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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煤层水力扩孔掏槽的防冲机理，研究表明水射流作用在煤岩体表面的内应力与
射流压力和喷嘴的直径有关，高压水通过极小射流孔后可形成强大动能对煤岩体表面形成冲
击破坏。采用旋转射流器持续冲击煤岩钻孔表面，促使孔壁破坏深度不断增加，同时利用水射
流将切割下来的煤渣带出孔外，可使应力集中区内形成体积远大于原卸压孔的巨型空洞，为矿
山压力释放提供足够的卸压空间。开发了扩槽孔和排渣孔分离的双孔布置掏槽技术，有效地
解决了排渣、卡钻问题，通过对现场3个测点的试验研究表明，掏槽后的空洞大小可达到150 mm
钻孔的45～60倍，其有效卸压半径能达到4 m以上。该技术可显著降低巷道冲击致灾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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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nti-shock mechanism of the hydraulic reaming groove in the coal seam was analyzed. It shows that
the internal stress of the water jet on the surface of the coal rock was related to the jet pressure and the diameter of
the nozzle. The high pressure water can form a strong kinetic energy to the coal and rock mass after passing through
the small jet orifice. The impact of the surface formation was destroyed. The rotary jet was used to continuously
impact the borehole surface of the coal rock，and the depth of the hole wall is continuously increased. At the same
time，the cut coal cinder was taken out of the hole by the water jet，so that 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zone was formed
dozens or even hundreds of times. The giant cavity of the pressure hole provided sufficient pressure relief space for
mine pressure release. In this paper，the double-hole arrangement groove-groove technology for the separation of the
slotted hole and the slag-discharging hole was developed，which could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slagging and
stuck drilling.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ree measuring points on the site showed that the size of the cavity after the
groove can reach 45-60 times of 150 mm drill hole，its effective pressure relief radius can reach more than 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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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自重应力、构造应力和采动应力叠加的影

50 MPa时，从喷嘴中流出的水即成超音速，如此高

响，巷道周边煤体存在静应力集中区，这是产生冲

速的水射流作用在物体表面可以看成一个冲击过

击地压等煤岩动力灾害的根本原因 。采用煤层卸

程，突然的冲击会引起速度突变，从而导致射流内

压能够降低高应力区的集中程度，同时使应力峰值

压力剧增，形成水锤压力。在这样的速度和压力

远离巷道，能够减缓或避免冲击地压灾害的发生

下，作用力迅速增加至脆性材料的临界水平，即可





。目前煤层卸压的主要方法有煤层爆破、钻孔卸

压、煤层注水等



产生脆性变形破坏





。

，其中钻孔卸压是最常规的技术

手段，其原理是通过高应力区内钻孔的变形、塌孔

v

释放一部分应力，达到降低冲击危险性的目的 。


v

v

但是受孔径的限制，其卸压范围较小且应力短时间
内容易重新恢复，因此需要2次甚至多次卸压，不仅

v

c

c

工程量大，而且破坏巷道支护，降低了巷道抗冲击
能力



 

。

水力扩孔掏槽通过高压旋转水射流的切割作
用，使钻孔内形成大于钻孔直径的人造空洞，使卸

图1

压空间更大。该技术在煤层底板穿层钻孔瓦斯增

Fig.１

透中已有应用，对提高瓦斯抽采率，降低瓦斯突出
危险具有积极意义

 

。对于冲击地压防治来说，

也可以采用水射流技术对煤层大直径钻孔进行掏
槽卸压，使煤层高应力核区形成数十倍甚至上百倍
的巨型人造空洞，不仅大大降低钻孔施工密度，减
小防冲成本和对支护的损伤，而且有望从根本上显

水射流与物理表面相互作用过程
Water jet interaction with physical surface

煤岩体为脆性材料，根据弹性理论

 

