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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裂液腐蚀效应下煤体力学损伤规律及增透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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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提高低渗透煤层增透效果，提出采用表面活性剂协同酸液的腐蚀煤体技术改进煤层传统

水力压裂技术，利用腐蚀性压裂液增强压裂液在煤体中的破坏效果，揭示腐蚀煤体力学变化特性，并将
基于压裂液腐蚀的煤体增透技术在煤矿现场进行工业化应用，考察煤层增透及瓦斯抽采效果。 研究结
果表明：经过压裂液腐蚀的煤样破坏过程分为 ４ 个阶段：裂隙闭合阶段、弹性变形阶段、裂隙稳定扩展阶
段及裂纹加速扩展阶段，腐蚀压裂液深入煤岩内部的孔洞和裂隙中，与其中的黏土矿物和无机盐矿物等
杂质矿物反应，造成煤岩孔洞和裂隙的破坏，导致煤样内部出现了不贯通裂隙，在经过腐蚀处理后，煤样
破坏过程中进入裂隙稳定扩展阶段所受的应力变小，煤样强度降低，经过十二烷基磺酸钠（ＳＤＳ） 协同腐
蚀处理后煤样强度最低，煤样产生裂隙所受的应力值最低，表明 ＳＤＳ 对腐蚀效果破坏煤体结构具有积极

作用。 通过工业性试验可得，同普通水力压裂孔对比，酸化腐蚀压裂孔维持在高浓度、高流量的时间长，
衰减得慢。 压裂影响区域导向孔瓦斯抽采体积分数最高达到 ７６％；与平均瓦斯浓度相比，水力压裂钻孔
瓦斯抽采体积分数提高了 ８％，钻孔间距从 ６ ｍ 扩大到 １１ ｍ，节约了煤矿瓦斯治理成本。
关键词：低渗透煤层；压裂液；腐蚀煤体；力学损伤；增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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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瓦斯灾害作为矿井五大灾害之一，一直制
约着矿井的安全生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煤矿
共发生百人以上事故 ２４ 起、死亡 ３ ７８２ 人。 其中，
瓦斯（ 煤尘） 事故 ２２ 起、死亡 ３ ５４８ 人，分别占全国
煤矿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的９１．７％、９３． ８％。 事实
上，瓦斯可防可控可治。 防止煤矿瓦斯事故的核心
是把共生于煤层中的瓦斯抽出来并加以控制，只要

低硫、中挥发分，高发热量的富油一号肥气煤和二号
弱黏结煤，便于进行相关实验。 为了避免煤样的差
异导致额外因素，所有煤样都在同一块煤中选取且
圆柱的轴向线平行于割理面方向。 为了便于单轴压
缩、核磁共振以及扫描电镜实验的使用，因此标准圆
柱试样严格依据 ＧＢ ４７４—２００８《 煤样制备方法》 进
行，制取直径 ５０ ｍｍ，高度 １００ ｍｍ 的标准试样，煤
样采集、试件加工与实验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
行业标准《 煤和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测定方法》 ＧＢ ／ Ｔ

做到先抽气后采煤，就不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煤炭
安全生产就有了保障。 这样的思维逻辑促成“ 瓦斯

２３５６１—２００９ 的规定执行，并参照国际岩石力学学

是可以抽出和控制的，事故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
“ 煤与瓦斯共采 ［１－４］ ” “ 先抽后采煤气共采” ，治理与
利用并重 ［５－６］ ” 等先进理念应运而生。
腐蚀压裂是在传统水力压裂的基础上用酸性溶

验建议方法》 ，煤样工业分析结果见表 １。

会实验室和现场标准化委员会编制的《 岩石力学试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黄陵二号煤样工业分析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ｌｉｎｇ Ｎｏ．２ ｃｏ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

煤样

液替代普通水压裂液的技术应用，能有效补充普通
水力压裂的不足。 酸性腐蚀技术最先出现在 １９ 世

编号

纪中期，当时第一次应用于油气井，将预先制好的酸
液注入到地层中，将堵塞物溶解掉，从而提高地层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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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７７

２

２．８０

２３．５６

７１．０２

１

隙和裂隙的渗透性，最终达到增产的效果。 在天然
煤层中含有少量的碳酸盐和硅酸盐类矿物，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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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业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单组分盐酸

