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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卫东，李新源，员明涛，等．基于顶煤运移跟踪仪的自动化放煤技术原理及应用［ Ｊ］ ．煤炭学报，２０２０，４５（ Ｓ１） ：

２３－３０．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２５ ／ ｊ．ｃｎｋｉ．ｊｃｃｓ．ＺＮ２０．０２７３

ＰＡＮ Ｗｅｉｄｏｎｇ， ＬＩ Ｘｉｎｙｕａｎ， ＹＵＡＮ Ｍｉｎｇｔａｏ， ｅｔ 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ａｌ ｄｒａｗ⁃

移动阅读

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ｃｏａｌ ｔｒａｃｋｅｒ［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２０，４５（ Ｓ１） ：２３－３０．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２５ ／ ｊ．ｃｎｋｉ．ｊｃｃｓ．

ＺＮ２０．０２７３

基于顶煤运移跟踪仪的自动化放煤技术原理及应用
潘卫东１ ，李新源１ ，员明涛２ ，袁永康１ ，杨克虎２
（１．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能源与矿业学院，北京

摘

１０００８３； ２．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要：为解决智能化综放开采放煤过程的自动化控制难题，在总结现有煤矸识别技术存在不足的

基础上，提出以射频识别（ ＲＦＩＤ） 为技术核心的基于顶煤运移跟踪仪的自动化放煤技术，阐述了该

技术的主要技术原理及自动化放煤控制流程，构建了基于该技术的自动化放煤控制系统，介绍了该
系统的组成及各部分的安装布设方式，提出自动化放煤条件下应优选多轮顺序放煤， 给出确定每
一轮次放煤时间的方法。 以朱仙庄矿 ８１０５ 综放工作面为研究背景，建立沿工作面倾向的数值计算

模型，分别比较单轮顺序、单轮间隔及多轮顺序放煤方式下的煤岩分界面形态特征及顶煤采出率，
结果表明，采用多轮顺序放煤方式可以实现煤岩分界面缓慢均匀下降。 顶煤采出率方面，单轮间隔

放煤方式下顶煤采出率比单轮顺序放煤高 ３．４２％，而采用多轮顺序放煤方式时，顶煤采出率随放煤

轮数的增加基本呈增加趋势，且放煤轮数为 ５ ～ ６ 轮时的顶煤采出率增长最为明显，达到 ９８．０１％。
多轮顺序放煤方式的顶煤采出率相较于单轮放煤可提高 ０．５９％ ～ ２．００％。 以朱仙庄矿 ８１０５ 综放工

作面为应用现场，进行基于顶煤运移跟踪仪的自动化放煤技术的现场测试，沿工作面倾向共布置顶
煤运移跟踪仪 １８ 个，当工作面推过顶煤运移跟踪仪布置区域后，测得顶煤运移跟踪仪采出率为

８８．９％，顶煤的平均流动速度为 ０．０３ ｍ ／ ｓ。 现场测试采集的顶煤流动速度等数据为后期多轮顺序
放煤轮数的设计提供了设计依据，结果表明基于顶煤运移跟踪仪的自动化放煤技术可以实现放煤

过程的自动化控制。
关键词：智能开采；自动化放煤；顶煤运移跟踪仪；射频识别；多轮放煤
中图分类号：ＴＤ６７；ＴＤ８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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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ａ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ｃｏａｌ ｔｒａｃｋｅｒ
ＰＡＮ Ｗｅｉｄｏｎｇ １ ， ＬＩ Ｘｉｎｙｕａｎ １ ， ＹＵＡＮ Ｍｉｎｇｔａｏ ２ ， ＹＵＡＮ Ｙｏｎｇｋａｎｇ １ ， ＹＡＮＧ Ｋｅｈｕ 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Ｂｅｉｊｉｎｇ）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ｒｏｎｉｃ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Ｂｅｉｊｉｎｇ）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 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ｌｅｃ⁃