，每一次

高压水射流冲击煤岩体表面时，会在距冲击点一定
距离的某一点上产生最大剪应力，此处即产生微观
裂纹，反复冲击后，裂纹扩展至煤岩体表面，其动能
可表示为

层底板穿层钻孔水射流时，钻孔倾角大，岩石孔不

mv2  D2 v3

(1)
2
8
式中，m 为水射流的质量，kg；v 为水射流的速度，

易塌孔，排渣难度小，但在本煤层中进行煤层钻孔

m/s；ρ为水射流的密度，kg/m ；D 为水射流的直径，

水射流掏槽，钻孔排渣困难，难以顺利完成扩孔。

m。

著降低冲击危险，实现冲击地压源头治理。但是煤

Ek 



为此，本文研究了一种新的煤层卸压防冲方法，通
过采用专用排渣孔，有效地解决了排渣难的问题，

假设水射流作用于材料表面，反射后速度大小
不变，根据动量定理：

通过现场试验，取得良好效果，研究成果有望成为

Ft   Qv(1  cos  )  

一种高效实用的防冲新技术。

1
1.1

D2 2
v t(1  cos  )
4

P   v2 (1  cos  )

水射流机理及工艺

(2)
(3)

式中，F为水射流的总打击力，N；Q为水射流的体积

水切割机理分析

流量，m /s；t 为一次冲击作用时间，s；P 为水射流压

射流水与物体表面的相互作用过程如图1所示

力，MPa；β为水射流方向变化的角度(图2)，(°)。



从式(3)可以看出，当β=180时，水射流完全反

(图中，v为水射流速度，m/s；c为水中声速，m/s)。水
射流接触到表面时，速度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水

射，总打击力F达到 最大，此时，ρ=2ρv则

内部压力及接触点材料内部应力场均发生突变，在
液-固接触面上存在一个极高的压应力区域，其对
材 料 破 坏 过程 起 着 重 要作 用 。 当 水的 压 力 超 过
013022-2



Ek 

PD2
16

P
2

水射流作用在煤岩体内的平均应力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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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孔内形成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于原卸压孔的巨型

P

空洞(图3)。通过空洞的坍塌变形释放矿山压力，使
巷道近场围岩处于低应力区，显著降低巷道冲击致

D

灾隐患，同时减小巷道变形尤其是底臌对正常生产
的影响。
40
β

Fig. 2

水射流作用在材料表面后的反射方向

25
20
10
5
0

surface of the material

P
DLm

巷道1
封孔段

射流与煤岩体的接触面积，m 。
P
Lm 
D
因此可得：

图3



Fig. 3

(6)

B
人造空洞

煤层扩孔掏槽对侧向应力分布影响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influence of coal seam

reaming groove on lateral stress distribution

水力扩孔掏槽主要包括2个环节：一是水力扩
2

P
D

(7)

16 2  P

 2 D3

孔；二是水力排渣。扩孔的宽度和效率取决于压力
和流量，选用大流量超高压泵完全可以满足工程要

由式(4)，(7)可得：

求。但是现场试验表明，在高应力巷道煤层钻孔内
(8)

可见，水射流作用在煤岩体的内应力与射流压
力和喷嘴的直径有关，高压水通过极小射流孔后能
对煤岩体表面形成强大的冲击作用，并将其能量传
递给物体。这种内应力足够克服微粒间结合的分
子作用力，造成一定深度范围内的煤岩体破坏。则
煤层水力扩孔掏槽的机理为：采用旋转射流器不断
地冲击煤岩钻孔表面，能够使孔壁破坏深度不断增

进行射流时常常出现塌孔、大块煤堵孔问题，极易
造成排渣困难，甚至出现钻杆卡死现象，处理难度
极大。
为了实现顺利扩孔，笔者创新性地提出采用扩
槽孔和排渣孔分离的双孔布置方式来解决扩孔过
程中出现的排渣困难及卡死钻杆问题，即在水射流
有效切缝半径范围内同时布置上、下2个钻孔，上方
钻孔用于扩孔掏槽，下方钻孔用于排水排渣(图4)。
当上方孔水射流割透下方孔后，割落的煤渣由下方

加，通过缓慢后退钻杆，最终实现扩孔的目的。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距巷帮距离/m
A

