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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孪生的综掘巷道并行工艺技术初步研究
吴 淼,李 瑞,王鹏江,沈 阳,郑伟雄,王东杰
(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北京

摘

100083)

要:综掘巷道现今的“ 串行” 工艺流程中,机械智能化程度较低、采掘比例严重失衡,已成为制

约煤矿高效生产的主要技术瓶颈。 为此,首先基于一体化式掘锚机组自动化掘进方式与自移式支
护相结合的工艺理念,提出了一种综掘巷道掘支锚联合并行施工工艺技术系统,并阐明了其工艺原
理,归纳了并行施工工艺技术在工程效益方面的主要优势。 然后基于综掘巷道并行工艺技术装备
的机器人化升级改造目标,构建了数字孪生理论指导下的综掘巷道并行施工技术流程与工艺体系,
并对并行工艺技术装备的智能化发展进行初步探讨,论述了以掘进机器人远程可视化导控、临时支
护机器人可靠性撑顶、钻锚机器人多工位锚护为基础功能的综掘巷道智能并行作业模式。 在数字
孪生技术驱动的综掘巷道并行施工技术系统中,利用多源传感信息链接与互译实现了并行工艺技
术装备物理实体与“ 虚拟数字孪生体” 之间的交互感知,并通过远程可视化智能调控系统完成了掘
进机的自主纠偏、障碍物感知以及自动截割等智能化革新。 最后分别从真实物理拓扑关系、数据传

输处理方法、智能决策控制算法和预测性维护机制 4 个角度进行了数字孪生理论指导下智能化综
掘工作面的关键技术发展分析,对智慧煤矿与智能化开采目标展开了基础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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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parallel technology of fully
mechanized roadway based on digital t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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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urrent serial technological process of fully mechanized roadway, the low mechanical intelligence de-

gree of the equipment and the serious imbalance of mining and drivage have become the main technical bottlenecks in
the efficient production of coal mine. Firstly,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concept of the combination of automatic driving
mode and self-moving support of the integrated driving and anchoring unit, a new parallel technology system is presen-

ted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excavation, support and anchor in fully mechanized roadway followed with its process
principle and advantages of the paralle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benefits. Then a parallel construction

technical process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of the fully mechanized roadway is construct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digital twin theory based on the robotized upgrade and reconstruction goal of the parallel process technology equipment
of the fully mechanized roadway. It is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parallel process tech收稿日期:2019- 1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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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logy and equipment, which aims to build an intelligent parallel operation mode including many functions such as the
remote visualization guidance of the tunneling robot, the reliable support of the temporary support robot, and the
multi-station anchor of the drilling and anchoring robot in a fully mechanized roadway. In the paralle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ystem driven by the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multi-source sensing information’ s linking and mutual trans-

lation are used to realize the interactive perception between the physical entities of parallel process technology equip-

ment and the model of virtual digital twin. Meanwhile, the intelligent innovations of roadheader, such as autonomous
deviation correction, obstacle sensing and automatic cutting, have been completed through the intelligent control sys-

tem. Finally, the ke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an intelligent fully mechanized fa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gital twin

theory is analyzed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real physical topological relations, data transmission and fusion method,
intelligent decision control algorithm and predictive maintenance mechanism, which means some preliminary works for
the target of intelligent coal mine and intelligent mining.

Key words:fully mechanized roadway; excavation-support-anchor combination; digital twin;intelligent coal mine
煤炭长久以来一直作为我国的能源支柱,约占一

次能源产量与消费量的 70%与 60%以上

[1]

。 现今我

国煤炭主要以井工开采为主,井工开采又主要包括综

掘与综采 2 种方式。 其中,综采工作面自动化发展已
具有相当规模,综采技术装备已实现国产化列装并奠
定了良好的智能化发展基础 [2] 。 与此同时,综掘工

作面自动化发展却相对滞后,综掘技术装备目前还完

全依赖于多人工操纵 [3] 。 在煤巷管理规范制度循环
作业中,综掘技术截割煤壁约占每班掘进任务执行时

割落煤、装煤运煤、钻机打孔、锚网铺设与永久锚护六
大串行工序步骤,其施工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 国内

