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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００５４)

要:为了解决煤矿井下巷道掘进过程中因粉尘大ꎬ掘进机司机视野受限ꎬ导致截割效率低下ꎬ巷道

成形质量不佳等问题ꎬ提出一种截割头位姿视觉测量的方法ꎬ实现巷道掘进过程的可视化监测ꎮ 介绍
了辅助截割导引系统的轨迹控制方法和系统主要功能模块ꎬ操作者输入巷道和掘进机参数后ꎬ系统自
动生成截割头路径轨迹ꎬ并根据视觉测量结果实时更新、显示掘进机机身位姿和截割头位置提醒操作
者ꎬ同时对超、欠挖进行预报警ꎮ 试验结果表明:应用该系统后ꎬ掘进机机身静止时横滚角和俯仰角均
在 ０.４°以内ꎬ航向角的变化在 ０.２°以内ꎬ运动情况下稳定性良好ꎻ截割头静止时抬升角在 ０.３°以内跳

动ꎬ回转角跳动在 ０.２５ °以内ꎬ运动时稳定性良好ꎻ最后对系统报警功能和可视化截割功能进行验证ꎬ
效果良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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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矿井下掘进效率低下导致的采掘失衡问题日益突

言

随着煤矿井下综采装备的自动化水平提高ꎬ煤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２２ꎻ责任编辑:赵

瑞

出 [１－２] ꎮ 前期研究发现国内外在掘进机的自动化和
智能化控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３] ꎬ但由于受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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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下环境限制ꎬ掘进机的精确定位仍未解决ꎬ限制着
掘进机的智能化发展ꎮ 目前国内大多数煤矿依然需
要人工操作ꎬ这就导致掘进效率低下ꎮ 由于掘进过
程中粉尘浓度大、光线差等环境恶劣ꎬ导致司机视野

式ꎬ如图 ２ 中所示的 Ｓ 形截割路线 [７－８] ꎬ从断面的最

下面钻进开始截割ꎬ按照路径顺次向上截割ꎬ最后进
行扩帮ꎬ完成一次断面截割( 以矩形巷道为例) ꎮ

受限不能准确判断截割头在截割断面的位置ꎬ从而
容易导致超挖欠挖、不能保证巷道成形的质量ꎮ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掘进机机身位姿
和截割头位姿ꎮ 笔者提出的悬臂式掘进机可视化辅

图２

助截割系统在不改变现有掘进机结构的基础上ꎬ通

Ｆｉｇ.２

过加装可视化辅助截割系统ꎬ对操作者进行可视化

简化的截割路径规划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ｃｕｔ ｐａｔｈ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导引作业ꎮ 本系统利用非接触的视觉测量技术 [４]

通过对掘进机截割头运行轨迹的简化和断面成形

解决截割头定位问题ꎬ同时利用捷联惯导辅以其他

截割路径的规划ꎬ可以将截割头运行路径的轨迹离散

的传感器定位、感知掘进机机身位姿ꎬ以可视化的形
式为高粉尘ꎬ低照度环境下工作的掘进机司机提供
操作导引ꎬ提高掘进效率和保证巷道成形质量ꎮ

１
１.１

断面形成与截割头运动轨迹控制
断面成形
截割断面由掘进机截割头的旋转和截割臂的

上、下、左、右摆动形成ꎮ 为了便于计算ꎬ以截割臂在
水平位置为基准位置ꎬ即截割臂的抬升角为 － ９０°ꎬ

成截割头中心在截割断面上的对应坐标点[９] ꎮ 再通过
坐标变换求取截割头中心点相对于机体的坐标点ꎮ

２

可视化辅助截割系统总体方案
悬臂式掘进机可视化辅助截割系统总体方案ꎬ

如图 ３ 所示ꎮ 包括掘进机工作面建模及轨迹规划模

块、传感器、信息采集处理模块、数据解算模块、图像
显示模块以及存储模块ꎮ

以截割臂在掘进机中轴线位置为基准位置ꎬ即截割

臂的回转角为 ０°ꎬ如图 １ 所示ꎮ 悬臂式掘进机可视
化辅助截割系统中ꎬ以截割臂的回转角 γ 和抬升角

θ 作为判断掘进机截割头在截割断面位置的

依据 [５－６] ꎮ

图１

Ｆｉｇ.１

１.２

掘进机截割臂摆动原理及基准角度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ｗｉｎｇｉｎｇ ａｒｍ ｏｆ ｒｏａｄｈｅａｄ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ｇｌｅ

