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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突出煤层注水消突技术及消突效果检

验方法，适用于模拟煤矿井下突出煤层注水消突

技术并检验消突效果使用。包括步骤：前期准备

阶段、突出孕育阶段、煤层注水前突出阶段、煤层

注水阶段、煤层注水后突出验证阶段、煤层注水

消突效果检验。其可以模拟应力场、渗流场、温度

场三场耦合条件下的大尺度突出煤层，更加接近

现场突出煤层真实赋存状态；可以开展不同条件

下突出煤层注水消突试验；可以对注水后的突出

煤层进一步开展瓦斯突出试验，并根据试验结果

检验、评价注水消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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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突出煤层注水消突技术及消突效果检验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前期准备阶段、

突出孕育阶段、煤层注水前突出阶段、煤层注水阶段、煤层注水后突出验证阶段、煤层注水

消突效果检验；其具体步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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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试验方案中瓦斯压力、地应力、注水钻孔、注水速率、注水时间

参数；

1b)  使用破碎筛将采集的煤块取样筛分成0-1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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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箱体包括箱体腔体和箱体盖板，箱体腔体

和箱体盖板之间设有密封圈并利用密封螺栓固定，可视化箱体的右侧开有突出口，可视化

箱体底部与外界设有箱体充气口，可视化箱体顶部以及可视化箱体的左侧壁上和前侧壁上

设有多个透明加载板，可视化箱体顶部的透明加载板有六个序号分别为X1-X6，可视化箱体

前侧壁上的透明加载板有六个序号分别为Y1-Y6，可视化箱体的左侧壁上的透明加载板为

Z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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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匀设置有多个安装孔，其中在可视化箱体的安装孔上设有外接接头，外接接头与可视化

箱体的箱体壁之间设有密封垫，安装孔中根据需要设置有气压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或多功

能钻孔，多功能钻孔包括封孔段、透气段，多功能钻孔全长0.5  m，封孔段长0.15  m，透气段

长0.35  m，透气段管壁周向和径向方向分布有透气孔，给多功能钻孔设置序号为A1-A6，在

可视化箱体利用可视化箱体背部开设的安装孔向可视化箱体中的6%含水率煤样分别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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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Pa条件下成型1  h

后解除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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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突出门，所述瞬间突出门包括爆破

片夹持器，爆破片夹持器一端设有安装法兰，爆破片夹持器内部分别设有相互串联的一级

爆破片和二级爆破片，一级爆破片的爆破压力为0.4/MPa，二级爆破片的爆破压力为0.6/

MPa，一级爆破片和二级爆破片之间的爆破片夹持器上设有突出门充气口，通过气源系统向

一级爆破片和二级爆破片之间充气直到打开二级爆破片，同时瞬间诱爆一级爆破片，实现

突出口瞬间打开，以模拟石门揭煤这种剧烈诱发因素诱导的突出工况；

1e)密封箱体盖板，将高压气瓶、真空泵、流量计Ⅰ顺序连接，流量计Ⅰ的输出端通过管路

与箱体充气口相连接，可视化箱体后部的序号为A3的多功能钻孔中设置外接接头与流量计

Ⅱ相连接，流量计Ⅱ的出口管路与水泵相连接，并检测箱体及各管路密封效果；

1f)在可视化箱体外侧和瞬间突出门处分别设置高速摄像机；

2a)  对煤样进行三轴应力加载操作向煤样施加应力：其中煤样顶部6个序号为X1-X6的

透明加载板均施加应力6  MPa，前侧6个序号为Y1-Y6的透明加载板均施加应力8  MPa；左侧1

个序号为Z1的透明加载板施加应力10  MPa；

2b)  启动真空泵通过箱体充气口对煤样进行抽真空操作，直到煤样内部气压小于100 

Pa后关闭真空泵，用时12  h；

2c)  使用高压气瓶通过可视化箱体底部的箱体充气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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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  MPa，第一阶段充气12  h、充气压力至0.3  MPa，然后

