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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采工作面煤层装备联合虚拟仿真技术构想与实践
煤矿井下随钻测量定向钻进技术与装备现状及展望
智慧煤矿主体架构设计与系统平台建设关键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在煤矿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德国工业 4.0 与中国煤机装备智能制造的发展
智慧煤矿与智能化开采技术的发展方向
智能矿井安全生产大数据集成分析平台及其应用
基于 TOA 压缩感知的矿井分布式目标定位方法
松软突出煤层瓦斯抽采钻孔施工技术及发展趋势
我国煤层气钻井技术及装备现状与展望
煤矿井孔钻进技术及发展
2311m 顺煤层超长定向钻孔高效钻进技术
我国煤矿区钻进技术装备发展与应用
煤矿井下人员精确定位方法
智慧矿山建设架构体系及其关键技术
矿山工程信息物理系统研究及挑战
智能化无人开采系列关键技术之一——综采智能化工作面调斜控制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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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智能化采煤技术现状及待突破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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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ꎬ北京
上海

１０００８３ꎻ２.太重煤机有限公司ꎬ山西 太原

２０００３０ꎻ４.郑州煤机液压电控有限公司ꎬ河南 郑州
６.中国矿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ꎬ江苏 徐州

摘

０３００３２ꎻ３.中煤科工集团上海有限公司ꎬ

５４５０００ꎻ５.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ꎬ宁夏 石嘴山

２２１１１６ꎻ７.北京百正创源科技有限公司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７５３００１ꎻ

要:自实现机械化采矿后ꎬ进一步实现智能化以解放矿工就成为世界采矿界的科研目标ꎮ 在回顾

智能化采煤技术发展历程的基础上ꎬ对我国智能化采煤技术研究与应用现状进行系统回顾分析ꎬ并对
未来待突破的关键技术进行展望ꎮ 首先ꎬ介绍了智能化采矿技术的发展历程ꎬ概述了动力化、自动化、
信息化等发展阶段对采煤工作面的要求ꎬ进而提出了智能化采煤工作面的基本要求ꎻ其次ꎬ从科研计
划研究、国内学术论文发表、相关专利授权以及国内煤矿实践探索等方面ꎬ对我国智能化采煤技术的
创新现状进行分析与总结ꎬ结果显示我国从“ 十一五” 起就开始重视智能化采煤技术的研究ꎬ通过 １０

余年的大力发展ꎬ批准了近 １０ 个与采煤智能化技术有关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ꎬ同时产生一大批
学术论文和授权专利ꎬ这些创新成果形成了薄煤层、中厚煤层、大采高与超大采高、特厚煤层等 ４ 种智

能化采煤基本模式ꎬ并建成了近 ２００ 处不同层次的智能化采煤工作面ꎻ再次ꎬ从采煤机、液压支架、刮

板输送机、带式输送机、巷道集中监控技术等 ５ 个方面ꎬ归纳了在初级智能化采煤工作面上已成熟应

用的 ３５ 项智能控制技术ꎻ最后ꎬ针对复杂条件下的智能化采煤工作面技术难题ꎬ提出了有待进一步研
究突破的精准定位、煤岩识别、智能支护、自主纠偏和智能煤流感控等 ５ 项智能化采煤关键技术ꎬ并给

出相应的技术突破思路ꎮ 通过调研分析ꎬ认为我国现阶段的智能化采煤装备技术总体已达到自主化、
成套化、实用化的国际先进水平ꎬ未来还需进一步提高智采工作面的自主能力和适用范围ꎮ
关键词:智能化采煤工作面ꎻ智能矿山ꎻ智能装备ꎻ智能采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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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ｖｅｌ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ｍｓ ｕｐ ３５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ｍ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ａｌ ｆａｃ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ｈｅａｒｅｒꎬ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ꎬ ｓｃｒａｐｅｒ ｃｏｎｖｅｙｏｒꎬ ｂｅｌｔ ｃｏｎｖｅｙｏｒ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Ｆｉｎａｌｌｙꎬ 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ｆｉｖｅ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ｄｅａｓ ａ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ｃｏａｌ－

