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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进一步认识煤与瓦斯突出后巷道内突出流体的运移传播规律以及突出灾害的防灾减灾机

制，以大型物理模拟试验为主，研究了突出流体运动、煤粉堆积、冲击波阵面传播、静压和温度等多物
理参数的动态响应特征，建立了突出流体运移模型，并着重分析了突出流体在弧形直角拐弯巷道的运
移规律。 结果表明：突出煤粉在巷道内堆积呈现出两头多中间少的分布特征，多数煤粉集中分布于拐
弯后巷道；冲击波阵面的传播速度呈先增大后减小再增大的演化趋势，气流速度快于煤 － 瓦斯两相流

运移速度；巷道静压在单相气流阶段动态响应大，在煤 － 瓦斯两相流阶段骤降；空气压缩气流、瓦斯气
流和煤 －瓦斯两相流对静压的演化有着不同影响；在拐弯巷道运移过程中，空气压缩气流内有压缩波
叠加现象使得波阵面传播速度加快以及静压升高，瓦斯气流和煤 － 瓦斯两相流受能量损失影响使得

静压降低；巷道温度呈现出迅速下降后缓慢回升的趋势；近突出口区域温度受压缩做功影响，呈现先
增大后下降的趋势；巷道内温度呈波动式上升分布状态，部分区域存在一个阻碍巷道温度降低的机
制；弧形拐弯后形成一个低温气体聚集区，使得其温度下降量较大。
关键词：煤与瓦斯突出；突出流体；煤粉堆积；弧形拐弯巷道；流体运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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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程中煤层内的瓦斯压力和温度以及巷道内两相流的
运移形态、冲击力和温度的演化规律。 胡胜勇等 ［１８］

煤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源，在我国的能源消费

基于气固两相流理论，通过编程计算综掘工作面气

中处于主导地位。 然而，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复杂

载粉尘的运移过程，研究了综掘工作面气固两相流

突出事故发生的频率［１］ 。 突出发生时突出流体具有

特性。 ＺＨＯＵ 等 ［１９－２１］ 基于气体膨胀能在突出发展
阶段的作用，提出了一种研究煤 － 瓦斯两相流传播

此，研究突出流体多物理场参数在密闭管道内的动态

数对突出激波的衰减有显著的影响，并建立了直角

的地质条件及多样的煤层赋存条件增大了煤与瓦斯

极大的破坏性，严重制约着矿井的安全生产［２－３］ 。 因
响应对矿井的防灾减灾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人员在突出流体运移规律

特性的数值模拟方法，认为两相流中煤粉的体积分
交叉巷道、４５° 交叉巷道和 １３５° 交叉巷道的数值模

拟模型，定性和定量地得出了突出激波和瓦斯流动

及其动力致灾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 吴爱军

的传播衰减特征。

等 ［４－５］ 通过开展煤与瓦斯突出模拟试验，揭示了冲

以上学者在突出流体运移规律及其致灾领域多
偏向于仅对单相气体和冲击波的研究，忽略了煤粉
在突出流体运移过程中的作用，并且没有对突出流
体的组成及分布进行深入探讨。 同时，受装置及监
测手段的影响，对突出过程中突出流体多物理场参
数在巷道内部的动态响应试验研究较少。 因此，笔
者利用自主研制的多场耦合煤矿动力灾害大型物理
模拟试验系统，开展突出流体在巷道中的运移规律
模拟试验，旨在分析突出过程中突出流体的运动特
征，煤粉堆积情况，冲击波阵面传播规律，静压和温
度响应特征等，为井下防突设施的布置、灾后应急救
援措施的设计、技术控制灾害扩大防止次生灾害的
发生等防灾减灾措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击波的形成原因，建立了冲击波在煤岩体中的一维
传播模型，并根据应力波理论分析了冲击波的传播
规律。 王凯等 ［６］ 利用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理论建
立了突出冲击波在变截面巷道中传播的数学模型，
得出了冲击波衰减与截面积变化率之间的变化规
律，并通过开展变截面巷道冲击波试验探究了冲击
波在变截面巷道中的传播规律。 张建方等 ［７］ 依据
冲击波理论认为突出冲击波属于弱冲击波，其传播
衰减与初始能量、传播距离、巷道摩擦阻力特性等因
素有关。 ＯＴＵＯＮＹＥ 等 ［８］ 利用 ＭａｃＣｏｒｍａｃｋ 显示有