关闭气瓶，稳定6  h；第二阶段充气12  h、充气压力至0.6  MPa，然后关闭气瓶，稳定6  h；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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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充气12  h、充气压力至0.74  MPa，然后关闭气瓶，稳定6  h；第四阶段充气6  h、充气并稳

定至0.74  MPa，然后关闭气瓶，用时共计60  h，充气过程中通过流量计Ⅰ记录充入瓦斯量；同

时通过高压气瓶向瞬间突出门的一级爆破片和二级爆破片之间的充气口充气至0.3  MPa；

3a)  使用高压气瓶向瞬间突出门的一级爆破片和二级爆破片之间的充气口充气大于

0.4MPa，使一级爆破片和二级爆破片先后破裂，从而模拟井下瓦斯突出；

3b）利用高速摄像机采集模拟瓦斯突出中煤粉喷出的图像，当模拟的瓦斯突出结束后，

停止透明加载板的应力加载，收集突出口抛出的煤粉并称重；

4a）重复步骤1c-到2c，之后利用水泵通过多功能钻孔向煤样中进行注水操作；

5a）注水结束后，利用高压气瓶向瞬间突出门的一级爆破片和二级爆破片之间的充气

口充气大于0.4MPa，使一级爆破片和二级爆破片先后破裂，以测试突出是否发生；

5b）利用高速摄像机采集模拟瓦斯突出中煤粉喷出的图像，当发生突出后等待突出结

束，之后停止透明加载板的应力加载，收集突出口抛出的煤粉并称重；

6a)  依次改变注水钻孔、注水速率、注水时间的试验条件重复上述所有试验步骤重新

进行试验并记录相关的信息，包括：

利用序号为A3的多功能钻孔注水时，首先控制注水速率为1.0mL/s，先后注水2小时和5

个小时进行检测，再以注水速率为5.0mL/s先后注水2小时和5个小时进行检测；

或者同时利用序号为A3的多功能钻孔和序号为A4的多功能钻孔同时向煤样中注水，两

个多功能钻孔首先控制注水速率为1.0mL/s，先后注水2小时和5个小时进行检测，再以注水

速率为5.0mL/s先后注水2小时和5个小时进行检测；

经过上述实验并根据是否突出或者消突效果判断出最好的消突方式；

7a)  根据抛出煤粉质量计算注水操作前后突出强度：抛出煤粉质量比装煤总质量，若

不发生突出，则突出强度记为0；

7b)  通过不同注水条件下突出强度与注水前突出强度进行对比，以评价、检验煤层注

水消突效果，若通过煤层注水后突出强度降低，则表明煤层注水消突效果较好；反之，则没

有效果；同时进一步对注水条件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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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突出煤层注水消突技术及消突效果检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突出煤层注水消突技术及消突效果检验方法，尤其适用于煤矿井

下试验使用的突出煤层注水消突技术及消突效果检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煤与瓦斯突出(简称突出)是煤矿井下含瓦斯煤岩以粉碎状从煤岩层中向采掘空

间急剧(数秒到数分钟内完成)运动，并伴随大量瓦斯喷出的一种剧烈动力过程，严重威胁

矿井的安全生产。由于对现场煤与瓦斯突出过程进行全方位实时跟踪研究的危险性太大，

研究者大多通过研制相应的试验装置，依靠实验室模拟手段进行煤与瓦斯突出机制的探

索。

[0003] 向突出煤层注水一方面可以软化煤层，降低煤体强度；同时可以对基质块内部的

瓦斯实现了封闭，使瓦斯由吸附态转化为游离态更加困难，即增大了煤层瓦斯残留量，减少

了瓦斯涌出量。因此，向突出煤层注水在理论上能有效降低突出危险性，是一种有效的消突

技术，然而缺少室内验证。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技术比对不足之处，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检测效果好，模拟应力场、渗流