煤层裂隙中往往充斥有部分矿物，酸化处理就是利
用含有盐酸和氢氟酸的复合溶液，使其溶解煤层中

ＨＣｌ 溶液、复合组分 ＨＣｌ ／ ＨＦ（ 盐酸 ／ 氢氧酸） 溶液或

的碳酸盐和硅酸盐类的矿物，从而增大孔隙、裂隙，
达到提高煤层渗透性的效果 ［７－１０］ 。 首次工业性煤层
酸化腐蚀实验是莫斯科矿业学院为卡拉甘达矿区的
抽采煤层瓦斯作业中的应用，该应用通过水力压裂

降低，但是 可以看出，经过含有 ＳＤＳ 的复合溶液处

钻孔往作业煤层中注入商用盐酸，结果处理后煤层
瓦斯抽采效果明显改善 ［１１－１２］ 。 这种结合物理和化
学 ２ 方面的处理技术，可以有效地在煤中产生丰富
的裂隙网络。

鉴于目前国内外关于表面活性剂协同各种酸液
煤体的研究报道还很少，为此，拟采用表面活性剂协
同酸液的腐蚀煤体技术改进一种高效的煤层压裂技
术。 在结合传统水力压裂技术的基础上，采用腐蚀
性压裂液增强压裂液在煤体中的破坏效果，揭示腐
蚀煤体力学变化特性，并将基于压裂液腐蚀的煤体
增透技术在煤矿现场进行工业化应用，考察达到煤
层增透及瓦斯抽采效果。

１
１．１

腐蚀煤体力学特性试验
煤样的制备及基本参数测定
实验煤样选用陕煤黄陵二号煤矿原样，属低灰、

是添加 ＳＤＳ 的复合溶液进行处理后，都会使其灰分
理的煤样中灰分较其他几组大幅度降低，说明 ＳＤＳ

促进了复合酸液对灰分的处理，灰分的显著降低主
要是 ＳＤＳ 促进了酸性溶液对煤中无机矿物的腐蚀
效果。 挥发分、固定碳含量较其他几组增加明显，同
时增加了 Ｃ 元素的相对含量。 随着酸液组分的增
多，煤中矿物成分含量逐渐降低， 尤其是经过 ＳＤＳ

协同酸化处理的 ３ 号煤样，其中灰分含量仅有 １．８５。
试验所取煤样均取自于现场不规则煤块，通过

实验室加工制成规程所要求的标准试块。 先将现场
所取煤样放在钻孔取样机上钻取出直径为 ５０ ｍｍ
的圆柱体，再根据试验要求用切割机切成 １００ ｍｍ

长的圆柱块，最后用磨平机将试块端面磨平，研磨时
要求试件两端面不平行度不得大于 ０．０１ ｃｍ，上、下
端直径的偏差不得大于 ０．０２ ｃｍ，直至达到规程所要
求的标准为止。 试验煤样制备所用设备及加工过程
如图 １ 所示。

１．２

腐蚀溶液的制备

在酸化压裂液体系内，盐酸和氢氟酸是公认对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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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Ｆｉｇ．２

实验标准煤样制备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煤体内无机矿物杂质具有良好效果的压裂液，盐酸
能与煤样中的碳酸盐矿物发生反应，而氢氟酸对铝
硅酸盐矿物的去除效果很好，而黄陵二号煤矿经工
业分析可知其内部碳酸盐和硅酸盐矿物含量较高，
因此将盐酸和氢氟酸混合可以有效去除煤样孔隙内
的矿物杂质，便于后续单轴压缩实验更直观的腐蚀
效果。 此外，为了增加腐蚀效果，加快酸化压裂液进
入煤体内孔隙裂隙的速度，提高酸化压裂液在工程
实践中增加煤层渗透率的效率，选择了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作为辅助试剂。 综合以上原因，我们选择了
盐酸、氢氟酸（ ＨＦ） 和十二烷基磺酸钠作为处理液。

