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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矿井采空区束管滤水滤尘器及其使用

方法，装置包括金属双层管，阻燃滤尘网，压缩海

绵和遇水膨胀胶条，金属双层管包括外管和内

管，外、内管表面分别设有若干外管通气孔和内

管通气孔；金属双层管一侧封闭另一侧设有出气

管道，出气管道与内管相连。使用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1)采空区内测点相近位置设置若干组束

管及束管滤水滤尘器；(2)将束管与束管滤水滤

尘器出气管道相连，将束管及束管滤水滤尘器固

定，并将若干组束管底端合为一根；(3)通过检测

遇水膨胀胶条状态，判断束管滤水滤尘器是否进

水。该装置结构简单，使用方便，采用该装置进行

测点气体过滤可以保证束管线路畅通，有效防止

采空区积水被抽出造成气泵损坏，提高束管监测

数据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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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矿井采空区束管滤水滤尘器，其特征在于，包括金属双层管，阻燃滤尘网，压缩

海绵和遇水膨胀胶条，其中：

所述的金属双层管包括外管和内管，所述的外管表面设有若干外管通气孔，所述的内

管表面设有若干内管通气孔；所述的金属双层管一侧封闭，另一侧设有出气管道，所述的出

气管道与内管相连；

所述的外管和内管之间，由内向外依次包裹有压缩海绵和阻燃滤尘网；

所述的出气管道内表面相对设有凹槽，所述的凹槽内设有遇水膨胀胶条，所述的遇水

膨胀胶条内设有导线，所述的遇水膨胀胶条表面相对设有电极，所述导线与电极相连并延

伸到金属双层管外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井采空区束管滤水滤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矿井采空区

束管滤水滤尘器在束管监测技术领域的应用。

3.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井采空区束管滤水滤尘器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1，束管滤水滤尘器布置：

(1)在矿井采空区内，同一测点相近位置设置若干组束管及束管滤水滤尘器；

(2)将束管与束管滤水滤尘器的出气管道相连，将若干组束管及束管滤水滤尘器固定

在顶板附近锚网上，并将若干组束管底端合并为一根束管；

步骤2，束管滤水滤尘器使用：

通过检测遇水膨胀胶条状态，判断束管滤水滤尘器是否进水，具体判断方式为：

(1)当束管滤水滤尘器正常工作时，遇水膨胀胶条为正常状态，束管内气体通畅，两导

线间电阻无穷大；

(2)当束管滤水滤尘器进水时，遇水膨胀胶条吸水膨胀，封闭出气管道，两电极相连，导

线接通，束管内气体通路切断，两导线间电阻为零，此时抽取的气体是其他未进水束管滤水

滤尘器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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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矿井采空区束管滤水滤尘器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采空区束管监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矿井采空区束管滤水滤尘器

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矿井火灾，有相当一部分是煤矿采空区自然发火引起的，严重时，甚至可以引发瓦

斯爆炸。因此，井下一般会在采空区设置一定量的测点并铺设束管对采空区进行气体采集，

通过对采空区的气体分析，进而判断采空区是否发火。而在采空区采集的气体样本中，水蒸

气及其他固体颗粒杂质，都会对气体分析产生影响，因此，一般在设置在测点的束管末端通

常会安装滤水滤尘器。

[0003] 现如今采空区束管铺设，采用对应测点单束管布置，在测点束管终端处安装滤水

滤尘器的方法。但在涌水量高的矿井中，常出现采空区垮落，使滤水滤尘器掉进积水中的情

况，造成束管进水，无法抽取测点气体，甚至会将采空区积水抽出，损坏气泵。

[0004] 由此可知，现如今束管铺设中的滤水芯在高涌水量矿井中存在很多缺陷，因此很

有必要提出一种矿井采空区束管滤水滤尘器及使用方法，来消除在高涌水量矿井中，滤水

芯进水对束管监测工作的影响。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高涌水量矿井滤水芯进水对束管监测工作的影响，提供

一种矿井采空区束管滤水滤尘器及其使用方法，该装置结构简单，使用方便，采用该装置进

行测点气体过滤可以保证束管线路的畅通，有效防止采空区积水被抽出造成的气泵损坏，

提高束管监测的数据可靠性。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矿井采空区束管滤水滤尘器，包括金属双层管，阻燃滤尘网，压缩海绵和遇水

膨胀胶条，其中：

[0008] 所述的金属双层管包括外管和内管，所述的外管表面设有若干外管通气孔，所述

的内管表面设有若干内管通气孔；所述的金属双层管一侧封闭，另一侧设有出气管道，所述

的出气管道与内管相连。

[0009] 所述的外管和内管之间，由内向外依次包裹有压缩海绵和阻燃滤尘网。

[0010] 所述的出气管道内表面相对设有凹槽，所述的凹槽内设有遇水膨胀胶条，所述的

遇水膨胀胶条内设有导线，所述的遇水膨胀胶条表面相对设有电极，所述导线与电极相连

并延伸到金属双层管外部。

[0011] 所述的矿井采空区束管滤水滤尘器在束管监测技术领域的应用。

[0012] 所述的矿井采空区束管滤水滤尘器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步骤1，束管滤水滤尘器布置：