场、温度场三场耦合条件下的大尺度突出煤层的变化，并对注水后的突出煤层进一步开展

瓦斯突出试验的突出煤层注水消突技术及消突效果检验方法。

[0005]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的突出煤层注水消突技术及消突效果检验方法，一

种突出煤层注水消突技术及消突效果检验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前期准备阶段、突出孕育

阶段、煤层注水前突出阶段、煤层注水阶段、煤层注水后突出验证阶段、煤层注水消突效果

检验；其具体步骤为：

[0006] 1a)从待测煤矿区域突出煤层中取样并进行现场调研，利用现场采集的煤块取样

测定突出煤层的相关参数，确定试验方案中瓦斯压力、地应力、注水钻孔、注水速率、注水时

间等试验参数；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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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8] 1c)将6％含水率煤样装入可视化箱体，可视化箱体包括箱体腔体和箱体盖板，箱

体腔体和箱体盖板之间设有密封圈并利用密封螺栓固定，可视化箱体的右侧开有突出口，

可视化箱体底部与外界设有箱体充气口，可视化箱体顶部以及可视化箱体的左侧壁上和前

侧壁上设有多个透明加载板，可视化箱体顶部的透明加载板有六个序号分别为X1-X6，可视

化箱体前侧壁上的透明加载板有六个序号分别为Y1-Y6，可视化箱体的左侧壁上的透明加

载板为Z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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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背面设有均匀步骤有多个安装孔，其中在可视化箱体的安装孔上设有外接接头，外接接

头与可视化箱体的箱体壁之间设有密封垫，安装孔中根据需要设置有气压传感器、温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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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或多功能钻孔，多功能钻孔包括封孔段、透气段，多功能钻孔全长0 .5m，封孔段长

0.15m，透气段长0.35m，透气段管壁周向和径向方向分布有透气孔，给多功能钻孔设置序号

为A1-A6，在可视化箱体利用可视化箱体背部开设的安装孔向可视化箱体中的6％含水率煤

样分别埋入气压传感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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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解除所有透明加载板对煤样的加压；

[0009] 1d)在可视化箱体的右侧开有的突出口中安装瞬间突出门，所述瞬间突出门包括

爆破片夹持器，爆破片夹持器一端设有安装法兰，爆破片夹持器内部分别设有相互串联的

一级爆破片和二级爆破片，一级爆破片的爆破压力为0.4/MPa，二级爆破片的爆破压力为

0.6/MPa，一级爆破片和二级爆破片之间的爆破片夹持器上设有，通过气源系统向一级爆破

片和二级爆破片空间充气直到打开二级爆破片，同时瞬间诱爆一级爆破片，实现突出口瞬

间打口，以模拟石门揭煤等剧烈诱发因素诱导的突出工况；

[0010] 1e)密封箱体盖板，将高压气瓶、真空泵、流量计Ⅰ顺序连接，流量计Ⅰ的输出端通过

管路与箱体充气口相连接，可视化箱体后部的序号为A3的多功能钻孔中设置外接接头与流

量计Ⅱ相连接，流量计Ⅱ的出口管路与水泵相连接，并检测箱体及各管路密封效果；

[0011] 1f)在可视化箱体外侧和瞬间突出门处分别设置高速摄像机；

[0012] 2a)对煤样进行三轴应力加载操作向煤样施加应力：其中煤样顶部个序号为X1-X6

的透明加载板均施加应力6MPa，前侧6个序号为Y1-Y6的透明加载板均施加应力8MPa；左侧1

个序号为Z1的透明加载板施加应力10MPa；

[0013] 2b)启动真空泵通过箱体充气口对煤样进行抽真空操作，直到煤样内部气压小于

100Pa后关闭真空泵，用时约12h；

[0014] 2c)使用高压气瓶通过可视化箱体底部的箱体充气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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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MPa，然后

