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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沿空留巷快速维修技术研究与应用
贾云朋

（河南永锦能源有限公司云盖山煤矿一矿，河南 禹州 461670）

摘　要　为了缓解矿井接替紧张情况，对 204 沿空留巷快速维修技术进行研究，通过调整施工队伍，采用对头施工，以及

优化运输系统，使用单轨吊、挖装机等新设备进行施工，实现了 204 沿空留巷快速维修，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有效缓解了

矿井的接替紧张问题，同时也大幅提升了效率。另外 204 沿空留巷快速维修技术投入了新设备单轨吊、研究了采面转载机

与刮板输送机搭接新技术，在其他矿井层面上都可以进行推广应用，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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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所谓的沿空留巷就是将上区段工作面的运输巷，留作

下区段工作面的回风巷，即一条巷道可以得到两次利用。

当上工作面采过后，将其运输巷用专门的支护材料进行维

护，使此保留下来的巷道作为下区段工作面的回风巷，被

保留下来的巷道就是沿空留巷。

根据目前矿井采掘接替情况，206 采面接替 204 采面成

为矿井接替的重点，204 沿空留巷（204 沿空留巷就是 204

采面的运输巷，也是 206 采面的回风巷）维修工作成为采

面接替的关键环节。204 沿空留巷受 204 综采工作面采动影

响和矿压应力影响，巷道底鼓变形严重，需要卧底工程量

为 1000m。矿井原计划由掘进队负责施工，5 月底完成维修

工程。根据 206 采面接替 204 采面情况，206 采面回采前，

必须具备独立的通风系统，204 沿空留巷卧底工程需在 3 月

底之前完成。经矿井研究后决定停止 23 采区开拓工程施工

工期 2 个月，2021 年 2 月份 -3 月份由掘进队和开拓队 2 个

队伍同时进行维修施工，减少了施工时间。矿井技术人员

经过一系列技术手段解决 204 沿空留巷外段施工、运输难题，

加快巷道维修施工进度，保证 3 月底之前完成卧底维修工作，

解决了采面接替期间的通风系统调整问题，缓解矿井采掘

接替的紧张局面 [1]。

2 可行性研究

1.204 沿空留巷里段掘进队施工、204 沿空留巷外段开

拓队施工，2 个施工队伍对头施工，增加一个施工队伍，减

少一半维修时间。

2. 增加一台挖装机，供 204 沿空留巷外段使用，减少施

工人员劳动强度。

3. 完善 204 沿空留巷外段运输系统，解决煤炭运输问题。

4.204 运输顺槽至采面下口安装一部单轨吊，解决 204

沿空留巷外段材料、工器具运输问题。

3 项目采用的技术原理及技术分析

204 沿空留巷里段和外段同时安排 2 个队伍施工，加快

维修工程进度，减少一半维修时间。204 沿空留巷里段和外

段都使用挖装机进行施工，减少施工人员的劳动强度。204

沿空留巷里段煤炭运输使用一部皮带输送机和一部刮板输

送机，后巷运输按照原来的运输路线；204 沿空留巷外段在

挖装机后面增加二运皮带，使用一部皮带输送机和一部刮

板输送机进行搭接，刮板输送机与 204 采面转载机进行搭接，

解决煤炭运输问题。增加卧底维修期间的机械化率，大大

提高了施工效率 [2]。

4 项目研究的主要技术内容

1. 根据目前矿井采掘接替情况，206 采面接替 204 采面

成为矿井接替的瓶颈，而 204 沿空留巷维修工作成为采面

接替的关键环节。经矿井研究后决定停止 23 采区开拓工程

施工工期 2 个月，2021 年 2 月份 -3 月份由掘进队和开拓队

2 个队伍同时进行维修施工。增加一个施工队伍，减少一半

维修时间（如图 1）。

2.204 沿空留巷外段从 204 采面下口沿空留巷开始自东

向西 150m 受采动影响，使用挖装机卧底期间需要拆除排单

体柱，为保证此段巷道顶板支护支护强度，挖装机卧底后

及时补打单体柱并进行补液，保证沿空留巷支护强度 [3]。

3.204 沿空留巷外段维修期间，产出大量的煤，为解决

煤炭外运问题，考虑在挖装机后面增加一部二运皮带，二

运皮带后面安装一部皮带输送机和一部刮板输送机进行搭

接。刮板输送机机头搭接在 204 采面转载机机尾上，使用 2

根 40T 链条和螺栓将刮板输送机机头与转载机机尾进行固

定连接，204 采面每割一刀煤，拉一次转载机，开拓队人员

将刮板输送机机头向后第 2 节与第 3 节槽子进行断开，拉

转载机时带动刮板输送机机头进行前移 [4]。然后将加工特殊

尺寸的溜子槽安装到刮板输送机上，解决了煤炭连续运输

的问题，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 [5]。

4.204 沿空留巷外段卧底维修地点到 204 运输顺槽下口

有 300m 的距离，没有辅助运输设备，施工用的材料、设备

和工器具只能有人工运输。通过矿井商量决定，在此段巷

道安装一部单轨吊，解决了材料、设备的运输问题，减轻

了施工人员劳动强度，也增加了施工安全系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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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际应用效果 

204 沿空留巷快速维修技术提高了沿空留巷维修效率，

矿井 2 月份 204 沿空留巷卧底维修进尺 450m，3 月份 204

沿空留巷卧底维修进尺 550m，完成了公司下达的沿空留巷

维修计划。同时矿井原计划 3 月 25 日完成 204 沿空留巷卧

底维修工作，实际 3 月 19 日完成了维修工作，较原计划提

前了 6 天 [7]。

204 沿空留巷卧底维修工作提前完成，解决了采面接替

期间的通风系统调整问题，缓解矿井采掘接替的紧张局面。

6 取得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1.204 沿空留巷卧底维修工作提前完成，解决了采面接

替期间的通风系统调整问题，缓解矿井采掘接替的紧张局面。

2.204 沿空留巷快速维修技术提高了沿空留巷维修效率，

把该项工程完工提前到 3 月 19 日，保证了 206 采面正常接

替 204 采面，确保了矿井能够正常生产。

7 推广应用的前景及意义

204 沿空留巷快速维修技术投入了新设备单轨吊，研究

了采面转载机与刮板输送机搭接新技术，在其他矿井层面

上都可以进行推广应用，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8 结语

通过 204 沿空留巷快速维修技术的研究并成功实施，

提前完成了 204 沿空留巷卧底维修工作，解决了采面接替

期间的通风系统调整问题，缓解矿井采掘接替的紧张局面，

另外在该技术实施过程中，投入了新设备单轨吊，研究了

采面转载机与刮板输送机搭接的新技术，在其他矿井层面

上都可以进行推广应用，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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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锚网段支护断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