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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瓦斯智能抽采关键技术研究进展及展望
赵旭生１，２ ，马国龙１，２

（１．瓦斯灾害监控与应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

４０００３７；２．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

４０００３７）

摘 要：为了推动智能瓦斯抽采技术发展，提高煤矿安全保障能力，从瓦斯抽采全过程少人化或无人化
角度，阐述了智能瓦斯抽采的精准感知、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自学习等 ５ 个方面特征，提出了包含功
能和技术 ２ 个维度的智能瓦斯抽采体系结构，功能维度上涵盖瓦斯抽采所有环节，技术维度上包含单机
智能、机组智能和集成智能 ３ 个层次，体现了智能瓦斯抽采技术的发展迭代过程；设计了智能瓦斯抽采
总体架构，由感知控制层、传输层、数据层、应用层等 ４ 个层面和信息标准、信息安全等 ２ 个体系构成；最
后，从动态透明瓦斯地质、抽采钻孔智能设计、打钻 －增透 －封孔机器人、抽采系统智能调控与诊断、抽采
达标自动评判等 ５ 个方面对智能瓦斯抽采关键支撑技术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关键技术向精准、高效、智
能方向发展的趋势，提出了抽采钻孔差异化智能设计和抽采达标多层递进动态评判等解决策略，并给出
了谢桥煤矿“三人五台一组”自动钻机集中控制协同作业、霍尔辛赫煤矿抽采管网自动调控、新元煤矿抽
采达标在线评判等典型应用案例，为煤矿智能瓦斯抽采技术研究和建设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智能瓦斯抽采；透明瓦斯地质；差异化设计；自主调节；自动评判；一体化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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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施工、煤层增透、封孔接抽、监测检测、达标评判

言

等多个环节。 笔者从瓦斯抽采全过程少人化和无人

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支撑着国民经济的持
续快速发展，煤炭供给的质量和水平关系着国家能
源安全，煤炭工业当前正朝着高质量发展转变

［１］

。

但是，随着浅部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发，越来越多的
矿井进入深部开采阶段，煤层瓦斯含量、地应力等急

化的角度，对智能瓦斯抽采的概念、特征、体系框架
和关键技术等进行了探讨。

１
１．１

剧增加，瓦斯涌出量和煤与瓦斯突出危险显著增大，

智能瓦斯抽采内涵及特征
智能瓦斯抽采的内涵

智能矿山的概念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已经被提

瓦斯灾害威胁加重与安全高效生产之间的矛盾将日

出，但不同时期人们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目前

益突出。

普遍认为智能矿山是人工智能和矿山实体的深度融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５Ｇ、人工
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并在传统领域广
泛渗透，引发了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群体性技术
革命，正推动传统产业变革升级

［２］

。 在当前智能化

合体，能够自主地响应矿山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变化
和需求，实现安全、高效、绿色、经济的采矿作业 ［１４］ 。