关闭气瓶，稳定6h；第二阶段充气12h、充气压力至0.6MPa，然后关闭气瓶，稳定6h；第三阶段

充气12h、充气压力至0.74MPa，然后关闭气瓶，稳定6h；第四阶段充气6h、充气并稳定至

0.74MPa，然后关闭气瓶，用时共计约60h，充气过程中通过流量计Ⅰ记录充入瓦斯量；同时通

过高压气瓶向瞬间突出门的一级爆破片和二级爆破片之间的充气口充气至0.3MPa；

[0015] 3a)使用高压气瓶向瞬间突出门的一级爆破片和二级爆破片之间的充气口充气大

于0.4MPa，使一级爆破片和二级爆破片先后破裂，从而模拟井下瓦斯突出；

[0016] 3b)利用高速摄像机采集模拟瓦斯突出中煤粉喷出的图像，当模拟的瓦斯突出结

束后，停止透明加载板的应力加载，收集突出口抛出的煤粉并称重；

[0017] 4a)重复步骤1c-到2c，之后利用水泵通过多功能钻孔向煤样中进行注水操作；

[0018] 5a)注水结束后，利用高压气瓶向瞬间突出门的一级爆破片和二级爆破片之间的

充气口充气大于0.4MPa，使一级爆破片和二级爆破片先后破裂，以测试突出是否发生；

[0019] 5b)利用高速摄像机采集模拟瓦斯突出中煤粉喷出的图像，当发生突出后等待突

出结束，之后停止透明加载板的应力加载，收集突出口抛出的煤粉并称重；

[0020] 6a)依次改变注水钻孔、注水速率、注水时间的试验条件重复上述试验步骤重新进

行试验并记录相关的信息，包括：

[0021] 利用序号为A3的多功能钻孔注水时，首先控制注水速率为1.0mL/s，先后注水2小

时和5个小时进行检测，再以注水速率为5.0mL/s先后注水2小时和5个小时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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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或者同时利用序号为A3的多功能钻孔和序号为A4的多功能钻孔同时向煤样中注

水，两个多功能钻孔首先控制注水速率为1.0mL/s，先后注水2小时和5个小时进行检测，再

以注水速率为5.0mL/s先后注水2小时和5个小时进行检测；

[0023] 经过上述实验并根据是否突出或者消突效果判断出最好的消突方式。

[0024] 7a)根据抛出煤粉质量计算注水操作前后突出强度：抛出煤粉质量比装煤总质量，

若不发生突出，则突出强度记为0；

[0025] 7b)通过不同注水条件下突出强度与注水前突出强度进行对比，以评价、检验煤层

注水消突效果，若通过煤层注水后突出强度降低，则表明煤层注水消突效果较好；反之，则

没有效果；同时对可进一步对注水条件进行优化。

[0026] 改变注水钻孔、注水速率、注水时间的试验条件包括：

[0027] 利用序号为A3的多功能钻孔注水时，首先控制注水速率为1.0mL/s，先后注水2小

时和5个小时进行检测，再以注水速率为5.0mL/s先后注水2小时和5个小时进行检测；

[0028] 或者同时利用序号为A3的多功能钻孔和序号为A4的多功能钻孔同时向煤样中注

水，两个多功能钻孔首先控制注水速率为1.0mL/s，先后注水2小时和5个小时进行检测，再

以注水速率为5.0mL/s先后注水2小时和5个小时进行检测；

[0029] 经过上述实验并根据是否突出或者消突效果判断出最好的消突方式。

[0030] 有益效果：

[0031] 可在室内模拟不同真三轴应力、瓦斯压力多场耦合条件下煤层注水消突过程，同

时可同步监测并采集煤层瓦斯压力、温度、表面裂纹形态以及瓦斯突出强度，为研究不同注

水条件下突出预防效果及优化防突措施提供了有效手段。

[0032] 本发明的优点为：(1)可以模拟应力场、渗流场、温度场三场耦合条件下的大尺度

突出煤层，更加接近现场突出煤层真实赋存状态；(2)可以开展不同条件下突出煤层注水消

突试验；(3)可以对注水后的突出煤层进一步开展瓦斯突出试验，并根据试验结果检验、评

价注水消突效果。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突出煤层注水消突技术及消突效果检验方法使用的可视化箱体结构

