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039329.4

(22)申请日 2020.01.1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188646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5.22

(73)专利权人 河南理工大学

地址 454003 河南省焦作市高新区世纪大

道2001号

(72)发明人 温志辉　魏建平　张彦宾　陈攀　

王蒙蒙　牛华　王超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拓云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2344

代理人 赵艾亮

(51)Int.Cl.

E21F 7/00(2006.01)

E21B 28/00(2006.01)

E21B 43/2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2022135 A,2011.04.20

CN 108316964 A,2018.07.24

CN 110242256 A,2019.09.17

CN 109826664 A,2019.05.31

CN 109184781 A,2019.01.11

审查员 许启通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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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抽采

设备，本发明通过将液压振动机构的输出端伸入

振动孔内，这样，在对所述抽采钻孔进行抽采时，

液压振动机构进行振动处理，本发明的液压振动

机构利用液压驱动，有效提高驱动的能力，保证

振动效果，可以有效的防止压裂后裂缝的全面堵

塞，可以通过振动使得煤层内部的气体被抽采出

来，同时，本发明的抽采管上还连通有负压辅助

抽采罐，负压辅助抽采罐内部抽真空，这样利用

负压辅助抽采罐辅助增加瓦斯抽采力，而且本发

明的负压辅助抽采罐以间歇的方式与抽采管连

通，可以形成间歇脉冲式抽气压力，这种脉冲作

用可以有效的防止钻孔堵塞并能够促进煤层内

部瓦斯气体的流动，便于将瓦斯气体抽采出来，

提高瓦斯抽采能力与抽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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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抽采设备，包括液压振动机构、抽采泵(9)和负压辅助抽采罐

(10)，其中，所述煤层内的抽采位置设置有抽采钻孔，所述抽采钻孔内采用抽采管(14)与所

述抽采泵(9)连通，其特征在于，所述抽采钻孔的四周设置有多个振动孔，所述液压振动机

构的输出端伸入所述振动孔(22)内，以便在对所述抽采钻孔进行瓦斯抽采时，所述液压振

动机构进行振动处理，且所述抽采管上还连通有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10)，所述负压辅助

抽采罐(10)内部抽真空处理，且所述抽采泵与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之间并联设置，在抽采

时，所述抽采泵(9)持续抽采的同时，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以间歇脉冲的方式与所述抽采管

连通；

所述抽采管的外端连接有三通接头(12)，所述抽采泵(9)和负压辅助抽采罐(10)分别

连接至所述三通接头上，且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与所述三通接头之间采用伸入连接管连

接，且所述伸入连接管的端部设置有控制阀(11)，控制器控制所述控制阀(11)间歇启闭；

所述液压振动机构包括液压驱动器(3)和振荡柱组件(2)，所述液压驱动器与所述振荡

柱组件连接，且所述振荡柱组件伸入所述振动孔内，所述振荡柱组件(2)呈多节结构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抽采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振荡柱组

件(2)包括多节振动柱(20)，其中，每节振动柱(20)的两端均可调节角度的连接有与之相邻

的振动柱，且每节振动柱(20)两端角度调节的角度转动轴线相垂直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抽采设备，其特征在于，每节所述振动

柱的中间位置设置有液压驱动套组件，通过各个所述液压驱动套组件的配合动作能够驱动

所述振动柱(20)做摆动振动动作。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抽采设备，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液压

驱动套组件包括圆周阵列设置的四个径向驱动膨胀套(19)，所述径向驱动膨胀套(19)沿着

所述振动柱的径向方向延伸且可伸缩的布置，所述径向驱动膨胀套(19)的外端面一体固定

设置有耐磨块(18)，各个所述液压驱动套组件的各个所述径向驱动膨胀套(19)均由所述液

压驱动器(3)驱动控制。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抽采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柱的

两端还均设置有一体的振动凸块(16)，所述振动凸块(16)在所述振动柱的径向方向上延伸

出所述振动柱的外周面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抽采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柱两

端的振动凸块(16)的横截面均成V型结构，且一端的所述振动凸块(16)的位置处采用第一

铰接柱(17)与之一端相邻的振动柱铰接，另一端的所述振动凸块(16)的位置处采用第二铰

接柱(21)与之另一端相邻的振动柱铰接，所述第一铰接柱(17)与所述第二铰接柱(21)的延

伸方向相垂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抽采设备，其特征在于，负压辅助抽采

罐(10)的端部还连接有负压抽吸机构，所述负压抽吸机构能够对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10)

的内部进行抽吸，以便尽可能的保证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内达到并保持在一定的真空度。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抽采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负压抽吸

