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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对煤矿掘进机械的产生、应用和发展的研究ꎬ发现为满足锚网支护施工而以悬臂式掘进

机为基础的改装加装临时支护和机载钻具辅助不能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之间实现统一ꎬ如通过机载装
置实现掘护锚施工不可能产生本质进步ꎻ通过对施工配套辅助装置演化的研究ꎬ发现很多情况下辅助
装置功效不理想ꎬ迈步类支架在空顶状态下进行顶板反复支撑且行动缓慢、稳定性较差ꎬ而且不能满
足临时支护要求快速的前提ꎬ履带行进支架的框架结构设计是迈步类支架的瓶颈ꎬ灵活性和适应性之
间的矛盾很难调和ꎻ对综掘机组的研究发现ꎬ掘进辅助系统临时支护的问题亟待解决ꎻ掘进机结构有
待突破ꎬ同时提出掘进机发展应探讨的 ５ 项关键技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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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煤矿巷道选择悬臂式掘进机ꎬ其中纵轴式

言

２０ 世纪中期提出的综掘与综采ꎬ促使采煤方法

由放炮落煤、刮板运煤和单体柱支护的时代很快转
入综合机械化采煤时代ꎬ目前ꎬ还有一些矿区已经发

悬臂掘进机应用最为广泛ꎮ 这一掘进机机型是在架
棚巷道施工时期研发的先进掘进机械ꎬ目前锚杆技
术广泛推广后ꎬ会出现很多弊端 [４－７] ꎮ 对于提高掘

进工效ꎬ连续采煤机的出现为巷道掘进开辟了一种

展为自动化或鼠标采煤ꎮ 同时期提出的综掘ꎬ虽然

高效破岩方法ꎬ尤其是在坚硬煤层双巷掘进的配套

解决了掘进的大部分机械化ꎬ也在掘进临时支护和

方案中能够发挥较好的作用ꎮ 国内厂家曾研制一款

锚杆施工钻眼机械化做了大量工作ꎬ在掘进配套方

面有很多创新ꎬ但实际上没有本质突破 [１－３] ꎮ 我国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０２ꎻ责任编辑:赵

２ 个横滚筒和 ２ 个转盘滚筒的“ 穿山甲” 型采掘机ꎬ
是比较简单的高效率巷道掘进破岩装备ꎮ 另一类全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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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横滚筒掘锚机是优秀的巷道掘进机代表ꎮ 这类
装备采用全断面横滚筒ꎬ只需要上下摆臂切割ꎬ不需
要机体横向动作就能够完成破岩运输ꎮ 支护工作也
能够在掘进机滚筒后部及时进行ꎮ 但由于掘锚之间
的工艺矛盾和其他方面的冲突使得平行施工不容易
实施ꎬ大多数情况下是采用快速转换的短掘短支ꎮ

图１

ＱＭＪ４２６０ 全断面煤巷掘进机汲取了 ＭＦ４２０ 连续采

Ｆｉｇ.１

煤机先进技术ꎬ配套了相关临时支护和机械化永久

支护装备ꎬ曾经创造了月进 ３ ０００ ｍ 以上的纪录ꎬ成

全断面横轴掘锚机空顶距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ｒｏｏｆ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ｕｌｌ－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ｃｈｏｒ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ＡＢＭ 型掘锚机组的优点是:①采用全断面横向

