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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封孔装置及封孔方法，封

孔装置包括布袋(3)、前卡盘(2)、后卡盘(4)和抽

采管(6)，布袋(3)由弹性薄壁微孔材料制成，布

袋(3)两端分别固定在前卡盘(2)、后卡盘(4)上；

抽采管(6)两端分别穿过前卡盘(2)、后卡盘(4)，

前卡盘(2)与抽采管(6)固定连接，后卡盘(4)与

抽采管(6)滑动连接；后卡盘(4)上设有轴向的注

浆管插口(12)；将封孔装置与作业现场的瓦斯抽

采管快速连接，向布袋(3)内注入封孔材料，封孔

材料后期膨胀并向布袋(3)外渗出填补钻孔周围

裂隙，既对钻孔形成密封支护，又防止了钻孔周

围裂隙漏气。本发明操作简单、经济环保、安全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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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封孔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布袋(3)、前卡盘(2)、后卡盘(4)和抽

采管(6)，所述的布袋(3)主体由目数为30～40的弹性薄壁微孔材料制成，布袋(3)前端固定

在前卡盘(2)上、后端固定在后卡盘(4)上；所述的抽采管(6)前端穿过前卡盘(2)、后端穿过

后卡盘(4)，前卡盘(2)与抽采管(6)固定连接，后卡盘(4)与抽采管(6)密封滑动连接，抽采

管(6)两端为快速管接头结构；后卡盘(4)上设有轴向的注浆管插口(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封孔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抽采管(6)为

两端设螺纹接口的特制抽采短管。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封孔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前卡盘(2)

和后卡盘(4)由橡胶制成，前卡盘(2)通过孔壁上设置的两条环状突起结构(11)固定在抽采

管(6)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封孔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前卡盘(2)和

后卡盘(4)外圆上设有环形固定槽(10)，布袋(3)两端通过环形卡带(7)固定在前卡盘(2)和

后卡盘(4)的固定槽(10)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封孔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后卡盘(4)的

注浆管插口(12)上设置逆止阀，逆止阀与后卡盘(4)一体成型。

6.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封孔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按照煤层的数据参数，施工形成钻孔(13)；

(b)将抽采装置通过抽采管(6)前端的快速管接头与作业现场钻孔(13)内的瓦斯抽采

管连接，采用同样的方式在抽采装置的后端连接新一节瓦斯抽采管；

(c)向后滑动后卡盘(4)至新接入的瓦斯抽采管上，将所有已经接好的瓦斯抽采管向钻

孔(13)内推动；继续接入新一节的瓦斯抽采管，继续向后滑动卡盘(4)；如此反复操作，直至

布袋(3)被拉直；

(d)将注浆管(8)插入到后卡盘(4)上的注浆管插口(12)后，将整个封孔装置送入计划

的封孔段，再将注浆管(8)接入注浆系统；

(e)准备封孔材料并开始注浆，达到设定的注浆压力时，将注浆管(8)与封孔装置及注

浆设备脱离；

(f)整理注浆管(8)、注浆泵并进行清洗，以备下次使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封孔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封孔材料为由

封孔粉料和水按照1:1.5～1:2混合而成的稠浆，封孔粉料由90～100份的硅酸盐水泥、0.5

～1份的生石灰、0.15～0.3份的铁粉和氧化物混合物、0.3～0.6份的镁粉、8～15份的硅酸

钠组成，硅酸盐水泥为封孔粉料的主要成分，生石灰、铁粉和氧化物混合物、镁粉作为膨胀

剂，硅酸钠作为速凝剂。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封孔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封孔材料凝固

后，膨胀倍数为1.2～2倍，抗压强度为35MPa。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封孔方法，其特征是：封孔段与孔口的距离

为8米～1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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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封孔装置及封孔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封孔装置及封孔方法，特别是涉及一种煤矿瓦斯抽采钻孔封孔装

置及封孔方法，属于煤矿瓦斯治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瓦斯灾害严重威胁矿井安全生产。目前，防治煤矿井下瓦斯灾害最有效的措施是

瓦斯抽采，而我国95％以上高瓦斯和突出矿井属于低透气性煤层，其透气性系数只有10-3～

10-4mD，煤层透气性差，加之目前瓦斯抽采钻孔封孔不严造成抽采过程中漏气严重，钻孔的

瓦斯抽采浓度衰减较快，瓦斯抽采困难、瓦斯抽采效率低是国内突出矿井普遍存在的技术

难题。

[0003] 目前我国煤矿瓦斯抽采钻孔的封孔技术主要有:水泥砂浆封孔、聚氨酯封孔、矿用

封孔器封孔等，这些技术一定时期内都得到推广应用但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如水泥砂浆