机构包括抽吸电机(4)、风叶座(5)、风叶(7)、出气头(6)和抽气管(8)，其中，所述抽吸电机

的输出端连接至所述风叶，所述风叶位于所述风叶座内，所述风叶座的端部固定在所述负

压辅助抽采罐上，且所述风叶座的一侧设置有出气头，所述风叶座的采用所述抽气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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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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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抽采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煤矿瓦斯抽采设备，具体是一种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抽采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煤矿开采中，瓦斯抽采是保证煤矿开采安全的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目前的瓦

斯抽采一般是依靠负压的抽采泵进行抽采，这种方式虽然简单，但是对于低透气性的煤层

来说，仅仅依靠负压抽采泵进行抽采的效果并不能保证，由于低透气性的煤层一般均是软

岩，即使是利用压裂设备进行压裂，也往往压裂后由于软岩的堆陷作用，使得煤层内压裂的

裂缝重新堵塞，导致瓦斯依然难以有效的抽出，影响煤矿开采的安全性。

[0003] 因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抽采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

出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抽采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

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抽采设备，包括液压振动机构、抽采泵和负压辅助抽采罐，

其中，所述煤层内的抽采位置设置有抽采钻孔，所述抽采钻孔内采用抽采管与所述抽采泵

连通，其特征在于，所述抽采钻孔的四周设置有多个振动孔，所述液压振动机构的输出端伸

入所述振动孔内，以便在对所述抽采钻孔进行抽采时，所述液压振动机构进行振动处理，且

所述抽采管上还连通有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内部抽真空处理，且所

述抽采泵与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之间并联设置，在抽采时，所述抽采泵持续抽采的同时，所

述负压辅助抽采罐以间歇的脉冲方式与所述抽采管连通。

[0007] 进一步，作为优选，所述抽采管的外端连接有三通接头，所述抽采泵和负压辅助抽

采罐分别连接至所述三通接头上，且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与所述三通接头之间采用伸入连

接管连接，且所述伸入连接管的端部设置有控制阀，所述控制器控制所述控制阀间歇启闭。

[0008] 进一步，作为优选，所述液压振动机构包括液压驱动器和振荡柱组件，所述液压驱

动器与所述振荡柱组件连接，且所述振荡柱组件伸入所述振动孔内，所述振荡柱组件呈多

节结构设置。

[0009] 进一步，作为优选，所述振荡柱组件包括多节振动柱，其中，每节振动柱的两端均

可调节角度的连接有与之相邻的振动柱，且每节振动柱的两端的振动柱的角度调节的转动

轴线相垂直设置。

[0010] 进一步，作为优选，每节所述振动柱的中间位置设置有液压驱动套组件，通过各个

所述液压驱动套组件的配合动作能够驱动所述振动柱做摆动振动动作。

[0011] 进一步，作为优选，每个所述液压驱动套组件包括圆周阵列设置的四个径向驱动

膨胀套，所述径向驱动膨胀套沿着所述振动柱的径向方向延伸且可伸缩的布置，所述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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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膨胀套的外端面一体固定设置有耐磨块，各个所述液压驱动套组件的各个所述径向驱

动膨胀套均由所述液压驱动器驱动控制。

[0012] 进一步，作为优选，所述振动柱的两端还均设置有一体的振动凸块，所述振动凸块

在所述振动柱的径向方向上延伸出所述振动柱的外周面设置。

[0013] 进一步，作为优选，所述振动柱的两端的振动凸块的横截面均成V型结构，且一端

的所述振动凸块的位置处采用第一铰接柱与之一端相邻的振动柱铰接，另一端的所述振动

凸块的位置处采用第二铰接柱与之另一端相邻的振动柱铰接，所述第一铰接柱与所述第二

铰接柱的延伸方向相垂直。

[0014] 进一步，作为优选，负压辅助抽采罐的端部还连接有负压抽吸机构，所述负压抽吸

机构能够对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的内部进行抽吸，以便尽可能的保证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

内达到并保持在一定的真空度。

[0015] 进一步，作为优选，所述负压抽吸机构包括抽吸电机、风叶座、风叶、出气头和抽气

管，其中，所述抽吸电机的输出端连接至所述风叶，所述风叶位于所述风叶座内，所述风叶

座的端部固定在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上，且所述风叶座的一侧设置有出气头，所述风叶座

的采用所述抽气管连接至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内。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7] 本发明通过将液压振动机构的输出端伸入振动孔内，这样，在对所述抽采钻孔进

