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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瓦斯抽采钻孔气囊封堵带

压注浆封孔装置与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抽

采管、第一端头气囊、第二端头气囊、出浆管和注

浆管；抽采管由第一抽采管、第二抽采管和第三

抽采管组成，第一端头气囊套设在第一抽采管

上，且第一端头气囊上具有一单向针阀，内部设

有单向止回阀的出浆管贯穿第一端头气囊，且出

浆管的外端连通注浆管，第二端头气囊套设在第

三抽采管上，且第二端头气囊上具有一单向针

阀，第二抽采管的两端分别连接第一抽采管和第

三抽采管的一端，而第三抽采管另一端的端头处

设置有若干用于供瓦斯流入的筛孔；第一端头气

囊和第二端头气囊内预装有膨胀药剂。本发明可

以广泛应用于煤矿井下瓦斯抽采钻孔的永久性

封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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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瓦斯抽采钻孔气囊封堵带压注浆封孔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1)现场施工时，在煤体中施工钻孔，成孔提出钻具后将钻孔内的煤渣煤粉清理干净；

2)设置一包括抽采管、第一端头气囊、第二端头气囊、出浆管和注浆管的封孔装置，抽

采管由第一抽采管、第二抽采管和第三抽采管组成，将预装有膨胀药剂的第一端头气囊和

第二端头气囊分别套设在第一抽采管和第三抽采管上，并分别通过一直通连接到第二抽采

管上，将第三抽采管的末端用堵头封住，将注浆管与第一端头气囊上预装的出浆管通过一

定压自动分离接头连通，通过各自的单向针阀分别向第一端头气囊和第二端头气囊中注入

水，然后将封孔装置送入钻孔中预定位置；

3)待第一端头气囊和第二端头气囊中膨胀药剂与水反应促使气囊膨胀达到预定压力

后，通过注浆管和出浆管将封孔注浆材料注入由第一端头气囊外壁、钻孔孔壁、第二抽采管

外壁和第二端头气囊外壁所形成的环形密闭空间内，注浆压力待达到预定压力后，注浆管

与出浆管在定压自动分离接头处自动分离，抽采管、第一端头气囊、第二端头气囊、出浆管

和直通均留在钻孔内完成钻孔封孔。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瓦斯抽采钻孔气囊封堵带压注浆封孔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2)中，第一端头气囊和第二端头气囊内预装的膨胀药剂包括由生石灰15～25重量份

和铝粉5～10重量份组成的膨胀组分和由柠檬酸0.3～0.45重量份、氯化钙0.2～0.3重量

份、碳酸氢钠0.2～0.3重量份、聚丙烯酰胺0.1～0.15重量份组成的调控组分。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瓦斯抽采钻孔气囊封堵带压注浆封孔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2)中，向第一端头气囊和第二端头气囊中分别注入水200～300重量份。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瓦斯抽采钻孔气囊封堵带压注浆封孔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2)中，向第一端头气囊和第二端头气囊中分别注入水200～300重量份。

5.一种实现如权利要求1到4任一项所述的瓦斯抽采钻孔气囊封堵带压注浆封孔方法

的封孔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抽采管、第一端头气囊、第二端头气囊、出浆管和注浆管；

所述抽采管由第一抽采管、第二抽采管和第三抽采管组成，所述第一端头气囊套设在

所述第一抽采管上，且所述第一端头气囊上具有一单向针阀，内部设有单向止回阀的所述

出浆管贯穿所述第一端头气囊，且所述出浆管的外端连通所述注浆管，所述第二端头气囊

套设在所述第三抽采管上，且所述第二端头气囊上具有一单向针阀，所述第二抽采管的两

端分别连接所述第一抽采管和所述第三抽采管的一端，而所述第三抽采管另一端的端头处

设置有若干用于供瓦斯流入的筛孔；

所述第一端头气囊和所述第二端头气囊内预装有膨胀药剂，所述膨胀药剂包括由生石

灰15～25重量份和铝粉5～10重量份组成的膨胀组分和由柠檬酸0.3～0.45重量份、氯化钙

0.2～0.3重量份、碳酸氢钠0.2～0.3重量份、聚丙烯酰胺0.1～0.15重量份组成的调控组分

混合而成。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封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浆管贯穿所述第一端头气囊的外

