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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

测装置及检测方法，该装置包括压力传感器、流

量计、密封套筒和瓦斯抽采孔密封性检测仪，密

封套筒的一端开口，另一端的中间开有两个孔，

密封套筒的开口端固定在煤壁上，压力传感器穿

过密封套筒的一个孔垂直插入钻孔中，流量计的

一端连接硬质导管，另一端连接软质导管，硬质

导管穿过密封套筒的另一个孔垂直插入钻孔中，

软质导管连接气泵，压力传感器、流量计分别通

过导线与瓦斯抽采孔密封性检测仪连接且相互

平行。本发明的装置携带方便，操作简单，可以实

现不同钻孔的密封性检测，检测时间短，结果可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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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压力传感器(3)、流量计(11)、

密封套筒(4)，以及瓦斯抽采孔密封性检测仪(6)，所述密封套筒(4)的一端开口，另一端的

中间开有两个孔，所述密封套筒(4)的开口端固定在煤壁(2)上，所述压力传感器(3)穿过所

述密封套筒(4)的一个孔垂直插入到煤壁(2)中的瓦斯抽采钻孔(1)中，所述流量计(11)的

一端连接硬质导管(12)，另一端连接软质导管(10)，所述硬质导管(12)穿过所述密封套筒

(4)的另一个孔垂直插入到煤壁(2)中的瓦斯抽采钻孔(1)中，所述软质导管(10)连接气泵，

所述压力传感器(3)、流量计(11)分别通过导线(5)与所述瓦斯抽采孔密封性检测仪(6)连

接且所述压力传感器(3)与所述流量计(11)相互平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瓦斯抽采孔

密封性检测仪(6)上设置有液晶触摸屏(7)、电源开关(9)和复位开关(8)，所述瓦斯抽采孔

密封性检测仪(6)内置电源电池和封孔质量判断程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当待测瓦斯抽采

钻孔(1)孔径较大时，所述密封套筒(4)的开口端与煤壁(2)的固定方式为封堵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当待测瓦斯抽采

钻孔(1)孔径较小时，所述密封套筒(4)的开口端与煤壁(2)的固定方式为打孔固定。

5.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检测装置检测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组装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装置，对钻孔密封性进行检测；

S2.不连接钻孔，将流量计(11)和压力传感器(3)置于开放空间，打开气泵进行充气，按

开始键进行检测装置的自检；

S3.如果S2自检结果为“差”，则证明仪器功能正常，进入S4；反之，如果S2自检结果为

“优”或“良”，则结束检测，检测仪器故障；

S4.将流量计(11)和压力传感器(3)通过密封套筒(4)固定，然后将密封套筒固定(4)在

待检测的钻孔上；打开气泵，向钻孔中充气，使钻孔内压力达到0.16Mpa时，调节气泵使进气

压力稳定在0.2Mpa；

S5.当钻孔内压力稳定在某一个压力值P0(波动变化率小于5％)的时间超过20s，则判定

进气状态稳定，设备自动将P0设为此次检测的初始压力值；同理，确定初始流量值Qw，系统进

入流量判定程序S6；

S6.气体以0.2MPa压力进入稳定状态时，若Qw≥15L/min，则直接判定为“差”；否则进入

压力判定程序S7；

S7.关闭进气阀门，让钻孔内压力自由衰减，在时间t内，压力衰减为Pt，则t时间内衰减

率θ为：

t＝180s时，若θ≤5％，则密封质量为“优”；若5％＜θ≤15％，则密封质量为“良”；若

15％＜θ，则密封质量为“差”；

S8.在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仪上显示检测的最终结果并结束检测过程。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7101787 A

2



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装置及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煤炭安全监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装置

及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我国煤炭行业的五大类灾害事故中，煤层瓦斯灾害以破坏程度大、伤亡事故多、

事故频率高等特点成为近年来煤矿生产过程中最严重事故类型之一。煤炭开采中，抽采率

大小与钻孔的封孔效果直接相关。现有的封孔方法主要有：水泥砂浆封孔、黄泥封孔、聚氨

酯封孔及传统封孔器封孔。但是每一种方法都难以完全保证封孔的质量。

[0003] 根据现有的技术，封孔后难以判断封孔效果；封孔效果不理想难以查找泄露点，进

行二次封孔，故急需一种可以快速判断封孔质量的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装置，用于快速检测钻孔的封