封水平或近水平孔时，由于重力作用砂浆沉淀与钻孔之间形成间隙，密封效果不佳；聚氨酯

封孔材料反应时间较快，操作过程中易造成材料浪费、环境污染，且价格昂贵；封孔器的封

孔深度有限，等等。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封孔装置及封孔方法，能够对

各倾斜角度的钻孔进行有效地永久性封孔。本发明使得钻孔有效抽采时间长，且操作简单、

经济环保、安全性好。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封孔装置，包括

布袋、前卡盘、后卡盘和抽采管，所述的布袋主体由目数为30～40的弹性薄壁微孔材料制

成，布袋前端固定在前卡盘上、后端固定在后卡盘上；所述的抽采管前端穿过前卡盘、后端

穿过后卡盘，前卡盘与抽采管固定连接，后卡盘与抽采管密封滑动连接，抽采管两端为快速

管接头结构；后卡盘上设有轴向的注浆管插口；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的抽采管为两端设螺纹接口的特制抽采短管；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的前卡盘和后卡盘由橡胶制成，前卡盘通过孔壁上设置的两条环

状突起结构固定在抽采管上；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的前卡盘和后卡盘外圆上设有环形固定槽，布袋两端通过环形卡

带固定在前卡盘和后卡盘的固定槽内；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的后卡盘的注浆管插口上设置逆止阀，逆止阀与后卡盘一体成型。

[0010] 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封孔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1] (a)按照煤层的数据参数，施工形成钻孔；

[0012] (b)将抽采装置通过抽采管前端的快速管接头与作业现场钻孔内的瓦斯抽采管连

接，采用同样的方式在抽采装置的后端连接新一节瓦斯抽采管；

[0013] (c)向后滑动后卡盘至新接入的瓦斯抽采管上，将所有已经接好的瓦斯抽采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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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内推动；继续接入新一节的瓦斯抽采管，继续向后滑动卡盘；如此反复操作，直至布袋

被拉直；

[0014] (d)将注浆管插入到后卡盘上的注浆管插口后，将整个封孔装置送入计划的封孔

段，再将注浆管接入注浆系统；

[0015] (e)准备封孔材料并开始注浆，达到设定的注浆压力时，将注浆管与封孔装置及注

浆设备脱离；

[0016] (f)整理注浆管、注浆泵并进行清洗，以备下次使用。

[0017] 进一步的，所述的封孔材料为由封孔粉料和水按照1:1.5～1:2混合而成的稠浆，

封孔粉料由90～100份的硅酸盐水泥、0.5～1份的生石灰、0.15～0.3份的铁粉和氧化物混

合物、0.3～0.6份的镁粉、8～15份的硅酸钠组成，硅酸盐水泥为封孔粉料的主要成分，生石

灰、铁粉和氧化物混合物、镁粉作为膨胀剂，硅酸钠作为速凝剂；

[0018] 进一步的，所述的封孔材料凝固后，膨胀倍数为1.2～2倍，抗压强度为35MPa；

[0019] 进一步的，封孔段与孔口的距离为8米～15米。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21] (1)本封孔装置通过将前卡盘固定在抽采管上、后卡盘与抽采管滑动连接，使得布

袋能够折叠套在抽采管上，使得本装置自成一套完整装置，便于存放及运输；现场只需要通

过快速管接头与其他瓦斯抽采管连接，然后注浆即可，无需其他操作，过程简单快速，易于

掌握推广且价格低廉(每套装置成本仅50元)。

[0022] (2)布袋由弹性薄壁微孔材料制成，封孔材料注入到布袋里后期会发生膨胀挤压，

布袋腔内形成一定的压力使腔内的封孔材料能够向外渗透到钻孔周围岩石的裂隙中进行

封堵，从而使注浆腔与周围岩石紧密结合，既能够对钻孔形成密封支护，还可以有效地防止

钻孔周围漏气。

[0023] (3)本发明使用无机膨胀材料作为封孔材料，制作简单、环保且价格低廉，经济性

好。

[0024] (4)本发明无需高压注浆即可实现封孔，安全性好。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前卡盘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后卡盘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实施方案图。

[0029] 图中：2、前卡盘，3、布袋，4、后卡盘，6、抽采管，7、环形卡带，8、注浆管，10、固定槽，

11、突起结构，12、注浆管插口，13、钻孔，14、裂隙。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1] 如图1至图4所示，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封孔装置，包括布袋3、前卡盘2、后卡盘4和抽

