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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测试延期突出临界瓦斯压力与延期时

间的方法，适用于实验室中对于煤矿井下模拟使

用，实验室中测试延期突出临界瓦斯压力与延期

时间使用，包括前期准备阶段、延期突出孕育阶

段、延期突出诱发阶段、延期突出结束和后续工

作；通过给煤样加热，充入不同压力的瓦斯气体，

最后使用蜡封圆柱模拟瓦斯突出，模拟煤与瓦斯

延期突出，测定不同条件下延期突出的临界瓦斯

压力，测定不同条件下延期突出的延期时间，其

步骤简单，检测效果好，具有良好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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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测试延期突出临界瓦斯压力与延期时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前期准备阶

段、延期突出孕育阶段、延期突出诱发阶段、延期突出结束和后续工作；

详细步骤为：

1a)从待测煤矿区域突出煤层的煤块取样进行现场调研，利用现场采集的煤块取样测

定突出煤层的相关参数，确定试验方案；

1b)使用破碎筛将采集的煤块取样筛分成0-1mm粒径的煤粒，向煤粒中加水搅拌制成

6％含水率煤样备用；

1c)将6％含水率煤样装入可视化箱体，所述可视化箱体由箱体腔体和箱体盖板构成，

两者之间通过密封圈和密封螺栓精密连接，可视化箱体的右侧开有突出口，可视化箱体底

部设有布满加热电阻丝的海绵状多功能金属板，多功能金属板上设有充气口，可视化箱体

侧设有加热电阻丝电源能通过的接线口a，可视化箱体的顶部、左侧壁内和前侧壁内设有多

个透明加载板，每个透明加载板上设有加载活塞，加载活塞穿过箱体壁连通加压油缸；可视

化箱体背面均匀设有多个传感器安装孔，在距离突出口0.75m的断面内利用可视化箱体背

部开设的传感器安装孔向可视化箱体中的6％含水率煤样中埋入气压传感器，最后使用加

载活塞驱动透明加载板使6％含水率煤样在20MPa条件下成型1h后解除透明加载板对煤样

的加压；

1d)在可视化箱体的右侧开有的突出口中安装延期突出门，延期突出门包括透明圆管，

透明圆管尾部设有安装法兰，透明圆管内以石蜡融化倒入充满密封，透明圆管内壁直径与

突出口匹配，突出口直径为0.1m，透明圆管长0.5m，透明圆管内壁区域1-区域5分别铺设延

时门加热电阻丝，透明圆管内壁的延时门加热电阻丝从接线口b延伸出，将延期突出门的透

明圆管通过安装法兰连接至可视化箱体的突出口上；

1e)将高压气瓶出气口、真空泵抽气口和可视化箱体的充气口气路顺序连接，然后将高

压气瓶出气口与延期突出门的充气口连接，检测可视化箱体、延期突出门及气管管路密封

效果，确保密封压力不低于6MPa；

1f)在可视化箱体外侧和延期突出门处分别设置高速摄像机；

2a)利用温度传感器和气压传感器采集可视化箱体中煤样的气压和温度数据；

2b)按照试验方案对煤样进行三轴应力加载操作，其中煤样上部6个透明加载板应力大

小均为25MPa，前侧6个透明加载板应力大小均为30MPa；左侧1个透明加载板应力大小为

20MPa；

2c)启动真空泵对煤样进行抽真空操作，直到煤体内部气压小于100Pa关闭真空泵，用

时约12h；

2d)打开高压气瓶对煤样进行充瓦斯操作，共分为四阶段保证煤样吸附平衡气压为

0.74MPa，第一阶段充气12h、充气压力至0.4MPa，然后关闭气瓶，稳定6h；第二阶段充气12h、

充气压力至0.8MPa，然后关闭气瓶，稳定6h；第三阶段充气6h、充气压力至0.74MPa，然后关

闭气瓶；用时共计约38h；

2e)利用多功能金属板上的加热电阻丝对煤样底部进行加热，设置加热温度为50℃，待

煤层距离突出口0.5m和1.0m的断面内温度差异小于0.1℃时停止加热，以保证煤层内部不

同位置温度相同，一般用时约12h；

3a)利用延时门加热电阻丝对延期突出门圆管内区域1-区域5中凝固的石蜡加热，待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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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融化到一定程度不足以密封箱体瓦斯时诱发延期突出，停止加热；其中加热不同区域模