在煤层中加入盐酸和氢氟酸的复合溶液，通过

酸化腐蚀破坏煤的孔隙结构，提高煤层的渗透性。
为 了 提 高 腐 蚀 损 伤 效 果， 加 入 阴 离 子 表 面 活 性

剂———十二烷基磺酸钠协同腐蚀，实验室现有浓盐

图２

压裂液酸浸实验

Ａｃｉｄ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为研究不同处理条件下，尤其是腐蚀酸液 Ｃ 对

煤体力学结构特性的影响，进行了单轴压缩力学实
验。 实验仪器采用的单轴力学实验仪器为型号为
ＲＬＪＷ － ２０００ 的微机控制岩石三轴、剪切蠕变实验装
置，最大轴向压力 ２ ０００ ｋＮ，最大围压 ５０ ＭＰａ，仪器
测力精度±１％，变形测量精度±０．５％，连续工作时间
大于 １ ０００ ｈ。 仪器控制精度高、反应速度快、可靠
性好，能够对煤体应力试验进行精确控制。 该设备
可对材料试样进行单轴压缩试验，并记录可测试试
样在单轴压缩过程中的应力应变变化。 将相关样品
试验过程中，调整试样与垫块的位置，在垫块与试样
接触表面之间涂抹凡士林，以减少端面效应。 加载
采用位移控制，加载速率为 ０．２５ ｍｍ ／ ｍｉｎ。 煤样所

受的力载荷和应变数据自动记录并计算，得出应力、
应变数据。 图 ３ 为力学实验设备压裂过程及破坏后
煤样形态，图中 Ｐ 为压力。

酸，氢氟酸，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磺酸
钠，蒸馏水。 分别制备三组溶液： 单一溶液 Ａ （ ５％

ＨＣＩ） 、 腐 蚀 溶 液 Ｂ （ ５％ ＨＣＩ ／ ５％ ＨＦ ） 、 腐 蚀 溶 液
Ｃ（５％ＨＣＩ ／ ５％ＨＦ ／ ＳＤＳ） ，由于氢氟酸具有极强腐蚀
性且能腐蚀含硅物质，故将制备好的酸性溶液采用
特氟龙惰性塑料瓶储存。 在这里使用 ５％ ＨＣｌ ＋ ５％

ＨＦ 的配置主要有 ３ 点原因：① 处于经济性和安全
性的考虑，过高浓度的酸液在实际生产中会有排驱

困难的问题，污染环境且会增加腐蚀压裂的成本。
② 并非越高浓度的酸液腐蚀效果越好，煤样中含有

大量铝硅酸盐矿物，其中的铝元素与酸液不是简单
的一次反应，后续还有二次、三次反应，浓度过高在后

Ｆｉｇ．３

２

图３

力学实验设备及破坏试样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腐蚀煤体单轴压缩过程损伤
由于煤岩体中含有不同的层理、节理及大小不

续反应中容易形成 ＡｌＦ３ 等沉淀堵塞孔。 ③ 当 ＨＦ 超

一的孔洞和裂隙，使得煤岩的比表面积远大于相同

煤体碳骨架影响后续单轴压缩的测算。

影响下，腐蚀压裂液会逐渐侵入煤岩内部的孔裂隙

过 ５％时，其会与石英等反应快的矿物过度溶解，破坏

条件下的岩块，因此毛细管作用突出，在毛细管效应

１．３

中，使得煤岩分子间的范德华力等分子间作用力削

腐蚀煤体单轴压缩力学实验
实验挑选了内部裂隙形态类似且孔隙度相近的

弱。 同时，在成煤阶段一部分无机矿物和黏土成分

腐蚀溶液 Ｂ 和腐蚀溶液 Ｃ 的 ４ 个特氟龙塑料瓶中，

胀大现象，而无机盐矿物则会与腐蚀压裂液发生化

标准实验煤样，分别置于含有蒸馏水、单一溶液 Ａ、

会填充在煤岩孔裂隙中，黏土成分遇水溶液会产生

编号 ０、１、２、３ 号，如图 ２ 所示。 反应 ８ ｈ 后，用干燥

学反应，如 图 ４ 中 腐 蚀 处 理 后 煤 样 内 部 矿 物 形 态

吸水纸将煤样表面酸液吸干。
１５２

图 ４ｂ 可以看到，煤中方解石、白云石等矿物在腐蚀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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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后生成的白色沉淀产物如 ＣａＣｌ ２ 等，还看到含
有三价铁离子水溶液留下的黄褐色痕迹，同时大部

