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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防火注浆是煤矿防灭火的一项重要手段,在消除火灾隐患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根据岱庄煤
矿的实际情况,对一些防灭火重点区域的注浆系统进行全面优化。使该区域的防火注浆工作更加科学、
规范,提升了矿井防灭火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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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Grouting System in Key Area of Coal Mine Fir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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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fire prevention grouting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fire prevention and extinguishing in coal mine,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liminating fire hidden danger.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Daizhuang Coal Mine, the grouting
system in some key areas of fire prevention and extinguishing is optimized. The fire prevention and grouting work in this
area is more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and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mine fire prevention and extinguishing is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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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施的背景
矿井火灾是直接威胁矿井安全生产
的主要灾害之一。煤炭自燃事故的发生发
展不仅直接影响安全生产,而且极易引发
煤尘瓦斯爆炸,扩大灾害的程度与范围,
是酿成煤矿重大恶性事故的原因之一。因
此,矿井防灭火一直是一项重点工作。按
照《煤矿安全规程》和集团公司的相关规
定,岱庄煤矿建立了完善的防火灌浆系统,
地面设有注浆站,井下敷设了注浆管路,
采煤工作面和采空区严格执行了预防性
灌浆措施,有效杜绝了煤炭自燃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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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下帮面布置在矿井-410水平东翼
区域(如图1),沿1303工作面采空区和4314
工作面采空区进行掘进,因此工作面存在多
条巷道与采空区连通。巷道掘进贯通后,构
筑了密闭,留设了注浆孔,需定期对采空区
进行注浆。1303下帮面回采期间也需要对工
作面进行预防性注浆。这种条件下,1303下
帮面区域内防火注浆工作量陡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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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脱水的膏状浆体,利用充填泵用通过
管道输送到井下。
输送线路：充填站(φ245mm)→充填
钻孔(φ245mm)→充填钻孔硐室(φ245mm)
→充填立管(φ245mm)→充填立管底通道
(φ245mm)→-410m水平西翼胶带大巷(φ
245m)→-410m水平充填管子道(φ245mm)。
(3)在1303下帮工作面的应用
通过对比,两个系统具备部分相同
的功能,完全具备相融合的条件。为此,
我们研究了在1303下帮工作面的应用。
1303下帮工作面位于矿井-410水平
东翼,皮带顺槽与矿井-410水平并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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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道相连(如图2),若采用原注浆系统需
从-410水平东翼胶带大巷里段接设注浆
管路至工作面回风隅角处。采用充填系
统与灌浆融合技术只需从皮带顺槽门口
接设注浆管路。具体布置如图3。
采用充填系统与灌浆融合技术后,
地面注浆操作全部由膏体充填集成控制
实现,自动化程度高,配比、输送精准。
具体操作步骤(如图4)。

3 项目的创新点
(1)利用现场布置好的充填管路进行
注浆,不用另外接设注浆管路,节省了700
余米高安设的人工费用。(2)将矿井膏体
图
采用传统的注浆站注浆很难满足当

充填系统和矿井防火注浆系统有机的融

4
况随时调整。浆液制拌池在地面注浆

合,实现了“一管双用”,节约了系统设备

前的工作量需求。需进行优化,采用膏体

站,通 过 注浆管路向采煤工作面采空

成本和系统维护成本。(3)浆料的配置和

充填系统的尾料进行注浆,提高工作效

区输送。注浆工作根据工作面采空区

输送实现了精确化,减少了粉煤灰等材料

率、减少人工成本投入,精确输送料浆,

遗煤情况及回风隅角CO浓度变化情况

的浪费。(4)地面浆料配置实现了集成控

节约防火注浆材料。

随时进行。

制,提高了自动化水平,节约了人工成本。

2 项目研究的内容

输送路线：地面注浆站→风井(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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