１０００８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ａ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ｆｕｌｌ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ｔｏｐ⁃ｃｏａｌ ｃａ⁃

ｖｉｎｇ ｍｉｎ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ｃｏａｌ⁃ｇａｎｇｕ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 ａｕ⁃

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ａ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ｏｐ Ｃｏａｌ Ｔｒａｃｋｅｒ ｗｉｔｈ 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ＲＦＩＤ）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ｅｒｅ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 Ａ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ａ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ｔ ｗａ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ｍｕｌｔｉ⁃ｒｏｕ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ａ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ａ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 ０２－ ２５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 ０４－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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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潘卫东（１９８２—） ，男，辽宁宽甸人，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Ｅ⁃ｍａｉｌ： ｐｗｄ＠ ｃｕｍｔｂ．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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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ｃｈ ｒｏｕｎｄ ｗ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８１０５ ｆｕｌｌ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ｔｏｐ⁃ｃｏａｌ ｃａｖｉｎｇ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ｉｎ Ｚｈｕｘｉａｎｚｈｕａｎｇ ｍｉｎ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ｃｅｓ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ａｌ⁃ｒｏｃｋ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ｏｐ⁃ｃｏ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ｒ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ｒｏｕ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ｉｎｇｌｅ⁃ｒｏｕ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ｒｏｕ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ａ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ｒｏｕ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

ｔｉａｌ ｃｏａ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ｓｌｏｗ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ｏａｌ⁃ｒｏｃｋ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ｒｏｕ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ｃｏａｌ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３．４２％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ｒｏｕ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ａｌ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ｒｏｕ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ａｌ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ｒａｔ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ｒｏ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ｐ⁃ｃｏ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ｒａｔ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ｏｕｎｄｓ ｉｓ ５ ～

６，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９８．０１％．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ｒａｔｅ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ｒｏｕｎｄ ｃｏａ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０．５９％ ～ ２．００％ 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ｉｎｇｌｅ⁃ｒｏｕ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 ｏｆ Ｚｈｕｘｉａｎｚｈｕａｎｇ 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ｏｎ⁃ｓｉｔ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ａ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Ｃｏａｌ Ｔｒａｃｋｅｒ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２０ Ｔｏｐ Ｃｏａｌ Ｔｒａｃｋ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 Ｃｏａｌ Ｔｒａｃｋｅｒ ｗａｓ ８８．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

ａｇｅ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ｃｏａｌ ｗａｓ ０．０３０ ｍ ／ ｓ． Ｔｈｅ ｔｏｐ⁃ｃｏａｌ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ｔｅｓ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ｏｕｎｄｓ ｗｈｅ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ｒｏｕ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ａ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ａ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Ｃｏａｌ Ｔｒａｃｋｅｒ ｃａｎ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ａ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ａ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ｔｏｐ ｃｏａｌ ｔｒａｃｋｅｒ； 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ｏｕｎｄｓ ｃｏａ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

当前，我国在薄及中厚煤层智能化开采的理论研
究及工程实践方面均取得了重要突破，厚及特厚煤层
综放开采的放煤理论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智能化综
放开采的理论研究及实践仍进展缓慢

［１－４］

。 综放开

律 ［１１－１４］ 。 针对这些条件及工作面设备情况选择合理
的放煤方式，是增加工作面顶煤采出率，降低含矸率
的主要手段。 在自动化放煤条件下，放煤不再需要人
工，可以实现不同支架放煤顺序、同时放煤支架数量