Ｆｉｇ．４

图４

分产物会随水溶液排出，这样都会造成煤岩孔裂隙
结构损伤，使得煤强度降低。

单轴压缩力学实验

Ｕｎｉａｘｉ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图 ４ａ 为经典原煤样试件的单轴压缩应力 －应变

曲线和破坏煤样的形态。 通常情况下煤岩的应力应
变曲线主要分为 ４ 个阶段，同岩石细观力学实验一
样，根据实验煤样单轴压缩下的应力应变曲线变化

规律，煤样破坏过程同样分为 ４ 个阶段
：
１） 裂隙闭合阶段（ Ⅰ） ：对应应力 － 应变曲线中
［１３－１４］

的 ＯＡ 段，载荷由 ０ 逐步加载，该过程中，煤样内部
的微裂隙受载荷的作用逐渐被压密，该段曲线呈现
向上凹的形态，表明孔、裂隙的闭合现象逐渐减弱。

２） 弹性变形阶段：ＡＢ 段（ Ⅱ） ，该段曲线符合胡

生改变。 图 ５ 为经过 ３ 种不同组分的腐蚀压裂液浸
泡后煤样的单轴压缩应力 － 应变曲线，与未处理的
原煤样相比，腐蚀处理后煤样在破坏过程中弹性阶
段开始时所受最大应力的百分比变小，这与内部侵
蚀出的孔裂隙有一定的关系，由于孔隙中杂质矿物
的脱除，使得在压实阶段所承受的应力减小，导致进
入弹性阶段所需的应力也相应降低。 除此，最大的
区别在于达到峰值应力后的煤样破坏阶段，在经过
腐蚀处理后煤样应力 － 应变曲线的第Ⅳ阶段均出现
了明显的应力突降以及应力增加的现象，导致这种

克定律，煤样试件内裂隙继续压实，且不断产生微破

现象的原因与煤样内部新产生的破坏有关，腐蚀压

裂以及在粒内或粒间产生滑移，该段变形时煤样的

裂液深入煤岩内部的孔洞和裂隙中，与其中的黏土

结构性质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矿物和无机盐矿物等杂质矿物反应，造成煤岩孔洞

度，进入到裂隙稳定扩展 ＢＣ 段，裂隙开始产生，煤

隙，在煤样压缩达到峰值破坏后，继续施加载荷的力

３） 裂隙稳定扩展阶段（ Ⅲ） ：在应力达到一定程

和裂隙的破坏 ［１５－１８］ ，导致煤样内部出现了不贯通裂

样结构力学性质发生明显改变，煤样外观及内部微

作用于闭合煤样内部新出现的不贯通裂隙，在不贯

观结构发生破坏，该段试样变形是不可逆的。 当煤

通裂隙完全闭合时，会使煤样产生二次承压的能力，

样承受不了所加的负载时，煤样试件完全破坏，所达
到煤样破坏的峰值应力称为单轴抗压强度；

４） 裂纹加速扩展阶段（ Ⅳ） ：第Ⅳ阶段是峰后破

坏阶段，随着位移的增加轴向应力迅速降低，最终残
余应力稳定在峰值强度的 ２７．７１％，说明破坏后煤样
依然具有一定承受负载能力。

整个煤样试件的破坏并不是瞬间的，而是一个
渐进破坏的过程。 在 ＢＣ 阶段，煤样内部裂隙扩张，
这是由于煤样内部无规则分布的微裂纹应力集中造
成的。 实际上最终破坏并不是出现在峰值处，而是
在超过峰值后的曲线上。
经过不同处理条件后的煤样，其力学性质会发

从而出现应力再次增大的现象。 其中图 ５ａ、图 ５ｂ

也出现应力骤降和增加的现象，这一现象受到人为
因素和实验变量的双重影响。 利用酸化试样在进行
单轴压缩实验时，试样在达到应力峰值后并没有像
原煤样一样整体破坏，而是出现细微裂隙进行泄压，
泄压的同时压头和试样之间仍然保持接触，并仍然
能够承压。 在这样的情况下并没有立刻停止实验，
因此出现了第 ２ 甚至第 ３ 个应力峰值。