示意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突出煤层注水消突技术及消突效果检验方法使用的可视化箱体俯视

图。

[0035] 图3为本发明突出煤层注水消突技术及消突效果检验方法使用的可视化箱体后视

图。

[0036] 图4为本发明突出煤层注水消突技术及消突效果检验方法使用的加载系统结构示

意图。

[0037] 图5(a)为本发明突出煤层注水消突技术及消突效果检验方法使用的气压传感器

安装示意图。

[0038] 图5(b)为本发明突出煤层注水消突技术及消突效果检验方法使用的温度传感器

安装示意图。

[0039] 图5(c)为本发明突出煤层注水消突技术及消突效果检验方法使用的多功能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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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示意图。

[0040] 图6为本发明突出煤层注水消突技术及消突效果检验方法的摄像位置示意图。

[0041] 图7为本发明突出煤层注水消突技术及消突效果检验方法使用的瞬间突出门结构

示意图。

[0042] 图8为本发明突出煤层注水消突技术及消突效果检验方法使用的注水消突连接示

意图。图中：1-可视化箱体，2-箱体腔体，3-箱体盖板，4-突出口，5-密封圈，6-密封螺栓，7-

箱体充气口，8-安装孔，9-透明加载板，10-加载活塞，11-气压传感器，12-密封垫，13-PU气

动接头，14-PU管，15-数据线，16-温度转换接头，17-温度传感器，18-外接接头，19-多功能

钻孔，20-封孔段，21-透气段，22-透气小孔，23-高速摄像机，24-瞬间突出门，25-安装法兰，

26-爆破片夹持器，27-一级爆破片，28-二级爆破片，29-突出门充气口，30-高压气瓶，31-真

空泵，32-流量计Ⅰ，33-流量计Ⅱ，34-水泵。

具体实施例

[004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做进一步说明。

[0044]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突出煤层注水消突技术及消突效果检验方法，包括：前期准

备阶段、突出孕育阶段、煤层注水前突出阶段、煤层注水阶段、煤层注水后突出验证阶段、煤

层注水消突效果检验；其具体步骤为：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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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试验方案中瓦斯压力、地应力、注水钻孔、注水速率、注水

时间等试验参数；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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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7] 1c)将6％含水率煤样装入可视化箱体1，如图1、图2所示，可视化箱体1包括箱体腔