拟距离突出口不同位置处煤巷掘进扰动诱发延期突出，加热的区域根据需要调整；

3b)若发生突出，记录延期时间，同时重复步骤1、2，并在步骤2c)中以P0为梯度降低充气

吸附平衡气压为0.69MPa，进一步重复步骤3a诱发突出；如此重复直到在给定试验条件下无

法诱发突出，结束试验，则前一次充气压力和延期时间即为延期突出临界瓦斯压力和延期

时间；

3c)若不发生突出，则以P0为梯度增加充气压力为0.79MPa，进一步重复步骤3a诱发突

出；如此重复直到在给定试验条件下诱发突出，则本次充气压力和延期时间即为延期突出

临界瓦斯压力和延期时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测试延期突出临界瓦斯压力与延期时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控制煤样中的瓦斯压力P为0.74MPa，三轴透明加载板的加载应力分别为5.0MPa和10.0MPa，

分别测试煤样粒径在0-1mm和1-2mm时煤样的多种状态。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测试延期突出临界瓦斯压力与延期时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分别给延期突出门中的石蜡加热，加热温度分别控制在50℃或者100℃时，检测可视化箱体

中的煤样喷出的煤粉质量与时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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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测试延期突出临界瓦斯压力与延期时间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测试延期突出临界瓦斯压力与延期时间的方法，尤其使用室内对

煤样瓦斯延期突出测试的测试延期突出临界瓦斯压力与延期时间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的格局

不会变。截至2017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依然高达60.4％。煤与瓦斯突

出是煤矿生产中遇到的一种极其复杂的矿井瓦斯动力现象，其特征是在一定的时间内，由

煤体向巷道或采场突然抛出大量的煤炭，并涌出大量的瓦斯。煤与瓦斯延期突出是指突出

并不是在刚刚爆破煤壁时发生，而是在提煤几分钟到几个小时后延期发生。延期突出发生

的相对数量虽然较少，但是由于其特有的隐蔽性、滞后性、突然性，往往令人措手不及而导

致重大人员伤亡。

[0003] 我国《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中规定当煤层瓦斯含量大于8m3t或者瓦斯压力大

于0.74MPa时必须采取相关防突措施，以确保煤矿的安全生产。然而，越来越多的矿区发生

低指标突出现象(即瓦斯含量小于8m3t且瓦斯压力小于0.74MPa时发生突出)，如河南新密

矿区发生的40次突出事故中，0.74MPa瓦斯压力以下的突出次数占到了75％，最低瓦斯压力

只有0.3MPa。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技术比对不足之处，提供一种步骤简单，检测效果好，可以测定不同条件

下延期突出的临界瓦斯压力和不同条件下延期突出的延期时间的测试延期突出临界瓦斯

压力与延期时间的方法。

[0005]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的测试延期突出临界瓦斯压力与延期时间的方法，

