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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１３）

要：针对柠条塔煤综采工作面顶板稳定难以垮落，工作面大面积悬顶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在综

采工作面开切眼实施水力压裂初次放顶技术，通过监测水力裂缝扩展、水压变化及顶板垮落效果，分
析水力压裂技术在初采期间的控顶效果。 结果表明：针对厚而稳定的砂岩顶板，在开切眼处沿工作面
推进方向实施水力压裂钻孔，可有效弱化顶板岩层，有利于综采工作面初采期间顶板岩层顺利、安全
垮落。 根据柠条塔煤矿顶板岩层条件，确定了合理的压裂参数，包括钻孔间距、长度、倾角以及压裂所
需压裂，可保证工作面顶板在初采期间分层、分次逐步垮落，未形成强烈冲击，确保了工作面安全
初采。
关键词：综采工作面；水力压裂；初次放顶技术；顶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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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较高；砂岩、砾岩等坚硬岩石不易溶于水，注水弱

言

化的效果及应用范围均有很大局限性，难以人为控

目前，针对难垮顶板的管理和控制方法主要可

以分为 ３ 大类：一类为采前 ／ 采后的爆破强制放顶

制；水力压裂法却具有成本低、施工快速、安全、无污
染、效果显著等特点，因此，随着利用水力压裂法控

法；二类为注水弱化法；三类为水力压裂法。 针对坚

制坚硬难垮顶板的技术和装备的日渐成熟完善，该

硬致密，整体性好的顶板岩层，爆破法的应用范围最

方法在全国多个条件适宜的矿区得到了推广和应

广，但爆破作业工程量较大、污染井下空气、安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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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１－３］ ，是一项安全、绿色的难垮顶板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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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压裂技术最早可被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

代，随着技术的逐渐成熟，广泛应用于低渗油气藏的

开发，尤其是非常规油气如致密砂岩气、页岩气和煤
层气的开发。 但直到 １９９３ 年波兰才首次将水力压
裂技术 应 用 到 煤 矿 井 下 坚 硬 顶 板 的 处 理 和 控 制
中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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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国部分学者针对水力压裂技术在煤矿
［ ５］

２
２ １

水力压裂控顶方案
水力压裂工艺
为有效弱化难垮顶板岩层的完整性和整体强度

被，对钻孔的压裂采用“ 后退式单孔多次压裂法” ，
通过该种压裂方式，不同压裂位置产生的水力压裂

分析了水力压裂

裂缝可以将厚而坚硬的顶板人为分成多层，达到破

处理坚硬顶板的机理、裂缝的扩展条件和方向，并提

坏顶板岩层的完整性和削弱其整体强度的目的，使

出利用开槽钻头实现顶板水力压裂定向分层的机

顶板岩层在工作面回采过程中能及时垮落，保证初

中的应用展开了研究，闫少宏等

理；黄炳香等

［ ６］

提出了煤岩体水力致裂的理论及其

技术框架，水力压裂可以发挥煤岩体结构改造、煤岩

采安全。 封孔方式如图 ２ 所示。

体强度弱化、增加透气性。 部分学者 ［７－９］ 给出了水
力裂缝起裂及扩展的条件；有学者 ［ １０－１５ ］ 利用水力压
裂物理与数值模拟研究了水力裂缝的扩展影响因素
及其规律。 近年来，水力压裂技术已经逐步应用于
煤矿井下坚硬难垮顶板控制、瓦斯增透、动压巷道卸
压等领域 ［１６－２０］ 。

笔者以水力压裂技术在柠条塔煤矿综采工作面

初次放顶管理中的应用为背景，通过现场应用及顶
板垮落效果，分析水力压裂技术在工作面初次放顶
中的作用，以期解决柠条塔煤矿及邻近矿井工作面
初采期间顶板大面积悬顶的问题。

１

２ ２

Ｆｉｇ ２

控顶方案

图２

封孔方式

Ｍａｎｎｅｒ ｏｆ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ｓｅａｌｉｎｇ

水力压裂钻孔及压裂设计既能保证顶板被分层
次压裂，使其及时垮落，还需避免顶板被过度压裂进
而致使工作面及开切眼顶板的维护困难。

矿井概况
柠条塔煤矿为年产千万吨级矿井，目前主要回

采 ２ －２ 煤层，工作面采用一次采全高、走向长壁后退

式综合机械化采煤法，全部垮落法管理采空区。 综
采工作面倾向长度一般为 ２７０ ～ ３２０ ｍ。 煤岩柱状如
图 １ 所示，基本顶初次来压步距 ４２ ｍ，基本顶周期
来压步距 １４ ～ １６ ｍ。