采与综采有很大不同，综放开采不仅有综采采煤机割

及放煤轮数等的组合，一些原本复杂繁琐的放煤方

煤过程，而且还增加了综放支架放煤工艺。 因此，自

式，如多轮放煤，在自动化放煤条件下可以轻松实现。

动化放煤是实现综放工作面智能化开采尚需解决的

因此，如何根据各方面条件确定最优的放煤方式是自

核心问题 ［５］ 。 但综放工作面自动化放煤仍面临两大

动化放煤必须深入探讨的问题。

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于 ２０１３ 年研制了用于测定放

难题：一是综放支架后方煤矸的识别问题，二是自动
化放煤条件下放煤方式的选择问题。

顶煤工作面顶煤采出率的顶煤运移跟踪仪（ 发明专

号及图像。 γ 射线易受地质环境影响，且采集及处理

庄矿使用，其后应用于汾西、大同、淮北等 １０ 余个工

识别手 段 ［６］ 。 这 些 理 论 主 要 通 过 对 煤 及 矸 石 的 光

运移跟踪仪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顶煤运移跟踪仪的

目前，煤矸识别手段主要有自然 γ 射线、振动信

等技术尚不成熟，主流理论仍局限于振动信号及图像
学

［５，７－８］

及震动信号

［９－１０］

利号：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０８０００５． ９） ［１５］ ，该产品最早在潞安王

作面 ［１６－１７］ 。 本研究在借鉴笔者所在团队研制的顶煤

进行提取及处理，对煤和矸

自动化放煤技术，构建了基于该技术的自动化放煤控

石进行辨识，从而判断矸石是否到达液压支架放煤

制系统，提出自动化放煤条件下应优选多轮顺序放煤

口。 然而，支架后方光线较弱、煤及矸石在颜色上相

方式，实现了综放工作面放煤口自动开闭决策、顶煤

近、视频设备经常处于被矿尘覆盖状态，在实际生产

安全高效回收，并结合工程实际介绍了基于顶煤运移

中对煤矸的辨识程度较低。 此外，由于煤矸冲击支架
掩护梁具有随机性，存在矸石未接触支架已经放出的
情况，并且当煤层中存在夹矸时，很容易出现放煤口
过早关闭的现象。 因此通过光学等特性的不同对煤

跟踪仪的自动化放煤技术在朱仙庄矿 ８１０５ 工作面的
初步应用情况。

１ 基于顶煤运移跟踪仪的自动化放煤技术原理

矸进行识别存在很大的缺陷，工程应用仍不成熟 ［３］ 。

１．１

放煤方式是影响综放工作面顶煤采出率及含矸

为实现放煤过程的自动化控制，综放工作面可以

率的主要因素。 破碎顶煤在不同的煤层赋存条件及

安装基于顶煤运移跟踪仪的自动化放煤控制系统，该

煤岩体物 理 力 学 属 性 等 条 件 下 具 有 不 同 的 运 移 规

系统由顶煤运移跟踪仪、识别器及中心计算机组成。

基于顶煤运移跟踪仪的自动化放煤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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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基于射频识别技术（ ＲＦＩＤ） 设计。 射频识别技
术是一项自动识别技术

［１８－１９］

，利用射频信号的无线

通迅实现顶煤运移跟踪仪和识别器间的信息传输。
在放煤前，将顶煤运移跟踪仪安放于顶煤及直接顶交

２５

围，同时采 用 功 耗 低 的 铁 电 存 储 器 存 储 信 息， 用 串

口 ＬＣＤ 显示屏和 ＣＡＮ 总线显示和传送信息，并预留
ＲＳ４８５ 通信模块以备拓展。

界的煤岩分界面处，放煤过程中，顶煤运移跟踪仪随
破碎的顶煤及直接顶岩石向放煤口处运移，同时识别
器对顶煤运移跟踪仪进行识别，当顶煤运移跟踪仪到
达放煤口时，识别器读取到顶煤运移跟踪仪的 ＩＤ 编

号等信息，并将该信息发送至中心计算机，中心计算
机根据提前设定好的程序向电液控制系统发送相应
的控制指令，从而实现放煤过程的自动化控制。
顶煤运移跟踪仪是为实现综放工作面自动化放

