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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瓦斯抽采钻孔的三段式胶囊密封装置
(57)摘要
一种瓦斯抽采钻孔的三段式胶囊密封装置，
属于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技术领域，
所要解决的技
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成本低、
效果好的煤矿瓦斯抽
采钻孔密封装置，
所采用的技术方案：
一种瓦斯
抽采钻孔的三段式胶囊密封装置，
第一胶囊和第
二胶囊分别通过连接件连接在瓦斯抽采管的两
端；
第一胶囊包括第一塑料管件、第一胶囊体及
爆破阀，
第一塑料管件中部凹槽外部包裹有第一
胶囊体，
第一胶囊体一端与凹槽的连接处设有第
一注浆口、另一端与凹槽的连接处设有出浆口和
爆破阀，
第二塑料管件中部凹槽的外部包裹有第
二胶囊体，
第二胶囊体一端与凹槽的连接处设有
第二注浆口，
本实用新型用于瓦斯抽采钻孔。

说明书3页

附图3页

CN 207513579 U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1 .一种瓦斯抽采钻孔的三段式胶囊密封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第一胶囊（1）、
瓦斯抽
采管（2）、
第二胶囊（3）和连接件（4）；
所述第一胶囊（1）和第二胶囊（3）分别通过连接件（4）连接在瓦斯抽采管（2）的两端；
所述第一胶囊（1）包括第一塑料管件（11）、第一胶囊体（12）及爆破阀（13），
所述第一塑
料管件（11）中部开有凹槽，
在凹槽的外部包裹有第一胶囊体（12），
所述第一胶囊体（12）一
端与凹槽的连接处设有第一注浆口（14）、另一端与凹槽的连接处设有出浆口（15）和爆破阀
（13），
并且第一注浆口（14）和出浆口（15）均位于爆破阀（13）的上方，
同时设有第一注浆口
（14）的一端远离瓦斯抽采管（2）、
设有出浆口（15）的一端靠近瓦斯抽采管（2）；
所述第二胶囊（3）包括第二塑料管件（31）和第二胶囊体（32），
所述第二塑料管件（31）
中部开有凹槽，
在凹槽的外部包裹有第二胶囊体（32），
所述第二胶囊体（32）一端与凹槽的
连接处设有第二注浆口（33），
并且设有第二注浆口（33）的一端靠近瓦斯抽采管（2）。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瓦斯抽采钻孔的三段式胶囊密封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第一注浆口（14）、
第二注浆口（33）及出浆口（15）均为能够与管路快速对接的快插接口。
3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瓦斯抽采钻孔的三段式胶囊密封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塑料管件（11）、
第二塑料管件（31）均由高强度的聚乙烯材料制成；
所述第一胶囊体（12）及第二胶囊体（32）均由高弹性、耐热、耐老化的乙丙橡胶制作而
成。