智能瓦斯抽采是智能煤矿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

合对智能矿山的认知，笔者认为智能瓦斯抽采是将

时代背景下，煤矿智能化代表了煤炭行业先进生产

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技术充分融入瓦斯抽采中，

力的发展方向，有助于加快破解煤炭行业的矛盾和

在少人干预甚至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主完成从抽

难题，推动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是煤炭行业高质量发

采钻孔设计到抽采达标评判的整套瓦斯抽采作业，

展的核心技术支撑

［３－４］

。 瓦斯抽采作为煤矿瓦斯灾

达到安全、高效、经济的抽采瓦斯。 智能瓦斯抽采对

害的治本之策，智能瓦斯抽采将成为解决深部开采

瓦斯地质、钻孔施工、抽采设备工况等瓦斯抽采相关

瓦斯灾害防治难题，提升煤矿安全生产水平的技术

信息的获取和应用达到了知识化的高级层次，将矿

关键。

山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我国部分学者对煤矿智能瓦斯抽采技术进行了

等现代信息 技 术 与 瓦 斯 抽 采 技 术 深 度 融 合， 赋 予

探索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例如：在抽采管路及

瓦斯抽采设备精准感知、自学习、自修正、自决策、

系统调控方面，王春光

［５－６］

分析了煤矿瓦斯抽采发

自控制的能力，在没有人员干预的情况下，自动适

展趋势，提出了智能抽采思路，研发了智能抽采与联

应复杂多变 的 煤 矿 条 件 和 作 业 环 境，并 找 出 最 优

动装置；周福宝等

［７］

提出了基于安全和效率原则的

的方 案 和 途 径， 完 成 瓦 斯 抽 采 整 个 过 程 的 自 主

瓦斯智能抽采原理，建立了抽采管网参数优化模型

作业。

和抽采系统优化策略，开发了瓦斯智能抽采系统，实

１．２

现了泵站 转 速 和 管 路 阀 门 开 度 的 自 动 调 节； 祝 钊
等

［８］

采用 ＰＬＣ 智能控制技术，实现了抽采管路电动

调节阀的智能控制；李健威等 ［９］ 研发了基于 ＷｉｎＣＣ

的无人值守瓦斯抽采泵站智能化控制系统。 在抽采
钻孔智能钻进方面，石智军等

［１０］

在总结煤矿钻探技

术现状基础上，提出了智能化钻探的发展途径；王清
峰等

［１１］

对瓦斯抽采智能钻进的技术成果和不足之

智能瓦斯抽采的特征
智能装备的智能化特征主要体现在装备的自主

运行能力上 ［１４］ ，即能够精准地感知外部环境信息和

自身运行状态信息，通过感知信息的分析和理解形
成准确的判断和优化的决策，对决策给予有效的执
行，使其自动适应环境条件变化，并独立完成预定任

务。 因此，笔者认为智能瓦斯抽采应具备以下 ５ 个

方面的特征：一是具有对瓦斯抽采条件、井下作业环

处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从自主感知、智能控制、自主

境、设备和系统本体状态等各类信息动态、灵敏、准

导航等方面发展智能化钻探技术装备；以中煤科工

确感知和获取的能力；二是具有对各类感知信息的

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简称“ 重庆研究院” ） 和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代表的研究机
构

［１２－１３］

，各自研发了具有钻杆自动装卸、全自动钻

分析、处理、理解、学习，形成瓦斯抽采相关场景的判
定结论、解决方案或操作决策的能力，例如抽采钻孔
设计场景下的钻孔布置方案，钻孔施工场景下的钻

进、远程遥控和智能防卡钻功能的自动化钻进设备，

机操作决策，抽采达标评判场景下达标与否的判定

并取得了良好的现场应用效果。 总体而言，我国智

结论等；三是具有自动执行方案和决策的能力，即能

能瓦斯抽采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抽采钻孔自动钻进

够将解决方案行之有效地落实，按照操作决策精准

和抽采系统自动调控方面，且整体还处于起步阶段。

地做出控制动作，比如，根据抽采系统调节方案准确

煤矿瓦斯抽采是系统工程，包含抽采钻孔设计、

调节抽采泵转速和抽采管路不同地点的阀门开度；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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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对影响瓦斯抽采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具有自动协

备的智能化功能应涵盖以上所有环节，实现瓦斯抽

调的能力，能够自动适应复杂多变的煤矿地质条件、

采全过程智能化。

抽采作业环境等；五是具备自学习、自进化能力，能
够对指标、方法、模型、知识等进行自动优化和迭代
更新，不断提升瓦斯抽采分析能力和决策水平。

２
２．１

２） 技术维度。 技术维度包含单机智能、机组智

能和集成智能 ３ 个层次，反映了智能瓦斯抽采技术

从单点智能向全面化、系统化、体系化的进阶。 单机
智能是以单机设备作为最小智能化单元，通过自感

智能瓦斯抽采体系框架

知、自分析、自决策、自执行，提升单机装备的运行效

智能瓦斯抽采体系结构

智能瓦斯抽采技术体系结构如图 １ 所示，包含

功能和技术 ２ 个维度。

率、性能和适应能力，使其在少人干预甚至无人干预
的条件下自主完成预定功能。 机组智能是在单机智
能基础上，将业务上需要相互配合的多个智能设备
集成控制、协同工作，完成较为复杂的作业任务。 集
成智能体现为瓦斯抽采所有生产要素的智能化集
成，实现不同环节、不同装备、不同系统之间信息共
享、分工协作和工艺优化，达到瓦斯抽采全过程无人
化、高效率、高质量设计、施工及管控。
２．２