ｒｏｃｋ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ａｌ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ꎬ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ｅꎻ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ｉｎｅꎻ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ꎻ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０

引

言

我国煤矿多以井工开采为主ꎬ采煤工作面是井
下煤流的源头ꎬ其智能化技术对煤矿产量、生产效率
与安全水平都至关重要ꎮ ２０ 世纪中叶ꎬ煤炭开采从

机群智能化将是实现智能化采煤技术的关键基础ꎮ
笔者将在介绍智能化采煤技术发展历程的基础
上ꎬ从国家科研计划研究、国内学术论文发表、发明

专利授权以及煤矿实践探索这 ４ 个方面ꎬ回顾分析

我国的智能化采煤技术创新研究现状ꎬ总结我国智

机械化起步ꎬ经历了自动化、信息化与数字化的发展

采工作面技术体系ꎬ归纳现有智采工作面的成套技

历程ꎮ 自从实现机械化采矿之后ꎬ进一步实现智能

术ꎬ提出未来几年需要突破的智采工作面关键技术ꎮ

化来解放矿工就成为世界采矿界的不懈追求ꎮ 无论

１

是借助计算机发展构建自动化采矿技术ꎬ还是利用
信息技术发展数字化采矿ꎬ以及近年来基于互联网
技术建设矿山物联网ꎬ都为智能化采矿奠定了发展

基础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

发布的« 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 (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年) » ꎬ明确了能源技术创新的 １５ 个重点任务ꎬ其中
重要任务就是要“ 实现煤炭无害化开采技术创新ꎬ

２０３０ 年实现智能化开采ꎬ重点煤矿区基本实现工作
面无人化ꎬ 全国煤矿采煤机械化 程 度 达 到 ９５％ 以

上” ꎮ 目前ꎬ通过 １０ 多年的大力发展ꎬ我国已进入
煤矿初级智能化阶段ꎮ

智能化采煤工作面ꎬ简称为智采工作面ꎬ它是一

智能化采煤技术发展历程

智采工作面在机械化、数字化、自动化、信息化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ꎬ发展历程如图 １ 所示ꎮ 在蒸汽

机时代ꎬ只产生了蒸汽机驱动的提升机、排水泵和井
下轨道运输车ꎻ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普采机组诞生之

后才有了流程式采煤技术ꎬ要靠矿工观察工作面状
态ꎬ手动控制设备运行ꎻ进入 ２１ 世纪初ꎬ综采设备能
够单参数( 如采煤机速度、调高、液压支架移动) 自
动控制ꎬ实现机械化减人、自动化换人ꎻ至 ２０１０ 年左
右ꎬ综采设备具有多参数 ( 位 置、 压 力、 速 度、 功 率

等) 综合优化控制ꎬ实现信息化替人ꎮ 预计 ２０２５ 年

左右将实现以高级自动化为支撑的初级智能化采煤

个在不同程度上可以不需要人工干预而独立完成采

作业ꎬ２０３５ 年左右实现半自主控制的中级智能化采

煤作业的生产系统ꎬ具有自主感知、自主决策、自主

煤作业ꎬ基本跨入智采工作面无人化作业阶段ꎮ

控制、自主协同、自主交互等智能要素ꎮ 智采工作面

自动化开采改变了人工手动操作的采矿设备ꎬ

的作业流程涵盖了煤炭割采、岩层支护、煤流运输、

产生了程序化控制的自动采矿机器ꎻ数字化开采使

安全监控、生产管理等生产环节ꎬ依靠采煤机、液压

采矿物理空间转换到信息网络的虚拟空间ꎬ使智能

支架( 含乳化液泵站) 、 刮 板 输 送 机、 转 载 机、 破 碎

化元素参与提高采矿信息处理能力ꎻ信息化开采建

机、带式输送机等装备共同完成开采作业ꎮ 因此ꎬ大

设矿山物联网、服务网、数据网ꎬ促进庞大采矿装备

力发展采煤工作面的“ 五机一架” 的单机智能化和

实现信息集成ꎻ智能化将通过传感器和人工智能等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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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实现采矿智能感知、决策和运行ꎮ 因此ꎬ智能化