为硬岩顶板巷道施工的里程碑ꎮ 笔者针对综采和综

滚筒ꎬ其截割部不需要左右摆动ꎬ使锚杆支护工作能

掘技术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的现状ꎬ提出掘进机发展

够在掘进臂两侧进行而不会受到掘进臂工作的影

现存的问题ꎬ以及需研发的关键技术ꎮ

响ꎻ②机体定位后不采用履带行进就可以自由前后

１

煤巷掘进机械化分析

伸缩 ２ 个步距ꎮ 这 ２ 点是该机组的工艺核心ꎮ

目前ꎬ煤 巷 掘 进 机 械 化 的 掘 进 效 率 多 次 突 破

顶距超过 ２ ｍꎬ导致在中国 ９５％ 以上的煤矿是不能

１ ０００ ~ ３ ０００ ｍ / 月ꎬ但全国平均水平很难达到 ３００
ｍ / 月ꎬ有必要深入分析其内在因素ꎮ

１.１

悬臂掘进机

但是全断面掘锚机组也存在以下缺点:①大空

正常使用的ꎻ②单悬臂机体截割部需要的能量较大ꎬ
通过大长度单悬臂平衡导致机体振动等因素也使得
平行作业很难实现ꎮ 因此ꎬ这种先进机型的施工大

笔者认为虽然悬臂式掘进机的市场需求很大ꎬ

多都是短段掘支单行作业方式ꎻ③截割滚筒两侧截

但忽略了对悬臂式掘进机本质缺陷的认知ꎮ 最初设

割齿大且稀少ꎬ导致巷帮煤体成巷后出现破碎不稳

计悬臂式掘进机时ꎬ煤矿巷道没有锚杆支护ꎬ因此ꎬ

定ꎻ④巷道中间掘进臂宽度超过顶板锚杆间排距ꎬ无

掘进机设计方案中就没有涉及支护和钻眼的设计ꎮ

法施工顶板中间的锚杆ꎬ并且掘进臂两侧的锚杆不

其存在以下 ４ 点问题ꎮ

能垂直于顶板ꎮ

１) 悬臂式掘进机反复研究且成果较多ꎬ但施工

１.４

２) 掘进机设计切割范围很大ꎬ却无法实现一次

础上ꎬ增加了临时支护和永久支护以及相关的辅助

功效却没有本质改善差异只是可靠性提高ꎮ

定位全断面切割成型———铲板宽度不够ꎬ切割头轮

廓与巷道帮部不吻合ꎬ又没有相关措施ꎮ

３) 井下地质条件复杂ꎬ顶板不稳定ꎬ而且我国

规定任何时候严禁空顶作业ꎮ 但掘进机未设计临时

设备却没有锚杆锚索钻装设备ꎮ
１.２

连续采煤机掘进
分析发现连续采煤机用于巷道掘进能够明显提

高掘进破煤效率ꎬ尤其是在良好顶板条件下效果更
好ꎮ 然而ꎬ连续采煤机最初不是为掘进巷道设计的ꎬ
没有临时支护ꎬ也不能实现锚杆支护ꎮ 因此仅可用
于坚硬煤层掘进破煤ꎮ
１.３

掘锚机
先进的掘锚机设计采用全断面横轴设置ꎮ 早年

ＱＭＪ４２６０ 全断面煤巷掘进机在创新 ＭＦ４２０ 基

设施ꎬ即成为综掘机 [１０－１２] ꎮ 优点很多ꎬ但也存在如

下缺点:临时支护的设计工作模式虽是创新ꎬ但未在
煤矿进行推广ꎻ机体较重和机组战线长ꎬ适应性有
限制ꎮ

支护ꎮ

４) 成巷需要破煤、运输和支护三大工作ꎬ掘进

综掘机

尽管掘进机械化成果较多ꎬ但对于中国绝大多
数煤矿巷道施工而言ꎬ实现真正机械化很难ꎬ尤其是
我国很多国际先进设备都带有行政因素ꎬ不具备普
遍复制性ꎮ

２

悬臂式掘进机加装钻具分析

我国广泛应用的巷道掘进机械化配套方案是悬
臂式掘进机 ＋单体锚杆钻机ꎮ 其显著的问题是没有
实现临时支护和钻眼锚杆安装机械化ꎮ 为了实现掘
锚一体ꎬ惯性思维是在掘进机增加钻眼设备ꎬ多年来
相关成果相继出现ꎮ

我国引进奥钢联集团的 ＡＢＭ 机组和 ＪＯＹ 公司的掘

２.１

平行的功能ꎬ解决了掘进机无锚钻、运载功能的问

从机体上的滑道伸向工作面ꎬ定位钻眼ꎮ 早年 Ｗｉｒｔｈ

锚机ꎬ这种机组被广泛接受是因为其具有掘、锚、运
题

[７－９]

