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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提高坚硬顶板的预裂卸压效果，开发了孔内磨砂射流轴线切顶压裂防冲新技术，

即施工完顶板钻孔后，在预设位置操作钻杆匀速前进/后退，同时，采用磨砂射流系统对钻孔孔
壁进行定向切割，使孔壁形成一定深度的轴线裂缝，再采用封隔器封孔后压裂，在高压水的作
用下，人造裂缝沿着预设方向定向扩展，从而达到精准切顶卸压的目的。现场切缝试验表明，
在射流压力为50 MPa，切缝速度为0.1 m/min的条件下，孔内切缝半径可达300～500 mm。通过
切缝后压裂试验表明，预制裂缝具有较好的导向作用，裂缝扩展主要沿着预制裂缝深度方向，
试验泵压为40 MPa，压裂时间为20 min，裂缝扩展距离可达22 m以上。该技术可提高水力压裂
裂缝方向的可控性，使裂缝沿着最佳切顶方向扩展，从而提高卸压效果。
关键词：冲击地压；坚硬顶板；水射流；定向压裂；防冲新技术
中图分类号：TD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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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axial fracture cutting and fracturing of abrasive
jet in boreholes within hard rock roo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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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e-splitting pressure relief effect of hard roofs，a new technology for cutting and
fracturing and anti-flushing of the frosted jet axis in boreholes was developed. After the drilling borehole is
completed，the drill pipe is operated to advance or retreat uniformly in the borehole. At the same time，the frosted jet
system is used to perform directional cutting on the borehole wall to form a certain depth of axial cracks in the
borehole wall. Hydraulic fracturing is then performed after the packer is sealed. Under the action of high-pressure
water，the artificial fractures are propagated in a preset direction，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accurate cutting and
relief. The on-site slit test shows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a jet pressure of 50 MPa and a slit speed of 0.1 m/min，
the radius of the slit in the hole can reach 300-500 mm. The fracturing test after slitting shows that the prefabricated
fractures have excellent guiding effect，and the fracture propagation direction is mainly along the depth of the
prefabricated fractures. The test pump pressure is 40 MPa，the fracturing time is 20 min，and the fracture propagation
distance can reach more than 22 m. This technology is expected to improve the controllability of the fractur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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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ydraulic fracturing，make the fracture expand along the best cutting direction，and improve the pressure relief
effect.
Key words：rock burst；hard roof；water jet；directional fracturing；new technology for pressure relief
厚硬顶板是诱发冲击地压的重要因素之一，其

流





。高压水射流切割技术最早起源于美国，用于

厚度大，强度高，开采过程中悬顶面积大，易造成局

航空航天军事工业，以其冷切割不会改变材料的物

部应力集中，尤其过渡到深部开采以后，厚硬顶板

理化学性质而备受青睐。后经不断改进，在高压水

的突然断裂常常瞬间释放强烈动载，极易造成群死

中混入石榴砂、金刚砂等磨料辅助切割，极大地提

群伤的恶性冲击地压事故，危害性极大



。

高了水刀的切割速度和切割厚度。高压水射流切

减小坚硬顶板对冲击地压影响的关键在于弱
化顶板强度，降低顶板悬顶产生的弯曲集中静载和
断裂冲击动载的作用

割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陶瓷、石材、玻璃、金属、复合
材料等众多行业。

。目前弱化坚硬顶板的方

顶板孔内磨砂射流轴向切缝压裂技术的施工

式主要有2种：一种是爆破断顶，另一种是定向水力

工艺主要包含钻孔-切缝-压裂3个环节。首先采用

压裂。爆破断顶工序复杂，对生产干扰大，且存在

钻机、配套钻头及钻杆，在巷道顶板中施工一定孔

瞎爆、残爆和爆破诱发冲击等安全隐患

。顶板定

径的钻孔；然后将封孔器和磨砂射流器接好后送至

向水力压裂首先通过人工方法在顶板中制造初始

钻孔预设位置，开启水射流系统并将其切换至射流

裂缝，然后采用水力压裂的方式使裂纹扩展，达到

模式；最后，从射流器两侧的喷嘴中喷射出带有磨

降低顶板整体强度和冲击性的目的

料砂的高压水，操作钻机匀速后退钻杆，使钻孔两



 





 