统ꎮ 智采工作面不仅要求单体采运设备具有高级自

采煤要以数字化为基础ꎬ以信息化为带动ꎬ通过建立

动化ꎬ而且要求工作面内形成人机环物联网ꎬ使地质

信息物理系统( ＣＰＳ) ꎬ对采运设备进行智能升级ꎬ使

信息、煤层割采、煤流运输、安全保障、设备状态等信

其能够自主地根据实时开采信息进行分析、判断、优

息实现互通互联互控ꎬ最终能够达到智能采运作业

化、决策、驱动ꎬ构成一个具有自律分散型的采煤系

的要求ꎮ

Ｆｉｇ.１

２

图１

采煤工作面技术发展阶段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ｗｏｒｋｆａｃｅ

我国智能化采煤技术创新现状
我国智能化采煤技术发展速度迅猛ꎬ其主要原

因为国家科研计划研究的大力支持ꎬ在此背景下ꎬ产
生了大量的相关学术论文、授权的专利ꎬ并依据以上
理论研究建成了一大批智能化采煤工作面ꎮ
２.１

国家科研计划研究情况

础理论研究” ꎮ

２.２

国内学术论文发表情况

以“ 煤矿智能化” 为主题ꎬ笔者在中国知网检索

到 １７５ 篇公开发表论文( 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底) ꎬ论文数

量的年度变化趋势如图 ２ 所示ꎬ最早的 ２ 篇论文分

别是 １９９８ 年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太原分院柯进的智
能化双速电磁启动器研究、１９９９ 年中国矿业大学刘

我国从“ 十一五” 就开始重视智能化采煤技术

富强的煤矿智能化调度室多媒体研究ꎮ 从 ２１ 世纪

井下采掘装备遥控关键技术” 研究ꎻ２０１１ 年获批国

的论文数量呈现翻倍增长ꎬ２０１７ 年有 １６ 篇ꎬ２０１８ 年

研究ꎬ２００８ 年获批国家“ ８６３ 计划” 重点项目“ 煤矿
家“ 十二五” 智能制造装备发展专项ꎬ设立 ３ 个煤炭
智能化综采项目、“ 煤炭综采成套装备及智能控制

系统的研究与实施” 、“ 煤炭综采成套装备智能系统

开发与示范应用” 、“ 煤炭综采成套装备智能系统” ꎻ

２０１２ 年获批国家“８６３ 计划” 项目“ 数字矿山建设关

初到 ２０１６ 年ꎬ煤矿智能化论文每年不足 １０ 篇ꎬ之后

有 ３４ 篇ꎬ２０１９ 年有 ６９ 篇ꎮ 可见ꎬ我国煤矿智能化

快速发展起始于 ２０１６ 年ꎬ之后发表的论文数量占检
索论文总数的 ６８％ꎬ那时正值«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战略
规划刚颁布ꎮ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项目ꎻ２０１３ 年获批国家“ ８６３ 计

划” 项 目 “ 煤 炭 智 能 化 掘 采 技 术 与 装 备” 项 目 [１] ꎻ

２０１４ 年获批国家“９７３ 计划” 项目“ 深部危险煤层无
人采掘装备关键基础研究” 获批ꎻ２０１６ 年获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山西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煤矿井下

无人化 综 采 机 组 的 智 能 感 知 与 协 同 控 制 基 础 研
究” 获批ꎻ２０１７ 年ꎬ国 家 重 点 研 发 计 划 项 目 “ 煤 矿
智能开采安全技术与装备研发” 获批ꎻ２０１８ 年获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千 万 吨 级 特 厚 煤 层 智 能

化综放开采关键技术及示范” ꎻ２０１８ 年获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数字 煤 矿 及 智 能 化 开 采 基
３０

图２

Ｆｉｇ.２

国内在煤矿智能化领域发表论文增长趋势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这些发表论文的研究关注点主要分布在综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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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面( 占 ２２％) 、智能化开采( 占 ２１％) 、智能化技术