智能瓦斯抽采总体架构
从统筹性、先进性、开放性、适用性等角度综合

Ｆｉｇ．１

图１

智能瓦斯抽采技术体系结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ｇａｓ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

１） 功能维度。 煤矿瓦斯抽采涉及钻孔设计、钻

考虑，设计智能瓦斯抽采的整体架构如图 ２ 所示，总
体概括为“４ 层面 ＋ ２ 体系” ，其中“４ 层面” 包括感知

控制层、传输层、数据层、应用层；“２ 体系” 分别为信

孔施工、煤层增透、封孔接抽、抽采监测检测、抽采达

息标准体系和信息安全体系。 各部分既相对独立，

标评判、运维管理等多个环节，智能瓦斯抽采技术装

又彼此关联、相互依托，形成有机的整体。

Ｆｉｇ．２

图２

智能瓦斯抽采总体架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ｇａｓ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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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控制层位于整个架构的最底部，处于智能

人们对它的认识均是动态变化的。 首先，煤矿瓦斯

抽采系统的末端位置，负责瓦斯抽采相关信息的感

抽采是时空上动态变化的过程，空间上随着抽、掘、

知和指令的执行。 信息感知单元以传感器监测、多

采接替，抽采区域不断移动；时间上抽采区域煤层瓦

媒体采集、智能感知终端等方式获取煤层赋存、地质

斯含量和压力随抽采时间延长不断降低。 受瓦斯抽

构造、煤层瓦斯、作业环境、设备状态、设备工况、钻

采影响，煤层瓦斯地质条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其

孔轨 迹、 抽 采 参 数 等 瓦 斯 抽 采 相 关 “ 人” 、 “ 机 ” 、

“ 环” 等信息，并传递给传输层。 自动控制单元接受

控制指令，并按照指令要求控制抽采设备，完成相应
的动作，实现自动作业。
传输层位于感知控制层与数据层之间，是二者
交流的桥梁，在智能瓦斯抽采系统中扮演着信息高

速公路的角色，需要综合采用工业以太网、矿用 ５Ｇ、

次，随着煤矿生产活动的进行，地质探测由“ 面” 到
“ 点” 、由“ 粗” 到“ 精” 逐渐深入，地质构造揭露逐渐
增多，地质资料不断积累，人们对地质条件的认识也
在不断修正、完善和深入。 因此，需要动态瓦斯地质
建模，全面、精准地反映瓦斯地质条件的最新认识，
达到瓦斯地质透明化的目标。
面向动态透明瓦斯地质，研究先进的煤层地质

矿用 ＷｉＦｉ、工业互联网、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技

探测和煤层瓦斯参数测定技术手段，提高地质条件

术，搭建多网融合平台，实现瓦斯抽采各类信息的超

探测和煤层瓦斯测定的精准性和时效性；研究基于

带宽、低延时、高可靠、准确传递。

多源数据融合和人工智能的瓦斯地质分析方法，实

数据层主要负责瓦斯抽采多源、海量数据的汇
集存储、集成管理和分析挖掘，为各类瓦斯抽采应用
提供支撑。
应用层是智能瓦斯抽采系统的落脚点。 通过分
析智能化背景下矿井瓦斯抽采业务需求，明确各系