体2和箱体盖板3，箱体腔体2和箱体盖板3之间设有密封圈5并利用密封螺栓6固定，可视化

箱体1的右侧开有突出口4，可视化箱体1底部与外界设有箱体充气口7，如图4所示，可视化

箱体1顶部以及可视化箱体1的左侧壁上和前侧壁上设有多个透明加载板9，可视化箱体1顶

部的透明加载板9有六个序号分别为X1-X6，可视化箱体1前侧壁上的透明加载板9有六个序

号分别为Y1-Y6，可视化箱体1的左侧壁上的透明加载板9为Z1，每个透明加载板9上设有加

载活塞10，加载活塞10穿过箱体壁连通加压油缸；如图3所示，可视化箱体1背面设有均匀步

骤有多个安装孔8，其中在可视化箱体1的安装孔8上设有外接接头18，外接接头18与可视化

箱体1的箱体壁之间设有密封垫12，安装孔8中根据需要设置有气压传感器11、温度传感器

17或多功能钻孔19，多功能钻孔19包括封孔段20、透气段21，多功能钻孔19全长0.5m，封孔

段20长0.15m，透气段21长0.35m，透气段21管壁周向和径向方向分布有透气孔22，给多功能

钻孔19设置序号为A1-A6，在可视化箱体1利用可视化箱体1背部开设的安装孔8向可视化箱

体1中的6％含水率煤样分别埋入气压传感器11，最后使用加载活塞10驱动透明加载板9使

6％含水率煤样在20MPa条件下成型1h后解除所有透明加载板9对煤样的加压；

[0048] 如图5(a)所示，气压传感器11利用密封垫12从可视化箱体1外侧的传感器安装孔8

中插入，气压传感器11尾端通过数据线15和数据采集与控制系统连接，传感器安装孔8内侧

设有一根延伸设置在煤样内部的PU管14，通过调整PU管14开口端的位置以测试不同位置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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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压力，其中PU管14与可视化箱体1箱体壁之间设有PU气动接头13；