煤而重新设计的新一代产品，高 １６ ｃｍ，直径 ４ ｃｍ，通

过对其进 行 结 构 优 化， 使 其 密 度 与 煤 体 相 当， 约 为

１ ４００ ｇ ／ ｍ ３ ，实现其与顶煤的协同运动，如图 １ 所示。
顶煤运移跟踪仪由外壳、电源和标签主板组成。 外壳
具有保护内部电路的作用，使顶煤运移跟踪仪在井下
使用时能防潮、防震。 电源采用电池为标签主板无源

供电；标签主板由电源模块、高性能 ＭＣＵ、２．４ Ｇ 无线
模块及相应的耦合元件组成，并对每个标签主板进行
ＩＤ 编号，如“ 钻孔号—层位号” 。 电池供电后，顶煤运

移跟踪仪内置的 ２．４ Ｇ 无线模块在 ＭＣＵ 的控制下，
以固定频率向外发送顶煤运移跟踪仪的 ＩＤ 编号等信

息，其发出的无线信号可以通过识别器进行采集。

图２

Ｆｉｇ ２

识别器结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由于井下环境复杂，信号的穿透能力弱且易受干
图１

Ｆｉｇ １

顶煤运移跟踪仪及锚爪

Ｔｏｐ Ｃｏａｌ Ｔｒａ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ｆｌｕｋｅ

识别器采用“ 整体隔爆 ＋ 本质安全型” 设计方案，

如图 ２ 所示。 识别器通过煤安认证的外置电源或与

井下电路直接连接供电。 该装置的核心部分是内置
的控制电路板，主要功能包括：采集顶煤运移跟踪仪

发送的 ＩＤ 编号等信息，实时显示对应的 ＩＤ 编号及采

集时间，将该信息发送至中心计算机。 为实现上述功
能，除时钟、复位、下载、电源保护、隔离等电路外，控

制电 路 板 以 ＳＴＭ３２Ｆ１０３ 芯 片 为 核 心 处 理 器， 内 嵌

２ ４ Ｇ 接收模块，并增加外置天线以增大信号接收范

扰，而识别器的信号接收范围有限，为防止单个识别
器工作时发生信号采集遗漏或延迟，可以将多个识别

器作为从机，采集顶煤运移跟踪仪的 ＩＤ 编号等信息。
从机内嵌的 ２ ４ Ｇ 模块在一定范围内能够采集到无

线信号，经 ＭＣＵ 处理后，将采集到的 ＩＤ 编号等信息

通过工业级的 ＣＡＮ 总线上传至位于回采巷道控制中
心的识别器主机。 主机接收到信息后将其储存在铁
电存储器中，并在 ＬＣＤ 显示屏上显示，以便现场操作

人员查看。 与此同时，主机将相关信息进一步上传至
中心计算机。 中心计算机根据提前设定好的程序向
电液控制系统发送相应的控制指令，控制尾梁及插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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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炭

完成相应动作，从而实现放煤过程的自动化控制，如

图 ３ 所示。

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４５ 卷

报

向，每隔 ０ ６ ｍ（ 或采煤机截深） 安放一排顶煤运移跟

踪仪。 沿工作面倾向每隔 １０ ｍ 布设一台识别器于综
放支架掩护梁上，接收天线朝向刮板输送机输送方
向，从而保证任一位置处的顶煤运移跟踪仪在到达放
煤口时其信号都可以被接收。

图３

Ｆｉｇ ３

基于顶煤运移跟踪仪的自动化放煤技术原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ａ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ｏｐ Ｃｏａｌ Ｔｒａｃｋｅｒ

基于顶煤运移跟踪仪的自动化放煤控制系统控
制流程包括：① 控制综放支架打开放煤口， 开始放
煤。 ② 当接收到顶煤运移跟踪仪发送的 ＩＤ 编号等
信息时，识别器从机将该信息记录后发送至识别器主
机及中心计算机。 ③ 中心计算机判断该 ＩＤ 编号对