(5)

式中，L 为水射流穿入煤岩体的深度，m；DLm 为水

Ek  PLm 

高应力区

30

Direction of reflection of the water jet after the



卸压后的侧向应力

35
侧向应力/MPa

图2

卸压前的侧向应力

孔排出。

射流工艺

该方案具有如下优势：

煤层钻孔施工完成后，采用水射流切割技术对

( 1 ) 单孔布置时，大量切落煤及射流水积压在

孔内高应力集中区进行扩孔掏槽。即利用高压泵
将水进行加压，可达到50～100 MPa甚至更高压力，

钻孔底部无法排出，水障作用大大降低了水射流对

水获得压力能，通过高压胶管、高压密封钻杆将高

钻孔以下的煤体切割作用，扩孔效果差；采用双孔

压水输送至孔内射流器，从射流器中特制的细小喷

布置，排渣孔位于掏槽孔下方，可降低水障作用，孔

嘴喷射而出，将压力能转换为动能，从而形成高速

壁切割范围更大。

水射流，由钻机带动高压密封钻杆边旋转边缓慢后

( 2 ) 当大块煤切落堵死钻孔时，可通过高压水

退，利用高速水射流的动能实现对孔壁的持续冲击

射流破碎大块煤体，同时后退钻杆也能重新打通排

破坏，并利用水射流将切割下来的煤渣带出孔外，

渣孔，基本解决了排渣难的问题。

013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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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21103主运输巷
7

6

8

图4
Fig. 4

2

10

3

9

高压水射流扩孔施工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high pressure water jet reaming construction

1— 煤柱；2—煤层；3—履带钻机；4—钻孔；5—切割后的空腔；6—高压水射流；7—钻杆；8—射流器；9—高压水泵；10—高压胶管

( 3 ) 水及煤渣由专用排渣孔排出，掏槽孔排渣

50～100 m处煤柱帮，煤柱宽度30 m。试验共3个测

量小或基本不排渣，钻杆退杆不受排渣影响，基本

点，1号测点用于观测扩孔过程排渣效果及注水测

杜绝了钻杆卡死情况的发生。

试，其中注水的目的是为了间接反映孔内掏槽空间的

2

大小；2 号测 点用于直观 观测扩孔空 间形态及大

现场试验

小；3号测点用于观测扩孔前后煤体应力的变化规

葫芦素煤矿21103工作面开采2-1煤层，开采深
度650 m左右，煤层厚度2.7 m，倾角1° ～2° ；煤的单

律。
2.1

割缝半径测试

向抗压强度26 MPa，具有强冲击倾向性，区段煤柱

在21103主运输巷4号联巷南侧20 m处，水平施

宽度为30 m，煤柱应力较高，开采过程中发生了多

工1个试验钻孔，钻孔直径为150 mm，钻孔与煤壁夹

次煤柱冲击现象。

角φ=30° ，孔深 l=3 m。割缝半径测试方案如图5所

试验地点选择在21103主运输巷4号联巷南侧

示。

R

A

L

切缝轮廓

M

R

d

L

钻孔

M

C

钻孔
�
d

巷道

A
( a ) 平面图

( b)A A


图5
Fig. 5



割缝半径测试方案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kerf radius test plan

采用高压密封钻杆钻进，配备射流器，钻孔正

经计算，在4个时间段，对应射流半径分别为

常钻进时，用低压水进行排渣冲孔，钻孔完毕后，在

0.81，0.87，0.89，0.90 m，因此，2-1煤层的射流半径R

距孔口 距离 C=1 m处进 行定点 射流 ，射流压 力 为

为0.80～0.90 m。

60 MPa，在水射流射透巷帮后，再持续射流，射流时

2.2

间分别为0，30，60和90 s，缝口宽度d，缝口距钻孔的

2.2.1

法线距离M。用卷尺测量裂缝长度L，计算射流半径
R为

现场试验分析
1号测点测试结果分析
1 号 测 点 位 于 4 号 联 巷 南 侧 50 m 处 ，采 用

ZDY1200LPS履带式钻机进行施工，先施工排渣孔，
R  L  C tan 

(9)