煤矿巷道的掘进方式主要可以分为 3 种 [7] :第 1 种是

以悬臂式掘进机与单体锚杆钻机配合为主要工作机
械的综合自动化机械掘进方式;第 2 种是连续采煤机

组与锚杆钻车联合的掘进方式;第 3 种是以一体化式
掘锚机组为核心的掘进方式。

1. 1. 1

综合自动化机械掘进

综合自动化机械掘进主要依靠掘进机截割部与

间的 30%,支护工序占比约 60%,而包括敲帮问顶等

履带运转实现破岩而形成巷道断面,利用机械化配套

可见,支护工序施工时间过长导致的采掘比失衡是影

的临 时 支 护 与 永 久 锚 护 装 备 为 巷 道 提 供 安 全 保

其他工序及辅助作业时间占比为 10% 左右 [4] 。 由此

响开采效率的主要因素,但是因煤巷顶板灾害引起的

矿井事故发生率又居高不下 [5] 。 为此,亟需在开采

障 [8] 。 此综合自动化机械掘进方式作为较早的综掘

施工技术,其体系较为成熟,但掘进和支护工序不能

过程中保证煤巷顶板不离层支护并有效缩短支护工

协同作业所导致的掘进效率低、开机率低与产煤效率

序时间占比,探究综掘技术装备的多工序并行作业模

低也是显而易见的。

式,分析综掘技术的自动化与智能化发展导向,以期

1. 1. 2

改善采掘比例关系、提高井工开采的掘进效率与安全
系数。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步伐的临近,煤矿智能化

连续采煤机组与锚杆钻车联合掘进

连续采煤机掘进工作面设备配置按工作面运输

方式一般分为 2 种:一种是间断式运输方式,工作面

配置为连续采煤机、运煤车或梭车、给料破碎机、锚杆

开采将势 在 必 行。 煤 矿 智 能 化 建 设 需 要 智 能 化 生

钻车、铲车及带式输送机;另一种是连续运输方式,工

产装备与先进制造技术支撑。 现今制造业科技中,

作面配置为连续采煤机、锚杆钻车、连续运输系统、铲

“ 数字孪生” 技术依靠虚实体交互与多领域交叉的
特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 6]

。 为此,笔者提出了一种

掘支锚联合并行施工工艺技术系统,并结合数字孪
生理论构建 了 综 掘 巷 道 并 行 系 统 的 技 术 流 程 与 工
艺体系,最后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综掘工作面的智能
化构思。

1
1. 1

车及带式输送机。 连续采煤机巷道掘进优点突出,采
掘合一,掘进速度较快,但需要良好的煤层赋存条件,
且不能实现单巷掘进。

1. 1. 3

一体化式掘锚机组自动化掘进

在连续采煤机或悬臂式掘进机的基础上进行升
级创新的掘锚机组已作为适用于高产量矿井煤巷快

综掘巷道施工技术概述

速掘进的一体化设备核心 [9] 。 与连续采煤机和锚杆

传统综掘巷道施工工艺

护有机地配合协调起来,减少了掘进与支护设备的人

传统综掘巷道施工工艺主要包括:调动掏槽、截

钻车交叉换位的施工工艺相比,掘锚机组将掘进与支
工换位作业工时。 其适用范围较为广泛,支护效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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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掘巷道串行施工工艺流程

Fig. 1 Serial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fully mechanized roadway

好、掘进效率也有较为显著的提高,引起了世界采矿

槽口,随后至掘进机后溜出口掉落至桥式转载机料斗

界的高度关注。

内,煤块经过桥式转载机二运传送至带式输送机进行

1. 2

三运,最 终 完 成 由 掘 进 工 作 面 到 巷 道 末 端 的 转 载

掘支锚联合并行施工工艺
基于一体化式掘锚机组自动化掘进方式的优势

运输。

考虑,同时选用与掘进机配合的自移式支护方式,本
文提出了一种综掘巷道掘支锚联合并行施工工艺技
术系统。 该掘支锚联合并行施工工艺技术系统主要
包括:掘进割煤、超前支护、钻孔铺网、打设锚杆、转载
运煤等工序步骤,该系统涵盖的主要器械包括:掘进
机、自移式临时支架、履带支护车、钻锚作业车、桥式
转载机、带式输送机、乳化液泵站等。
掘进机主要进行破煤作业,配合桥式转载机与矿
用带式输送机完成煤炭生产的“ 三运” 工序。 自移式

图2

自移式临时支架结构示意 [15]

Fig. 2 Structural schematic diagram of self-shifting
temporary support [15]

临时支架由液压泵站提供动力,可为综掘工作面提供
可靠性超前支护,其结构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钻锚作