包括：前期准备阶段、延期突出孕育阶段、延期突出诱发阶段、延期突出结束和后续工作；

[0006] 详细步骤为：

[0007] 1a)从待测煤矿区域突出煤层的煤块取样进行现场调研，利用现场采集的煤块取

样测定突出煤层的相关参数，确定试验方案；

[0008] 1b)使用破碎筛将采集的煤块取样筛分成0-1mm粒径的煤粒，向煤粒中加水搅拌制

成6％含水率煤样备用；

[0009] 1c)将6％含水率煤样装入可视化箱体，所述可视化箱体由箱体腔体和箱体盖板构

成，两者之间通过密封圈和密封螺栓精密连接，可视化箱体的右侧开有突出口，可视化箱体

底部设有布满加热电阻丝的海绵状多功能金属板，多功能金属板上设有充气口，可视化箱

体侧设有加热电阻丝电源能通过的接线口a，可视化箱体的顶部、左侧壁内和前侧壁内设有

多个透明加载板，每个透明加载板上设有加载活塞，加载活塞穿过箱体壁连通加压油缸；可

视化箱体背面均匀设有多个传感器安装孔，在距离突出口0.75m的断面内利用可视化箱体

背部开设的传感器安装孔向可视化箱体中的6％含水率煤样中埋入气压传感器，最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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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活塞驱动透明加载板使6％含水率煤样在20MPa条件下成型1h后解除透明加载板对煤