截割头运动轨迹控制

Ｆｉｇ.３

图３

可视化辅助截割系统总体方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１) 掘进机建模及轨迹规划模块是建立掘进作

业数学模型ꎬ将巷道断面类型、巷道尺寸和走向ꎬ以

常见的断面形式主要有梯形、矩形、拱形ꎮ 实际

及截割工艺等作为截割模型参数ꎻ通过在显示界面

截割时ꎬ具体的截割工艺随着巷道大小和形状的变

输入上述掘进机工作面参数ꎬ自动完成截割轨迹规

化而有所不同ꎮ 断面截割的方式一般是首先截割出

划ꎬ生成掘进机截割路径ꎮ 建立截割头截割补偿数

一个大致的轮廓ꎬ再慢慢修正ꎬ直到形成预期的断面

学模型ꎬ考虑机身位姿、截割头尺寸、有效截割点变

效果ꎬ在断面成形的过程中主要依靠工作人员的经

化ꎬ以及巷道边界尺寸限制ꎬ对掘进机进行截割轨迹

验或者卷尺等工具来完成ꎬ所以存在很大的随机性
和经验性ꎮ 因此ꎬ采用先水平后垂直的循环截割方
２２

补偿 [８] ꎬ形成真实的截割头移动轨迹ꎬ防止巷道欠
挖和超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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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传感器包括捷联惯导、超声波传感器、激光

测距传感器和视觉测量系统ꎬ其中视觉测量系统由

防爆除尘相机和 １６ 点红外 ＬＥＤ 标靶组成ꎬ相机安
装在掘进机机身上ꎬ红外 ＬＥＤ 标靶安装在截割臂靠

近回转 台 的 位 置ꎮ 前 期 研 究

[４]

表 明ꎬ 多 点 状 红 外

主线程实现对主监测界面的更新ꎬ包括截割路径
的导引、掘进机机身位姿的实时更新显示、截割头在
巷道断面位置的实时显示更新以及超挖欠挖的报警ꎻ
辅助线程 １ 实现摄像机对红外标靶的图像采集、掘进

