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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技术中心、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冀中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宋战昆、王磊、郜志、郑庆学、高会春、马旺、程军、张晖、张俊生、王金

宝。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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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在用水环真空抽采瓦斯泵安全检测检验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矿在用水环真空抽采瓦斯泵安全检测检验的检验项目及技术要求、现场检验条件、

检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河北省范围内煤矿在用水环真空抽采瓦斯泵的安全检测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3929-2010  水环真空泵和水环压缩机  试验方法   

GB/T 13930-2010  水环真空泵和水环压缩机  气量测定方法 

JB/T 7255-2007  水环真空泵和水环压缩机 

GB/T 29531  泵的振动测量与评价方法 

GB/T 29529  泵的噪声测量与评价方法 

GB/T 1032  三相异步电动机试验方法 

《煤矿安全规程》（2016年版） 

3 术语和定义 

JB/T 7255-200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 以下重复列出了JB/T  7255-2007

中的一些术语和定义。 

3.1  

气量 suction capacity     

水环真空泵的气量是指入口在给定的真空度下，出口为大气压1013.25  hPa时，单位时间内通过泵

入口的气体体积，单位为m
3
/min。 

[JB/T 7255-2007，定义3.1] 

3.2  

真空度（压力）degree of vacuum   

水环真空泵的真空度是指入口处在真空状态下气体的稀薄程度，用入口处气体的绝对压力表示，

单位为hPa。 

[JB/T 7255-2007，定义3.3] 

3.3  

轴功率 sha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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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功率是指泵实际消耗的功率，单位为kW。 

[JB/T 7255-2007，定义3.7] 

3.4  

等温压缩功率 isothermal compress power        

等温压缩功率是指气体温度不变，泵将气体由一定的吸气压力压缩到一定的出口压力所需的理论

上的功率，单位为kW。 

[JB/T 7255-2007，定义3.8] 

3.5  

等温压缩效率 isothermal compress efficiency        

气体等温压缩理论功率与轴功率之比，用百分比表示。 

[JB/T 7255-2007，定义3.9] 

4 检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4.1 证件 

受检的抽采瓦斯泵及其附属装置应具有产品合格证,电气设备和电气仪表应具有防爆检验合格证，

纳入矿用安全标志管理目录的产品应有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 

4.2 工作环境瓦斯超限报警断电功能 

地面抽采瓦斯泵房内应安设甲烷传感器，环境瓦斯浓度大于等于0.5 %能报警；井下临时瓦斯抽采

泵站下风侧栅栏外应设置甲烷传感器，瓦斯浓度大于等于1.0 %能报警并自动停机。 

4.3 管路及安全装置 

管路布置合理，应设置检测管道中甲烷浓度、流量、压力、温度等参数的仪表装置。利用瓦斯时，

利用瓦斯的系统中应装设防回火、防回流和防爆炸作用的安全装置。 

4.4 吸入压力 

抽采瓦斯泵的吸入压力在产品规定的范围内。 

4.5 转速 

转速测量值与额定值间允许的最大偏差应在±3 %的范围内。 

4.6 振动 

抽采瓦斯泵的振动烈度不得超过GB/T 29531中C级的规定值，当泵的中心高大于550 mm时，转速低

于或等于600 r/min时，可按＞600 r/min～1500  r/min类别评定振动级别。 

4.7 噪声 

在运行工况下，抽采瓦斯泵的噪声应不超过GB/T 29529中C级加6 dB（A）的规定值。 

4.8 进水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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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温度应在35 ℃以下，并以15 ℃左右为宜。 

4.9 断水保护功能 

进水管路上应设置断水保护装置，当抽采瓦斯泵所需的供水中断或供水量小于安全运行所需水量

时，能自动报警。 

4.10 功率 

在运行工况下，电动机输出功率不应超过额定功率。 

4.11 电动机接地电阻 

地面应不大于4 Ω，井下不大于2 Ω。 

5 现场检验条件 

5.1 测试数据选取 

现场试验时应在稳定情况下读取数值，测量3次，检验结果取算术平均值。 

5.2 运转的稳定性 

允许读数波动幅度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最大允许波动幅度（以被测量的平均值的百分数表示） 