现多元瓦斯地质信息的集成分析和智能解读；建立
基于 ＧＩＳ 的瓦斯地质信息平台，构建高精度三维瓦

斯地质动态模型，对瓦斯抽采全生命周期瓦斯地质
条件及其演变过程进行精准、直观、动态展示，是智
能瓦斯抽采瓦斯地质保障方面的主要发展趋势。

统作用与功能，并通过智能抽采平台完成集成和协

瓦斯地质动态透明化，将有效解决瓦斯地质条

同，最终实现煤矿瓦斯抽采的智能设计与决策、智能

件的复杂性、隐蔽性和变化性等造成的瓦斯抽采条

作业、智能管理、智能安全。

件不确定的问题，可为智能瓦斯抽采提供可靠的地

信息标准体系和信息安全体系为智能瓦斯抽采

质保障。 笔者所在团队基于超图平台开发了煤矿多

各层面提供标准支撑和安全保障，确保智能瓦斯抽

级瓦斯地质动态分析系统，集瓦斯地质信息管理、智

采的有效实施。 面向智能瓦斯抽采多元信息处理需

能瓦斯地质建模、煤层瓦斯参数预测、瓦斯涌出量预

要，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体系，对数据类型、格式、语

测、瓦斯地质图自动绘制与更新等功能于一体，实现

义、精度和质量等进行统一和规范，消除数据的不一

了煤层、采区、工作面等多级瓦斯地质的智能分析与

致性，支撑智能瓦斯抽采多元信息的透明共享、融合

动态展示，在全国百余座矿井进行了应用，为瓦斯抽

集成和深度应用。 同时，构建涵盖访问控制、加密存

采管理与决策提供了详实可靠的瓦斯地质依据。

储、数据备份、完整性鉴别等多个方面的信息安全保

３．２

抽采钻孔智能设计

障体系，保护智能瓦斯抽采相关信息不受侵犯，提高

抽采钻孔设计是钻孔施工的主要依据，钻孔设

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保障智能瓦斯抽采业务连

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直接影响钻孔施工难度和工程

续正常开展。

量大小，以及后期抽采效能的发挥。 抽采钻孔设计

３

必须从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是受煤层瓦斯地质条

３．１

智能瓦斯抽采关键支撑技术
动态透明瓦斯地质
煤层赋存、煤体结构、瓦斯赋存、地质构造等瓦斯

地质条件的透明化是瓦斯精准抽采的前提和基础。

件、钻孔施工作业环境、钻机钻具性能等多种因素限
制，需要平衡瓦斯抽采达标、钻孔施工难度、钻孔工
程量大小等多方面需求，使钻孔布置方案总体达到
优化状态的复杂决策过程。

但是，目前的煤矿地质探测技术和煤层瓦斯参数测定

目前煤矿现场瓦斯抽采钻孔设计主要以人工为

技术还存在诸多技术瓶颈，在精准性、可靠性、时效性

主，除了工作量大、费时费力外，还存在以下问题：首

等方面难以满足智能瓦斯抽采需求。 而且，地质建模

先，钻孔设计依据不合理，除了瓦斯地质条件掌握得

软件对多元地质信息的集成处理能力不强，地质模型

不够精准外，钻孔有效抽采半径等关键参数主要通

精度偏低，对瓦斯抽采的支撑作用不好。

过试验测定或经验获得，存在静态、不准确等问题，

３０

煤矿生产过程中，煤层瓦斯地质条件本身以及

当抽采地点转移，煤层瓦斯地质条件发生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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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能有效地支撑抽采钻孔设计；其次，钻孔设计

基于上述策略，笔者所在团队开发了基于超图

不够精细，整个抽采区域按同一种条件进行设计，没

的瓦斯抽采钻孔智能设计系统，集钻孔间距辅助分

有充分考 虑 区 域 内 不 同 位 置 煤 层 瓦 斯 地 质 条 件、
抽 －掘 －采衔接、瓦斯预抽时间长短等的差异性，所

析、钻孔参数自动计算、设计图自动绘制、设计效果

有钻孔间距一样，没有做到一孔一设计，容易造成钻
孔布置过疏或过密，导致抽采效果不佳、抽采不达

三维展示等功能于一体，实现了穿层、顺层、高位等
煤矿常见类型瓦斯抽采钻孔的自动设计。 该系统在
山西晋城寺河煤矿、吉林珲春八连城煤矿等全国 ２０

标、钻孔工程增加、采掘接替紧张等问题。 因此，开

余座矿井进行了应用，显著提高了瓦斯抽采钻孔的

展瓦斯抽采钻孔差异化智能设计技术研究，实现每

设计效率和钻孔布置的科学性。
３．３ 打钻 －增透 －封孔一体化机器人

个钻孔的针对性自动设计，使钻孔布置与抽采条件
和抽采需求得到合理匹配，提高钻孔设计的精细化
程度，是瓦斯抽采钻孔智能设计的发展趋势。
为此笔者提出了瓦斯抽采钻孔智能设计策略，