业车负责综掘工作面后方的锚护工序,其缺省视图如
图 3 所示。 自移式临时支架与履带支护车配合使用,

履带支护车顶梁设计有链传动机构可用来运送自移
式临时支架。 主要器械在进行掘支锚联合并行施工
任务时的相互位置关系如图 4 所示。

该掘支锚联合并行施工工艺旨在利用空间与时

序上的合理规划,缩减支护工序时间占比,在保证煤
巷有效支护的前提下合理改善采掘比例关系。 图 5

为掘支锚联合并行工艺流程图,其流程的主要工序步
骤阐述如下:
(1) 割煤运输。 掘进机依据激光发射器进行机

身位姿调动,掘进机截割头与截割臂依靠回转运作完
成破煤、落煤。 煤块经掘进机铲板行星轮回扫至一运

图3

钻锚作业车的缺省视图

Fig. 3 Default view of drill anchor truck

(2) 超前支护。 割煤完成后掘进机处于静止状

态,启动位于钻锚作业车上的乳化液泵站为工作面后
方的自移式临时支架提供动力源进行卸压、收缩。 自
移式临时支架落到履带支护车顶梁之上,此时在支架
顶梁上方平铺勾挂锚网。 锚网随履带支护车前驱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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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移式临时支架运送至综掘工作面并进行自移式

施工工艺,主要具有以下优势:
(1) 器械自动化程度较高、人员参与量减少。 掘

临时支架的伸展、撑顶,快速高效完成综掘巷道的超
前支护任务。

509

支锚联合并行施工工艺技术系统将破煤、运煤、支护
与锚固有机地结合起来。 掘支时间比例从原 1 ∶ 2或

1 ∶3缩减到 1 ∶0. 4,支护效率提高了 5 倍以上,掘支总
效率提高约 2. 5 倍以上 [10] 。 每个工序步骤均由相应

的自动化器械完成,使得劳工强度明显降低,危险工
作面的人员参与量大大减少。
Fig. 4

图4

并行施工相互位置关系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mutual position relationship
in parallel construction

(2) 煤巷安全事故隐患显著减少。 掘支锚联合

并行施工工艺技术系统中包含的自移式临时支架与
履带支护车可实现对综掘工作面的快速有效支护,大
大降低煤巷冒顶、片帮事故的发生几率。
(3) 巷道掘进与产煤效率明显提高。 掘支锚联

合并行施工工艺在掘进过程中按照“ 一刀一支” 的施
工特色协同并行作业,煤岩体破坏程度较轻,支护状
态可靠,巷道成型效果良好,进而使得矿井开采更为
高效。

2

基于数字孪生的综掘巷道并行系统
综掘工作面现主要依靠多人工操作,相关人员的

安全却无法得到充实保护。 若利用矿山工业机器人
来替代危险工作面的一线操作人员,将可以大大减少
突发事故的人员伤亡率。 为此,对综掘技术装备进行
机器人化式革新,并结合数字孪生理论实现综掘巷道
并行工艺系统的智能化升级,将会为相关操作人员提
Fig. 5

图5

掘支锚联合并行工艺流程

Parallel process flow chart of combination of excavation,
support and anchor

(3) 自动化锚固。 综掘工作面的超前支护与巷

道后方的自动化锚固是协同并行施工关系。 履带支
护车开始运送支架时,钻锚作业车一并驱动进行巷道
后方的锚护工序。 钻锚作业车可完成自动化多工位
的打钻锚孔、填装锚固剂、打设锚杆、固定锚索的锚护
工序。 当完成指定位置的锚护工序后退回到巷道后
方已锚固区域,此时履带支护车一并从综掘工作面回
撤到下一个支架运输地点。

供最根本的人身安全保障。
2. 1

数字孪生定义及内涵
数字孪生最初是出现在物联网中的一个术语,同

时依据工业界与学术界不同的需求与理解被赋予了
多重定义,工四 100 术语编写组对数字孪生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概括,将数字孪生技术的定义概述为 [11] :
是充分利用物理模型、传感器更新、运行历史等数据,
集成多学科、多物理量、多尺度、多概率的仿真过程,
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映射,从而反映相对应实体装备的
全生命周期过程。
从实际角度出发,数字孪生是以真实物理系统为