测定量 最大允许波动幅度（%） 

气量 

±6 压力 

电动机输入功率 

转速 ±2 

注：使用差压装置测量，所观测的差压的最大允许波动幅度可定为±12 % 

6 检验方法 

6.1 证件 

检查抽采瓦斯泵及附属装置的相关证件资料。 

6.2 工作环境瓦斯超限报警断电 

使用甲烷标准气体进行试验。 

6.3 管路及安全装置 

检查抽采瓦斯泵管路上设置的仪表装置。检查利用瓦斯系统中的安全装置。 

6.4 吸入压力 

在抽采瓦斯泵的入口前，使用准确度等级不低于1.5级的压力测量设备测试泵的吸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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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转速 

使用最大允许误差不高于±2 r/min的转速测量设备测定抽采瓦斯泵的转速。转速测量时，应以相

等的时间间隔读出3次的转速值，计算出平均转速。 

6.6 振动 

测点应选择在泵的关键部位，测点一般为轴承座、底座和出口法兰处。并规定轴承座和靠近轴承

座的测点作为主要测点，底座和出口法兰处的测点为辅助测点。每个测点都要在3个互相垂直的方向，

即水平、垂直、轴向进行振动测量，在运行工况下测量，每个测点测量3次，取其平均值作为该点的振

动值。 

6.7 噪声 

噪声的测量应按照GB/T 29529的规定进行。 

6.8 进水温度 

使用最大允许误差不高于±1.0℃的温度计测量工作水进水温度。 

6.9 断水保护功能 

抽采瓦斯泵工作状态下，关闭供水管路上的阀门，断水保护装置应能报警。 

6.10 功率测量 

6.10.1 根据传动方式的不同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传动（泵与电动机直联）；另一种是间接传动（泵

与电动机间是通过变速箱或者皮带传动）。 

6.10.2 电动机输入功率应在电动机的入线端测量，电参数的测量应严格按照电气作业操作规程进行。 

交流异步电动机的效率应按照GB/T 1032的方法测定，在现场无法对电动机效率进行测定的情况

下，电动机的效率按额定效率选取。 

6.10.3 交流电动机的输入功率应使用两瓦特计法或三瓦特计法进行测量。 

6.10.4 电动机输出功率按式（1）计算。 

Pc=Pgrη m  ………………………………………………(1) 

 

式中： 

Pc ——电动机输出功率，单位为千瓦（kW）； 

Pgr——电动机输入功率，单位为千瓦（kW）； 

η m ——电动机效率。 

6.10.5 抽采瓦斯泵的泵轴功率按式（2）计算。 

                                      Pa=Pcη tr  ………………………………………………(2) 

 式中： 

 Pa—— 泵的轴功率，单位为千瓦（kW）； 

 Pc——电动机输出功率，单位为千瓦（kW）； 

η tr——传动效率，（直接传动时取1.00，皮带传动时，取0.95；减速机传动时取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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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电动机接地电阻 

使用准确度等级不低于3级的接地电阻测试仪进行测量。 

6.12 气量 

气量的测量应按照GB/T 13930的规定进行。 

6.13 排出压力 

在水环真空泵出口法兰附近处或汽水分离器出口法兰附近处，使用准确度等级不低于1.5级的压力

测量设备测试泵的排出压力。 

6.14 等温压缩效率 

泵的等温压缩效率按式（3）计算 

                         ……………………………………………………(3) 

式中： 

η—— 等温压缩效率； 

Pis——等温压缩功率， 单位为千瓦（kW）。 

Pis按式（4）计算。 

                    ……………………………………………………(4) 

式中： 

p1——泵入口处气体绝对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p2——泵出口处气体绝对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Qst——测量条件下，泵入口压力为p1时，吸入状态下的气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分钟（m
3
/min）。 

7 检验规则 

7.1 常规检验 

每年应进行1次检验。 

7.2 非常规检验 

在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非常规检验： 

a) 新购置的抽采瓦斯泵投入使用前； 

b) 在用抽采瓦斯泵大修后投入使用前； 

c) 闲置时间超过 6个月以上的抽采瓦斯泵投入使用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