如图 ３ 所示。 根据区域瓦斯抽采监测数据，自动分

煤矿机器人是煤矿智能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使命是代替人完成危险、繁重、枯燥的煤矿井
下工作，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数量，提高作业效率和质
量。 但是，煤矿井下环境较为特殊，空间狭小、地形

析瓦斯抽采随时间变化规律，并结合瓦斯地质、煤层

复杂、光照不足，受瓦斯、粉尘、潮湿、淋水、落石等多

开采、抽采负压等抽采条件，采用关联、聚类、回归等

种因素威胁，且大功率设备多，电磁干扰严重，这对

分析方法，挖掘瓦斯抽采规律与抽采条件之间的内

煤矿机器人的尺寸、行走、防护、通信、供电等性能提

在关系，建立瓦斯抽采规律知识库，并随着矿井瓦斯

出 了 严 峻 挑 战， 煤 矿 机 器 人 整 体 处 于 起 步 阶

抽采的持续，对库中知识进行动态更新。 钻孔设计
过程中，首先对区域瓦斯抽采条件进行分析，并根据

段 ［１５－１６］ ，还没有用于打钻、封孔等作业场景的智能
机器人。

知识库中的瓦斯抽采规律知识，确定抽采区域的瓦

煤矿井下钻探装备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做到了自

斯抽采规律；其次，根据抽采区域生产接替计划，充

动化钻进，包括地面远程和井下无线遥控钻机移动、

分考虑打钻、封孔、接抽的工程时间花费，以及抽采

锚固和姿态调节，自动装卸钻杆，钻进过程自动控制

达标超前采掘工程的提前量要求，确定不同地点的
瓦斯预抽允许时间；然后，根据瓦斯抽采规律和瓦斯
预抽允许时间，确定各地点的瓦斯抽采钻孔间距；之
后，根据煤层赋存情况，充分考虑钻机和钻具性能，
确定钻孔开孔位置，并采用空间几何方法计算各钻
孔的方位角、倾角和孔深；最后，根据钻孔设计参数，
自动绘制钻孔设计图，完成钻孔智能设计。 后期钻
孔施工过程中，当发现煤层地质条件发生较大改变
时，应根据最新地质条件对钻孔设计进行自动修正。
同时，当测量到钻孔施工与设计不一致，成孔轨迹偏
离设计轨迹较远时，自动生成补孔参数。

等 ［１７］ ，实现了打钻过程减员增效。 比如，重庆研究
院研 制 了 ＺＹＷＬ 系 列 自 动 钻 机， 其 中 ＺＹＷＬ －
４０００ＳＹ 自动钻机在淮南谢桥煤矿实现了 “ 三台五

人一组” 集 中 控 制 协 同 作 业， 单 机 最 大 月 进 尺 达

５ １００ ｍ，机组减人 ６０％ 以上，目前正在研发具有自

动集渣运渣、孔内参数随钻测量、多机地面集中控制
等功能的智能钻机，进一步提升打钻自动化水平。
但是，距离智能化打钻还有不小的差距，存在诸多难
题有待攻克：①需要突破井下环境智能感知、障碍物
智能辨识、钻机精准定位、孔位智能识别等技术，实
现钻机自主行走、自主避障和自动开孔定位；②需要
突破孔内工况智能感知技术，综合采用地球物理、机
器视觉和微型传感等方法，实现孔内煤岩种类、煤岩
特性、瓦斯压力、围岩应力等情况的精准感知，为钻
进过程智能调控和煤层地质探测分析提供可靠依
据；③需要突破钻进智能调节技术，实现水压、流量、
给进力、转速等控制参数与钻进地质条件的自主优
化匹配，减少或避免卡钻等打钻事故，提高钻进效率
和成孔质量。 在此基础上，研制具备自主移机定位、
随钻自主探测、自主钻进控制功能的打钻机器人，实
现抽采钻孔施工真正无人化作业，是智能钻机的发