。该技术具

有安全性好、成本低和对生产干扰小的特点，近年

侧形成一定长度和深度的初始裂缝。关闭磨料泵，

来在高应力巷道顶板处理中应用越来越普遍，已成

并将高压泵调至封孔模式，往封孔器中注入高压水

为冲击地压巷道顶板卸压的重要手段之一。以往

使裂缝上下两段的封孔器坐封。将高压泵切换至

初始裂缝主要采用刀具切缝的方式制造，造缝难度

压裂模式，此时从射流器前端出水孔持续向封孔段

大、工序复杂、刀具磨损量大，是制约该技术大面积

注入高压水，初始裂缝沿着裂缝尖端持续扩展，待

推广使用的主要原因

。为了克服以上技术问

泵压突然下降后或压裂时间达到设计时间时关闭

题，笔者开发了顶板旋切射流定向压裂技术，并在

高压泵，将封孔器卸压，完成该分段的压裂工作。

葫芦素等煤矿进行了应用。该技术简化了卸压工

开启钻机，操作钻杆使射流器移动至下一切缝位

艺，降低了施工成本，在现场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

置，按上述方法进行下一分段的施工。

效果





施工工艺流程、系统结构及射流切缝示意如图

。但在应用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一

是造缝效率低、效果差，旋切射流采用的是纯水，在

1～3所示。

压力为60 MPa，切缝时间为10 min时，切缝深度仅为

在巷道内施工顶板钻孔

5 mm左右；其二，初始裂缝垂直于钻孔轴线，压裂时
裂缝不能沿着最佳切顶方向扩展，可控性低，效果

采用磨砂射流工艺进行水力切缝

难以保证。为此，进一步开发了顶板磨砂射流轴线
切顶压裂防冲技术，并进行了现场试验，取得了良

采用封孔器对割缝位置进行封孔

好的效果。
对封孔段注入高压水实施压裂

1

磨砂射流轴向切缝压裂工艺及原理
高压水射流切割技术，即利用高压泵将水进行

拖动钻杆射流器至孔内下一个位置

加压，可达到50～100 MPa甚至更高压力，水获得压
力能，通过高压胶管、高压密封钻杆将高压水输
送至孔内射流器，从射流器中特制的细小喷嘴喷
射而出，将压力能转换为动能，从而形成高速水射
033522-2

压裂结束，移动设备至下一个施工地点

图1
Fig. 1

施工工艺流程
Constru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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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m。煤层倾角0°～3°，回采面积为964 800 m，煤
层平均厚度为2.63 m，容重为1.31 t/m。距离2-1煤

枪嘴

层6.7 m以上存在厚度为20.5 m的砂岩顶板，致密坚
岩层

硬。

钻杆

2.2

试验方案
在 21104 综 采 工 作 面 主 运 巷 距 离 主 开 切 眼

400 m处施工7个平行钻孔，如图5所示。钻孔仰角
钻机

70°，方位角90°，孔径75 mm，孔深20 m，孔口位置距

高压胶管

水射流主机

高压泵站

离巷帮约0.5 m。其中，钻孔②作为测量切缝试验专

高压胶管

用 孔 ；钻 孔 ① 、钻 孔 ③ 距 钻 孔 ② 分 别 为 0.3 m 和

进油管路
回油管路

磨料供给系统

图2
Fig. 2

0.5 m，作为切缝试验的观测孔；钻孔④、钻孔⑥为切

系统结构

缝压裂孔；钻孔①、钻孔③、钻孔⑤、钻孔⑦为观测

System structure diagram

孔，钻孔③、钻孔⑤距钻孔④的距离为3.0 m，钻孔
⑤、钻孔⑦距钻孔⑥的距离为5.0 m。试验过程中为
避免相互之间的影响，首先进行顶板磨砂射流切
割，再进行切割压裂，具体试验孔的顺序为钻孔②
→钻孔④→钻孔⑥。

Fig. 3

④ ③②①

观测孔
切缝压裂孔
切缝孔

射流切缝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jet slitting

0.3

主运巷

21104综采工作面

工程背景及试验方案

回风巷

( a ) 俯视

工程背景
基本顶

作面主运巷，巷道宽度5.4 m，巷道高度2.7 m。试验

m

18.8 m

本次试验地点选取在葫芦素煤矿21104准备工

20

2.1

⑤

3

≈

2

⑥

3

开切眼

图3

5

≈

5
⑦

400

0.5

单位: m

地点距离2-1煤东翼辅运大巷3 100 m，距离21104主

直接顶

开切眼400 m，如图4所示。

70°
0.5 m

直接底
试验地点

图5
Fig. 5

3

2-1煤东翼主运大巷

图4
Fig. 4

21104综采工作面

( b ) 倾斜剖面

2-1煤东翼辅运大巷 21104综采工作面
21104回风巷

主运巷

主开切眼

21104主运巷

400 m

现场试验钻孔布置方案

Drilling arrangement plan for field test

≈

2-1煤东翼回风大巷

≈

3 100 m
21104辅运巷

试验地点示意

3.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est site

试验结果分析
磨砂射流切缝
( 1 ) 试验过程
分别对钻孔②、钻孔④、钻孔⑥进行切缝试验，

21104综采工作面位于葫芦素井田2-1煤一盘
区中部，巷道长3 495 m，推采长度3 015 m，工作面

切缝压力均为50 MPa，钻杆移动速度为0.1 m/min。

长320 m。工作面埋深625.7～644.4 m，平均埋深约

以钻孔②为例：在设计切缝位置以0.1 m/min的切割

033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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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由下向上开始切割，射流器喷嘴朝向钻孔①方