１２

ꎮ 全断面横轴掘锚机空顶距如图 １ 所示ꎮ

机体上加装钻具
在掘进机机体上安装滑道相关装置ꎬ钻眼机具

和山特维克集团都做了尝试ꎬ也进行了工业生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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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也研发过相关装置ꎬ但还未有推广应用ꎮ

认为是最方便的临时支护方案ꎮ 但这种临时支护施

这主要原因是需要在远离工作面的机械上安装重型

工时基本上很难避免与掘进机切割头的相互干扰ꎬ

装备ꎬ工位转换复杂ꎬ操作不人性化ꎬ打眼定位不方

导致人员伤亡事故时有发生ꎮ 而且这种支护在很大

便ꎮ 另一方面ꎬ人工采用单体锚杆钻机虽然体力消

程度上不利于永久支护的实施ꎮ

耗ꎬ 但 其 方 便 灵 活 性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优 于 机

械化 [１３－１５] ꎮ

２.２

掘进臂上加装钻具

为了解决在机体上加装钻具的技术障碍ꎬ另一
种方案是将钻具加装到掘进机悬臂上ꎮ 在掘进机悬
臂上加临时支护和钻眼设备是在掘进机悬臂不同位
置实现反转收缩ꎮ 典型的有加在掘进机悬臂中后部
和加在掘进机悬臂最前端 [１６－１７] ꎮ

Ｆｉｇ.３

在掘进机悬臂上的钻具需要 ２ 次闭锁ꎬ并移动

图３

滑道长悬臂伸缩式

Ｓｌｉｐｗａｙ ｌｏｎｇ ｃａｎｔｉｌｅｖｅｒ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ｉｃ ｒｏａｄｈｅａｄｅｒ

掘进机悬臂ꎬ这种闭锁状态下反复解锁使得工作人

员很难确定机器状态ꎬ反而给施工带来了障碍ꎬ同时
由于没有临时支护ꎬ使得这种障碍带来的副作用远
大于钻具带来的优点ꎮ

带有临时支护的钻眼施工装置如图 ２ 所示ꎬ其

具有较好的竞争优势ꎮ 这主要是其同时安装了临时

支护与永久支护装置ꎬ而且锚固机械化还能在 ２ 个

方向的位置调整ꎮ 但这种方案的弊端是在掘进机定
位后不能一次完成所有顶板支护工作ꎬ需要在掘进

机闭锁解锁过程中完成机位转换ꎮ 另外ꎬ２ 台锚杆
钻机间距大于锚杆间距就无法满足顶板中间锚杆的
正常施工ꎮ

３.２

Ｆｉｇ.４

图４

折叠式机载临时支护掘进机

Ｆｏｌｄｉｎｇ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ｎ ｒｏａｄｈｅａｄｅｒ

交叉迈步临时支架
交叉迈步临时支架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是:

短循环进尺反复很多次ꎬ容易破坏顶部结构ꎻ长段循
环裸露顶板临时支护迈步需要多次推进ꎬ期间的顶
板网片和其他支护结构都需要在空顶支护过程中ꎬ
以及在不稳定支架变换过程中人工完成ꎬ存在很多
不安全因素ꎮ
３.３

Ｆｉｇ.２

３

图２

掘进臂前端加装临时支护和钻眼机具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ａｒ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ａｒｍ

掘进支护设备问题分析
将没有临时支护设施的悬臂式掘进机称之为综

掘机 [１８－１９] ꎮ 笔者将针对综掘机临时支护设备存在
的相关问题进行如下剖析ꎮ
３.１

机载临时支护
目前ꎬ有关掘进机临时支护设计研究很多ꎬ如滑

道长悬臂伸缩式掘进机( 图 ３) ꎬ但是还未有相关应

用ꎬ其主要问题是长悬臂的柔性以及有限的悬臂支
撑能力不能与顶板吻合ꎮ

折叠式机载临时支护掘进机如图 ４ 所示ꎬ其被

推拉迈步临时支架
推拉迈步临时支护与交叉迈步支架存在的对顶

板反复支撑危害是相同的ꎬ而且推拉迈步临时支护
接顶面积小ꎬ支撑力需求大ꎬ对顶板和永久支护的破
坏更为严重ꎻ另外ꎬ支架结构设计采用工作面综采支
架四连杆机构ꎬ这种多维框架有多自由度ꎬ很难保证
使用的稳定性ꎬ而限制自由度则可能导致支架自身
干扰不能可靠工作ꎮ
３.４