自动调直也有所研究 [１５－１６] ꎮ

式输送机( 占 ５％) ꎬ其他的开采技术、煤矿井下系统

启动及调速技术研究较为充分ꎬ实现了以运行电流

当前的煤矿智能化侧重于综采智能化( 约占 ８５％) ꎬ

到启动紧链、停机松链、运行适度张紧的智能控制水

(占 １６％) 、采煤机( 占 １３％) 、液压支架( 占 ８％) 、带
和煤矿智能化各约占 ５％ꎬ如图 ３ 所示ꎮ 由此可见ꎬ
其中有 ４３％ 的 创 新 工 作 面 向 采 煤 工 作 面 智 能 化ꎬ

４２％的创新工作围绕采煤装备智能化ꎬ由此可见采
煤智能化关键点在于开采工艺智能化和采煤装备智
能化ꎮ

在综采运输机组智能化方面ꎬ刮板输送机智能

为主的调速控制方法 [１７] ꎬ刮板链自动紧链技术已达

平 [１８] ꎬ重型直角转弯刮板输送机研发取得突破性进

展 [１９] ꎬ自主研发出利用摩擦自硬化的中锰钢耐磨材

料ꎬ在现场应用后显著降低了刮板输送机和转载机
中部槽的磨损率 [２０] ꎻ带式输送机的智能软启动技术

研究集中于调速型液力偶合器、ＣＳＴ 可控启动装置

和变频调速控制系统ꎬ近年在永磁电机变频直驱技
术上取得了很好效果 [２１] ꎻ长运距大运量输送带的自

动张紧技术从液压张紧绞车起步 [２２] ꎬ目前发展到永
磁电机驱动张紧绞车 [２３] ꎬ研发出基于激光扫描图像

识别的输送带纵向撕裂监测技术ꎬ能实时准确地识
别报警输送带的纵向撕裂 [２４] ꎻ输送带巡检机器人研
发进展很快ꎬ已有多种实用化机型 [２５－２６] ꎮ

在基础研究方面ꎬ采煤机自动调高的煤岩界面

识别研究新进展主要有截割滚筒转矩识别方法、局
部约束自学习的图像识别方法、截齿温升热成像识
图３

Ｆｉｇ.３

别方法、太赫兹时域光谱识别原理、高光谱识别原

煤矿智能化论文按研究主题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ｐａｐｅｒｓ

在这些发表论文中ꎬ王国法院士领衔团队发表
了系统的、具有引领性的系列论文ꎬ阐述了煤矿智能
化的定义和总体要求ꎬ提出了我国煤矿智能化建设
原则和阶段目标ꎬ给出了薄及中厚煤层智能化无人
开采模式、大采高工作面智能耦合人工协同高效开

理 [２７－３１] ꎮ 自动调高策略的新进展主要有基于模糊
理论的采煤机自适应截割控制、基于 ＩＭＣ － ＰＩＤ 控制
器的调高控制、基于变速趋近律的调高滑模控制、突
变工况下的调速控制策略 [３２－３５] ꎮ 液压支架控制策

略的新 进 展 主 要 是 建 立 支 架 与 围 岩 耦 合 刚 度 模
型 [３６－３７] ꎬ液压支架机 － 液耦合刚度模型 [３８－３９] ꎬ提出
了液压支架机器人自适应控制系统 [４０] ꎮ 综采工作

面运输在动力学理论上取得新进展ꎬ例如ꎬ刮板输送

采模式、综放工作面智能化操控与人工干预辅助放
煤模式、复杂条件机械化 ＋ 智能化开采模式等 ４ 种

机启动及制动动力学特性仿真 [４１] 、链传动系统动力

组与围岩耦合自适应控制、工作面直线度智能控制、

真 [４４] ꎬ带式输送机动态特性分析 [４５] 、带式输送机非

开采模式ꎬ预测了采煤机智能调高控制、液压支架群
基于系统多信息融合的协同控制、超前支护及辅助

作业智能化控制等 ５ 项关键技术 [２－５] ꎮ

在采煤机和液压支架智能化方面ꎬ文献[６ － ９]