再 施 工 掏 槽 孔 ，孔 径 150 mm ，仰 角 5° ，排 渣 孔 深

013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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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17 m，掏槽孔深16 m，孔间距0.25 m(图6和表1)。

2.7

0.25

1号排气孔

0.6

2号排气孔

排渣孔

1.3

掏槽孔

(a)

单位:m

图6
Fig. 6
表1
Table 1

钻孔布置
Hole layout
钻孔参数

Drilling parameter table

序号

类别

孔深/m

倾角/(°)

方位角/(°)

孔径/mm

1

掏槽孔

16

5

90

150

2

排渣孔

17

5

90

150

3

1号排气孔

12

5

90

42

4

2号排气孔

12

5

90

42

(b)

图8
Fig. 8

两孔施工完毕后，向钻杆内投球以堵住钻头前
方出水孔，此时射流器开始旋转并从3个对称锥形
中喷出高压水射流对孔壁进行快速割缝(图7)。将
泵压缓慢调至60 MPa，2 min后，排渣孔开始大量涌
水，表明两孔已割透，然后控制以0.02 m/min的速度
匀速后退钻杆。现场观测表明，随着孔内掏槽空间
的增加，排渣块度和排渣量都不断增加(图8)，最大
排渣量为28.6 kg/min，整个扩孔期间未发生卡钻和
严重堵孔情况。最终扩孔长度为5 m，扩孔总用时
4.6 h。

1号测点排渣效果

No. 1 measuring point slag effect diagram

和1.0 m处 ，分别设置2个直径为42 mm排气孔，钻孔
参数见表1。按2～3 MPa的静压水持续注入122 min
时，1号注水孔开始出水，此时注水量为2.5 m 。采


用锚固剂对1号排气孔进行封堵，继续注水，4.5 h
时，2号排气孔也开始出水，此时注水量为4.2 m 。


由于2号孔接近巷道顶板，此时的注水量近似为孔
内空间的大小，表明孔内形成了约4 m 的巨型空洞，


其卸压空间约为150 mm钻孔的45倍。
2.2.2

2号测点测试结果分析
2号测点位于4号联巷南侧80 m处(图9)，排渣孔

深 5.5 m ，掏 槽 孔 深 4.5 m ，孔 间 距 400 mm ，孔 径
150 mm，仰角5°。为了更直观地观测扩孔后的空洞
大小及形态，从距煤帮1.0 m处开始扩孔，切割压力
为60 MPa，主要扩孔段为0.5～1.0 m段，钻杆后退速

图7
Fig. 7

旋转射流

Rotating jet diagram

扩孔完毕后，对掏槽孔进行注水试验以测试掏
槽空间大小。采用水泥砂浆对掏槽孔和排渣孔进
行封堵，封孔长度为2.5 m，在距掏槽孔正上方0.6 m
013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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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图9
Fig. 9

1.35

2.7

0.4

掏槽孔

扩孔位置

钻孔布置示意

Drilling layout diagram

排渣孔

单位: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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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0.02 m/min，0～0.5 m段适当扩孔以便于观测，