行抽采时，液压振动机构进行振动处理，本发明的液压振动机构利用液压驱动，有效提高驱

动的能力，保证振动效果，可以有效的防止压裂后裂缝的全面堵塞，可以通过振动使煤层得

内部的气体被抽采出来，同时，本发明的抽采管上还连通有负压辅助抽采罐，负压辅助抽采

罐内部抽真空，这样利用负压辅助抽采罐辅助增加瓦斯抽采力，而且本发明的负压辅助抽

采罐以间歇的方式与抽采管连通，可以形成间歇脉冲式抽气压力，这种脉冲作用可以有效

的防止钻孔堵塞并能够促进煤层内部瓦斯气体的流动，便于将瓦斯气体抽采出来，提高抽

采能力与抽采效果。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一种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抽采设备的布置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一种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抽采设备中液压振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a、图3b和图3c分别为本发明的液压振动机构振动柱的三种不同状态结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请参阅图1～3c，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抽采设备，包括液压振

动机构、抽采泵9和负压辅助抽采罐10，其中，所述煤层内的抽采位置设置有抽采钻孔，所述

抽采钻孔内采用抽采管14与所述抽采泵9连通，其特征在于，所述抽采钻孔的四周设置有多

个振动孔，所述液压振动机构的输出端伸入所述振动孔22内，以便在对所述抽采钻孔进行

瓦斯抽采时，所述液压振动机构进行振动处理，且所述抽采管上还连通有所述负压辅助抽

采罐10，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10内部抽真空处理，且所述抽采泵与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之

间并联设置，在抽采时，所述抽采泵9持续抽采的同时，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以间歇脉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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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与所述抽采管连通。

[0022]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抽采管的外端连接有三通接头12，所述抽采泵9和负压辅助抽

采罐10分别连接至所述三通接头上，且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与所述三通接头之间采用伸入

连接管连接，且所述伸入连接管的端部设置有控制阀11，所述控制器控制所述控制阀11间

歇启闭。

[0023] 作为较佳的实施例，所述液压振动机构包括液压驱动器3和振荡柱组件2，所述液

压驱动器与所述振荡柱组件连接，且所述振荡柱组件伸入所述振动孔内，所述振荡柱组件2

呈多节结构设置。

[0024] 其中，所述振荡柱组件2包括多节振动柱20，其中，每节振动柱20的两端均可调节

角度的连接有与之相邻的振动柱，且每节振动柱20的两端角度调节的角度转动轴线相垂直

设置。

[0025] 每节所述振动柱的中间位置设置有液压驱动套组件，通过各个所述液压驱动套组

件的配合动作能够驱动所述振动柱20做摆动振动动作。

[0026] 每个所述液压驱动套组件包括圆周阵列设置的四个径向驱动膨胀套19，所述径向

驱动膨胀套19沿着所述振动柱的径向方向延伸且可伸缩的布置，所述径向驱动膨胀套19的

外端面一体固定设置有耐磨块18，各个所述液压驱动套组件的各个所述径向驱动膨胀套19

均由所述液压驱动器3驱动控制。

[0027] 所述振动柱的两端还均设置有一体的振动凸块16，所述振动凸块16在所述振动柱

的径向方向上延伸出所述振动柱的外周面设置。

[0028] 所述振动柱两端的振动凸块16的横截面均成V型结构，且一端的所述振动凸块16

的位置处采用第一铰接柱17与之一端相邻的振动柱铰接，另一端的所述振动凸块16的位置

处采用第二铰接柱21与之另一端相邻的振动柱铰接，所述第一铰接柱17与所述第二铰接柱

21的延伸方向相垂直。

[0029] 负压辅助抽采罐10的端部还连接有负压抽吸机构，所述负压抽吸机构能够对所述

负压辅助抽采罐10的内部进行抽吸，以便尽可能的保证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内达到并保持

在一定的真空度。

[0030] 所述负压抽吸机构包括抽吸电机4、风叶座5、风叶7、出气头6和抽气管8，其中，所

述抽吸电机的输出端连接至所述风叶，所述风叶位于所述风叶座内，所述风叶座的端部固

定在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上，且所述风叶座的一侧设置有出气头，所述风叶座的采用所述

抽气管连接至所述负压辅助抽采罐内。

[0031] 本发明通过将液压振动机构的输出端伸入振动孔内，这样，在对所述抽采钻孔进

行瓦斯抽采时，液压振动机构进行振动处理，本发明的液压振动机构利用液压驱动，有效提

高驱动的能力，保证振动效果，可以有效的防止压裂后裂缝的全面堵塞，可以通过振动使得

煤层内部的气体被抽采出来，同时，本发明的抽采管上还连通有负压辅助抽采罐，负压辅助

抽采罐内部抽真空，这样利用负压辅助抽采罐辅助增加瓦斯抽采力，而且本发明的负压辅

助抽采罐以间歇的方式与抽采管连通，可以形成间歇脉冲式抽气压力，这种脉冲作用可以

有效的防止钻孔堵塞并能够促进煤层内部瓦斯气体的流动，便于将瓦斯气体抽采出来，提

高瓦斯抽采能力与抽采效果。

[0032] 以上所述的，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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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及其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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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c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0

CN 111188646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