限差分法建立了煤与瓦斯瞬时突出巷道内瓦斯流动
模型，分别在时间和空间上给出了混合速度、密度和
气体浓度的分布。 魏建平等 ［９］ 利用自主设计的试

１

验系统，得出了突出冲击波在直线和拐弯巷道中的
传播规律。 王凯等 ［１０－１１］ 利用自主研制的突出煤 － 瓦

１．１

突出试验，重点研究了突出气流冲击力、激波波阵面

包括动力系统、巷道网络系统、数据采集系统、充气系

斯两相流模拟试验系统进行了不同煤粉粒径配比的

传播、煤粉冲击等参数，得出气体冲击波速度远大于

煤粉运动速度。 许江等 ［１２］ 、程亮等 ［１３］ 通过开展不

同瓦斯压力作用条件下的突出物理模拟试验，研究
了突出气 － 固两相流的冲击力及其运动特征，得出
冲击力大小与瓦斯压力无明显线性关系，且峰值冲

击力在巷道中部出现陡增现象。 孙东玲等 ［１４－１５］ 、曹

偈等 ［１６］ 自主研发了煤与瓦斯突出动力效应模拟试
验装置，建立了一维情况下突出煤的运移数学模型，
研究了突出煤颗粒运移距离与初始气流速度之间的
关系。 周斌等 ［１７］ 利用自主研发的多场耦合煤矿动
力灾害大型物理模拟试验系统，开展了突出过程中
煤层及巷道内的动态响应试验研究，得到了突出过
１６０

试验方法
试验系统
试验采用自主研发的多场耦合煤矿动力灾害大

型物理模拟试验系统完成［２２］ ，如图 １ 所示。 该系统
统和泄压装置等装置组成。 动力系统能够真实再现

三轴应力状态下的煤层；巷道网络系统能够模拟突出
过程中煤－瓦斯两相流在巷道内的运移过程；泄压装

置连接动力系统和巷道网络系统，能实现瞬间泄爆，
模拟突出的瞬时性；数据采集系统包括 ＤＥＷＥ － ４３Ａ

多功能数据采集器、５０ 通道动态信号采集器和图像
采集器。 ＤＥＷＥ － ４３Ａ 多功能数据采集器主要用于静
压数据的采集，采样率高达 ２０ ０００ Ｈｚ；５０ＣＨ 动态信号

采集器用于温度数据的采集，采样率为 １ Ｈｚ。

１．２

试验方案

采用“ 弧形直角拐弯型” 巷道布置方式，共 ８ 节

巷道，每节巷道分 Ａ—Ａ′，Ｂ—Ｂ′两个断面直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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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长 １２．５ ｍ，拐弯后全长３．５ ｍ。 以煤层气压力 ２．０
ＭＰａ 为试验初始条件，分析密闭管道内突出煤 － 瓦

前 ５ 节巷道以及第 ８ 节巷道后皆安装了高清摄像
头，方便观测煤 －瓦斯两相流的运动特征。

压 传 感 器 （ 压 阻 式 传 感 器 ） ７ 个、 温 度 传 感 器
（ ＰＴ１０００）１６ 个，如图 １ 所示。 （ 图 １ 中 １ －Ａ１ ，１ － Ｂ １ ，