[0014] (1)在矿井采空区内，同一测点相近位置设置若干组束管及束管滤水滤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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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2)将束管与束管滤水滤尘器的出气管道相连，将若干组束管及束管滤水滤尘器

固定在顶板附近锚网上，并将若干组束管底端合并为一根束管；

[0016] 步骤2，束管滤水滤尘器使用：

[0017] 通过检测遇水膨胀胶条状态，判断束管滤水滤尘器是否进水。

[0018] 所述的步骤2中，束管滤水滤尘器是否进水的判断方式为：

[0019] (1)当束管滤水滤尘器正常工作时，遇水膨胀胶条为正常状态，束管内气体通畅，

两导线间电阻无穷大；

[0020] (2)当束管滤水滤尘器进水时，遇水膨胀胶条吸水膨胀，封闭出气管道，两电极相

连，导线接通，束管内气体通路切断，两导线间电阻为零，此时抽取的气体是其他未进水束

管滤水滤尘器的气体。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2] (1)采用本发明的矿井采空区束管滤水滤尘器有效防止滤水滤尘器进水，导致气

泵将积水抽出，损坏气泵的现象。

[0023] (2)采用本发明的矿井采空区束管滤水滤尘器进行测点束管铺设，有效避免滤水

滤尘器进水所导致的相应测点无法进行气体采样的状况。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矿井采空区束管滤水滤尘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图1的进水状态下的矿井采空区束管滤水滤尘器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矿井采空区束管滤水滤尘器在相应测点的铺设示意图：

[0027] 其中：1-金属双层管，2-外管，3-内管，4-外管通气孔，5-内管通气孔，6-阻燃滤尘

网，7-压缩海绵，8-遇水膨胀胶条，9-电极，10-导线，11-出气管道，12-束管滤水滤尘器，13-

双芯网线，14-束管，15-三通连接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9] 实施例1

[0030] 一种矿井采空区束管滤水滤尘器，其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包括金属双层管1，阻

燃滤尘网6，压缩海绵7和遇水膨胀胶条8，其中：

[0031] 所述的金属双层管1包括外管2和内管3，所述的外管2表面设有若干外管通气孔4，

所述的内管3表面设有若干内管通气孔5；所述的金属双层管1一侧封闭，另一侧设有出气管

道11，所述的出气管道11与内管3相连；

[0032] 所述的外管2和内管3之间，由内向外依次包裹有压缩海绵7和阻燃滤尘网6。

[0033] 所述的出气管道11内表面相对设有凹槽，所述的凹槽内设有遇水膨胀胶条8，所述

的遇水膨胀胶条8内设有导线10，所述的遇水膨胀胶条8表面相对设有电极9，所述导线10与

电极9相连并延伸到金属双层管1外部；

[0034] 将矿井采空区束管滤水滤尘器12应用在束管监测技术领域，该矿井采空区束管滤

水滤尘器12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步骤1，束管滤水滤尘器12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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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1)在矿井采空区内，同一测点相近位置设置三组束管14及束管滤水滤尘器12，铺

设示意图如图3所示；

[0037] (2)将束管14与束管滤水滤尘器12的出气管道11相连，将导线10与双芯网线13相

连，将三组束管14及束管滤水滤尘器12固定在顶板附近锚网上，并将三组束管14底端利用

三通连接器15合并为一根束管；

[0038] 步骤2，束管滤水滤尘器12使用：

[0039] 通过检测遇水膨胀胶条8状态，判断束管滤水滤尘器12是否进水，具体判断方法

为：

[0040] (1)当遇水膨胀胶条8为正常状态，束管14内气体通畅，此时束管滤水滤尘器12正

常工作，其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外界气体通过外管通气孔4，经阻燃滤尘网6和压缩海绵7

过滤，进入内管3中，通过出气管道11进入束管，进而用气泵抽出，此时电极9未闭合，导线10

未连通，两导线10间电阻无穷大；

[0041] (2)当遇水膨胀胶条8吸水膨胀时，封闭出气管道11，此时束管滤水滤尘器12进水，

该状态下结构示意图如图2所示，积水进入内管3中，出气管道11封闭，来防止积水进入束管

14，进而抽入气泵，损坏气泵，进水状态下两电极9相连，导线10接通，束管14内气体通路切

断，两导线10间电阻为零，此时抽取的气体是其他未进水束管滤水滤尘器12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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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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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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