同时，在经过腐蚀处理后，煤样破坏过程中进入

裂隙稳定扩展的第Ⅲ阶段所受的应力值变小，第 ＩＩＩ

阶段的应力峰值表现了试样所能承受的最大应力，
是煤层压裂增透工程中重要的指标。 无论是单一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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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ＤＳ 对腐蚀效果破坏煤体结构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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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压裂技术工业性试验
试验方案设计
以上两节研究了复合压裂液腐蚀煤样孔裂隙结

构损伤特征及力学特征，并对表面活性剂协同复合
压裂液腐蚀压裂的不同效果进行了对比研究。 复合
压裂液腐蚀技术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理清复合压裂
液压裂煤体过程特性，从而进行煤矿井下现场的工
业性应用，解决煤矿瓦斯治理的问题，同时提高煤层
气的抽采效率。 根据以上文章内容，通过表面活性
剂协同复合腐蚀压裂液针对陕西黄陵二号矿进行现
场工业性试验。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 十二烷基硫酸钠协同腐蚀

煤体卸压增透效果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４ 种不同
处理条件下的煤样孔隙度均增大，由 ＳＤＳ 增大了腐
蚀压裂液与煤样孔裂隙中杂质矿物的反应面积，从
而增 ＨＣＩ ／ ＨＦ 对煤样的腐蚀作用，使得 ２ 号处理下
煤样孔隙度增加最大。 在腐蚀溶液侵蚀煤样后，煤
样表面孔隙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有一定的酸
化侵蚀作用形成的破坏程度，且 ＳＤＳ 增效后的酸化
侵蚀破坏程度最高。

腐蚀压裂技术工业性试验选择在陕煤黄陵二号

煤矿 ４１８ 工作面进风巷进行。 根据巷道实际布置情
况，设计腐蚀压裂方案，通过腐蚀压裂，增大煤体透
气性，提高瓦斯抽采效果。

根据巷道实际情况，设计 ２ 组腐蚀压裂孔和水

力压裂对比孔（ 每组 １０ 个钻孔） 。 第 １ 组按照矿上
原有设计水力压裂导向孔与压裂孔间距 ６ ｍ，第 ２

组设计腐蚀导向孔与压裂孔间距 １１ ｍ。 腐蚀压裂
图５
Ｆｉｇ．５

３ 种不同组分的腐蚀压裂液浸泡后煤样

孔与水力压裂孔布置如图 ６ 所示。

的单轴压缩应力－应变曲线

Ｕｎｉａｘｉ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ｓｏａｋｅｄ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ｏｓｉｖｅ 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ｓ

酸、复合酸，或在复合酸基础上添加表面活性剂，其
对煤体内无机矿物的溶蚀效果是递增的，分布在煤
体内的大量固体被溶蚀的同时必然会对试样的力学

图６

特征产生影响。 其结果就是，随着溶蚀效果的增强，

Ｆｉｇ．６

其可承受的最大应力便随之降低 ［１９－２０］ 。 煤样强度
降低，４ 组煤样的峰值应力情况为 ９． ６３ ＭＰａ ＞ ９． ２３
ＭＰａ＞８．９９ ＭＰａ＞８．５５ ＭＰａ，即煤样强度 ０ 号＞１ 号＞２

号＞３ 号，可以看出，经过 ＳＤＳ 协同腐蚀处理后煤样

强度最低，煤样产生裂隙所受的应力值最低，表明
１５４

钻孔布置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ｌａｙｏｕｔ

采用 ø９４ ｍｍ 的钻头，垂直巷帮施工钻孔，腐蚀

压裂孔与导向孔参数见表 ２。

３．２

腐蚀压裂瓦斯抽采效果考察

腐蚀压裂工业性试验在 ４１８ 回风巷实施，过程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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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等：压裂液腐蚀效应下煤体力学损伤规律及增透效果研究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ｈ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ｉｌｏｔ ｈｏｌｅｓ

