瓦斯抽采效果较差的现状 ［４－６］ 。

松软煤层钻孔孔口煤体塌孔原因

煤层瓦斯抽采的前提是进行钻孔钻进，松软煤

井下巷道掘进完成后，煤岩层原始应力平衡被

层因其自身特点，在瓦斯场、应力场以及采动扰动等

打破，应力重新分布平衡过程中造成煤体产生弹塑

复杂环境干扰下，钻孔孔口区域易发生失稳变形甚

性破坏变形，应力集中向煤体深部逐渐转移，由巷道

至塌孔的情况。 在松软煤层矿井现场调研发现，松

表面围岩向深部依次呈现出应力降低区、应力集中

软煤层钻孔成孔退钻后孔口时常发生塌孔情况，这

区、原始应力区。 在煤层中的钻孔钻进完成后，钻孔

就造成打钻结束后钻孔无法及时下管密封等问题，

孔内煤壁由孔径方向向深部依次呈现出破碎区、软

再次疏孔掏孔不管从经济上还是时间角度考虑都会
造成极大的浪费，塌孔后的孔口段产生的大量漏气
通道也给矿井安全带来隐患 ［７－８］ 。

化区 以 及 弹 黏 性 区， 应 力 分 区 与 受 力 情 况 如 图 １
所示 ［９，１２］ 。

近年来，大量国内外研究集中在抽采钻孔失稳

以及加固密封技术等的问题上。 周福宝 ［８］ 考虑钻
孔漏气数学模型后理论计算了抽采浓度与裂隙发育
宽度的关系。 梁运培等 ［９］ 通过开展力学理论分析
建立钻孔失稳的力学模型，分析了深孔处和孔壁处
煤体失稳破坏规律。 王振等 ［１０］ 将钻孔受力分为 ３

个区 域 并 开 展 了 详 细 的 理 论 力 学 建 模。 孙 玉 宁
等 ［１１］ 在基于传统一次性囊袋密封技术提出并开发
了密封与漏气处置一体化技术理念。 翟成等 ［１２－１３］

Ⅰ—应力降低区；Ⅱ，Ⅲ—应力集中区；Ⅳ—原始应力区

针对高瓦斯、易突出松软煤层钻孔的变形失稳问题

图１

Ｆｉｇ．１

开展了一系列理论研究，得到了巷道周围岩层应力

和应力 ２ 次分布是造成这些现象的本质原因。 在此
基础上的钻孔加固密封技术也报道频出，张超等 ［１４］

１．１

巷道周围应力与钻孔孔周应力分区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松软煤层钻孔孔口应力环境分析

研究获取了加固钻孔与孔周位移减少量之间的关

巷道掘进与打钻钻进双重破坏下的钻孔成孔后

系，以此提出并现场工业性应用了“ 强弱强” 加固式

孔口区域易发生塌孔，对钻孔煤体沿孔径方向受力

动态密封技术。 但是目前针对松软煤层钻孔密封段

分析可以得到，钻孔成孔后该区域煤体会发生瞬间

失稳情况的研究大多处于定性研究阶段，对钻孔孔

变形，此过程伴随时间效应，煤体应力到达峰值强度

口位置塌孔原因分析研究较少，特别是目前加固密

后会出现明显的应变软化效应，钻孔孔周煤体力学

封技术没有解决钻孔成孔过程中的塌孔问题，造成
当前松软煤层瓦斯抽采钻孔密封前钻孔已经变形失
效无法密封的问题，最终导致松软煤层矿井瓦斯抽
采钻孔密封效果仍不理想。
笔者根据已有抽采钻孔密封段稳定性研究结

模型如图 ２ 所示，可将孔周煤体分为 ３ 个区域：破碎
区、软化区以及弹黏性区 ［１６］ 。
根据文献［１７ － １９］ 中对时间效应下软化区强度
求解力学模型可以得到，孔口破碎区中煤体受到的
切向应力 σ ｐθ 和径向应力 σ ｐｒ 求解式为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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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松软煤层吸附瓦斯能力更强，大多数松软煤