所示。由图8和图9可以看出，钻孔④、钻孔⑥切缝

向，切割至终止位置时，旋转钻杆至设计角度，以相

后，在切缝段同样形成清晰的纵向裂缝。通过上述

同的切割速度由上至下切割相同的孔壁长度，此时

试 验 表 明 孔内 磨 砂 射 流轴 线 切 缝 的工 艺 是 可 行

在孔壁内形成2条长度相同的轴线裂缝。

的。

切割前后，采用JL-IDOI( A )钻孔窥视系统分别
对钻孔①、钻孔②、钻孔③、钻孔④、钻孔⑥进行了
孔内窥视。
( 2 ) 钻孔②切缝试验结果
钻孔②切缝后的窥视结果如图6所示。钻孔②
在切缝前孔壁完整，无明显的宏观裂缝，切缝后在
孔壁两侧形成了2条缝宽约2 mm的纵向裂缝，缝
面清晰。作为检查孔的钻孔①窥视结果如图7
图8

所示，在钻孔②射流段对应的孔壁上形成一串不

Fig. 8

连续的凹穴，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钻

钻孔④窥视结果

Result of drilling ④ view

机推进速度不均匀造成的，但这一结果仍能说明
磨 砂 射 流 的 切 缝 半 径 在 300 mm 以 上。 监 测 孔 钻
孔③的表面未产生明显的宏观裂缝，说明射流水
未 穿 透 两 孔 之 间 的 岩 体 ，磨 砂 射 流 的 半 径 小 于
500 mm。

图9
Fig. 9

3.2

钻孔⑥窥视结果

Result of drilling ⑥ view

切缝后压裂
( 1 ) 试验过程
将封孔器送至钻孔④内进行压裂，缓慢调节泵

图6
Fig. 6

钻孔②窥视结果

压至5 MPa时，试验孔反水量逐渐减小并消失，继续

Result of drilling ② view

加压后孔内不再出现反水现象，说明封孔器达到坐
封要求。泵压达到50 MPa后保持压力不变，当压裂
1 min时，顶板岩层内传出清脆的噼啪声；当压裂
3 min时，钻孔③和钻孔⑤相继出水；当压裂5 min
时，钻孔④内传出一声剧烈爆炸声，随后孔内反水
量突然增加，泵压迅速下降至5 MPa。关闭水泵，从
孔内取下压裂段设备观察，发现封孔器膨胀胶囊被
压破。本次压裂后，分别对钻孔③、钻孔④和钻孔
⑤进行了窥视。

图7
Fig. 7

钻孔①窥视结果

更换破损的封孔器，将其送入钻孔⑥的切缝待

Result of drilling ① view

压位置。压裂管路连接完成后，打开水泵，调节泵

( 3 ) 钻孔④、钻孔⑥切缝试验结果

压至5 MPa，稳定泵压1 min后继续增压，目的是让封

采用相同的设备和操作工艺在钻孔④和钻孔

孔器充分坐封。继续增加泵压至20 MPa，稳定压裂

⑥内进行了切缝试验，切缝后的窥视结果如图8，9

5 min后，可以看到钻孔⑦内有小量出水；然后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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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压至30 MPa，稳定压裂10 min后，钻孔⑦内出水量