Ｆｉｇ．３

图３

瓦斯抽采钻孔智能设计策略

Ｇａｓ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ｄｒｉｌ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展趋势。
纵观瓦斯抽采整个过程，除了打钻环节外，增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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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封孔等也是主要用工环节，工作人员多，劳动强

的研究团队对瓦斯抽采系统自动调控技术进行了研

度大，且增透过程存在高压、喷孔或机械伤人等风

究。 重庆研究院基于瓦斯抽采监测数据，通过仿真

险，迫切需要自动化、智能化作业。 因此，在智能钻

模拟对管网运行状态进行分析，并远程调节管道阀

机基础上还需增加水力增透自主调节、封孔构件自
动安装、 封孔材料自动填注等功能， 形成打钻 － 增

门开度，在山西霍尔辛赫煤矿，平均瓦斯抽采体积分
数由 ２５％提高至 ４５％，保障了抽采系统安全高效运

透 － 封孔一体化机器人，实现从打钻到封孔的一气

行。 周福宝等 ［７］ 研发了基于物联网的智能调节阀

呵成自动作业。

门，对管路气体温度、甲烷浓度、负压等参数进行连

３．４

续感知，并上传至云端存储，能够通过电脑网页和手

抽采系统智能调控与诊断

３．４．１

抽采系统智能调控

煤矿生产是动态变化的过程，不同时间、不同地

机客户端对瓦斯抽采进行监测与控制。
３．４．２

抽采系统智能诊断

点所需的瓦斯抽采能力和抽采工况条件有所不同，

瓦斯抽采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存在泵站故障、管

需要对瓦斯抽采系统进行动态调控，通过瓦斯抽采

道堵塞或漏气的可能，智能瓦斯抽采系统应具备自

泵转速和抽采管路不同地点阀门开度的协同配合，

主诊断能力，及时发现抽采系统自身的缺陷或隐患，

使瓦斯抽采系统在各抽采地点提供的抽采能力和工

并能自动采取措施处理。 目前，已经实现了抽采泵

况环境与实际需求相匹配，从而经济、高效、安全地

工况的在线监测和故障诊断，通过对泵站负压、流

抽采瓦斯。

量、水位、轴温、震动等的监测分析，对泵站故障进行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几乎所有高瓦斯和煤与瓦