机截割臂姿态的测量ꎻ辅助线程 ２ 实现通过 ＲＳ４８５ 通

ＬＥＤ 标靶可以防止因灰尘过大而导致视觉计算不

信模块对超声波传感器数据的定时采集ꎻ辅助线程 ３

以内ꎬ水平摆角误差为±０.５°ꎮ

集ꎻ辅助线程 ４ 实现通过 ＲＳ４８５ 通信模块对激光测距

正确ꎬ并且视觉测量的精度为垂直摆角误差在±０.８°

３) 信息采集处理模块是对捷联惯导、超声波等

传感器进行高速实时的数据采集ꎬ并对采集的数据
进行预处理得到传感器输出量ꎬ然后将输出量发送

实现通过 ＲＳ４８５ 通信模块对捷联惯导数据的定时采
传感器数据的定时采集ꎮ 线程间的数据交互通过
ＭｙＳＱＬ 数据库实现ꎬ便于数据通信与管理[１５] ꎮ

根据悬臂式掘进机可视化辅助截割系统整体方

案ꎬ计算机界面需要完成实时工况数据的采集、计

到数据解算模块ꎮ

４) 数据解算模块包括机身定位解算、截割头定

位解算和截割头轨迹解算ꎮ

５) 图像显示模块包括参数设置、轨迹显示、控

算、显示和存储以及基本参数的设置与历史数据的
查询等功能ꎬ如图 ５ 所示ꎮ

制量提示和历史数据查询等ꎮ

６) 存储模块使用控制器中集成的数据存储单

元ꎬ结合 ＭｙＳＱＬ 数据库完成巷道数据的存储、机身
和截割头位置数据的存储ꎮ

悬臂式掘进机可视化辅助截割系统利用捷联惯
导定位掘进机在巷道中的位置ꎬ捷联惯导再结合激光

传感器和超声传感器获得掘进机机身位姿[１０－１１] ꎮ 通
过定时采集红外标靶图像ꎬ然后对图像进行预处理等

操作得到截割头的姿态角ꎮ 再将得到的截割头姿态
角转化到断面坐标系ꎬ最后以可视化界面的形式显示
出来ꎬ为操作人员提供直观、精准的决策依据[１２－１３] ꎮ

３

悬臂式掘进机可视化辅助截割系统软件
实现
悬臂式掘进机可视化辅助截割系统以 ＶＳ２０１５ ＋

Ｆｉｇ.５

图５

系统界面功能显示框架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ｆｒａｍ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通过捷联惯导、激光传感器和超声波传感器组
合确定掘进机机身在巷道中的位姿ꎬ利用视觉测量
系统得到截割头相对于掘进机机身位置ꎬ再通过坐
标转换 [１６－１７] 找到截割头相对于巷道的位置ꎬ最后按
照一定的比例在显示器中显示ꎬ如图 ６ 所示ꎮ

Ｑｔ５.８ 跨平台软件为开发平台ꎬ为了实现数据的实时

更新 [１４] ꎬ采用多线程并发执行的编程方式实现软件
多种功能ꎮ 本系统的多线程软件结构如图 ４ 所示ꎮ

Ｆｉｇ.６

图６

可视化辅助截割导引界面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在区域 １ꎬ以图形化动态显示的方式显示出掘

Ｆｉｇ.４

图４

进机在巷道中的具体位置ꎬ包括掘进机与前方和左
多线程软件结构

Ｍｕｌｔｉ－ｔｈｒｅａｄ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右煤壁的距离以及掘进机的偏航角ꎮ 在区域 ２ꎬ显
２３

中国煤炭期刊网 www.chinacaj.net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４６ 卷

煤炭科学技术

示模拟的巷道并在其中显示根据掘进机尺寸规划的
截割路径ꎬ以椭圆状的动态图形显示掘进机的截割

头轨迹ꎬ实现辅助导引截割ꎮ 在区域 ３ꎬ体现了掘进

时的 垂 直 距 离ꎻ ｂ ２ 为 地 面 与 截 割 臂 抬 升 关 节 的
距离ꎮ

巷道参数如下:宽度 １２０ ｃｍ、高度 ６３ ｃｍ、长度

机的姿态角以及距离左右煤壁的距离ꎬ并以图形化

５ ０００ ｃｍ、偏航角阈值 １０ ｃｍ、超挖阈值 ０.５°、欠挖阈

迹超出模拟的标准巷道边界ꎬ报警指示灯将闪烁ꎬ直

４.１

动态显示出来ꎮ 在区域 ４ꎬ当区域 ２ 中截割头的轨

到截割头回到区域内ꎮ 最后在区域 ５ 中以经纬度的
方式实时显示掘进机当前的位置ꎮ

４

试验验证

值 １０ ｃｍꎮ

悬臂式可视化辅助截割系统主要功能验证

由于悬臂式掘进机可视化辅助截割系统功能众
多ꎬ因此笔者只对其主要功能即报警功能和可视化
截割功能进行验证ꎬ如图 ９ 所示ꎮ

搭建悬臂式掘进机可视化辅助截割系统试验平

台如图 ７ 所示ꎮ 掘进机样机与 ＥＢＺ１６０ 型掘进机尺

寸比例为 ５ ∶ １ꎻ１６ 点红外 ＬＥＤ 标靶固定在掘进机
的截割臂上ꎻ摄像机采用 ＭＶ － ＥＭ１３０Ｍ 工业相机并
装有 ８５０ ｎｍ 的窄波滤镜ꎻ超声波传感器采用 ＧＵＣ６