层矿井都为高瓦斯矿井，而赋存于松软煤层中的瓦斯
在钻孔钻进过程中大量解吸溢出，破坏了原有应力 －
瓦斯场的平衡，也易引起孔口破碎区域煤体失稳。

３） 松软煤层相对其他条件煤层，更容易受到周

围邻近层开采和掘进等外界条件的影响。 同时，在
松软煤层中打钻，钻孔偏移情况也较为常见，这也直
接导致了钻杆对钻孔孔口卸压区的剧烈扰动，如图

４ 所示，也直接造成了退钻后钻孔孔口区域极易短
时间发生塌孔的情况。

Ⅰ—密封材料；Ⅱ—破碎区；Ⅲ—软化区；Ⅳ—弹黏性区

Ｆｉｇ．２

图２

孔口区域煤体受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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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σ ｃ 为煤体单轴抗压强度，ＭＰａ；ｊ ｃ 为软化系数；
Ａ（ ｔ） 为时间效应方程；Ｒ ｐ 为塑性区半径，ｍ；ｒ 为距离
钻孔中心点距离，ｍ；ｋ ｐ 为系数。

由于 Ａ（ｔ）为含时间变量方程且与时间正相关关

图４

Ｆｉｇ．４

统密封工艺基础上，利用混凝土喷涂支护与加固密
封等技术技术思想 ［２０－２２］ ，笔者对新型密封段孔口预
加固密封技术进行探究。

径向应力随时间呈现减小趋势。 由于松软煤层自身具

２．１

成钻孔失稳坍塌，致使钻孔无法密封，如图 ３ 所示。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ｌｅ ａｆｔｅｒ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ｏｆｆｓｅｔ

解决需要一种预先加固钻孔的密封工艺，在以往传

２

体很快进入加速变形阶段，极短的时间效应下就会造

Ｄｒｉｌｌ ｐｉｐ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ａｌ ｂｏｄｙ

因此，松软煤层钻孔孔口区域塌孔问题的合理

系，因此根据上式可以得到，孔口破碎区的切向应力和
有流变性强、强度低等特点，钻孔成孔后孔口破碎区煤

钻进偏移后钻杆对孔口煤体扰动

“ 同心环” 加固密封技术研究与应用
“ 同心环” 加固密封技术
松软煤层钻孔孔口塌孔问题亟需解决的是预先

对钻孔进行加固，基于此课题组提出了“ 同心环” 新
型加固密封方法。 其中，由圆形中心位置沿孔径方
向向外依次为“ 注浆密封环” 和“ 护壁岩孔环” ，“ 注
浆密封环” 依靠“ 两堵一注” 注浆工艺实现，位置位
于钻孔密封段应力集中区域；“ 护壁岩孔环” 依靠预
先预注浆加固工艺实现，位置位于钻孔孔口破碎区，
“ 同心环” 加固密封物理模型如图 ５ 所示。

图３

１．２

Ｆｉｇ．３

钻孔塌孔情况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ｈｏｌ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松软煤层钻孔孔口受外界环境影响分析
松软煤层钻孔极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１８－１９］ ，

这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钻孔孔口塌孔情况的发生，
具体分析如下：

１） 松软煤体易吸水后膨胀，煤体在水化作用下膨

胀产生体积变形，钻孔孔口区域在打钻过程中时含水
率较高，也易导致孔口破碎区域煤体吸水后膨胀变形。
１６６

Ｆｉｇ．５

图５

“ 同心环” 加固密封模型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ｉｃ ｒｉｎｇ”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ｓｅａｌ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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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本技术原理为：① 以将松软煤层钻孔孔口