例混合压制成型 ［２３］ ；②密封试件箱体，并通过泄压

斯两相流多物理参数动态响应特征。 试验共布置静

具体试验步骤如下：①将原煤破碎，并按预定比

Ｒ １ －Ｂ １ 等均为温度传感器编号，；Ｐ １ ～ Ｐ ７ 为静压传感

装置将其与巷道网络系统连接起来；③利用真空泵
将试件箱体内部压力抽真空至 － ０．１ ＭＰａ；④充气吸

传感器布置在 Ａ—Ａ′，Ｂ—Ｂ′断面中心轴线处） 另外，

发泄爆装置，完成突出；⑥保存数据，完成煤粉收集。

器编号其中，静压传感器布置在巷道中部壁面，温度

Ｆｉｇ．１

２
２ １

图１

多场耦合煤矿动力灾害大型物理模拟试验系统

Ｍｕｌｔｉ－ｆｉｅｌｄ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移皆可对巷道可视度有一定影响，以残余煤粉运移

试验结果及分析

位置作为气流运移位置的参照来估算气流速度，实

突出流体运动特征及煤粉堆积

２ １ １

附，直至吸附平衡；⑤调试数据采集系统，完备后触

突出流体运动特征

突出启动后，煤层中的气流受瓦斯压力和突出
孔洞结构影响，迅速向巷道空间喷射出，并通过曳力
作用携带大量煤粉。

图 ２ａ 和图 ２ｂ 分别为距煤层 １０．５ ｍ 和 １６ ｍ 处

不同时刻拍摄到的图像。 对比图 ２ａ、图 ２ｂ 可发现，

突出 ４０ ｍｓ 时， 突 出 气 流 已 明 显 运 移 至 距 煤 层
１２．５ ｍ处，该时刻煤 － 瓦斯两相流并未到达距煤层

１０．５ ｍ 处。 需要解释的是，突出过程中，巷道的剧
烈震动以及高速气流携带试验前巷道内残余煤粉运

Ｆｉｇ．２

际气流速度则高于估算速度。 由此可见，突出气流
速度快于突出煤 － 瓦斯两相流运移速度，且气流均
速高于 ３１２．５ ｍ ／ ｓ。 说明突出发生后，井下巷道内人

员及设施设备率先受到气流的冲击动力灾害，而后
才受煤 － 瓦斯两相流的动力致灾影响。 另外，在突

出 ３２０ ｍｓ 时，煤 － 瓦斯两相流已完全扩大至整个截

面，说明其均速不低于 ３２ ｍ ／ ｓ。 而后在突出 ６４０ ｍｓ
时，整个巷道空间皆处于煤 －瓦斯两相流阶段。
突出前期，由于气流速度大于煤粉流速度，巷道

内呈现单相气流运移状态。 随着突出的发展，巷道
内从前到后逐渐演变成煤 －瓦斯两相流运移状态。

图 ２ 突出流体运动特征
Ｏｕｔｂｕｒｓｔ ｆｌｕｉ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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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将突出流体在巷道内运移分为 ２ 个阶
段：单相气流阶段和煤 －瓦斯两相流阶段。