介绍了采煤机自动化技术发展历程ꎬ其中的机载电
控系统、远程监测、机身传感、机载视频、巷道通信、

学建模与 仿 真 [４２－４３] 、 传 动 链 张 力 自 动 控 制 系 统 仿
均布载荷启制动动态特性仿真 [４６] 、平面转弯带式输

送机动态特性仿真 [４７] 、带式输送机拉紧装置启动过
程动态仿真 [４８] ꎮ

２.３

国内相关专利授权情况

笔者在 ＳｏｏＰＡＴ 专利数据库对智能采煤装备的

智能记忆截割、互联网服务等新技术取得进展ꎬ代表

授权专利情况进行了检索分析ꎬ如果仅以“ 智能” 主

了当前我国采煤机智能化技术先进水平ꎻ液压支架

题查询ꎬ可检出的专利数很少ꎬ不能全面反映自动化

的电液控制技术逐渐成熟化并在煤矿现场广泛采

技术对智能采煤装备的贡献ꎮ 以“ 自动” 或“ 智能

用

[１ꎬ１０]

ꎻ跟机自动控制技术取得实用化进展ꎬ成为采

煤机与液压支架自动协作的必选功能

[１１－１２]

ꎻ巷道集

中监控技术对少人化综采工作面建设具有里程碑意

义ꎬ它既能实现液压支架远程监控ꎬ还能融合监控采
运装备运行状态

[１３－１４]

ꎻ此外ꎬ液压支架自动调斜和

” 为主题ꎬ检索到采运支装备自动化、智能化的授
权专利近 ４００ 件ꎬ其中的采煤机授权专利 ２５１ 项ꎬ来

自 ９９ 个申请单位ꎻ检索的液压支架授权专利 ９１ 件ꎬ
来自 ５７ 个申请单位ꎻ检索的刮板输送机授权专利

３２ 件ꎬ来自 ２４ 个申请单位ꎻ检索的转载机授权专利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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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ꎬ来自 ２７ 个申请单位ꎻ检索的带式输送机授权专

工作面无人操作的全自动化开采模式ꎻ黄陵一号煤

按授权专利的申请时间排列的变化趋势如图 ４

的智能化开采ꎬ成为全国推进煤矿智能化开采的工

利 ４０ 件ꎬ来自 ３６ 个申请单位ꎮ

矿在 ２ 号煤层实现了常态化“ 有人巡视、无人值守”

所示ꎮ 由图可见ꎬ智能化采煤机的授权发明数量最

程示范ꎻ阳煤集团在登茂通煤矿实现了巷道集中控

板机、转载机、输送带) 专利( ９７ 件) 齐头并进ꎬ这说

煤层实现了工人在井下巷道监控中心对工作面设备

多(２５１ 件) ꎬ液压支架专利(９１ 件) 与运输系统( 刮

明智能采煤机在智能化采煤工作面具有龙头地位ꎮ
从授权发明数量变化趋势看ꎬ采运支装备自动化、智

能化发展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增速ꎬ其中液压支架增速最
快ꎬ紧随其后是采煤机、带式输送机ꎬ刮板输送机和

转载机增速较为平缓ꎮ 总体上看ꎬ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进
入综采装备自动化、智能化专利踊跃期ꎬ这个时期的
工作面 采 运 支 装 备 自 主 创 新 有 力 推 动 了 后 来 的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 智能化采煤工作面建设高潮ꎮ