样的加压；

[0010] 1d)在可视化箱体1的右侧开有的突出口2中安装延期突出门，延期突出门包括透

明圆管，透明圆管尾部设有安装法兰，透明圆管内以石蜡融化倒入充满密封，透明圆管内壁

直径与突出口匹配，突出口直径为0.1m，透明圆管长0.5m，透明圆管内壁区域1-区域5分别

铺设延时门加热电阻丝，透明圆管内壁的延时门加热电阻丝从接线口b延伸出，将延期突出

门的透明圆管通过安装法兰连接至可视化箱体的突出口上；

[0011] 1e)将高压气瓶出气口、真空泵抽气口和可视化箱体的充气口气路顺序连接，然后

将高压气瓶出气口与延期突出门的充气口连接，检测可视化箱体、延期突出门及气管管路

密封效果，确保密封压力不低于6MPa；

[0012] 1f)在可视化箱体1外侧和延期突出门处分别设置高速摄像机；

[0013] 2a)利用温度传感器和气压传感器采集可视化箱体中煤样的气压和温度数据；

[0014] 2b)按照试验方案对煤样进行三轴应力加载操作，其中煤样上部6个透明加载板应

力大小均为25MPa，前侧6个透明加载板应力大小均为30MPa；左侧个透明加载板应力大小为

20MPa；

[0015] 2c)启动真空泵对煤样进行抽真空操作，直到煤体内部气压小于100Pa关闭真空

泵，用时约12h；

[0016] 2d)打开高压气瓶对煤样进行充瓦斯操作，共分为四阶段保证煤样吸附平衡气压

为0.74MPa，第一阶段充气12h、充气压力至0.4MPa，然后关闭气瓶，稳定6h；第二阶段充气

12h、充气压力至0.8MPa，然后关闭气瓶，稳定6h；第三阶段充气6h、充气压力至0.74MPa，然

后关闭气瓶；用时共计约38h；

[0017] 2e)利用多功能金属板上的加热电阻丝对煤样底部进行加热，设置加热温度为50

℃，待煤层距离突出口0.5m和1.0m的断面内温度差异小于0.1℃时停止加热，以保证煤层内

部不同位置温度相同，一般用时约12h；

[0018] 3a)利用延时门加热电阻丝对延期突出门圆管内区域1-区域5中凝固的石蜡加热，

待石蜡融化到一定程度不足以密封箱体瓦斯时诱发延期突出，停止加热；其中加热不同区

域模拟距离突出口不同位置处煤巷掘进扰动诱发延期突出，加热的区域根据需要调整；

[0019] 3b)若发生突出，记录延期时间，同时重复步骤1、2，并在步骤2c)中以P0为梯度降

低充气吸附平衡气压为0.69MPa，进一步重复步骤3a诱发突出；如此重复直到在给定试验条

件下无法诱发突出，结束试验，则前一次充气压力和延期时间即为延期突出临界瓦斯压力

和延期时间；

[0020] 3c)若不发生突出，则以P0为梯度增加充气压力为0.79MPa，进一步重复步骤3a诱

发突出；如此重复直到在给定试验条件下诱发突出，则本次充气压力和延期时间即为延期

突出临界瓦斯压力和延期时间；

[0021] 控制煤样中的瓦斯压力P为0.74MPa，三轴透明加载板的加载应力分别为5.0MPa和

10.0MPa，分别测试煤样粒径在0-1mm和1-2mm时煤样的多种状态。

[0022] 分别给延期突出门中的石蜡加热，加热温度分别控制在50℃或者100℃时，检测可

视化箱体中的煤样喷出的煤粉质量与时间状态。

[0023] 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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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可在室内模拟不同真三轴应力、瓦斯压力、煤层温度多场耦合条件下煤与瓦斯延

期突出过程，同时可同步监测并采集箱体内煤层瓦斯压力、温度、表面裂纹形态以及突出煤

粉运动过程，进一步实现了箱体煤层渗流场、温度场、表面裂隙场以及突出煤粉运移轨迹场

多场全程可视化，为研究煤与瓦斯突出致灾特征及其防治奠定基础。

[0025] (1)可以模拟煤与瓦斯延期突出；(2)可以测定不同条件下延期突出的临界瓦斯压

力；(3)可以测定不同条件下延期突出的延期时间。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测试延期突出临界瓦斯压力与延期时间的方法使用的透明箱体结构

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测试延期突出临界瓦斯压力与延期时间的方法使用的透明箱体俯视

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测试延期突出临界瓦斯压力与延期时间的方法使用的透明箱体后视

图。

[0029] 图4为本发明测试延期突出临界瓦斯压力与延期时间的方法使用的延期突出门结

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本发明测试延期突出临界瓦斯压力与延期时间的方法使用的加载系统结构

示意图。

[0031] 图6为本发明测试延期突出临界瓦斯压力与延期时间的方法使用的高速摄像机设

置图。

[0032] 图7为本发明测试延期突出临界瓦斯压力与延期时间的方法使用的瓦斯突出测试

示意图。

[0033] 图中1-可视化箱体，2-突出口，3-多功能金属板，4-密封圈，5-密封螺栓，6-接线口

a，7-充气口，8-加热电阻丝，9-传感器安装孔，10-安装法兰，11-透明圆管，12-延时门加热

电阻丝，13-接线口b，14-透明加载板，15-加载活塞，16-高速摄像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做进一步说明：

[0035] 本发明的测试延期突出临界瓦斯压力与延期时间的方法，包括：前期准备阶段、延

期突出孕育阶段、延期突出诱发阶段、延期突出结束和后续工作；

[0036] 详细步骤为：

[0037] 1a)从待测煤矿区域突出煤层的煤块取样进行现场调研，利用现场采集的煤块取

样测定突出煤层的相关参数，确定试验方案；

[0038] 1b)使用破碎筛将采集的煤块取样筛分成0-1mm粒径的煤粒，向煤粒中加水搅拌制

成6％含水率煤样备用；

[0039] 1c)将6％含水率煤样装入可视化箱体1，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所述可视化箱体1由

箱体腔体和箱体盖板过程，两者之间通过密封圈3和密封螺栓4精密连接，可视化箱体1的右

侧开有突出口2，可视化箱体1底部设有布满加热电阻丝8的海绵状多功能金属板3，多功能

金属板3上设有充气口7，可视化箱体1侧设有加热电阻丝8电源能通过的接线口a6，如图6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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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可视化箱体1的顶部、左侧壁内和前侧壁内设有多个透明加载板14，每个透明加载板14