２．１．２

突出强度及煤粉堆积特征

自煤层起，将巷道空间由前到后划分为 ２５ 个区

域，如图 ３ 所示。 突出结束后收集各区域堆积的煤

２．２

第 ５０ 卷

静压响应特征

２．２．１

巷道内静压演化规律

图 ５ 为突出流体运移过程中气体壁面静压的演

化。 需要说明的是，在剧烈的突出动力现象影响下，
靠近煤层的 Ｐ １ 传感器受到损坏，但不影响数据的整

４ 所示。 巷道内突出煤粉质量总计 ５８．２３４ ｋｇ，相对

体规律分析。 煤与瓦斯突出致灾过程可以看作是瓦
斯带动煤体剧烈运动致灾的过程，煤 － 瓦斯两相流

粉的分布总体上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大部分

在突出流体运移过程中，静压是气体运动状态的一

粉并称重，得出突出煤粉在巷道内的质量分布如图

突出强度约为 ２８．７％。 由图 ４ 可知，巷道内突出煤

煤粉堆积在弧形拐弯后，约占总质量的 ５１．１％。 其

中，２０ 号和 ２１ 号区域煤粉堆积相对较多，其质量分
别为 ８ ２９５．１ 和 ９ １２６．３ ｇ，分别约占总质量的１４．３％

和 １５．７％；１２ 号、１４ 号和 １５ 号区域煤粉相对较少，

其质量分别为 ７６２．５、６９６．４ 和 ７６９．４ ｇ。 突出煤粉堆
积呈现出两头多中间少的分布特征。 分析认为，突

出前期，高压瓦斯气流通过曳力带动煤体向巷道空
间喷射出，呈射流状，其内聚能量大，可带动煤体一
直运移到巷道深处沉降堆积；突出后期，随着突出能
量的耗散，瓦斯气流曳力逐渐减弱，煤体动能随之减
小，终止沉降在近突出口附近。 同时，突出流体经弧

中气体的运动状态起到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个重要表现形式。 因此，从静压的演化规律中可体
现出突出流体的运动特征，对于完善突出流体运移
特征及其动力致灾特性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根据静压在不同时间段的响应差异，将突出过
程中静压的演化分为 ４ 个阶段（ 图 ５） 。 阶段 １ 处于

突出前期，该时期内突出流体由单相气流阶段过渡
到煤 －瓦斯两相流阶段；阶段 ２、３ 处于突出中期，静

压的演化完全受煤 －瓦斯两相流运移的影响；阶段 ４

处于突出后期，突出动力快速衰减，静压逐渐趋近于

０。 由阶段 １ 可知，突出前期各位置静压有两个明显
的正压作用区域，且其静压峰值皆高于随后全部阶

形拐弯后，流动方向的改变造成更多能量的消耗，降

段。 在第一个正压作用区域内，静压的响应时间随

低了气流搬运能力，从而导致煤粉多数堆积在弧形

距离 的 增 加 而 推 迟， 响 应 时 间 和 距 离 呈 正 相 关。

拐弯之后。

Ｐ ２ ～ Ｐ ７ 的 静 压 峰 值 分 别 为 ２． ９８、２． ７１、２． ７２、２． ４８、

２．５４和 ２．７９ ｋＰａ，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演化趋势；
在第二个正压作用区域内，静压的响应时间与之前

相反，即随距离的增加而提前，表现为 Ｐ ７ 测点最先
有反应，随后依次是 Ｐ ６ 、Ｐ ５ 、Ｐ ４ 、Ｐ ３ 和 Ｐ ２ 。 Ｐ ２ ～ Ｐ ７ 的

静压峰值分别为 １． ７８、３． ０７、３． ４１、３． ３１、２． ９０、１． ８８
ｋＰａ，呈 现 出 先 增 大 后 减 小 的 演 化 趋 势， 详 如 图 ６

Ｆｉｇ．３

图３

所示。
巷道突出煤粉分布的区域划分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ｉｎ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ｏｕｔｂｕｒｓｔ

结合气体动力学理论分析可知，突出启动后，瓦
斯携带煤粉迅速向巷道空间喷射出，压缩其内原有
空气产生空气压缩气流。 压缩气流中有一系列压缩
波产生，当压缩波叠加在一起将形成一道强压缩波，

即空气冲击波 ［２４］ 。 空气冲击波沿巷道高速运移，使

得巷道内空气介质的物理参数发生“ 突跃” 式变化，

在冲击波波阵面之后形成一段空气压缩区并沿巷道
运移，最终导致巷道静压呈正压分布状态。 在空气
压缩区流经弧形巷道过程中，受压缩波的反射和折
射的影响，于弧形拐弯处形成了复杂的压缩波系，并
向煤层方向传播，使得静压从后向前响应，呈正压
状态。

Ｆｉｇ．４

１６２

图４

由阶段 ２、３ 可知，突出前中期在 Ｐ ４ ～ Ｐ ７ 间会产

巷道突出煤粉质量分布

生间断且稳定的静压，每个测点的静压起伏趋势近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ｉｎ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ｏｕｔｂｕｒｓｔ