[0049] 如图5(b)所示，所述温度传感器17尾部连接的数据线15通过转换接头16和密封垫

12固定在可视化箱体1的传感器安装孔19中，将温度传感器17和头部的数据线15埋设在煤

样中需要检测温度或应力的位置；

[0050] 如图5(c)所示，在钻孔安装孔中设置多功能钻孔，所述多功能钻孔尾部在可视化

箱体1上设有外接接头，外接接头与可视化箱体1的箱体壁之间设有密封垫，多功能钻孔包

括封孔段20、透气段21，多功能钻孔全长0.5m，封孔段20长0.15m，透气段21长0.35m，透气段

21管壁周向和径向方向分布有透气孔，透气孔孔径2mm，间距5mm，具有抽采、注气、注水等功

能；

[0051] 1d)如图7所示，在可视化箱体1的右侧开有的突出口4中安装瞬间突出门24，所述

瞬间突出门24包括爆破片夹持器26，爆破片夹持器26一端设有安装法兰25，爆破片夹持器

26内部分别设有相互串联的一级爆破片27和二级爆破片28，一级爆破片27的爆破压力为

0.4/MPa，二级爆破片28的爆破压力为0.6/MPa，一级爆破片27和二级爆破片28之间的爆破

片夹持器26上设有29，通过气源系统向一级爆破片27和二级爆破片28空间充气直到打开二

级爆破片28，同时瞬间诱爆一级爆破片27，实现突出口4瞬间打口，以模拟石门揭煤等剧烈

诱发因素诱导的突出工况；

[0052] 如图5(a)所示，在安装孔8中设置气压传感器11，气压传感器11利用密封垫12从可

视化箱体1外侧的传感器安装孔8中插入，气压传感器11尾端通过数据线15和数据采集与控

制系统连接，传感器安装孔8内侧设有一根延伸设置在煤样内部的PU管14，通过调整PU管14

开口端的位置以测试不同位置瓦斯压力，其中PU管14与可视化箱体1箱体壁之间设有PU气

动接头13；

[0053] 如图5(b)所示，在安装孔8中设置温度传感器17，所述温度传感器17尾部连接的数

据线15通过转换接头16和密封垫12固定在可视化箱体1的传感器安装孔19中，将温度传感

器17和头部的数据线15埋设在煤样中需要检测温度或应力的位置；

[0054] 如图5(c)所示，在安装孔8中设置多功能钻孔，所述多功能钻孔尾部在可视化箱体

1上设有外接接头，外接接头与可视化箱体1的箱体壁之间设有密封垫，多功能钻孔包括封

孔段20、透气段21，多功能钻孔全长0.5m，封孔段20长0.15m，透气段21长0.35m，透气段21管

壁周向和径向方向分布有透气孔，透气孔孔径2mm，间距5mm，具有抽采、注气、注水等功能；

[0055] 1e)如图8所示，密封箱体盖板1，将高压气瓶30、真空泵31、流量计Ⅰ32顺序连接，流

量计Ⅰ32的输出端通过管路与箱体充气口7相连接，可视化箱体1后部的多功能钻孔A3中设

置外接接头18与流量计Ⅱ33相连接，流量计Ⅱ33的出口管路与水泵34相连接，并检测箱体

及各管路密封效果；

[0056] 1f)如图6所示，在可视化箱体1外侧和瞬间突出门24处分别设置高速摄像机23；

[0057] 2a)对煤样进行三轴应力加载操作向煤样施加应力：其中煤样顶部6个序号为X1-

X6的透明加载板9均施加应力6MPa，前侧6个序号为Y1-Y6的透明加载板9均施加应力8MPa；

左侧1个序号为Z1的透明加载板9施加应力10MPa；

[0058] 2b)启动真空泵31通过箱体充气口7对煤样进行抽真空操作，直到煤样内部气压小

于100Pa后关闭真空泵31，用时约12h；

[0059] 2c)使用高压气瓶30通过可视化箱体1底部的箱体充气口7对煤样进行充瓦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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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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MPa，然后关闭气瓶，稳定6h；第二阶段充气12h、充气压力至0.6MPa，然后关闭气瓶，稳定

6h；第三阶段充气12h、充气压力至0.74MPa，然后关闭气瓶，稳定6h；第四阶段充气6h、充气

并稳定至0.74MPa，然后关闭气瓶，用时共计约60h，充气过程中通过流量计Ⅰ记录充入瓦斯

量；同时通过高压气瓶30向瞬间突出门24的一级爆破片27和二级爆破片28之间的充气口充

气至0.3MPa；

[0060] 3a)使用高压气瓶30向瞬间突出门24的一级爆破片27和二级爆破片28之间的充气

口充气大于0.4MPa，使一级爆破片27和二级爆破片28先后破裂，从而模拟井下瓦斯突出；

[0061] 3b)利用高速摄像机23采集模拟瓦斯突出中煤粉喷出的图像，当模拟的瓦斯突出

结束后，停止透明加载板9的应力加载，收集突出口4抛出的煤粉并称重；

[0062] 4a)重复步骤1c-到2c，之后利用水泵34通过多功能钻孔向煤样中进行注水操作；

[0063] 5a)注水结束后，利用高压气瓶30向瞬间突出门24的一级爆破片27和二级爆破片

28之间的充气口充气大于0.4MPa，使一级爆破片27和二级爆破片28先后破裂，以测试突出

是否发生；

[0064] 5b)利用高速摄像机23采集模拟瓦斯突出中煤粉喷出的图像，当发生突出后等待

突出结束，之后停止透明加载板9的应力加载，收集突出口4抛出的煤粉并称重；

[0065] 6a)依次改变注水钻孔、注水速率、注水时间的试验条件重复上述试验步骤重新进

行试验并记录相关的信息，包括：

[0066] 利用序号为A3的多功能钻孔19注水时，首先控制注水速率为1.0mL/s，先后注水2

小时和5个小时进行检测，再以注水速率为5.0mL/s先后注水2小时和5个小时进行检测；

[0067] 或者同时利用序号为A3的多功能钻孔19和序号为A4的多功能钻孔19同时向煤样

中注水，两个多功能钻孔首先控制注水速率为1.0mL/s，先后注水2小时和5个小时进行检

测，再以注水速率为5.0mL/s先后注水2小时和5个小时进行检测；

[0068] 经过上述实验并根据是否突出或者消突效果判断出最好的消突方式。

[0069] 7a)根据抛出煤粉质量计算注水操作前后突出强度：抛出煤粉质量比装煤总质量，

若不发生突出，则突出强度记为0；

[0070] 7b)通过不同注水条件下突出强度与注水前突出强度进行对比，以评价、检验煤层

注水消突效果，若通过煤层注水后突出强度降低，则表明煤层注水消突效果较好；反之，则

没有效果；同时对可进一步对注水条件进行优化。

[0071] 具体试验方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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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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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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