区较破碎、 易失稳的 “ 煤孔” 变为较为密实稳 定 的
“ 岩孔” 为主体思路，利用常规钻机钻头钻进 ５ ～ １０
ｍ（ 通过文献规律分析

［１５］

得到合理加固深度为巷道

的 ２ 倍宽度） 。 ② 利用大孔径钻孔进行加固段扩
孔，通过现场试验后发现，扩孔直径一般在预先钻孔

直径的基础上增加 １０ ～ ２０ ｃｍ 为宜。 ③ 利用注浆系
统对孔口破碎区即加固段进行注浆加固，待加固段

２．１６ ｍ ３ ／ ｍｉｎ。

现场试验钻孔选择本煤层顺层瓦斯抽采钻孔，

钻孔由 Ｎ２１０６ 运输巷向煤体打钻，钻孔垂直煤体设
计孔深为 １３０ ｍ，钻孔倾角 － １° ～ ２°成孔钻孔平均深

度 １２７ ｍ。 钻孔钻进完成后及时注浆密封并合网，
图 ７ 为试验钻孔布置情况，２ 组试验钻孔选取钻进
进尺、地质情况、瓦斯涌出等条件均为相似的钻孔以
保证现场试验的准确性。

完全凝固 后 再 进 行 常 规 抽 采 钻 孔 钻 进， 最 终 形 成
“ 护壁岩孔” ，“ 护壁岩孔” 可有效增强钻孔孔口区域
稳定性防止钻孔坍塌，如图 ６ 所示。

图７

Ｆｉｇ．７

测试地点 Ｎ２１０６ 运输巷工作面布置

Ｔｈ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２１０６ ｔａｐ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ｏｖ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ｓｉｔｅ

现场试验钻孔分为 Ａ，Ｂ 组，Ａ 组试验钻孔采用

正常打钻方式配合普通“ 两堵一注” 密封技术，Ｂ 组
试验钻孔采用“ 同心环” 新型加固密封技术，２ 组试
验钻孔注浆均选择 ＣＦ 膨胀固化密封材料。 将两组
试验钻孔分别记为 Ａ１ ～ Ａ１０，Ｂ１ ～ Ｂ１０。

结合矿井实际情况并根据技术要求，Ｂ 组试验

钻孔选择直径为 １４０ ｍｍ 的钻头进行预加固区域打
钻，如图 ８ａ 和 ８ｂ 所示（ 抽采钻孔为 １２０ ｍｍ） 、预加
固深度为 ６ ｍ，孔口处用膨胀胶囊（ 图 ８ｃ） 封堵后注
浆形成“ 预加固岩孔” ，Ａ 组钻孔选择 １６ ｍ 的普通
Ｆｉｇ．６

图６

孔口预加固前后钻孔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ｈｏｌ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ｐｒ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两堵一注” 密封，Ｂ 组钻孔在 ６ ～ １６ ｍ 用囊袋式“ 两
堵一注” 密封，囊袋式密封器如图 ８ｄ 所示，井下现
场试验情况如图 ９ 所示。

在上述“ 护壁岩孔” 完成的基础上，利用注浆系
统进行应力集中区域的“ 两堵一注” 加固密封注浆。
经过前后双重带压注浆，不仅保证孔口位置早期漏
气裂隙封堵，又能对应力集中区域产生的裂隙进行
有效密封。
总体来看，“ 同心环” 加固密封工艺不仅缩短密
封长度、节省囊袋式密封器等材料，也从技术上保证
打钻和密封工序的合理有序进行。

２．２

“ 同心环” 加固密封方法现场应用试验

试验地点选在山西某矿区 Ｎ２１０６ 运输巷工作

面，经测试该工作面煤体坚固性系数 ｆ ＜ ０．５ 属于松
软煤层，Ｎ２１０６ 运输巷无特殊地质构造，煤层瓦斯含
量 现 场 实 测 为 ７． ８２ ｍ ３ ／ ｔ， 总 瓦 斯 涌 出 量 为

Ｆｉｇ．８

图８

现场试验所用装置

Ｄｅｖｉｃ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ｕｓｅｄ ｉｎ ｆｉｅｌｄ ｔｅｓｔ

统计试验钻孔成孔情况可以发现，施工采用普
１６７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第 ５０ 卷