端通过一定压自动分离接头连通所述注浆管。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封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抽采管的两端分别通过一直通

连接所述第一抽采管和所述第三抽采管的一端。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封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抽采管的两端分别通过一直通

连接所述第一抽采管和所述第三抽采管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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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权利要求5或6或7或8所述的封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端头气囊和所述第

二端头气囊均为由内外两层材料组成的环形密闭气囊，内层材料为橡胶，外层材料为螺纹

布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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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瓦斯抽采钻孔气囊封堵带压注浆封孔装置与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煤矿瓦斯抽采钻孔的封孔装置与方法，特别是关于一种瓦斯抽采

钻孔气囊封堵带压注浆封孔装置与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瓦斯抽采是煤矿瓦斯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因我国煤层赋存条件复杂，钻孔成

孔条件不理想，高效、严密地密封钻孔一直是一个技术难题。目前，我国煤层瓦斯抽采钻孔

封孔技术主要有机械式封孔器封孔、水泥浆等无机材料封孔、聚氨酯等高分子有机材料封

孔以及多种材料组合带压注浆封孔等。

[0003] 机械式封孔器封孔对钻孔质量要求较高，封孔段钻孔必须光滑且无塌孔现象，封

孔成本高，回收重复利用率低，只适于临时快速封孔。水泥浆等无机材料封孔对于缓倾斜或

近水平钻孔容易形成月牙形盲区，且普通水泥浆凝固后易收缩生成裂隙，造成外部空气漏

入。聚氨酯等高分子有机材料封孔操作方便，但黑白料混合后发泡凝固太快，易发生未送入

钻孔预定位置即凝固的情况，且固化后其力学性能无法为钻孔提供足够支撑力，导致抽采

寿命因孔壁塌陷、断面收缩变形产生新裂隙而大大缩减。多种材料组合带压注浆封孔方法

是当前的主要发展方向，一般通过聚氨酯、马丽散等有机发泡材料在两端封堵形成密闭空

间，再将水泥浆等无机材料注入其中，充分利用有机材料反应快、膨胀倍数高和无机材料耐

压强度高、对钻孔支护力大的特性，并且可以实现带压注浆封孔，但钻孔最里端采用有机材

料作为堵头，仍然会发生堵头未送到预定位置即发泡膨胀造成封孔质量不佳甚至废孔的情

况。另外，聚氨酯等高分子有机材料都具有一定毒性，会对工人身体健康造成一定危害。因

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既能适用于煤矿井下任意角度瓦斯抽采钻孔任意封孔位置永久性封孔

作业又无健康危害的带压注浆封孔装置与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通过气囊膨胀封堵、带压注入所研发的

封孔材料，实现抽采钻孔及周围裂隙的可靠密封，彻底阻断空气漏入通道，能够适用于煤矿

井下任意角度瓦斯抽采钻孔任意封孔位置永久性封孔的一种瓦斯抽采钻孔气囊封堵带压

注浆封孔装置与方法。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瓦斯抽采钻孔气囊封堵带压注

浆封孔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抽采管、第一端头气囊、第二端头气囊、出浆管和注浆管；

所述抽采管由第一抽采管、第二抽采管和第三抽采管组成，所述第一端头气囊套设在所述

第一抽采管上，且所述第一端头气囊上具有一单向针阀，内部设有单向止回阀的所述出浆

管贯穿所述第一端头气囊，且所述出浆管的外端连通所述注浆管，所述第二端头气囊套设

在所述第三抽采管上，且所述第二端头气囊上具有一单向针阀，所述第二抽采管的两端分

别连接所述第一抽采管和所述第三抽采管的一端，而所述第三抽采管另一端的端头处设置

有若干用于供瓦斯流入的筛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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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所述第一端头气囊和所述第二端头气囊内预装有膨胀药剂，所述膨胀药剂包括由