应的顶煤运移跟踪仪是否被首次接收到（ 防止顶煤

图４

Ｆｉｇ ４

顶煤运移跟踪仪布设方式

Ｔｏｐ Ｃｏａｌ Ｔｒａｃｋｅ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

通过该系统，调度室可以实时查看不同位置顶煤
运移跟踪仪的放出情况，即判断工作面不同位置的顶
煤是否被回收，如图 ５ 所示。

运移跟踪 仪 滞 留 于 支 架 后 部 而 造 成 放 煤 口 错 误 关

闭） 。 若 是， 执 行 步 骤 ④； 否 则， 不 执 行 任 何 操 作。
④ 中心计算机判断该 ＩＤ 编号对应的顶煤运移跟踪
仪的初始布设位置是否处于煤岩分界面。 若是，向电
液控制系统发送控制指令控制综放支架关闭放煤口；

否则，不执行任何操作。 ⑤ 返回步骤①，根据程序设
定进行下一支架的放煤工作。

１ ２

自动化放煤控制系统的布置方式
通过在工作面煤壁、主辅运巷道或工艺巷道处打

钻将顶煤运移跟踪仪安放于煤岩体内，使用锚爪将顶
煤运移跟踪仪与钻孔孔壁固定，从而避免其与煤壁发
生相对滑动，如图 １ 所示。 在工作面倾向每台综放支

架上方安放两个顶煤运移跟踪仪，一个位于煤岩分界
面处，另一个位于煤岩分界面下方 １ ｍ 左右，作为放

煤终止前的预警信号，如图 ４ 所示。 工作面推进方

Ｆｉｇ ５

图５

调度室监测监控系统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 ｒｏｏｍ

放煤前期，对大量顶煤运移跟踪仪进行识别，可
以得到每台液压支架的放煤时间，在顶煤厚度不发生
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实行记忆放煤，当顶煤厚度发生较
大变化时，只需要安放少量顶煤运移跟踪仪对放煤时
间进行校正即可。
１ ３ 自动化放煤条件下放煤方式
煤层是一种典型的沉积型矿产，与上覆岩层间存
在明显的交界面，即煤岩分界面。 在厚及特厚煤层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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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煤开采中，顶煤将直接顶在矿山压力作用下发生破
碎，煤岩分界面作为放煤过程中顶煤及矸石的分界面
随顶煤的放出而逐渐运移至综放支架放煤口处，如图

６ 所示。

２７

长 ６１５ ｍ，倾斜长为 １７１ ｍ，煤层倾角为 ５° ～ １５°，平均

１０°，煤层厚度 ３ ８ ～ ３０ ６ ｍ，平均厚度为 １６ ５ ｍ，采
高 ２ ５ ｍ，煤层顶底板条件如图 ７ 所示。 ８１０５ 工作面
沿煤层倾向 共 布 置 １０６ 架 ＺＦ７０００ ／ １８ ／ ２８ 型 液 压 支
架，支架宽 １ ５ ｍ， 上下端头各布置 ４ 架 ＺＦＧ７６００ ／

１８ ５ ／ ２９Ｈ 型过渡支架，过渡支架不放煤。

Ｆｉｇ ６

图６

综放支架后方煤岩分界面

Ｔｈｅ ｃｏａｌ－ｒｏｃｋ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ｌｌ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ｃａｖｉ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人工放煤条件下，为了操作简便，现场经常采用
顺序或间隔放煤，在放煤轮数上也尽可能采用单轮放
煤方式。 在这种条件下，放煤过程中煤岩分界面下降
极不均匀，矸石会提前窜入煤流，使放煤工误认为顶
煤已经放净，造成大量的煤炭损失。 即使某些工作面
为尽可能多地回收顶煤，不采取“ 见矸关门” 的准则，
放出部分矸石从而提高顶煤采出率，但仍会使含矸率
偏高，影响原煤质量，增加运输及洗选成本。 而自动
化放煤条件下，放煤不再需要人工，原本程序复杂繁
琐但放出率较高的放煤方式，如多轮放煤，在自动化
放煤条件下可以轻松实现。
在自动化放煤条件下，可以采用多轮顺序放煤，