履带行走临时支架
履带行走临时支架顶架简单ꎬ质量小ꎬ行走机动

灵活ꎬ但在设计和使用上却有很多难题ꎮ 这种支架
应该按照机器人设计理念才会避免三维支架多维运
动的难题ꎮ 但在复杂的井下环境下ꎬ制造机器人很
难遵从简单的临时支护设计理念ꎮ 因此ꎬ该方案的
实施还需很长时间ꎮ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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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钻眼设备不能一次定位完成所有锚杆安装ꎮ

循环前进临时支护

循环前进临时支护如图 ５ 所示ꎬ这种施工方案

可以避免反复支撑对顶板和永久支护的损害ꎮ 但这
种长战线的支架循环ꎬ由于其他设备的占位等因素ꎬ

所有的机载锚杆钻机都是远距离定位一个特定的空

位———瞄准定位和钻机设计的多自由度系统复杂ꎬ
操作繁琐ꎬ不适合人性化操作ꎮ

４) 反复闭锁解锁不适合工序频繁交换ꎬ不但效

在施工过程中会带来很多不便ꎮ

４
４.１

掘进科学问题探讨
掘进机及临时支护的技术瓶颈

« 煤矿安全规程» 规定ꎬ任何情况下严禁空顶作

第 ４７ 卷

率不高ꎬ还存在人员安全隐患ꎮ

５) 截割头的摆动伸缩随意性很大ꎬ不能实现掘

锚平行作业———一个切割部占据了最关键空间位
置ꎬ所有机载装置都无法正常工作ꎮ

业ꎬ这通常被理解为锚杆钻装时不能空顶ꎬ这也导致

经反复的实践证明:悬臂掘进机不是锚网支护

了几乎所有临时支护都是在空顶情况下实施ꎬ这违

巷道的最佳施工装备ꎮ

背了« 煤矿安全规程» 中严禁空顶作业的规定ꎮ

４.３

掘进辅助系统的临时支护问题分析

国内很多采用全断面煤巷掘进机配套多臂锚杆

机载临时支护设计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ꎮ 因为

钻车与可弯曲运输系统等ꎬ在陕蒙矿区实施应用ꎬ并

任何折叠延伸性临时支护都不可能远离切割头ꎬ而

经鉴定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首创成果ꎮ 其中关键是临

造成掘进机械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就是切割头的误

时支护的科学应用ꎮ 该机组的先进性还包括:

动作ꎮ

１) 全断面多刀头破岩能够实现相同功率的高

效性ꎬ且有利于机体稳定和直线前进ꎮ

２) 配套的多臂锚杆钻车甚至可以达到 １ 个截

面上每根锚杆配备 １ 台钻机ꎮ 任何时候都可以平行
作业ꎬ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掘锚平行的瓶颈ꎮ

３) 灵活的后配套运输和空气净化等措施ꎬ能够

与掘进机配套支护装置ꎬ迈步方案最容易实现ꎮ
但迈步步距受到动作和施工条件的限制ꎬ通常一个
掘进循环的步骤很多ꎬ施工很不方便ꎮ 原因是在前
方空顶有危险的情况下ꎬ还需要在支架前部安装网
片和梁带ꎬ使其保持平整和位置正确ꎮ 因此ꎬ这个过
程的完成很难且不符合工业化ꎮ