堵效果。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装置，包括压力传感器、

流量计、密封套筒，以及瓦斯抽采孔密封性检测仪，所述密封套筒的一端开口，另一端的中

间开有两个孔，所述密封套筒的开口端固定在煤壁上，所述压力传感器穿过所述密封套筒

的一个孔垂直插入到煤壁中的瓦斯抽采钻孔中，所述流量计的一端连接硬质导管，另一端

连接软质导管，所述硬质导管穿过所述密封套筒的另一个孔垂直插入到煤壁中的瓦斯抽采

钻孔中，所述软质导管连接气泵，所述压力传感器、流量计分别通过导线与所述瓦斯抽采孔

密封性检测仪连接且所述压力传感器与所述流量计相互平行。

[0006] 进一步，所述瓦斯抽采孔密封性检测仪上设置有液晶触摸屏、电源开关和复位开

关，所述瓦斯抽采孔密封性检测仪内置电源电池和封孔质量判断程序。

[0007] 进一步，当待测瓦斯抽采钻孔孔径较大时，所述密封套筒的开口端与煤壁的固定

方式为封堵固定。

[0008] 进一步，当待测瓦斯抽采钻孔孔径较小时，所述密封套筒的开口端与煤壁的固定

方式为打孔固定。

[0009]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利用上述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装置进行密封性检

测的方法。

[0010]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S1.组装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装置，对钻孔密封性进行检测；

[0012] S2.不连接钻孔，将流量计和压力传感器置于开放空间，打开气泵进行充气，按开

始键进行检测装置的自检；

[0013] S3.如果S2自检结果为“差”，则证明仪器功能正常，进入S4；反之，如果S2自检结果

为“优”或“良”，则结束检测，检测仪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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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S4.将流量计和压力传感器通过密封套筒固定，然后将密封套筒固定在待检测的

钻孔上；打开气泵，向钻孔中充气，使钻孔内压力达到0.16Mpa时，调节气泵使进气压力稳定

在0.2Mpa；

[0015] S5.当钻孔内压力稳定在某一个压力值P0(波动变化率小于5％)的时间超过20s，

则判定进气状态稳定，设备自动将P0设为此次检测的初始压力值；同理，确定初始流量值Qw，

系统进入流量判定程序S6；

[0016] S6.气体以0.2MPa压力进入稳定状态时，若Qw≥15L/min，则直接判定为“差”；否则

进入压力判定程序S7；

[0017] S7.关闭进气阀门，让钻孔内压力自由衰减，在时间t内，压力衰减为Pt，则t时间内

衰减率θ为：

[0018]

[0019] t＝180s时，若θ≤5％，则密封质量为“优”；若5％＜θ≤15％，则密封质量为“良”；

若15％＜θ，则密封质量为“差”；

[0020] S8.在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仪上显示检测的最终结果并结束检测过程。

[0021] 相对于现有的技术产品，本发明有以下优点：

[0022] 1、有可视化的操作界面，操作简单，方便操作人员学习和操作。检测仪本身按键

少，减少了因为煤尘对操作设备损坏的可能。检测结果可以通过液晶屏直接获取；

[0023] 2、检测装置所占空间小，便于在井下携带、安装和进行检测，也可以在下井前预先

装好直接带下井；

[0024] 3、检测所需时间短，结果准确可靠，避免了多台检测仪器的使用造成数据失真的

问题，有效的提高了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结果的速度和准确性；

[0025] 4、检测数据可以通过电脑导出，便于检测数据的保存和封孔具体情况的分析，减

少了操作人员的操作强度。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方法的原理示意图。

[0028] 图中，1-瓦斯抽采钻孔；2-煤壁；3-压力传感器；4-密封套筒；5-导线；6-瓦斯抽采

钻孔密封性检测仪；7-液晶触摸屏；8-复位开关；9-电源开关；10-软质导管；11-流量计；12-

硬质导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0]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一种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装置包括：包括检测实时压力

的压力传感器3、内置流量传感器的流量计11、密封套筒4，以及用于判断和反馈检测结果的

瓦斯抽采孔密封性检测仪6，所述密封套筒4的一端开口，另一端的中间开有两个孔，所述密

封套筒4的开口端固定在煤壁2上，所述压力传感器3穿过所述密封套筒4的一个孔垂直插入

到煤壁2中的瓦斯抽采钻孔1中，所述流量计11的一端连接硬质导管12，另一端连接软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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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10，所述硬质导管12穿过所述密封套筒4的另一个孔垂直插入到煤壁2中的瓦斯抽采钻孔