例如：现场采用 ５ 轮顺序放煤法进行放煤，前 ４ 轮放

煤可以通过时间控制，第 ５ 轮放煤则可以通过基于顶

煤运移跟踪仪的自动化放煤控制系统对放煤口的关
闭进行控制。 通过时间控制时，放煤时间 Ｔ 可以由
式（１） 确定：
Ｍ
Ｔ＝
ＮＬ ／ Δｔ

（１）

顶煤运移跟踪仪距离；Δｔ 为两顶煤运移跟踪仪到达
放煤口的时间差，可以通过现场实测获得。

２ １

８１０５ 工作面综合条件柱状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８１０５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模型设置

为比较自动化放煤条件下不同放煤方式的放煤

式中，Ｍ 为顶煤厚度；Ｎ 为放煤轮数；Ｌ 为高度方向两

２

２ ２

Ｆｉｇ ７

图７

朱仙庄矿 ８１０５ 工作面自动化放煤
工程背景

朱仙庄矿 ８１０５ 工作面位于 １０ 采区 ４ 区段，是淮

北矿业集团首个智能化放顶煤工作面。 工作面走向

效果，以朱仙庄矿 ８１０５ 工作面为研究背景，借助数值

模拟手段分别比较工作面在单轮顺序、单轮间隔及多
轮顺序放煤条件下的煤岩分界面形态及顶煤采出率。
依据朱仙庄矿 ８１０５ 工作面工程地质及生产技术条

件，建立了放顶煤工作面沿倾向 ＰＦＣ２Ｄ 离散元数值
模型，如图 ８ 所示。

模型长 ６０ ｍ，煤岩层总厚度为 ２２ ５ ｍ。 模型中，

散体顶板为厚度 ６ ５ ｍ 的泥岩层，考虑到后部刮板输
送机的抬高作用使实际顶煤垂直移动距离减少以及

顶煤碎胀等情况，散体煤高度设置为 １６ ｍ。 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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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面采用多轮顺序放煤方式时，如采用 ７ 轮顺

序放煤，由于每轮放煤量较少，煤岩分界面在每轮放
煤时都可以均匀且平缓下降，煤岩分界面最终形态也
较为光滑，采空区残煤量相较单轮放煤大大减少，如
图 １０ 所示。

Ｆｉｇ ８

图８

数值计算模型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模型计算量，沿倾向共布置 ４０ 架支架，其中在模型两
端各布置过渡支架 ４ 架，过渡支架不放煤，模型中部
布置放煤支架 ３２ 架，支架放煤口长 １ ５ ｍ，为减少建

模难度，采用等效重力场法设置模型重力场 ［２０］ ，放煤

过程中严格执行“ 见矸关门” 操作，煤岩块体物理力
学参数见表 １。
Ｔａｂｌｅ １
材料

表１

煤岩物理力学参数

Ｐｈｙｓｉｃ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ｒｏｃｋ

密度 ／

（ ｋｇ·ｍ －３ ）

尺寸 ／ ｍ２

法向刚度 ／
ＧＰａ

切向刚度 ／

摩擦

ＧＰａ

因数

顶煤

１ ３６４

０ ００２ ５ ～ ０ ０４

１ ０

１ ０

０ ２

岩石

２ ５７０

０ ０４ ～ ０ １６

４ ０

４ ０

０ ３

图 ９ 为单轮放煤条件下煤岩分界面最终形态。

当工作面采用单轮放煤方式时，由于每次放煤量多，
煤岩分界面在放煤时迅速下降，且极不均匀，尤其是
采用单轮顺序放煤方式，煤岩分界面呈明显“ 锯齿”
状。 同时，采用单轮放煤方式时，放煤过程中邻架矸
石极易窜入旁侧正在流动的煤流当中，造成放煤口提

Ｆｉｇ １０

图 １０

７ 轮顺序放煤条件下煤岩分界面形态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ａｌ－ｒｏｃｋ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ｉｎ ７ ｒｏｕｎｄｓ ｄｒａｗｉｎｇ