乎一致。 但在突出中后期，静压的起伏趋势开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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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不同，相对较为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在０．５ ～

１．６ ｓ，仅 Ｐ４ ～ Ｐ７ 测点静压有反应，且 Ｐ ４ 、Ｐ ５ 、Ｐ ６ 的值
相对较大；在 ０．６ ～ ３．４ ｓ，Ｐ １ 和 Ｐ ２ 测点的静压开始有
反应，并且 Ｐ ３ 和 Ｐ ４ 的值相对较大。 该现象说明在

Ｆｉｇ．５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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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６

图６

图５

突出前中期，煤 － 瓦斯两相流呈射流状，对近突出口

区域影响不大。 但，随突出的发展，突出动力逐渐减
弱，气流在近突出口区域压缩 － 膨胀，从而导致该区

域静压的上升。

突出过程中巷道内静压的演化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ｔｕｎｎｅ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ｏｕｔｂｕｒｓｔ

静压响应时间和静压峰值随静压传感器至突出口距离的演化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ｅａｋ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冲击波阵面在静压中的响应

突出过程中静压首次时间响应间隔如图 ７ 所
示。 突出发生过程中，巷道内原有空气受煤 － 瓦斯
两相流压缩形成空气压缩气流。 压缩气流中有一系
列压缩波产生，当压缩波叠加在一起将形成一道强
压缩波，及空气冲击波。 定义压缩气流与巷道未扰
动区之间的分界面为冲击波阵面。 一般情况下，冲

击波阵面将位于压缩气流之前 ［２５］ ，因此，以静压的

响应时间以及测点间的间距来表征冲击波阵面的传

播速度。 需 要 说 明 的 是， 静 压 的 动 态 响 应 频 率 为
２０ ０００ Ｈｚ，响应迅速，测试准确。 由图 ５ 可知，Ｐ ２ ～
Ｐ ７ 的静压响应时间差分别为 ５．９、４．９、５．６、６．０ ｍｓ 和
４．２５ ｍｓ，其之间距离分别为 ２、２、２、２ 和１．６ ｍ。 由

此，可计算出冲击波阵面的传播速度分别为 ３３８．９８、
４０８．１６、３５７．１４、３３３． ３３ 和 ３７６． ４７ ｍ ／ ｓ，详细见表 １。
波阵面传播速度在 Ｐ ３ 和 Ｐ ４ 测点之间最大，整体呈
先增大后减小再增大的演化趋势。
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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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响应特征

２．３．１

巷道内温度随时间的演化

突出过程中巷道内不同位置温度随时间的演化

如图 ８ 所示。 整体上看，巷道内温度随突出的发展

呈先迅速下降后缓慢回升的演化规律。 值得注意的
是，１ －Ａ１ 测点温度在前 ４ ｓ 内由 １６．６０ ℃ 上升至 １７．

６５ ℃ ，而后于 ２４ ｓ 时下降至 １４．２５ ℃ ，呈现出先上
升后下降再缓慢回升的演化规律。 该现象说明煤 －

瓦斯两相流进入巷道后压缩原有空气使得巷道内温
度升高，并且在前 ４ ｓ 内 １ － Ａ１ 测点处气体压缩做功

的影响高于煤层气解吸后对流传热，从而导致温度

图７

Ｆｉｇ．７

突出过程中静压首次时间响应间隔

在突出启动后短暂的升高。 同时，进一步证实了空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ｃ

气压缩气流的存在。 突出过程中，瓦斯解吸和气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ｒｕｓｉｏｎ

膨胀均会导致巷道内温度的降低，相反，气体压缩则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ｓｈｏｃｋ ｗａｖｅ ｆｒｏｎｔ

程中，瓦斯解吸和气体膨胀占主导地位。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会导致巷道内温度的升高。 由此可见，整个突出过