孔类型
腐蚀压裂孔
水力压裂孔

通过图 ７ 和图 ８ 的瓦斯抽采浓度和流量对比图

腐蚀压裂孔与导向孔参数

孔径 ／ ｍｍ

孔深 ／ ｍ

倾角 ／ （ °）

９４

１００

３～５

９４

１００

３～５

安全制定了《 ４１８ 回风巷腐蚀压裂工业性试验安全
措施》 ，本次试验布置 １０ 个腐蚀压裂孔，每个压裂
孔配备两组导向孔。 封孔采用传统两堵一注的封孔

技术措施，封孔过程顺利。 腐蚀压裂采用 ５％ 盐酸、

５％氢氟酸和 ＳＤＳ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配置而成，单孔
压裂时间的约 １１０ ｍｉｎ，峰值压力达到 １２ ＭＰａ，在此
期间共完成 ２０ 个压裂孔，压裂过程顺利。

由 ２ 组 腐 蚀 压 裂 孔 （ Ｙ１ ～ Ｙ５ ） 和 水 力 压 裂

孔（ ＳＹ１ ～ ＳＹ５） 对比孔瓦斯抽采数据生成对比曲线，
如图 ７ 和图 ８ 所示。

可以得出，腐蚀压裂煤层增透效果较为明显，同普通
水力压裂孔对比，酸化腐蚀压裂孔维持在高浓度、高
流量的时间长，衰减得慢。 观察记录腐蚀压裂孔抽
采 ６０ ｄ，压裂影响区域导向孔瓦斯抽采体积分数最
高达到 ７６％；普通水力压裂孔瓦斯抽采体积分数最
高 ６６％，与平均瓦斯浓度相比，水力压裂钻孔瓦斯
抽采体积分数提高了 ８％，腐蚀压裂孔瓦斯纯量平
均最高 为 ０． ０７７ ８ ｍ ３ ／ ｍｉｎ， 水 力 压 裂 孔 为 ０． ０４３ ２

ｍ ３ ／ ｍｉｎ，平均纯量提高了 ０．０３４ ６ ｍ ３ ／ ｍｉｎ，且钻孔间
距从 ６ ｍ 扩大到 １１ ｍ，节约了煤矿瓦斯治理成本。

４

结

论

１） 根据基于压裂液腐蚀的实验煤样单轴压缩

应力应变曲线变化规律，煤样破坏过程同样分为 ４

个阶段：裂隙闭合阶段、弹性变形阶段、裂隙稳定扩
展阶段及裂纹加速扩展阶段。

２） 腐蚀压裂液深入煤岩内部的孔洞和裂隙中，

与其中的黏土矿物和无机盐矿物等杂质矿物反应，
造成煤岩孔洞和裂隙的破坏，导致煤样内部出现了
不贯通裂隙，在经过腐蚀处理后，煤样破坏过程中进
入裂隙稳定扩展阶段所受的应力变小，煤样强度降

低，４ 组煤样的峰值应力由大到小顺序为 ９．６３、９．２３、

８．９９、８．５５ ＭＰａ，经过 ＳＤＳ 协同腐蚀处理后煤样强度
图７

Ｆｉｇ．７

腐蚀压裂孔与水力压裂孔抽采浓度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最低，煤样产生裂隙所受的应力最低，表明 ＳＤＳ 对
腐蚀效果破坏煤体结构具有积极作用。

３） 同普通水力压裂孔对比，酸化腐蚀压裂孔维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ｈｏｌｅｓ

持在高浓度、高流量的时间长，衰减得慢。 压裂影响

果对比，选取 ２ 组钻孔中的若干钻孔的瓦斯纯流量

均瓦斯浓度相比，水力压裂钻孔瓦斯抽采体积分数

为了更好地分析腐蚀压裂孔与水力压裂孔的效

进行对比分析，如图 ８ 所示（ 图中数据曲线为 ２ 组钻
孔平均值的拟合曲线，具有代表性） 。

区域导向孔瓦斯抽采体积分数最高达到 ７６％；与平
提高了 ８％，平均纯量提高了 ０．０３４ ６ ｍ ３ ／ ｍｉｎ，钻孔
间距从 ６ ｍ 扩 大 到 １１ ｍ， 节 约 了 煤 矿 瓦 斯 治 理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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