柠条塔煤矿位于陕西省神木县，属于神府矿区
南区的一部分，是国家在神府矿区南区总体规划的

４ 个井田之一，区内煤层稳定，煤层赋存及开采条件
优越，埋藏浅，易开采，煤质为优质动力煤，且基本不
受冲击地压、瓦斯、水害等常见矿井灾害的影响，但
是矿区内煤层顶板为厚度较大、强度较高的细粒砂
岩、中粒砂岩、粉砂岩等岩层，初采期间，顶板难垮
落，容易造成大面积悬顶，当顶板垮落后，由于悬顶
面积过大，将会导致工作面产生飓风，影响人员、设
备的安全和正常的矿井生产，因此在工作面初采期
间，坚硬顶板的管理和控制成为制约煤矿安全、高效
生产的关键因素 ［１１］ 。

根据煤层厚度、顶板岩层厚度，岩层结构、强度

和地应力场确定压裂钻孔参数。 岩层强度及地应力
场测点位于开切眼中部和 ２ 端，共设置 ３ 个测站，采
用原位触探法和水压致裂法分别测试围岩强度和地
图１

２４

Ｆｉｇ １

煤岩柱状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ａ ｃｏｌｕｍｎ

应力场。 围岩抗压强度平均为 ３７． ３９ ＭＰａ，岩层埋
深 Ｈ ＝ １４０、垂直主应力 σ ｖ ＝ ３．５、最大水平主应力 σ Ｈ
＝ ６．５５、最小水平主应力 σ ｈ ＝ ４．３７、最大水平主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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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φ 为 Ｎ４７°Ｗ。

况如图 ４ 所示，从图 ４ 可以看出，压裂过程中，均能

４．３ ｍ。 煤层直接顶是 ３．６ ｍ 的粉砂岩，夹细粒砂岩

近钻孔，说明钻孔间距的合理性。

柠条塔煤矿 Ｓ１２０１ －Ⅱ工作面，煤层平均厚度为

薄层，含水平层理。 基本顶为 １８ ｍ 厚的细砂岩，浅

从邻近钻孔看到有水流出，水力裂缝可以扩展至邻

灰白色，完整性中等，局部含细粒长石砂岩，泥钙质
胶结。 工作面长度为 ２７４ ｍ，开切眼宽度为 ９．５ ｍ。
Ｓ１２０１ －ＩＩ 工作面水力压裂初次放顶方案如图 ３

所示。 在开切眼沿工作面推进方向布置钻孔，其参
数为：Ｓ 类压裂钻孔长度 ３５ ｍ，倾角为 ４５°；Ｌ 类压裂
钻孔长度 ３６ ｍ，倾角为 ３０°；Ｂ 类压裂钻孔长度 ５０

Ｆｉｇ ４

ｍ，倾角 为 ２３°； Ａ 类 压 裂 钻 孔 长 度 ４８ ｍ， 倾 角 为

２５°。

图４

压裂孔邻近钻孔出水情况

Ｗ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 ｉｎ ｎ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压裂过程监测水压变化如图 ５ 所示，从图 ５ 看

出，Ｌ 类孔的压裂压力最大为 １７．７ ＭＰａ，裂缝扩展压
力一般为 １７ ＭＰａ； Ｓ 类 孔 的 压 裂 压 力 最 大 为 ２５． ６

ＭＰａ，裂缝扩展压力一般为 １７．０ ～ ２１．５ ＭＰａ。 压裂过
程中，压力变化较为平稳，并未出现突升或突降现
象，表明顶板岩层较为完整，近场地应力大小和方向
未出现突变，岩层均匀性较好，有利于水力裂缝大范
围扩展，有效弱化、分割顶板岩层，有助于初采过程
中顶板及时、安全垮落，保证工作面初采安全。

Ｆｉｇ ３

图３

压裂钻孔布置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ｓ

钻孔施工采用 ＺＤＹ１２００Ｓ 液压钻机，压裂采用

Ｆｉｇ ５

图５

压裂压力变化曲线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三柱塞高 压 泵， 泵 压 最 高 可 达 ５２ ＭＰａ， 流 量 为 ９０

３ ２

间根据压裂过程中出水情况、泵压变化情况确定。

工作面未实施水力压裂时，由于顶板整体性和
完整性较好，顶板垮落呈现出一次性、突然性、整体

３

性大面积垮落，极易在工作面及巷道形成飓风和剧

Ｌ ／ ｍｉｎ。 采用垮式膨胀型封孔器进行封孔，压裂时

３ １

水力压裂控顶效果
压裂过程
压裂过程中，监测压裂孔附近钻孔出水情况，由

此判断钻孔间距的合理性，压裂孔邻近钻孔出水情

控顶效果

烈冲击，严重影响工作面正常、安全回采。
Ｓ１２０１ － ＩＩ 工作面顶板岩层经过压裂后，工作面
初采过程中，工作面回采约 １０ ｍ 时，采空区直接顶
全部垮落，垮落岩石填满采空区，形成垫层，为基本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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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安全顺利垮落创造条件，工作面基本顶初次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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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距约为 ４２ ｍ，基本顶分层、分次逐步垮落，未见大
初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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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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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１） 通过对厚而稳定的顶板岩层实施水力压裂，

可以压裂、分割顶板岩层，弱化顶板岩层的整体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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