(4) 重复启动掘进机,连续进行上述步骤 1 ~ 3。
在综掘巷道并行施工工艺中,掘进 - 支护 - 锚固 - 运输

“ 基础体” ,利用多源信息的数字量化形式进行实时

并行作业模式始终贯穿全局,为煤巷顶板提供有效支

的虚拟环境“ 孪生体” 多领域动态呈现,同时利用虚

护的同时,重新编排了施工工艺流程,以期改善采掘

拟环境的“ 孪生体” 模型完成对真实物理系统的“ 基

比例关系,提高掘进效率。

础体” 智能控制。 数字孪生技术涵盖虚拟孪生空间、

施工工艺比较

真实物理空间、双向信息流动通道以及用户友好型平

1. 3

掘支锚联合并行施工工艺相较于传统综掘巷道

台等内容。 对于数字孪生中的“ 基础体” ,即真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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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的实体构件、工艺流程或其他工程系统,需要利
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信息化平台来进行展示,借助于
此平台呈现实时动态的虚拟“ 孪生体” 模型,从而了
解“ 基础体” 的真实状态。
2. 2

技术流程与工艺体系
面对综掘巷道并行系统进行智能化升级,首先应

将涉及到的综掘技术装备合理归整为不同种类的煤
矿工业机器人 [10] ,主要包括:掘进机器人、临时支护
机器人、钻锚机器人与辅助运输机器人等。 依据每种
机器人的实际工程需求来设计该机器人的具体功能,
从而有效减少危险工作面的人力资源投入。 为使数
字孪生理论在综掘巷道并行工艺技术系统中起到指
导性作用,需在机器人的协同性设计过程中通过全数
字量信息仿真来验证并行机器人群组在受限巷道空
间内协同作业可行性。 然后基于机器人群组的空间
位置数据闭环反馈,构建机器人的数字虚拟模型。 最
后完成综掘并行作业机器人群组的高效性与安全性
评估优化,确保综掘并行工艺技术系统的稳定运行。
数字孪生理论指导的综掘巷道并行工艺技术流程如
图 6 所示。

数字孪生技术的工程实现需要多领域内高新信

息化技术的相互融合,这就意味着基于数字孪生技术
构建的综掘巷道并行工艺体系需要规划不同的构造
层来进行统筹设计 [12] 。 参考现有的数字孪生技术应
用案例,基于数字孪生技术指导的综掘巷道并行工艺
技术体系可划分为数据储存云端层、建模运算仿真
层、数 字 孪 生 功 能 层 和 交 互 式 感 知 应 用 层 4 个 层

面 [13] ,各层面形成环形联动,实现数据流通与功能集
成,并不断进行数据的反馈与融合。

在该技术体系中,数据储存云端层作为整体技术
体系的基础性构造来支撑各层面环形联动的有效运
行,其包括高性能传感器采集、高通信道数据传输与

图6

数字孪生理论指导下综掘巷道并行工艺技术流程

Fig. 6

Flow chart of parallel process technology for fully

mechanized roadway guided by digital twin theory

立实时同步的虚拟模型。 以高新技术综合工作站为
平台,充分利用机器深度学习网络与人工智能导控技
术实现系统数据的有效提取与构模。 最后将综掘巷
道并行系统模型提供到控制台中进行高精度的仿真
验证,为建模运算仿真层提供运行保障,同时为数字
孪生功能层奠定模型链接基础。
数字孪生功能层将面向矿井安全与生产效率提

全寿命周期数据库存 3 个部分。 利用先进传感器技

供相应基础功能,主要包括有掘进机器人远程可视化

术与分布式传感技术可有效从高性能传感器采集到

精准导控、临时支护机器人自适应可靠撑顶、钻锚机

可靠的数据源,实时反映真实系统的物理特性。 高通

器人多工位智能锚护、机器人化矿用输送机最优调速

信道数据传输技术对于海量数据远距离传送具有极

等。 为实现掘进机器人在复杂工况环境下的远程智

大的帮助,提高数字孪生技术驱动的虚实交互场景的

能控制,可利用高通信道数据传输将掘进机器人的多

实时跟随性。 全寿命周期数据储存技术为云存储和

源传感信息实时传递至远程控制终端实现可视化智

云计算系统提供了全面历史数据基础,满足深度学习
网络对富足训练样本的需求。
建模运算仿真层在获得数据储存云端层提供的
海量数据源后,利用多物理领域内的数模转换方法建

能调控 [14] ;为实现煤巷顶板不离层有效支护,采用空

间欧拉角法坐标转化来实现临时支护机器人在非平
整底板下的可靠撑顶 [15] ;为实现钻锚机器人的多工

位智能锚护,解析其钻锚机器人在受限巷道空间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