冲击波阵面的传播速度

由图 ８ 可知，各个测点由前到后最低温度分别

至突出孔洞的距离 ／ ｍ

速度 ／ （ ｍ·ｓ －１ ）

至突出口距离 ／ ｍ

６．５

４０８．１６

５．５ ～ ７．５（ 直巷）

１４．１７、１４．５８、１４．７１、１４．９７、１４．９８、１４．７８、１５．１７、１５．０７

９．５ ～ １１．５（ 直巷）

的增加而逐渐减小的趋势。 同时，前 ６ 节巷道温度

４．５

８．５

１０．５

１２．３

１６４

３３８．９８

３５７．１４

３３３．３３

３７６．４７

Ｆｉｇ．８

３．５ ～ ５．５（ 直巷）

７．５ ～ ９．５（ 直巷）

１１．５ ～ １３．１（ 拐弯处）

图８

为 １４． ２５、１３． ６８、１３． ８１、１４． １５、１３． ６９、１４． ２７、１４． １４、
和 １５．３６ ℃ ，温度下降量从整体而言，呈现出随距离

到达最低点的时间随距离的增加而推迟。 值得注意
的是，除了第 １ 节巷道外，其余巷道的 Ａ—Ａ′断面温

巷道内不同位置温度随时间的演化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ｎ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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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降量高于 Ｂ—Ｂ′断面，第 １ 节巷道则反之。 分
析认为，煤 －瓦斯两相流由煤层喷出后呈射流状，在

１ －Ａ１ 测点处气体未完全膨胀， 而在其之后膨胀做
功，使得温度进一步降低。

２．３．２

巷道内温度随空间的演化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突出过程中巷道内温度的演
化规律，绘制不同时刻温度沿巷道的分布规律如图

９ 所示。 以突出启动点为 ０ 时刻，选取 ０、１０、２０、３０、

４０、５０ ｓ 等时刻所对应的 ６ 条曲线。 由图可以看出，
当突出 １０ ｓ 时，距突出口 ２ ｍ 处温度下降最快，下
降量为 ２．５３ ℃ ；距突出口 ５ ～ ９ ｍ 的温度下降速率快

于 ３、４ ｍ 处；温度下降速率并非严格递减，温度呈波

机制，使温度下降速率低于其他位置。 综上，突出过
程中，巷道内温度呈波动式上升分布状态，而并非单
一上升分布。

３
３．１

突出流体在弧形直角拐弯巷道的运移规律
突出流体运移流动分析
煤与瓦斯突出的发生可分为孕育、启动、发展、

终止等 ４ 个阶段 ［２７］ 。 同时，突出的发生也是能量的

积蓄、储备、突然释放的过程。 在采掘工作面正常运
行中，巷道空气流动处于一种未扰动状态。 但受开
采扰动下煤层应力发生重新分布，持续积聚能量，形
成高能量积蓄区。 在突出启动、发展过程中，含瓦斯

动式分布。 当突出 ２０ ｓ 时，整体温度下降速率明显

煤层内所积聚的高额能量突然向工作面一侧弱面释

当突出 ３０ ｓ 时，距突出口 １、２ ｍ 处温度开始缓慢回

面的释放通道 ［２８］ 。 煤层温度受瓦斯解吸影响持续

时，整体变化很小，巷道最低温度改为 ５ ｍ 处，温度

流，并携带大量破碎煤体经过该通道喷射进入巷道

减缓，距突出口 ２ ｍ 处温度达最低点，为１３．６８ ℃ 。
升，６、９、１５ ｍ 处温度下降速率骤减。 当突出 ４０ ～ ５０ ｓ
依旧处于波动式上升分布状态。