1中，所述软质导管10连接气泵(图中未示出气泵)，所述压力传感器3、流量计11分别通过导

线5与所述瓦斯抽采孔密封性检测仪6连接且所述压力传感器3与所述流量计11相互平行。

[0031] 在本实施例中，气泵与硬质导管12相连，用于向钻孔内加压。在气泵向内压气的过

程中，与硬质导管12相连的流量计11记录抽取气体的流量值，同时与流量计11平行放置且

紧密固定在密封套筒4的压力传感器3实时记录待测钻孔中的压力值，流量值和压力值通过

数据导线传输给瓦斯抽采孔密封性检测仪6。

[0032] 密封套筒4与待测钻孔的连接固定方式可根据孔洞的大小灵活选择。在待测孔洞

直径较大时，可以采用封堵固定的方式；待测孔洞的直径较小时，一般采用打孔固定。硬质

导管12和压力传感器3被紧密固定在密封套筒1中，两者的末端深入孔洞中。孔洞中的压力

值不会与外界的气压值有较大的差距，所以不用考虑大压力差下气体涌出的情况。

[0033] 进一步，所述瓦斯抽采孔密封性检测仪6上设置有液晶触摸屏7、电源开关9和复位

开关8，所述瓦斯抽采孔密封性检测仪6内置电源电池和封孔质量判断程序。

[0034] 在本实施例中，液晶显示屏会每秒刷新流量、压力值。在检测仪程序控制下，整个

数据的收集过程时长为180s。数据收集过程结束，检测结果会自动显示在液晶屏幕中。

[0035] 本发明的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装置的工作过程：如图2所示，

[0036] S1.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仪6与压力传感器3和流量计11通过导线5连接；所述

的压力传感器3和硬质导管12同时固定在密封套筒4上；密封套筒4固定在瓦斯抽采钻孔1

上；硬质导管12一端插入瓦斯抽采钻孔1，一端通过流量计11与软质导管10连接，软质导管

10与气泵连接。

[0037] 组装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装置，对钻孔密封性进行检测；

[0038] S2.不连接钻孔，将流量计11和压力传感器3置于开放空间，打开气泵进行充气，按

开始键进行检测装置的自检；

[0039] S3.如果S2自检结果为“差”，则证明仪器功能正常，进入S4；反之，如果S2自检结果

为“优”或“良”，则结束检测，检测仪器故障；

[0040] S4.将流量计11和压力传感器3通过密封套筒4固定，然后将密封套筒4固定在待检

测的钻孔上；打开气泵，向钻孔中充气，使钻孔内压力达到0.16Mpa时，调节气泵使进气压力

稳定在0.2Mpa；由于钻孔内空间足够大，因此开始时可以较高压力向钻孔内充气，钻孔内压

力达到0.16MPa时，关闭阀门，调节气泵，使进气压力保持0.2MPa，然后打开阀门，使气体进

入钻孔内；

[0041] S5.因为漏气通道的存在，使得孔内压力小于0.2MPa，当钻孔内压力稳定在某一个

压力值P0(波动变化率小于5％)的时间超过20s，则判定进气状态稳定，设备自动将P0设为此

次检测的初始压力值；同理，确定初始流量值Qw，系统进入流量判定程序S6；

[0042] S6.气体以0.2MPa压力进入稳定状态时，若Qw≥15L/min，则直接判定为“差”；否则

进入压力判断程序S7；

[0043] S7.关闭进气阀门，让钻孔内压力自由衰减，在时间t内，压力衰减为Pt，则t时间内

衰减率θ为：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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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t＝180s时，若θ≤5％，则密封质量为“优”；若5％＜θ≤15％，则密封质量为“良”；

若15％＜θ，则密封质量为“差”；

[0046] S8.在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仪上显示检测的最终结果并结束检测过程。

[0047] 本发明的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性检测装置，可以更加直观、快速和准确的测出封孔

的质量，使煤炭行业从业人员能够进一步了解封孔的具体状况。同时，该抽采钻孔密封性检

测装置具有方便携带，便于操作等方面的优点，具有较好的使用效果和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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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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