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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采空区空气参数实测

的遗煤氧化升温模拟试验方法，属于煤矿采空区

遗煤自燃防治研究领域，其首先通过束管监测方

法测量得到采空区真实的空气参数，绘制采空区

空气参数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利用计算机编制伺

服控制程序，然后进行遗煤氧化升温模拟试验，

得到采空区遗煤在工作面推进过程中的温度和

指标气体浓度变化曲线，进而可以分析采空区遗

煤氧化升温特征及变化规律。本发明可以对采空

区遗煤氧化自燃特性进行科学的观测和准确的

分析，有利于对于煤矿采空区遗煤自燃灾害防治

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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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采空区空气参数实测的遗煤氧化升温模拟试验方法，其特征在于，主要操

作步骤如下：

步骤一、采空区空气参数采集，其包括以下分步骤：

a根据工作面长度，沿工作面布置若干等距节点I1，I2，…，In；

b结合煤矿采空区束管监测技术，沿工作面布置一条束管，每个节点处对应埋设一路测

线，所述测线包括气样采集管、气流传感器线路；在每个节点位置处，束管设置一个接口，接

口通过快速接头与一保护筒相连，所述保护筒内包含气样采集端头、气流传感器，节点位置

处的采空区漏风风流速度由气流传感器测定，并将电信号通过气流传感器线路传至采气站

处的电子显示表；

c在工作面推进过程中，每日定时采集采空区空气参数数据，所述采空区空气参数包括

采空区内空气的氧气浓度、空气湿度、漏风风流速度，其中，氧气浓度和空气湿度由井下工

作人员每日定时从束管采气站中抽取气样，带至地面进行化验获得，漏风风流速度由工作

人员通过采气站处的电子显示表读数获得；

步骤二、绘制采空区空气参数变化曲线

根据步骤一所得到的各节点处的空气参数数据和采集时间，绘制不同时刻采空区I1，

I2，…，In节点位置处的采空区空气参数对应表，利用origin软件进行数据拟合，得到各节点

位置处的空气参数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步骤三、编制采空区空气参数变化伺服程序

依据步骤二中的采空区空气参数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利用计算机编程方法，编制模拟

采空区空气参数变化的伺服控制程序，并导入计算机；

步骤四、进行煤样氧化升温试验，其包括以下分步骤：

a准备实验硬件，所述实验硬件为遗煤氧化升温模拟试验台，包括控制计算机、试验箱、

加热器、氧气瓶、加湿机、鼓风机、数据监测系统、气相色谱分析仪；

所述计算机装载有伺服控制程序，可通过编制伺服控制程序，实现对试验系统各部分

装置的伺服控制，由此实现对试验箱内氧气浓度、温度、湿度、气流速度的调节；

所述试验箱为一立方体封闭箱体，其外壳由绝热材料制作，顶部有圆形箱盖，可旋接箱

体实现密闭，试验箱右侧为进风口，左侧为出风口，进风口与鼓风机相连，出风口设置取气

点，与气相色谱分析仪相连；

所述数据监测系统由多个传感器及线路组成，所述传感器包括氧气浓度传感器、湿度

传感器、温度传感器；

所述气相色谱分析仪可对出风口处的气样进行收集和分析，实时监测和显示试验箱体

内煤自燃指标气体浓度，所述煤自燃指标气体包括乙烯、一氧化碳、乙炔；

b将煤矿工作面现场采集的松散煤样置于试验箱中，启动计算机中的伺服控制程序，调

整试验箱内空气参数至初始值，其中，试验箱体内的氧气由氧气瓶提供，湿度由加湿机通过

连接在试验箱内的喷头喷射水雾进行调节，初始温度值设定为工作面温度，由计算机控制

加热器进行调节；

c由计算机按照采空区内实际条件，连续模拟采空区空气参数变化；

d通过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测煤样温度，生成数据变化曲线，通过I1，I2，…，In多个节点位

置处对应的煤样氧化升温变化曲线；通过气相色谱分析仪对气样的分析，得到采空区遗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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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过程中的指标气体浓度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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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采空区空气参数实测的遗煤氧化升温模拟试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煤矿采空区遗煤自燃防治研究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采空区空气参

数实测的遗煤氧化升温模拟试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煤矿行业生产过程中，采空区遗煤自燃给煤层安全开采造成极大威胁。采空区遗

煤氧化升温自燃，导致采空区火灾，高温和大量的有毒有害气体严重损害井下工作人员的

生命健康，并损坏工作面设备，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研究采空区遗煤氧化升温特性，有利