矿用本安型超声波物位传感器ꎬ计算机采用 ＫＪＤ１２７
矿用隔爆兼本安型计算机ꎮ

１—可视化辅助截割导引界面ꎻ２—相机防爆除尘壳和工业相机ꎻ
３—九轴捷联惯导ꎻ４—超声波传感器ꎻ５—激光测距传感器ꎻ

Ｆｉｇ.７

图７

６—红外 ＬＥＤ 标靶

可视化辅助截割系统搭建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悬臂式掘进机可视化辅助截割系统中用到的掘

进机模型参数如下:掘进机宽度和长度分别为 ８００、

图９

９６８ ｍｍꎻ掘进机截割头锥台高度为 １５３ ｍｍꎻ截割头

Ｆｉｇ.９

大半径和小半径分别为 ９５、８２ ｍｍꎻ截割头半锥角为

５°ꎻ截齿尖到基座的距离为 ３０ ｍｍꎻ掘进机参数示意
如图 ８ 所示ꎮ

可视化辅助截割系统主要功能验证
Ｍａ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由图 ９ａ 所示ꎬ截割头从中间位置向下运动ꎬ当截

割轨迹超出模拟的巷道边框时ꎬ报警的指示灯发生变

化ꎬ以此引起操作人员警示ꎮ 由图 ９ｂ 所示ꎬ截割头的
位置实时显示在可视化界面中ꎬ掘进机根据界面中规
划好的截割路径和移动截割头ꎬ截割轨迹显示正常ꎮ
Ｆｉｇ.８

图８

掘进机参数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ｒｏａｄｈｅａｄｅ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其中:ａ １ 为回转台中心到截割臂抬升关节的水
平距离ꎻａ ２ 为截割臂抬升关节到截割头伸缩油缸前
关节的水平距离ꎻａ ３ 为伸缩油缸前关节到截割头顶
端的水平距离ꎻｂ １ 为截割臂抬升关节到截割臂水平
２４

４.２

截割头定位性能测试

相机与红外 ＬＥＤ 标靶的距离为 １７０ ｃｍꎬ利用相机

内参标定方法得到相机内参数如下:主像素点(６１７.６８ꎬ
５１２.２３４)ꎬ焦距 ｆ ＝ ５.１１６ꎮ 本次试验将对截割头在静态
和动态情况下视觉测量的性能测试验证ꎮ

１) 截割头静止视觉测试ꎮ 截割头静止情况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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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１００ ｍｓ 采集 １ 张图片ꎬ共采集 ７８ 张图片ꎬ对所采

集图片的处理结果如图 １０ 所示ꎮ 图 １０ａ 为抬升角

处理结果ꎬ图 １０ｂ 为回转角处理结果ꎮ

由图 １１ａ 可知ꎬ回转角摆动的角度曲线平滑且

呈线性关系ꎮ 上下摆角动态测试同样是 １００ ｍｓ 采

集 １ 张图片时ꎬ掘进机截割头回转角保持不变ꎬ采用

截割头自上而下运动的方式采集图像ꎮ 由图 １１ｂ 可

知ꎬ抬升角的摆动角度与截割头上下摆动角度趋势
一样ꎬ曲线近似呈线性关系ꎬ稳定性良好ꎮ

４.３

掘进机机身姿态性能试验

１) 九轴捷联惯导静置试验ꎮ 为了减小振动对

捷联惯导的影响ꎬ将九轴捷联惯导垫上 ５ ｍｍ 厚的
硅胶垫固定在防爆壳中ꎮ 开启捷联惯导ꎬ静置 １ ｍｉｎ

后开始采集姿态角数据ꎬ共采集 １０ ｍｉｎ 数据ꎬ处理
结果如图 １２ 所示ꎮ

Ｆｉｇ.１０

图 １０

截割头静止情况下视觉测试结果

Ｖｉｓｕａｌ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ｔ ｒｅｓｔ ｗｉｔｈ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ｈｅａｄ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由图 １０ 可知ꎬ截割头静止情况下ꎬ视觉测量的