生石灰15～25重量份和铝粉5～10重量份组成的膨胀组分和由柠檬酸0.3～0.45重量份、氯

化钙0.2～0.3重量份、碳酸氢钠0.2～0.3重量份、聚丙烯酰胺0.1～0.15重量份组成的调控

组分混合而成。

[0007] 所述出浆管贯穿所述第一端头气囊的外端通过一定压自动分离接头连通所述注

浆管。

[0008] 所述第二抽采管的两端分别通过一直通连接所述第一抽采管和所述第三抽采管

的一端。

[0009] 所述第一端头气囊和所述第二端头气囊均为由内外两层材料组成的环形密闭气

囊，内层材料为橡胶，外层材料为螺纹布套。

[0010] 一种采用所述瓦斯抽采钻孔气囊封堵带压注浆封孔装置的封孔方法，其包括以下

步骤：1）现场施工时，在煤体中施工钻孔，成孔提出钻具后将钻孔内的煤渣煤粉清理干净；

2）将预装有膨胀药剂的第一端头气囊和第二端头气囊分别套设在第一抽采管和第三抽采

管上，并分别通过一直通连接到第二抽采管上，将第三抽采管的末端用堵头封住，将一注浆

管与第一端头气囊上预装的出浆管通过一定压自动分离接头连通，通过单向针阀分别向第

一端头气囊和第二端头气囊中注入水，然后将瓦斯抽采钻孔气囊封堵带压注浆封孔装置送

入钻孔中预定位置；3）待第一端头气囊和第二端头气囊中膨胀药剂与水反应促使气囊膨胀

达到预定压力后，通过注浆管和出浆管将封孔注浆材料注入由第一端头气囊外壁、钻孔孔

壁、第二抽采外壁和第二端头气囊外壁所形成的环形密闭空间内，注浆压力待达到预定压

力后，注浆管与出浆管在定压自动分离接头处自动分离，抽采管、第一端头气囊、第二端头

气囊、出浆管和直通均留在钻孔内完成钻孔封孔。

[0011] 所述步骤2）中，第一端头气囊和第二端头气囊内预装的膨胀药剂包括由生石灰15

～25重量份和铝粉5～10重量份组成的膨胀组分和由柠檬酸0.3～0.45重量份、氯化钙0.2

～0.3重量份、碳酸氢钠0.2～0.3重量份、聚丙烯酰胺0.1～0.15重量份组成的调控组分。

[0012] 所述步骤2）中，向第一端头气囊和第二端头气囊中分别注入水200～300重量份。

[0013] 本发明由于采取以上技术方案，其具有以下优点：1、本发明通过端头气囊的高效

膨胀实现对封孔段两端的理想密封，形成由端头气囊外壁、钻孔孔壁、抽采管外壁所围成的

环形密闭空间；并且通过注浆管和端头气囊上设置的出浆管连接将封孔注浆材料注入上述

环形密闭空间，封孔注浆材料凝固后可以形成对封孔段钻孔壁的强力支护，最终大大提高

钻孔封孔气密性，有效防止抽采后期钻孔蠕变所产生裂隙。将抽采管末端用堵头封住，瓦斯

只能通过抽采管尾部端头处设置的筛孔流入抽采管，有效防止煤渣等杂物进入堵塞抽采管

路，最终显著提高抽采效果。本发明对所需进行封孔作业的钻孔无特殊要求，因此能够适用

于煤矿井下任意角度瓦斯抽采钻孔任意封孔位置的永久性封孔。2、本发明在封孔注浆段两

端设置两个端头气囊，且在端头气囊内预先置入膨胀药剂，在将封孔装置送入钻孔前向气

囊内注入一定量水，端头气囊内的膨胀药剂与水反应，产生的气体促使端头气囊定时定压

的高效膨胀，可以有效解决聚氨酯等高分子有机材料发泡膨胀快、送不到位的问题，且气囊

膨胀药剂由生石灰15～25重量份、铝粉5～10重量份、柠檬酸0.3～0.45重量份、氯化钙0.2

～0.3重量份、碳酸氢钠0.2～0.3重量份、聚丙烯酰胺0.1～0.15重量份组成，材料配制所用

原料均为市售常规材料，无毒无害且成本低廉。本发明可以广泛应用于煤矿井下瓦斯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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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的永久性封孔。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装置的应用状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描述。