放，瞬间形成了一个连接煤层高能量积蓄区和工作
降低，受瓦斯压力梯度作用，煤层内形成高压低温气

空间，在煤层内形成口小腔大的突出孔洞 ［２９］ 。 在瓦

突出过程中，一方面，瓦斯解吸吸收大量热量，

斯携带煤体突然从煤层抛出过程中，如同一个巨大

使得煤体及参与气体温度均下降；另一方面，瓦斯膨

的活塞效应，以极高的流速冲击压缩巷道内原有的

胀做功使煤体破碎并搬运其至巷道中运移传播，气

空气，使之形成空气压缩气流沿巷道运移。 空气压

流因气体膨胀做功而温度再次降低。 突出启动后短

缩气流内的受压气体在运移过程中不断压缩下一相

时间内，瓦斯在巷道中以驱替运移为主

［２６］

。 近突出

口区域，瓦斯驱替运移持续时间最长，巷道内原空气
被置换的最彻底。 因此，表现为温度下降量从整体
而言呈现出随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小的趋势。 另
外，煤 －瓦斯两相流运移过程中存在复杂的压缩 － 膨

胀波系，不仅有气体膨胀的现象，同时还有气体压缩

的现象。 当气体压缩时，气流温度应相对升高，但此
时低温气流的对流传热占主导地位，温度会将持续
降低。 因此在该处会产生一个阻碍气流温度降低的

邻空气，形成一系列压缩波，当压缩波叠加在一起将

形成一道强压缩波及空气冲击波 ［２５］ 。 在高压瓦斯

气流带动煤体运移过程中，煤体的运动主要受气体
曳力的影响，气 流 速 度 将 远 高 于 煤 粉 流 速 度。 因
此，将出现高压瓦斯气流紧随空气压缩气流之后，
再后是煤 － 瓦斯两相流的现象 ［ ３０］ 。 突出发展过程
中，突出孔洞内瓦斯压力骤降，将向煤层内部产生

巨大的抽吸 作 用，促 使 周 围 煤 层 气 迅 速 解 吸 并 向
突出孔 洞 运 移， 煤 层 及 巷 道 空 间 温 度 持 续 下 降。
同时，在高瓦斯压力梯度和高地应力作用下，突出
孔洞不断扩大，从而导致不断有煤 － 瓦斯两相流形
成并向巷道深部传播 ［ ３１］ 。

以突出冲击波模型为基础 ［７，２５］ ，突出冲击波模

型如图 １０ 所示。 考虑突出孔洞形貌特征、瓦斯流与

煤粉流速度差异以及巷道形状，再结合试验将突出
流体运移传播过程划分为单相气流阶段和煤 － 瓦斯

两相流阶段，综合建立突出流体运移模型如图 １１ 所

示。 将巷道空间划分为巷道未扰动区、冲击波阵面、

空气压缩区、瓦斯气流区和煤 － 瓦斯两相流区等 ５
图９

Ｆｉｇ．９

个部分。 单相气流阶段指空气压缩区和瓦斯气流区

巷道内不同位置温度随空间的演化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ｓｐａｃ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ｎｔｒｙ

内的气流以及冲击波阵面沿巷道运移传播的过程；
煤 －瓦斯两相流阶段指瓦斯通过曳力带动煤体运移
传播的过程。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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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能量的损失，从而导致静压的降低。 但冲击波
阵面和空气压缩气流在流经弧形直角拐弯巷道时也
会产生压缩波叠加现象，该现象会致使静压的升高。
当压缩波叠加现象占主导时，静压升高；当能量耗散
占主导时，静压降低。

Ｆｉｇ．１０

图 １０

突出冲击波模型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ｏｕｔｂｕｒｓｔ ｓｈｏｃｋ ｗａｖｅ ｍｏｄｅｌ

图 １２

Ｆｉｇ．１２

３．３

３．２

Ｆｉｇ．１１

图 １１

突出流体运移模型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ｏｕｔｂｕｒｓｔ ｆｌｕｉ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ｍｏｄｅｌ