煤炭科学技术
２．０％。

图 １１ 中 Ｂ 组试验钻孔瓦斯抽采浓度在前 ３０ ｄ

基本都在 ３０％ 以上，经过 ３０ ｄ 抽采后，瓦斯体积分
数逐渐出现明显衰减，抽采第 ６０ 天和第 ９０ 天的平
均瓦斯体积分数为 １８．４％ 和 １０．９％，由此说明采用
“ 同心环” 加固密封试验钻孔密封效果好于普通“ 两
堵一注” 密封试验钻孔。

Ｆｉｇ．９

图９

现场钻孔试验情况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ｏｎ－ｓｉｔ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ｔｅｓｔ

通“ 两堵一注” 密封的 Ａ 组钻孔 １２ 个，得到的 １０ 个
有效抽采钻孔中 ７ 个钻孔出现了退钻后塌孔的情
况，后经 ２ 次疏孔通孔后方可进行密封。 施工“ 同
心环” 新型加固密封 Ｂ 组钻孔 １４ 个，得到的 １０ 个

图 １１

Ｆｉｇ．１１

有效抽采钻孔均未出现退钻后塌孔的情况，且由于
孔口位置孔壁光滑致密，现场下管密封所用时间也
极大缩减。

３

现场试验效果考察
在 Ｎ２１０６ 运输巷对 ２ 组试验钻孔进行 ３ 个月抽

采浓度检测，钻孔瓦斯体积分数测试频率为两天一

次，测试当天 ３ 班各测试一次后取平均值，现场测试
结果如图 １０、图 １１ 所示。

抽采后的第 ３０ 天时，从 Ａ，Ｂ 两组试验钻孔中选择
具有代表性的 ４ 个钻孔，测试钻孔孔口负压并计算
瓦斯纯流量，结果见表 １。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１
Ｂ３
Ｂ４
Ｂ６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ｇａ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Ａ

通过对图 １０、图 １１ 测试结果对比分析后可以

发现，图 １０ 中 Ａ 组试验钻孔瓦斯抽采浓度在开始
抽采后就出现明显衰减，在抽采第 ３０ 天时的平均浓
度为 ２１．２％，之后抽采体积分数均在 ３０％以下，抽采
第 ６０ 天和 ９０ 天时的抽采平均浓度仅为 １０． １％ 和
１６８

孔口负压 ／

１２６

１６

７．４

１２４

１６

度／ ｍ

Ａ８

Ｆｉｇ．１０

“ 两堵一注”

成孔深

编号
Ａ２

Ｎ２１０６ 试验钻孔密封效果参数

Ｎ２１０６ ｔｅｓｔ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ｔａｂｌｅ

钻孔

Ａ７

Ａ 组试验钻孔瓦斯体积分数测试结果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Ｂ

为进一步考察“ 同心环” 新型加固密封效果，在

Ａ４

图 １０

Ｂ 组试验钻孔瓦斯体积分数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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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分析得到，试验钻孔在抽采进行到

３０ ｄ 时，Ａ 组试验钻孔孔口负压明显小于 Ｂ 组试验
钻孔，最大孔口负压差值达到 ０．０２９ ｍ ３ ／ ｍｉｎ，Ａ 组试
验钻孔瓦斯纯流量较 Ｂ 组也明显较小，Ｂ 组试验钻
孔最大瓦斯纯流量达到 ０．０５３ ｍ ３ ／ ｍｉｎ，这也进一步
表明 Ｂ 组试验钻孔密封质量较高。

综上现场试验结果可以得到，“ 同心环” 加固密

封技术不仅可以有效解决松软煤层钻孔退钻后塌孔
的问题，且由于两次带压注浆作用影响，其封堵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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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更完全，密封效果也好于传统密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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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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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区强度求解力学模型，分析发现在时间效应下钻孔
成孔后孔口破碎区煤体容易发生失稳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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