上设有加载活塞15，加载活塞15穿过箱体壁连通加压油缸；可视化箱体1背面设有均匀步骤

有多个传感器安装孔9，在距离突出口20.75m的断面内利用可视化箱体1背部开设的传感器

安装孔9向可视化箱体1中的6％含水率煤样中埋入气压传感器，最后使用加载活塞15驱动

透明加载板14使6％含水率煤样在20MPa条件下成型1h后解除透明加载板14对煤样的加压；

[0040] 1d)如图5所示，在可视化箱体11的右侧开有的突出口22中安装延期突出门，延期

突出门包括透明圆管11，透明圆管11尾部设有安装法兰10，透明圆管11内以石蜡融化倒入

充满密封，透明圆管11内壁直径与突出口22匹配，突出口22直径为0.1m，透明圆管11长

0.5m，透明圆管11内壁区域1-区域5分别铺设延时门加热电阻丝12，透明圆管内壁的延时门

加热电阻丝12从接线口b13延伸出，将延期突出门的透明圆管11通过安装法兰10连接至可

视化箱体11的突出口22上；

[0041] 1e)将高压气瓶出气口、真空泵抽气口和可视化箱体11的充气口7气路顺序连接，

然后将高压气瓶出气口与延期突出门的充气口7连接，检测可视化箱体11、延期突出门及气

管管路密封效果，确保密封压力不低于6MPa；

[0042] 1f)如图7所示，在可视化箱体11外侧和延期突出门处分别设置高速摄像机16；

[0043] 2a)利用温度传感器和气压传感器采集可视化箱体11中煤样的气压和温度数据；

[0044] 2b)按照试验方案对煤样进行三轴应力加载操作，其中煤样上部6个透明加载板应

力大小均为25MPa，前侧6个透明加载板应力大小均为30MPa；左侧1个透明加载板应力大小

为20MPa；

[0045] 2c)启动真空泵对煤样进行抽真空操作，直到煤体内部气压小于100Pa关闭真空

泵，用时约12h；

[0046] 2d)打开高压气瓶对煤样进行充瓦斯操作，共分为四阶段保证煤样吸附平衡气压

为0.74MPa，第一阶段充气12h、充气压力至0.4MPa，然后关闭气瓶，稳定6h；第二阶段充气

12h、充气压力至0.8MPa，然后关闭气瓶，稳定6h；第三阶段充气6h、充气压力至0.74MPa，然

后关闭气瓶；用时共计约38h；

[0047] 2e)利用多功能金属板3上的加热电阻丝8对煤样底部进行加热，设置加热温度为

50℃，待煤层距离突出口20.5m和1.0m的断面内温度差异小于0.1℃时停止加热，以保证煤

层内部不同位置温度相同，一般用时约12h；

[0048] 3a)利用延时门加热电阻丝12对延期突出门圆管内区域1-区域5中凝固的石蜡加

热，待石蜡融化到一定程度不足以密封箱体瓦斯时诱发延期突出，停止加热；其中加热不同

区域模拟距离突出口2不同位置处煤巷掘进扰动诱发延期突出，加热的区域根据需要调整；

[0049] 3b)若发生突出，记录延期时间，同时重复步骤1、2，并在步骤2c)中以P0为梯度降

低充气吸附平衡气压为0.69MPa，进一步重复步骤3a诱发突出；如此重复直到在给定试验条

件下无法诱发突出，结束试验，则前一次充气压力和延期时间即为延期突出临界瓦斯压力

和延期时间；

[0050] 3c)若不发生突出，则以P0为梯度增加充气压力为0.79MPa，进一步重复步骤3a诱

发突出；如此重复直到在给定试验条件下诱发突出，则本次充气压力和延期时间即为延期

突出临界瓦斯压力和延期时间；

[0051] 控制煤样中的瓦斯压力P为0.74MPa，三轴透明加载板的加载应力分别为5.0MPa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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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Pa，分别测试煤样粒径在0-1mm和1-2mm时煤样的多种状态。

[0052] 分别给延期突出门中的石蜡加热，加热温度分别控制在50℃或者100℃时，检测可

视化箱体1中的煤样喷出的煤粉质量与时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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