由于所建模型尺寸远小于工作面真实尺寸，而端

头区域的顶煤损失量相较于工作面中部过大，因此在
计算顶煤放出率时仅考虑中部放煤区域的顶煤采出
率。 当然，由于所使用的模型是二维模型，得到的顶煤
采出率并不代表真实的顶煤采出率，只是作为一种横

向比较。 单轮间隔放煤条件下顶煤采出率（９６ ０１％）

比单轮顺序放煤（９２ ５９％） 高 ３ ４２％。 当采用多轮顺
序放煤时，顶煤采出率随放煤轮数的增加基本呈增加

趋势 （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轮 分 别 为 ９６ ７％， ９６ ６％，

９６ ７１％，９６ ９９％，９８ ０１％，９７ ７４％，９７ ９７％），其中 ５ ～

前关闭。

６ 轮放煤时顶煤采出率增长最为明显，达到 ９８ ０１％。
相较于单轮放煤，多轮顺序放煤的顶煤采出率可提高

０ ５９％ ～ ２ ００％。

因此，自动化放煤条件下采用多轮顺序放煤方式

可以实现煤岩分界面缓慢均匀下降，且尽可能多地将
顶煤放出，从而实现较高的顶煤采出率，同时避免回
收的顶煤中含有大量矸石。

２ ３

现场实测
为测试基于顶煤运移跟踪仪的自动化放煤技术

的可行性以及顶煤流动速度，在 ８１０５ 工作面不同位

Ｆｉｇ ９

图９

单轮放煤煤岩分界面最终形态

Ｆｉｎ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ａｌ－ｒｏｃｋ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ｉ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ｒｏｕｎｄ ｄｒａｗｉｎｇ

置共施工 ７ 处钻孔，钻孔方向垂直向上，在钻孔不同
深度处各安放 ２ ～ ３ 个顶煤运移跟踪仪，总计安放顶
煤运移跟踪仪 １８ 个。 顶煤运移跟踪仪布置位置如图

１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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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Ｆｉｇ １１

２９

顶煤运移跟踪仪布置位置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ｏｐ ｃｏａｌ ｔｒａｃｋｅｒ

工作面推过顶煤运移跟踪仪布置区域后，共回收

顶煤运移 跟 踪 仪 １６ 个， 顶 煤 运 移 跟 踪 仪 采 出 率 为

０ ５９％ ～ ２％。

（３） 现场测试了基于顶煤运移跟踪仪的自动化

８８ ９％，顶煤运移跟踪仪回收情况及到达放煤口的时

放煤技术的可行性，获得了进行多轮放煤时确定放煤

及式（１） 计算得出顶煤的平均流动速度为 ０ ０３０ ｍ ／

步试验表明，基于顶煤运移跟踪仪的自动化放煤技术

可得每轮放煤时间为 ７７ ８ ｓ。

广前景。

间见表 ２。 根据顶煤运移跟踪仪到达放煤口的时间

ｓ。 按顶煤平均厚度 １４ ｍ 计算，如放煤轮数为 ６ 时，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顶煤运移跟踪仪回收情况及回收时间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ｏｐ ｃｏａｌ ｔｒａｃｋｅｒ

编号

时间

编号

时间

１－１

５ ∶４１ ∶４９

４－２

６ ∶０２ ∶０９

１－２

５ ∶４２ ∶３３

２－１

未回收

２－２

５ ∶４９ ∶３２

２－３

３－１

３－３

５－２

５－３

５ ∶５５ ∶５０

６－２

５ ∶５６ ∶４１

４－１

５－１

５ ∶５０ ∶１５

５ ∶５４ ∶５２

３－２

４－３

６ ∶０１ ∶２４

６－１

７－１
７－２

时间的关键参数顶煤流动速度为 ０ ０３ ｍ ／ ｓ。 现场初

可以有效实现放煤过程的自动化控制，具有较好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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