[0016] 如图1所示，本发明装置包括抽采管1、第一端头气囊2、第二端头气囊3、出浆管4、

注浆管5和直通6。

[0017] 抽采管1由第一抽采管7、第二抽采管8和第三抽采管9组成，第一端头气囊2套设在

第一抽采管7上，且第一端头气囊2上具有一单向针阀10，内部设有单向止回阀（图中未示

出）的出浆管4贯穿第一端头气囊2，出浆管4的外端通过一定压自动分离接头11连通注浆管

5。第二端头气囊3套设在第三抽采管9上，且第二端头气囊3上也具有一单向针阀10。第二抽

采管8的两端分别通过一直通6连通第一抽采管7和第三抽采管9的一端，而第三抽采管9另

一端的端头处设置有若干用于供瓦斯流入的筛孔12。直通6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常用部件，故

不再详述。

[0018] 第一端头气囊2和第二端头气囊3均为由内外两层材料组成的环形密闭气囊，内层

材料由气密性良好的优质橡胶制成，外层材料为具有一定延展性的螺纹布套。第一端头气

囊2和第二端头气囊3中预先加入膨胀药剂，膨胀药剂为由生石灰15～25重量份和铝粉5～

10重量份组成的膨胀组分和由柠檬酸0.3～0.45重量份、氯化钙0.2～0.3重量份、碳酸氢钠

0.2～0.3重量份、聚丙烯酰胺0.1～0.15重量份组成的调控组分混合而成。

[0019] 采用本发明装置的封孔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0] 1）现场施工时，在煤体13中施工钻孔，成孔提出钻具后将钻孔14内的煤渣煤粉清

理干净；

[0021] 2）将第一端头气囊2和第二端头气囊3分别套设在第一抽采管7和第三抽采管9上，

并分别通过直通6连接到根据实际封孔参数（包括封孔深度和封孔长度）选定长度的第二抽

采管8上，将第三抽采管9的末端用堵头封住，以便本发明装置放入钻孔14及进行抽采作业

时，煤渣等杂物无法通过抽采管进入堵塞抽采系统，瓦斯流只能通过筛孔12流入抽采管1，

将一注浆管5与第一端头气囊2上预装的出浆管4通过定压自动分离接头11连通，通过单向

针阀10分别向第一端头气囊2和第二端头气囊3中注入水200～300重量份，然后将本发明装

置送入钻孔14中预定位置；

[0022] 3）待第一端头气囊2和第二端头气囊3中膨胀药剂为与水反应促使气囊膨胀达到

一定压力后（压力情况根据第一端头气囊2和第二端头气囊3内所加入膨胀药剂的量可知），

通过注浆管5、出浆管4将封孔注浆材料注入由第一端头气囊2外壁、钻孔14孔壁、第二抽采

管8外壁和第二端头气囊3外壁所形成的环形密闭空间内，待环形密闭空间内达到预定压力

后（预定压力为经过计算得到的封孔所需注浆压力确定），注浆管5与出浆管4在定压自动分

离接头11处自动分离，本发明装置中抽采管1、第一端头气囊2、第二端头气囊3、出浆管4和

直通6均留在钻孔14内完成封孔，最后清洗注浆设备及现场，为下一次封孔做好准备。

[0023] 上述各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其中各部件的结构、连接方式和制作工艺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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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有所变化的，凡是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进行的等同变换和改进，均不应排除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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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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