确保掘锚等主要工序的正常进行ꎮ

表面上看ꎬ我国掘进水平多次跻身世界先进行
列ꎮ 但很多先进成果含有行政因素或是条件单一ꎬ

履带行走支护机ꎬ由于三维框架的多维动作ꎬ使
得设计与实际施工应用难以协调ꎮ 所有设计还没有
真正付诸实施ꎮ

基本上不具备复制性ꎮ 从技术角度看ꎬ我国 ９５％ 以

４.４

式ꎬ其他任何配套设施在普通顶板条件下则很难发

的灵活性和高度集成方面进行设计研究ꎬ根据掘进

挥其高效性ꎮ

施工工艺与锚网支护技术的结合点进行系统设计ꎮ

上的矿井地质不允许掘进临时支护做成该机组形

另一种针对稳定性差的顶板情况的施工对策就
是盾构法ꎬ然而ꎬ盾构法通常被误解为盾构机或悬臂
掘进机ꎮ 针对煤矿锚网支护技术ꎬ需研究临时支护

掘进科学与掘进技术分析

１) 掘进机:目前掘进机都是围绕切割部、运转

实现临时支护和永久支护机械化ꎬ依靠围岩是必要
条件ꎮ 笔者认为这才是掘进机设计的正确思路ꎮ

２) 临时 支 护: 需 要 与 掘 进 断 面 耦 合 且 快 速 到

的无空顶作业ꎮ

位ꎮ 临时支护ꎬ从理论上说ꎬ应该是随掘随支ꎮ 盾构

４.２

机可实现掘支同时进行的随掘随支ꎮ 然而ꎬ盾构机

纵轴悬臂掘进机改进的瓶颈
目前ꎬ研究人员习惯将现有的悬臂式掘进机改

的设计理念没有考虑锚网支护ꎬ也就没有在煤矿的

装成掘锚机ꎬ基本上都是在悬臂掘进机上增加钻眼

应用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ꎮ 目前的煤矿井下掘进施

问题:

支护ꎬ５ ｍｉｎ 永久支护构件材料固定到位ꎬ就成为掘

装置ꎬ但并未得到广泛推广ꎬ主要存在 ５ 个方面的
１) 巷道截割无法达到设计要求( 相关研究正在

进行) ꎮ 因为机体是随机布置且不具备稳定性———
掘进机设计理念一直追求灵活性的做法不符合巷道
施工工业化的基本思路ꎮ

２) 所有临时支护都不能与围岩紧密吻合ꎮ 因

为掘进与支护支架分离———被动地要求支护吻合围
岩理论上是不可能的ꎮ
１４

工都是先掘进ꎬ再进行临时支护ꎮ ３ ｍｉｎ 完成临时
进施工的关键ꎮ 解决掘进和支护耦合ꎬ即可提升施
工的安全性和高效性ꎮ 解决支护耦合的 ２ 种途径是

掘护一体设计或锚固点耦合ꎮ

３) 钻眼机械化:现有的做法是追求灵活性ꎬ全

方位ꎬ集中控制ꎮ 这使得设备复杂化倍增ꎬ而且不能
与现场操作习惯相匹配ꎮ 可能有效的固定钻具甚至
一锚一钻能够大幅简化机械系统和液压系统ꎬ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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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

实现操作的人性化ꎮ
悬臂式掘进机技术相对成熟ꎬ与之配套的巷道
施工主要矛盾已经转向支护ꎬ因此ꎬ正确的思路是研

[３]

究盾掘支护机ꎮ
４.５

锚杆技术已经能够解决地下工程的各种复杂地质条

[４]

施工工艺完全不同ꎮ 几十年的实践也证明了ꎬ仅在

进行思考和探讨: ①破岩采用多刀头多自由面切割

方式ꎻ②支护采用盾掘耦合方式ꎻ③钻具采用一锚一

[５]

[６]

２) 锚杆支护巷道掘进施工中ꎬ支护工序的重要

[７]

机 ＝ 掘锚机ꎮ 解决临时支护也不是在掘进机上增加

涉问题ꎬ可以采用如临时永久一体方案、联机互动解
决方案ꎬ还可以采用防支结合方案ꎮ

[８]

化加工ꎬ整个机组的运转应实现智能化控制ꎮ

杨小军ꎬ韩

丰.ＭＢ６７０ 掘锚机在大柳塔煤矿的应用实践[ Ｊ] .

煤矿现代化ꎬ２０１６(５) :９－１４.

[９]

王

虹.我国煤矿巷道掘进技术和装备的现状与发展[ Ｊ] .煤炭

科学技术ꎬ２０１０ꎬ３８(１) :６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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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ꎬ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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