采管6，所述的布袋3主体由目数为30～40的弹性薄壁微孔材料制成，两端由袖筒布制成，布

袋3前端固定在前卡盘2上、后端固定在后卡盘4上；所述的抽采管6前端穿过前卡盘2、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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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后卡盘4，前卡盘2与抽采管6固定连接，后卡盘4与抽采管6密封滑动连接，抽采管6两端

为快速管接头结构；后卡盘4上设有轴向的注浆管插口12，以备与注浆管8连接。所述的布袋

3的微孔尺寸大于封孔材料的粒径，将封孔材料注入到布袋3中后，膨胀后的封孔材料会在

布袋3内部压力作用下向布袋3外渗透，从而对钻孔13周围的裂隙14进行封堵，实现钻孔13

的永久性稳定的密封。

[0032] 所述的抽采管6为两端设螺纹接口的特制抽采短管，长度为0.4米；布袋3整体折叠

在抽采管6上，布袋3折叠收缩好后的长度为0.11米，伸展开的长度为5米～10米，便于与现

场其他抽采管快速无缝连接，且方便运输存放。

[0033] 所述的前卡盘2和后卡盘4由橡胶制成，前卡盘2通过孔壁上设置的两条环状突起

结构11固定在抽采管6上；橡胶是可逆形变的高弹性聚合物材料，具有很好的弹性，固定及

密封效果较好，能保证抽采管6与注浆管8在能轻松穿过卡盘同时也能与其实现无缝结合，

拔掉注浆管8后浆液不会回流。

[0034] 所述的前卡盘2和后卡盘4外圆上设有环形固定槽10，布袋3两端通过环形卡带7固

定在前卡盘2和后卡盘4的固定槽10内；此种结构连接可靠，可避免布袋3内压力较高时，布

袋3脱离前卡盘2和后卡盘4。

[0035] 所述的后卡盘4的注浆管插口12上设置逆止阀(图中未画出)，逆止阀与后卡盘4一

体成型，无需特意连接，能够更有效地防止拔掉注浆管8后，封孔浆液回流。

[0036] 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封孔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7] (a)按照煤层的数据参数，施工形成钻孔13；

[0038] (b)将抽采装置通过抽采管6前端的快速管接头与作业现场钻孔13内的瓦斯抽采

管连接，采用同样的方式在抽采装置的后端连接新一节瓦斯抽采管；

[0039] (c)向后滑动后卡盘4至新接入的瓦斯抽采管上，将所有已经接好的瓦斯抽采管向

钻孔13内推动；继续接入新一节的瓦斯抽采管，继续向后滑动卡盘4；如此反复操作，直至布

袋3被拉直；

[0040] (d)将注浆管8插入到后卡盘4上的注浆管插口12后，将整个封孔装置送入计划的

封孔段，再将注浆管8接入注浆系统；

[0041] (e)准备封孔材料并开始注浆，达到设定的注浆压力时，将注浆管8与封孔装置及

注浆设备脱离；

[0042] (f)整理注浆管8、注浆泵并进行清洗，以备下次使用。

[0043] 所述的封孔材料为由封孔粉料和水按照1:1.5～1:2混合而成的稠浆，封孔粉料由

90～100份的硅酸盐水泥、0.5～1份的生石灰、0.15～0.3份的铁粉和氧化物混合物、0.3～

0.6份的镁粉、8～15份的硅酸钠组成，硅酸盐水泥为封孔粉料的主要成分，生石灰、铁粉和

氧化物混合物、镁粉作为膨胀剂，在反应过程中生成氢气和膨胀性晶体氢氧化镁，有效补偿

了水泥水化后产生的体积收缩，并且使材料具有良好的膨胀性，在反应过程中消耗水，缩短

了材料的凝固时间；硅酸钠作为速凝剂，进一步地缩短了浆液的凝固时间。所述的封孔材料

失水率低，半个小时后开始反应膨胀，能够封实钻孔(尤其对于水平几近水平钻孔封实可

靠)，初凝时间为2小时，注浆24小时后即可开始瓦斯抽采。采用所述的封孔浆液封孔时，注

浆压力小于0.5MPa，杜绝了高压作业的风险，工艺效率也比采用其他的封孔浆液封孔的工

艺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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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所述的封孔材料凝固后，膨胀倍数为1.2～2倍，抗压强度为35MPa；能够保证有效

地封堵瓦斯预抽钻孔及周围裂隙，并保证封孔的永久性及稳定性。

[0045] 封孔段与孔口的距离为8米～15米，应用本发明的封孔装置及方法在此位置封孔，

能够满足地应力、煤层强度等工况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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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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