弧形直角拐弯处静压动态响应
由上述可知，突出过程中流体的运移可分为单

相气流阶段和煤 － 瓦斯两相流阶段，其中单相气流
阶段包括冲击波阵面、空气压缩气流和瓦斯气流的

运移传播。 图 １２ 为拐弯前后巷道静压 Ｐ ６ 、Ｐ ７ 的演
化，结合图 １１ 分析可知，当冲击波阵面和空气压缩

气流从 Ａ—Ａ′断面运移至 Ｂ—Ｂ′断面时，由于速度极
快，会使得两断面静压存在一个同步上升 － 下降的

趋势，形成首个正压作用区域。 此时，拐弯后 Ｐ ７ 静

压峰值为 ２．７９ ｋＰａ，大于拐弯前 Ｐ ６ 的静压峰值。 分
析认为，在冲击波阵面和空气压缩气流流经直角拐

拐弯前后巷道内静压的演化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ｕｒｎｉｎｇ

弧形直角拐弯处温度动态响应

弧形拐弯前后巷道内温度演化如图 １３ 所示。

将温度下降过程划分为快速下降、缓慢下降和逐步

回升 ３ 个阶段。 由图 １３ 可知，在阶段 １ 中，第 ６ 节

巷道的温度下降速率明显快于拐弯后巷道；在阶段
２ 中，第 ６ 节巷道温度和 Ｒ １ － Ｂ １ 温度的下降速率已
明显减缓，但，Ｒ １ － Ａ１ 测点温度下降速率依旧迅速，
并于 ３０ ｓ 时下降至 １５．０ ℃ ；在阶段 ３ 中，Ｒ １ － Ａ１ 测
点温度下降速率开始减缓，同时，所有温度皆有缓慢
回升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拐弯后 Ｒ １ － Ａ１ 测点温

度下降量高于第 ６ 节巷道。 由文中 ３．１．２ 知，拐弯后
突出煤粉堆积最多，因此，Ｒ １ － Ａ１ 测点受堆积煤粉气
体解吸影响较大。 同时，由于巷道形状的改变，在该

区域形成了低温气体聚集区。 两者共同作用，最终

弯巷道过程中出现了压缩波的再次叠加，从而导致
静压的升高。 当瓦斯气流从 Ａ—Ａ′断面运移至 Ｂ—
Ｂ′断面时，Ｐ ６ 、Ｐ ７ 出现第 ２ 个波峰，其值分别为 ２．９０

和１．８８ ｋＰａ，表现为衰减的趋势。 分析认为，当气流

运移过程中遇到拐弯巷道时，流动方向的改变造成
了能量的损失，从而加快静压的衰减。 当煤 － 瓦斯

两相流从 Ａ—Ａ′断面运移至 Ｂ—Ｂ′断面时，静压值陡
降，且拐弯前 Ｐ ６ 的静压大于拐弯后 Ｐ ７ 的静压，呈衰
减趋势。 分析认为，突出煤 － 瓦斯两相流的固气比

大，极大的影响了气体的流动状态，从而导致静压的
骤减。 同时，当煤 － 瓦斯两相流运移过程中遇到拐

弯巷道时，也存在能量的衰减，使得静压不断减小。
综上所述，突出流体在流经弧形直角拐弯巷道时会
１６６

图 １３

Ｆｉｇ．１３

拐弯前后巷道内温度的演化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ｕｒ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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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规律的研究［ Ｊ］ ．煤炭学报，２０１０，３５（１０） ：１６４４－１６４８．

导致拐弯后温度下降量高于拐弯前。

４

结

ＷＵ Ａｉｊｕｎ， ＪＩ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ｌｉｎ， ＴＡＮＧ 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论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ｓ ｏｆ ｓｈｏｃｋ ｗａｖｅ ｉｎ ｃｏａｌ－ｒｏｃｋ ｍａ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１） 突出过程中，冲击波阵面的传播速度呈先增
大后减小再增大的演化趋势，气流速度快于煤 － 瓦
斯两相流运移速度，将突出流体运移传播过程划分
为单相气流和煤 － 瓦斯两相流 ２ 个阶段。 建立突出

流体运移模型，将巷道空间划分为巷道未扰动区、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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