2

CN 207513579 U

说

明

书

1/3 页

一种瓦斯抽采钻孔的三段式胶囊密封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一种瓦斯抽采钻孔的三段式胶囊密封装置，
属于煤矿井下采煤工作面、石门揭煤
处、
煤巷等地点的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瓦斯灾害是我国煤矿主要自然灾害之一，
目前已成为制约煤矿安全生产的主要矛
盾，
同时瓦斯治理是我国煤矿绿色开采的关键所在，
其中通过施工钻孔抽采瓦斯技术是瓦
斯综合防治利用的一个有效手段。在煤矿瓦斯抽采工作中，
钻孔的封孔质量是影响抽采效
果的关键因素。
[0003] 目前，
煤矿使用的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方法主要有：
传统“两堵一注”密封、
聚氨脂密
封。其中传统“两堵一注”封孔法问题主要表现在：
堵头在“两堵一注”工艺中为单独的一道
工艺，
首先需要堵，
这就造成工序复杂，
工作量增加的问题；
“两堵”强度低，
两端堵头封堵强
度低、
效果差，
注浆压力上不去，
甚至不带压封孔，
不能对钻孔周边裂隙进行严密封堵，
无法
达到“注”的目的。聚氨酯密封则往往因密封长度不够、难以渗入钻孔裂隙而达不到理想的
密封状态，
密封材料有一定毒性，
且价格高，
造成密封成本高，
煤矿难于承受。因此，
为了解
决瓦斯抽采钻孔的密封难题，
急需寻求全新的密封结构和方法，
满足煤矿井下高质量钻孔
密封要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成本低、
效果好的煤矿瓦斯抽采钻孔
密封装置。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
一种瓦斯抽采钻孔的三段
式胶囊密封装置，
包括第一胶囊、
瓦斯抽采管、
第二胶囊和连接件；
[0006] 所述第一胶囊和第二胶囊分别通过连接件连接在瓦斯抽采管的两端；
[0007] 所述第一胶囊包括第一塑料管件、
第一胶囊体及爆破阀 ，
所述第一塑料管件中部
开有凹槽，
在凹槽的外部包裹有第一胶囊体，
所述第一胶囊体一端与凹槽的连接处设有第
一注浆口、另一端与凹槽的连接处设有出浆口和爆破阀，
并且第一注浆口和出浆口均位于
爆破阀的上方，
同时设有第一注浆口的一端远离瓦斯抽采管、
设有出浆口的一端靠近瓦斯
抽采管；
[0008] 所述第二胶囊包括第二塑料管件和第二胶囊体，
所述第二塑料管件中部开有凹
槽，
在凹槽的外部包裹有第二胶囊体，
所述第二胶囊体一端与凹槽的连接处设有第二注浆
口，
并且设有第二注浆口的一端靠近瓦斯抽采管。
[0009] 所述第一注浆口、
第二注浆口及出浆口均为能够与管路快速对接的快插接口。
[0010] 所述第一塑料管件、
第二塑料管件均由高强度的聚乙烯材料制成；
[0011] 所述第一胶囊体及第二胶囊体均由高弹性、
耐热、
耐老化的乙丙橡胶制作而成。
[0012] 本实用新型和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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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一、
本实用新型通过一胶囊、
瓦斯抽采管、第二胶囊的三段式设计，
省略掉传统“两
堵一注”封孔工艺中的“堵”的环节，
简化了工艺程序，
同时又通过连接件将三段直接连接并
形成封孔段，
更加方便快捷。
[0014] 二、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
设计合理，
操作方便，
成本低廉，
密封效果显著，
可以有
效封堵钻孔及其周边裂隙，
提高瓦斯抽采效果。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第一胶囊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第二胶囊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第一胶囊体、
第二胶囊体膨胀后的使用状态图。
[0019] 图中，
1为第一胶囊，
2为瓦斯抽采管，
3为第二胶囊，
4为连接件，
5为注浆管，
6为钻
孔，
7为注浆泵，
8为密封浆液，
9为封孔区，
11为第一塑料管件，
12为第一胶囊体，
13为爆破
阀，
14为第一注浆口，
15为出浆口，
31为第二塑料管件，
32为第二胶囊体，
33为第二注浆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如图1-图4所示，
一种瓦斯抽采钻孔的三段式胶囊密封装置，
包括第一胶囊1、
瓦斯
抽采管2、
第二胶囊3和连接件4；
[0021] 所述第一胶囊1和第二胶囊3分别通过连接件4连接在瓦斯抽采管2的两端；
[0022] 所述第一胶囊1包括第一塑料管件11、
第一胶囊体12及爆破阀13，
所述第一塑料管
件11中部开有凹槽，
在凹槽的外部包裹有第一胶囊体12，
所述第一胶囊体12一端与凹槽的
连接处设有第一注浆口14、另一端与凹槽的连接处设有出浆口15和爆破阀13，
并且第一注
浆口14和出浆口15均位于爆破阀13的上方，
同时设有第一注浆口14的一端远离瓦斯抽采管
2、
设有出浆口15的一端靠近瓦斯抽采管2；
[0023] 所述第二胶囊3包括第二塑料管件31和第二胶囊体32，
所述第二塑料管件31中部
开有凹槽，
在凹槽的外部包裹有第二胶囊体32，
所述第二胶囊体32一端与凹槽的连接处设
有第二注浆口33，
并且设有第二注浆口33的一端靠近瓦斯抽采管2。
[0024] 所述第一注浆口14、
第二注浆口33及出浆口15均为能够与管路快速对接的快插接
口。
[0025] 所述第一塑料管件11、
第二塑料管件31均由高强度的聚乙烯材料制成；
[0026] 所述第一胶囊体12及第二胶囊体32均由高弹性、
耐热、
耐老化的乙丙橡胶制作而
成。
[0027]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为：
第一步，
将第一胶囊1、
瓦斯抽采管2、第二胶囊3通过连
接件4连接起来，
并且将出浆口15与第二注浆口33用注浆管5连接；
[0028] 第二步，
将第一步连接完成的第一胶囊1、
瓦斯抽采管2、
第二胶囊3送入钻孔6；
[0029]
第三步，
将第一注浆口14与钻孔6外部的注浆泵7连接，
并启动注浆泵7；
[0030] 第四步，
通过注浆泵7开始将密封浆液8注入第一胶囊1，
当第一胶囊1注满后，
密封
浆液8沿注浆管5注入第二胶囊；
[0031]
第五步，
持续注入密封浆液8，
直到第一胶囊体12、第二胶囊体32在密封浆液8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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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膨胀并与钻孔6壁紧密贴合；
[0032] 第六步，
继续注入密封浆液8，
直到密封浆液8的压力将爆破阀13打开，
使得密封浆
液8注入封孔区9；
[0033]
第七步，
将密封浆液8注满封孔区9后，
密封浆液8在压力作用下接着向钻孔6周围
的裂隙渗透，
直到裂隙注满密封浆液8；
[0034]
第八步，
钻孔6周围裂隙被密封浆液8注满密封后，
关闭注浆泵7，
停止密封浆液8的
注入。
[0035] 上述实施例是对本实用新型结构的解释而非限制，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前提
下所作的变形也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5

CN 207513579 U

说

明

书

图1
6

附

图

1/3 页

CN 207513579 U

说

明

书

图2

图3

7

附

图

2/3 页

CN 207513579 U

说

明

书

图4
8

附

图

3/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