0.5 m，高0.5 m的巨型空洞，其卸压空间约为150 mm

退杆速度为0.1 m/min。

的60倍。从空洞形态来看，水平方向扩孔长度远大

图10为扩孔掏槽后的空间形态素描，图11为2

于垂直方向，分析主要原因是2-1煤层强度高，且主

号测点扩孔后的现场照片。由图10，11可知，扩孔

要为水平节理，水平方向煤体更容易冲击破坏，造

导 致 距 巷 帮 0.5 ～ 1.0 m段 形 成 了 一 个 长 2.2 m ，宽

成水平方向的切割效率远大于垂直方向。

单位：m

单位：m
2.2

0.15

2.2

0.5

A

1.0

A

扩孔空间
孔口

0.4

扩孔空间

21103主运输巷

钻孔
( b ) A—A剖面

( a ) 平面图

图10
Fig. 10

扩孔掏槽后空间形态素描

Sketch of space shape after reaming

150 mm钻孔

( a ) 外视

( b ) 左侧半径 0.75 m

图11

2号测点扩孔后的现场照片

Fig. 11

Site photo of site 2

150 mm ，仰角 5° ，扩 孔 段 为 6 ～ 15 m ，扩 孔 总 用 时

3号测点测试结果分析
3号测点位于4号联巷南侧100 m处(图12)，排渣

孔 和 掏 槽 孔 深 均 为 15 m ，孔 间 距 300 mm ，孔 径

掏槽孔

2.7

射流孔

0.3

2.7

10 m，用于监测扩孔掏槽前后煤体应力变化情况。
单位：m

0.3

单位：m

7.5 h。在掏槽孔两侧共安装6个钻孔应力计，孔深

21103主运输巷
5.5

1.25

排渣孔
排渣孔

扩孔位置

2.0
1号

( a ) 卸压孔布置

1.0
3号

1.0

2.0

1.0

4号

5号

6号

( b ) 应力计布置方案

图12
Fig. 12

1.0
2号

1.3

2.2.3

( c ) 右侧半径 0.95 m

3号测点钻孔布置

No. 3 measuring point drilling layout

图13为3号测点扩孔前后应力计变化情况，由
图13可知，扩孔期间，距掏槽孔两侧1 m处的3号和4

号钻孔应力计钻孔出水，且出现明显的应力波动，
扩孔后48 h内，应力降低90%以上，说明在半径1.0 m

013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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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煤体已完全破坏，即扩孔半径接近1.0 m。

应力计应力出现轻微应力下降，说明扩孔掏槽后的

距离为2.0 m处的2号和5号应力计随后也出现应力

最大影响半径可达4.0 m以上。综上所述，扩孔后，

显著下降，降低幅度可达40%～60%，说明2.0 m范围

卸压孔影响范围大，应力降低显著，卸压效果明

内亦处于显著卸压区域；距离为4.0 m处的1号和6号

显。

20

1号应力计

2号应力计

25

3号应力计

应力/MPa

应力/MPa

5号应力计

6号应力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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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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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05-09 05-11 05-13 05-15 05-17 05-19 05-21 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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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左侧应力计

图13
Fig. 13

3

4号应力计

0
05-09 05-11 05-13 05-15 05-17 05-19 05-21 05-23
日期
( b ) 右侧应力计

扩孔前后应力变化情况

Change of stress meter before and after reaming
WEI Mingyao ，WANG Enyuan ，LIU Xiaofei ，et al. Numerical

结论

simulation of rockburst prevention effect by blasting pressure relief in
deep coal seam[J]. Rock and Soil Mechanics，2011，32( 8 )：2539-

( 1 ) 利用高速水射流的动能实现对孔壁的持续
冲击破坏，使孔内形成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于原卸压

2543，2560.
[4]

孔的巨型空洞，能极大提高煤层卸压效果。其实现

国安全科学学报，2003( 10 )：73-76，2.

难点在于如何克服扩孔期间的排渣和卡钻问题。

ZHANG Mengtao ，SONG Weiyuan ，PAN Yishan. Study on water

( 2 ) 设计了扩槽孔和排渣孔分离的双孔布置方

pouring into coal seam to prevent rock-burst[J]. China Safety Science
Journal，2003( 10 )：73-76，2.

式，通过现场3个测试点的试验表明该方案基本解
决了上述2个关键技术难题，掏槽后的空洞大小为

[5]

XIA Yongxue，LAN Hang，MAO Debing. Rock-burst start conditions

上。

and prevention technology under static and dynamic load action[J].
Coal Mining Technology，2013，18( 5 )：83-86.

( 3 ) 该技术有望为冲击地压煤层开采提供一种
安全、高效的防冲新技术，能够显著降低巷道冲击

[6]

LU Caiping，LIU Haishun，LIU Biao，et al.. Practice of rockburst
dynamic prevention in deep high-stress concentration distric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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