于指导采空区遗煤自燃的防治，促进工作面的安全回采。煤矿采空区在工作推采方向上，氧

气、温度均有一定的变化规律，由此使得采空区没内遗煤氧化升温存在一定的分布规律，划

分出采空区散热带、氧化带、窒息带，但从煤矿开采工程经验来看，但各矿区之间差别较大，

即便同一矿区的不同采区，亦有各自的特点。

[0003] 本研究领域内对煤体氧化升温特征的现有研究方法，大多是于实验室中，人为设

定实验参数条件，进行煤的氧化升温特性分析。而对于某一具体开采条件下的工作面采空

区遗煤的氧化升温过程，通过传统的束管监测，难以实现精确的分析，且采空区内环境复杂

多变，测量误差给测定造成了较大干扰。

[0004] 本发明针对这一现状，致力于发明一种基于采空区空气参数实测的遗煤氧化升温

模拟试验方法，能够基于采空区空气条件，进行采空区煤样氧化升温模拟试验。

发明内容

[0005] 一种基于采空区空气参数实测的遗煤氧化升温模拟试验方法，其特征在于：主要

操作步骤如下：

[0006] 步骤一、采空区空气参数采集，其包括以下分步骤：

[0007] a根据工作面长度，沿工作面布置若干等距节点I1，I2，…，In；

[0008] b结合煤矿采空区束管监测技术，沿工作面布置一条束管，每个节点处对应埋设一

路测线，所述测线包括气样采集管、气流传感器线路。在每个节点位置处，束管设置一个接

口，接口通过快速接头与一保护筒相连，所述保护筒内包含气样采集端头、气流传感器，保

护筒周身布设有多个气孔，便于气流流通和采集。束管在工作面回风巷道内的末端连接采

气站，节点位置处的采空区空气通过气样采集管流至采气站，节点位置处的采空区漏风风

流速度由气流传感器测定，并将电信号通过气流传感器线路传至采气站处的电子显示表；

[0009] c在工作面推进过程中，每日定时采集采空区空气参数数据，所述采空区空气参数

包括采空区内空气的氧气浓度、空气湿度、漏风风流速度，其中，氧气浓度和空气湿度由井

下工作人员每日定时从束管采气站中抽取气样，带至地面进行化验获得，漏风风流速度由

工作人员通过采气站处的电子显示表读数获得；

[0010] 步骤二、绘制采空区空气参数变化曲线

[0011] 根据步骤一所得到的各节点处的空气参数数据和采集时间，绘制不同时刻采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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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I2，…，In节点位置处的采空区空气参数对应表，利用origin软件进行数据拟合，得到各

节点位置处的空气参数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0012] 步骤三、编制采空区空气参数变化伺服程序

[0013] 依据步骤二中得到的采空区空气参数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利用计算机编程方法，

编制模拟采空区空气参数变化的伺服控制程序，并导入计算机；

[0014] 步骤四、进行煤样氧化升温试验，其包括以下分步骤：

[0015] a准备实验硬件，所述实验硬件为遗煤氧化升温模拟试验台，包括控制计算机、试

验箱、加热器、氧气瓶、加湿机、鼓风机、数据监测系统、气相色谱分析仪；

[0016] 所述计算机装载有伺服控制程序，可通过编制伺服控制程序，实现对试验系统各

部分装置的伺服控制，由此实现对试验箱内氧气浓度、温度、湿度、气流速度的调节；

[0017] 所述试验箱为一立方体封闭箱体，其外壳由绝热材料制作，顶部有圆形箱盖，可旋

接于箱体实现密闭，试验箱右侧为进风口，左侧为出风口，进风口与鼓风机相连，出风口设

置取气点，与气相色谱分析仪相连；

[0018] 所述数据监测系统由多个传感器及线路组成，所述传感器包括氧气浓度传感器、

湿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

[0019] 所述气相色谱分析仪可对出风口处的气样进行收集和分析，实时监测和显示试验

箱体内煤自燃指标气体浓度，所述煤自燃指标气体包括乙烯、一氧化碳、乙炔；

[0020] b将煤矿工作面现场采集的松散煤样置于试验箱中，启动计算机中的伺服控制程

序，调整试验箱内空气参数至初始值，其中，试验箱体内的氧气由氧气瓶提供，湿度由加湿

机通过连接在试验箱内的喷头喷射水雾进行调节，初始温度值设定为工作面温度，由计算

机控制加热器进行调节；

[0021] c由计算机按照采空区内实际条件，连续模拟采空区空气参数变化；

[0022] d通过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测煤样温度，生成数据变化曲线，通过I1，I2，…，In多个节

点位置处对应的煤样氧化升温变化曲线；通过气相色谱分析仪对气样的分析，得到采空区

遗煤氧化过程中的指标气体浓度变化曲线；

[0023] 本发明所带来的有益成果在于：

[0024]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采空区空气参数实测的遗煤氧化升温模拟试验方法，通过

现场测量采空区真实的空气参数，利用计算机编制伺服控制程序，在实验室内实现自动化

的升温氧化试验，操作方便快捷。通过氧化升温试验，进行连续的遗煤氧化升温模拟和观

测，可深入分析遗煤的氧化升温特性和机理，以及各项遗煤自燃指标气体浓度变化特征，相

比采空区的复杂环境，试验箱体内的环境相对封闭，环境干扰因素少，方便对采空区遗煤氧

化自燃特性进行科学的观测和准确的分析，有利于对于煤矿采空区遗煤自燃灾害防治的深

入研究。

附图说明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清楚、完整的说明：

[0026] 图1为基于采空区空气参数实测的遗煤氧化升温模拟试验方法流程图；

[0027] 图2为束管接口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I1节点位置空气参数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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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4为遗煤氧化升温模拟试验系统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气样采集管，2、气流传感器线路，3、快速接头，4、保护筒，5、气样采集端