果表明钻孔④在压裂前后裂缝没有明显的扩展，压

增加，水流速度较大；继续增压至40 MPa，稳定压裂

裂段除切缝外没有增加新的裂缝，说明高压水是沿

10 min后，除钻孔⑦出水外，沿走向方向22 m范围内

着预制切缝面深度方向定向扩展的。

的部分锚索出水量逐渐增大，保持泵压继续压裂

如图10，11所示，钻孔④压裂后，钻孔③切缝段

10 min，观测孔和锚索出水量不再增加。关闭高压

有明显的轴向裂缝，裂缝位置略低于钻孔④对应切

水泵，撤出压裂设备，对钻孔⑤、钻孔⑥和钻孔⑦进

缝段，裂缝长度则远大于切缝段长度，可以推断钻

行了窥视。

孔④的压裂使钻孔③、钻孔④之间的岩体产生了长

( 2 ) 钻孔④压裂分析

度数倍于切缝长度的轴向裂缝，且裂缝面整体是向

对切缝后的钻孔④进行压裂，压裂后的窥视结

巷道自由面方向( 向下 )扩展的。

图10
Fig. 10

钻孔④压裂后钻孔③窥视结果

Result of drilling ③ view after drilling ④ fracturing

增多。在图13中，钻孔⑦内出现明显的轴线裂缝，
这表明钻孔⑥压裂后，钻孔⑥与钻孔⑦之间5 m厚
度的岩体被压开，钻孔⑦的新生裂缝整体低于钻孔
⑥预制切缝位置，同样说明了压裂时裂缝面是向巷
道自由面方向扩展的，这与钻孔④压裂过程的裂缝
发展方向一致。

( a ) 3.78 m处

图12
Fig. 12

钻孔⑥窥视结果

Result of drilling ⑥ view

( b ) 11.82 m处

图11
Fig. 11

钻孔④压裂后钻孔③内裂纹分布情况

Drilling ③ distribution of cracks in the borehole
after drilling ④ fracturing

钻孔④压裂过程中，距离其最近的2个观测孔
钻孔③、钻孔⑤均出现孔内出水现象。由于施加泵
压较大，造成封孔器损坏，本次压裂时间短，未观测
到其他钻孔和锚索出水。
( 3 ) 钻孔⑥压裂分析

图13
Fig. 13

按相同的工艺对切缝后的钻孔⑥进行压裂。

钻孔⑦窥视结果

Result of drilling ⑦ view

如图12所示，钻孔⑥预制的切缝在轴线方向上没有

如图14所示，钻孔⑥预制的2条裂缝分别朝巷

明显的扩展，但压裂段内孔壁表面的宏观裂缝有所

道出口方向和实体煤帮( 图中左侧和上帮 )，在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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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Pa的泵压，持续压裂20 min后，沿着巷道出口方

⑤均未出水，锚索出水现象也很少，这说明钻孔⑥

向22 m范围内的部分锚索出现不同程度的出水，而

压裂过程中，孔内裂缝的扩展方向是沿预制裂缝深

巷道入口( 右侧 )方向由于没有预制裂缝，钻孔①～

度方向定向扩展的，扩展范围可达20 m以上。

⑥
⑨

⑤

④

③

7

⑦
14.0
15.5

⑧

2 1

少量出水的锚索
大量出水的钻孔
未出水的钻孔

单位: m

图14

3

大量出水的锚索
3.0

21.5

Fig. 14

4

5
②

1.5

17.0
18.5
20.0

4

①

6
5.0

预割裂缝及方向

钻孔⑥压裂后巷道内出水锚索分布

Distribution of water outlet anchors in the roadway after drilling ⑥ fracturing

由 于 磨 砂 射 流 可 在 顶 板 孔 壁 上 形 成 300 ～

顶板磨砂射流轴线切顶卸压原理

500 mm深的初始裂缝，压裂过程中初始裂缝对主裂

坚硬顶板对冲击地压的影响之一是采场大面

缝的扩展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可使坚硬顶板内形

积悬顶将上覆岩层重力部分转移至工作面前方及

成以轴线裂缝为主的裂缝网，有利于坚硬顶板的及

侧向煤体，使巷道围岩近场产生大量弯曲弹性能及

时垮落。如图15所示，采用该工艺后，不仅显著降

压缩弹性能，从而导致巷道冲击危险性增大。其

低了顶板悬顶产生的弯曲弹性能和顶板断裂产生

次，在坚硬顶板破断或滑移过程中，大量的弹性能

的动载，而且采空区的充分垮落也起到了对顶板的

突然释放，形成强烈动载荷，导致冲击地压或顶板

支撑作用，降低了煤体压缩弹性能和顶板垮落产生

大面积来压等动力灾害的发生。

的动载，可显著降低甚至消除冲击致灾隐患。

块体A

断裂位置

块体A
块体B

巷道

块体B

块体C

块体C
直接顶

直接顶
实体煤

断裂位置

煤
柱

采空区

实体煤

( a ) 切顶前

巷道

煤
柱

采空区

( b ) 切顶后

图15 磨砂射流切顶减冲原理示意
Fig. 15

5

Schematic diagram of frost jet cutting to prevent rockburst

技术有望提高水力压裂裂缝方向的可控性，使裂缝

结论与展望

沿着最佳切顶方向扩展，从而提高卸压效果。

( 1 ) 通过孔内磨砂射流切缝试验表明，在射流压
力为50 MPa，切缝速度为0.1 m/min的条件下，割缝
半径可达300～500 mm。采用大流量高压泵能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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