自动报警。 但是，在抽采管路堵塞、漏气以及其他故

斯突出矿井均按要求建立了瓦斯抽采系统。 但是，

障的自动诊断方面，研究进展相对迟缓。 重庆研究

由于部分矿井的抽采系统当初没有进行正规设计，

院通过仿真模拟分析抽采管网运行状态基础上，根

或时间较长煤矿生产条件发生较大改变，使得抽采

据建立的故障判识模型对管道故障进行自动判识和

泵站能力与矿井抽采需求之间不匹配，存在泵站能

报警，但准确性有待提升。 因此，需要开展抽采管路

力不足或过剩现象。 另外，抽采管理不到位，对浓度

故障在线自动诊断技术，充分融合抽采监测、抽采巡

低、抽采量小的钻孔或管路没有及时关闭，造成抽采

检、抽采附属设施状态监测等多源信息，采用大数据

能力资源的浪费；抽采管路调节不合理，负压和流量

分析方法研究各类故障的大数据演化特征，建立数

没有得到合理匹配，不能很好地满足各地点的抽采

据驱动的故障判识指标和模型，开发抽采管网智能

工况需求；采空区瓦斯抽采工况不合理，与工作面气

诊断平台，实现故障类型智能判定和故障位置精准

压不匹配，负压和流量过大，造成采空区自然发火。

定位，是抽采系统故障诊断技术的发展方向。

瓦斯抽采系统调控不合理，严重影响瓦斯抽采效果，

３．５

导致能耗高、效率低、效果差、不安全等问题。
我国煤矿瓦斯抽采系统普遍采用水环式真空
泵

［１８］

，其转速固定， 抽采量大小取 决 于 抽 采 工 况。

近年来为了适应不同工况的抽采需求，变频器已逐

瓦斯抽采达标自动评判
瓦斯抽采达标评判是煤矿瓦斯抽采的重要环

节，目的是准确评估瓦斯抽采效果是否达到了有效
预防瓦斯灾害所需要的水平。 现阶段受抽采监测数
据可靠性不高影响 ［２０］ ，煤矿现场主要依赖实测煤层

渐应用于抽采泵站，抽采管路阀门也逐渐实现了自

残余瓦斯含量或压力进行抽采达标评判，存在手段

动 化 调 节， 为 瓦 斯 抽 采 系 统 智 能 调 控 奠 定 了 基

单一、以点带面的问题，评价结果精细度不够、准确

础

［１９］

。 但是，瓦斯抽采系统是复杂 的 流 体 网 络 系

性不高，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统，目前复杂管网抽采工况精准调节方法还没有得

从提高评判的准确性和智能化程度出发，笔者

到有效解决，瓦斯抽采系统运行工况合理性的评判

提出了层次递进的瓦斯抽采达标动态评价策略，如

方法也有待研究。 因此，在抽采泵变频调控和管道

图 ４ 所示。 在瓦斯地质图基础上，融合抽采钻孔施

阀门自动调节基础上，充分采用模态学习、模式识

工信息，并考虑不同钻孔抽采时间的差异性和抽采

别、规则学习等技术，突破瓦斯抽采合理工况确定和

计量装置的空间监测范围等因素，进行抽采达标评

复杂管网精准调控等技术难题，实现抽采泵转速和

价单元区划，将抽采区域划分为多个瓦斯地质条件

阀门开度的自主精准调控，提升抽采系统运行的合

相似、抽采时间长短相近、抽采监测相对独立的评价

理性、经济性、安全性，是瓦斯抽采智能调控技术的

单位；根据煤层赋存和瓦斯赋存数据，分别计算每个

发展趋势。

评价单元的煤层瓦斯储量。 瓦斯抽采过程中，以评

３２

近年来，以重庆研究院和中国矿业大学为代表

价单元为基本对象，根据瓦斯抽采监测数据，自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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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煤层瓦斯抽采规律，动态预测瓦斯抽采达标时间，

煤矿瓦斯抽采技术装备的智能化水平还十分低下，

指导瓦斯抽采调控决策；实时计算评价单元的累计

整体处于起步阶段，急需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煤矿

瓦斯抽采量，在线分析瓦斯抽采率和煤层残余瓦斯

瓦斯抽采领域，逐步实现瓦斯抽采的信息化、自动

含量或压力，动态预判瓦斯抽采是否达标。 预判抽

化、智能化。 面向煤矿瓦斯抽采钻孔设计、钻孔施

采达标后，通过实测煤层残余瓦斯含量或压力，对抽

工、煤层增透、钻孔封孔、抽采系统调控与维护、抽采

采是否达标做出最终评判。 采掘过程中，对工作面

达标评判等应用场景，充分采用矿山物联网、大数

瓦斯监测数据进行自动分析，根据工作面瓦斯涌出

据、云计算、煤矿 ５Ｇ、人工智能等技术，突破动态透
明瓦斯地质、钻孔智能设计、打钻 － 封孔 － 接抽一体

变化特征，动态反演工作面前方煤层瓦斯含量或压
力，对瓦斯抽采达标进行动态验证。 通过“ 预判 － 评

化机器人、抽采管网自主调控与故障诊断、抽采达标

确可靠。

习、自主决策、自主控制、自动适应能力的自动化、智

判 －验证” 多层递进分析，确保瓦斯抽采达标评判准

智能评判等关键技术，形成具有精准感知、自主学
能化装备及系统，实现瓦斯抽采全过程的少人化甚
至无人化作业，是智能瓦斯抽采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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