头，6、气流传感器，7、气孔，8、计算机，9、试验箱，10、加热器，11、氧气瓶，12、加湿机，13、鼓

风机，14、气相色谱分析仪，15、箱盖，16、进风口，17、出风口，18、氧气浓度传感器，19、湿度

传感器，20、温度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采空区空气参数实测的遗煤氧化升温模拟试验方法，下面

通过附图和实施例，以某矿S1煤层3302工作面开采为工程背景，实际应用本技术。对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32] 一种基于采空区空气参数实测的遗煤氧化升温模拟试验方法，其特征在于：主要

操作步骤如下：

[0033] 步骤一、采空区空气参数采集，其包括以下分步骤：

[0034] a  3302工作面长160m，结合工作面开采和设备条件，将工作面以20m为间距，划分

得到9个节点I1，I2，…，I9；

[0035] b沿3302工作面布置一条束管，每个节点处对应埋设一路测线，所述测线包括气样

采集管1、气流传感器线路2。在每个节点位置处，束管设置一个接口，接口通过快速接头3与

一保护筒4相连，所述保护筒4内包含气样采集端头5、气流传感器6，保护筒4周身布设有多

个气孔7，便于气流流通和采集。束管在工作面回风巷道内的末端连接采气站，节点位置处

的采空区空气通过气样采集管1流至采气站，节点位置处的采空区漏风风流速度由气流传

感器6测定，并将电信号通过气流传感器线路2传至采气站处的电子显示表；

[0036] c在工作面推进过程中，每日定时采集采空区空气参数数据，所述采空区空气参数

包括采空区内空气的氧气浓度、空气湿度、漏风速度，其中，氧气浓度和空气湿度由井下工

作人员每日定时从束管采气站中抽取气样，带至地面进行化验获得，漏风速度由工作人员

通过采气站处的电子显示表读数获得；

[0037] 步骤二、绘制采空区空气参数变化曲线

[0038] 根据步骤一所得到的各节点处的空气参数数据和采集时间，绘制不同时刻采空区

I1，I2，…，I9位置处的采空区空气参数对应表，利用origin软件进行数据拟合，得到各位置

处的空气参数随时间的变化曲线，以I1节点为例进行说明，I1节点位置处的空气参数变化曲

线如图3所示；

[0039] 步骤三、编制采空区空气参数变化伺服程序

[0040] 依据步骤二中的采空区空气参数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利用计算机C语言编程方法，

编制模拟采空区空气参数变化的伺服控制程序，并导入计算机8内；

[0041] 步骤四、进行煤样氧化升温试验，其包括以下分步骤：

[0042] a准备实验硬件，所述实验硬件为遗煤氧化升温模拟试验台，包括控制计算机8、试

验箱9、加热器10、氧气瓶11、加湿机12、鼓风机13、数据监测系统、气相色谱分析仪14；

[0043] 所述计算机8装载有伺服控制程序，可通过编辑伺服控制程序，实现对试验系统各

部分装置的伺服控制，由此实现对试验箱9内氧气浓度、温度、湿度、气流速度的调节；

[0044] 所述试验箱9为一立方体封闭箱体，其外壳由绝热材料制作，顶部有圆形箱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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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旋接箱体实现密闭，试验箱9右侧为进风口16，左侧为出风口17，进风口16与鼓风机13相

连，出风口17设置取气点与气相色谱分析仪14相连；

[0045] 所述数据监测系统由多个传感器及线路组成，所述传感器包括氧气浓度传感器

18、湿度传感器19、温度传感器20；

[0046] 所述气相色谱分析仪14可对出风口17处的气样进行收集和分析，实时监测和显示

试验箱9内煤自燃指标气体浓度，所述煤自燃指标气体包括乙烯、一氧化碳、乙炔；

[0047] b将煤矿工作面现场采集的松散煤样置于试验箱9中，启动计算机中的伺服控制程

序，调整试验箱9内空气参数至初始值，其中，试验箱9内的氧气由氧气瓶11提供，湿度由加

湿机12通过连接在试验箱内的喷头喷射水雾进行调节，初始温度设定为工作面温度19℃，

由计算机8控制加热器10进行设置；

[0048] c由计算机按照采空区内实际条件，连续模拟采空区空气参数变化；

[0049] d通过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测煤样温度，生成数据变化曲线，通过I1，I2，…，I9多个节

点位置处对应的煤样氧化升温变化曲线；通过气相色谱分析仪14对气样的分析，得到上述

各节点位置处遗煤氧化过程中的指标气体浓度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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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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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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