抬升角跳动在 ０.３°以内ꎬ回转角跳动在 ０.２５° 以内ꎬ
满足可视化辅助截割系统设计要求ꎮ

２) 截割头运动视觉测试ꎮ 截割头运动情况下的视

觉性能测试是检验可视化辅助截割系统可靠性的重要
部分ꎮ 同样地ꎬ每 １００ ｍｓ 采集 １ 张图片ꎬ首先保持截割

头垂直方向不动ꎬ然后操作掘进机截割头匀速从最右
摆动到最左边ꎮ 回转角测试结果如图 １１ａ 所示ꎮ

图 １２

Ｆｉｇ.１２

静置 １０ ｍｉｎ 捷联惯导姿态角变化情况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ｐｄｏｗｎ ｉｎｅｒｔｉ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１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从图 １２ 不难看出ꎬ横滚角和俯仰角的变化均在

０.４°以内ꎬ航向角的变化在 ０.２°以内ꎮ 因此ꎬ九轴捷
联惯导性能稳定ꎬ可以满足系统需求ꎮ

２) 捷联惯导动态试验ꎮ 将九轴捷联惯导固定

在高精度三自由度旋转台( 精度为 ０.０１°) ꎮ 首先打

开捷联惯导ꎬ静置 １ ｍｉｎ 后开启旋转台ꎬ使方位台每
次正转 ２°等捷联惯导稳定后采集数据ꎬ连续采集 ２１
组ꎮ 数据结果对比分析结果如图 １３ 所示ꎮ

Ｆｉｇ.１１

图 １１

截割头运动情况下视觉测量性能情况

Ｖｉｓｕ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ｈｅａ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ｉｇ.１３

图 １３

航向角和方位角变化曲线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ｚｉｍｕｔｈ ａｎｇｌｅ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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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旋转台的方位角变化曲线为对比ꎬ观察图 １３

中的航向角变化基本与其斜率相同ꎬ因此航向角的

ｈｅａｄ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Ｊ]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ꎬ２０１５ꎬ

３６(２) :２５－２６.

变化可以满足可视化辅助截割系统的精度要求ꎮ

[７]

张付凯.悬臂式掘进机巷道断面自动成形控制策略研究[ Ｄ] .

５

[８]

王苏彧ꎬ田

结

论

１) 截割头静止情况下ꎬ本系统的抬升角在 ０.３°

呈线性关系且稳定性良好ꎮ

２) 掘进 机 机 身 静 止 时ꎬ 横 滚 角 和 俯 仰 角 均 在

０.４°以内ꎬ航向角 的 变 化 在 ０. ２° 以 内ꎻ 在 动 态 试 验
３) 通过测试ꎬ本系统报警功能正常且截割轨迹

[９]
[１０]

[１１]

昭. 综掘装备技术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ｊｉｎꎬ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ｕａｎｇꎬ ＭＡ Ｚｈａ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ｉｎｅ ｆｕｌｌ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５ꎬ４３ ( １１):８７ －
[２]

符如康ꎬ张长友ꎬ张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 Ｊ] .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研究及进展[ Ｊ] .重型机械ꎬ２０１８(２) :２２－２７.

海ꎬ李

威ꎬ罗成名ꎬ等.基于捷联惯导的采煤机定位定姿

技术实验研究[ Ｊ] .煤炭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３９(１２) :２５５０－２５５６.

[１４]

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ｈｅａ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ｍｉｎｅ－ｕｓｅｄ ｂｏｏｍ－ｔｙｐｅ ｒｏａｄ￣

[１５]

ＴＯＮＧ ＭｉｎｍｉｎｇꎬＤＵ ＹｕｘｉｎꎬＬＩ Ｇａｏｊｕｎꎬ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刘春生ꎬ赵汗青ꎬ李海燕.悬臂式掘进机截割轨迹可视化监控
[ Ｊ] .黑龙江科技学院学报ꎬ２００８(４) :２４３－２４６.

Ｈａｉｙａｎ.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４６.

赵汗青.基于 Ｃ７－ ６３６ 的悬臂式掘进机截割过程可视化监控
系统[ Ｊ] .工矿自动化ꎬ２００８ꎬ３４(６) :１６－１８.

ｔｉｏｎꎬ２００８ꎬ３４(６) :１６－１８.

李建宏ꎬ何玉珠. 多线程技术在复杂数据采集系统中的应用
[ Ｊ] .电子测量技术ꎬ２００８(５) :１０２－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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