制、工作面无人操作的智能开采ꎻ滨湖煤矿在 １６ 号
的操作ꎬ工作面由原来的 ２ 名采煤机司机、６ 名支架

工ꎬ减少至 ２ 名巡视人员ꎻ陕煤集团张家峁煤矿实现
了生产能力达到 ２００ 万 ｔ / ａ 的坚硬薄煤层智能化综
采工程示范 [３] ꎮ

在中厚 煤 层 智 能 化 开 采 方 面ꎬ 转 龙 湾 煤 矿 在

２３３０３ 工作面煤层将惯导技术与采煤机截割工艺有
效融合ꎬ实现了对采煤机截割轨迹、位姿的有效监

测ꎬ采煤机的自动截割、刮板输送机的自动调直控

制ꎬ工作面作业人员由 ９ 人减至 ４ 人ꎬ最高月产 ９０

万 ｔꎻ锦界煤矿在一盘区 １１４ 工作面采用井上调度

室、井下远程监控台、机头遥控控制室的三级控制ꎬ
实现了中厚煤层的常态化智能开采ꎬ工作面正常生
产仅需要 ７ 人 [３] ꎮ

在大采高和超大采高智能化开采方面ꎬ黄陵二

号煤矿在 ４１６ 工作面实现了对软弱底板条件下液压
支架的智能移架控制、基于瓦斯浓度的采煤机联动
图４

Ｆｉｇ.４

２.４

国内在智能采煤装备方面的专利授权变化态势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国内煤矿实践探索情况

目前ꎬ我国已建成近 ２００ 处不同层次的智能化

采煤工作面ꎮ 黄陵矿业集团公司创新实施“ 可视化
远程干预型” 智能化开采技术路径ꎬ体现为液压支
架全工作面跟机自动化、采煤机全工作面记忆截割、
工作面视频监控、综采自动化集中控制、智能化集成
供液控制、超前支护自动控制 ６ 项关键技术ꎬ单班作
业人数由原来的 ２０ 人减至 ７ ~ ９ 人ꎬ成为我国智能

控制ꎬ工作面单班作业人员由 ２１ 人减少至 ９ 人ꎬ生
产能力达到 ６００ 万 ｔ / ａꎻ红柳林煤矿在 ５ － ２ 号煤层采

用超大采高工作面自动化控制系统ꎬ在世界上首次
实现了 ７ ｍ 超大采高开采ꎬ生产能力达到 １ ２００ 万
ｔ / ａꎻ金鸡滩煤矿在 １０８ 工作面采用自组织协同控制

方法ꎬ实现了超大采高工作面重型设备的协同高效
推进ꎬ工作面作业人员数量大幅降低ꎬ顶板、煤壁得
到了有效控制ꎬ月产 １５０ 万 ｔ [３] ꎮ

在特厚煤层智能化综采放顶煤开采方面ꎬ大同

煤矿集团塔山在开采 ３ ~ ５ 号煤层时ꎬ实现了采煤机

的智能记忆截割ꎬ采用基于振动感知的煤矸识别装

化工作面建设的示范基地 [４９－５０] ꎮ 自 ２０１０ 年起ꎬ我

置ꎬ实现放顶煤工作面的自动放煤控制ꎻ金鸡滩矿在
２ － ２ 上煤层的 ７ ｍ 超大采高综放开采时ꎬ实现了支

成了世界首个 ７.０、８.２ 和 ８.８ ｍ 超大采高的智能综

备的智能 判 断、 主 动 适 应 和 固 定 调 速 区 间 的 智 能

国先后在补连塔煤矿、金鸡滩煤矿、上湾煤矿相继建
采工作面ꎬ采运装备从进口与国产设备配套变为全

部国产化配套ꎬ７.０ 和 ８.８ ｍ 液压支架是郑州煤矿机

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制ꎬ８.２ ｍ 液压支架是天地

架降 －移 －升过程中姿态的自适应调整ꎬ刮板输送设

调速 [３] ꎮ

３

我国智采工作面技术体系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采研究院设计、兖矿集团东华

基于我国煤矿采煤工作面技术尚处于初级智能

矿机公司制造ꎮ 自此ꎬ我国智能化采煤装备自主创

化水平的判断ꎬ笔者对智采工作面技术体系进行梳

新能力快速进步

[５１－５４]

ꎮ

在薄煤层智能化开采方面ꎬ峰峰集团在薛村矿

３ 号煤层形成了在巷道进行集中控制( 有人值守) ꎬ
３２

理ꎬ将其分解到采煤机、液压支架、刮板输送机( 含

转载机、破碎机) 、带式输送机等 ４ 个装备系统智能

化技术ꎮ 笔者对智能化采煤技术成熟度的判断来自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www.chinacaj.net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葛世荣等:我国智能化采煤技术现状及待突破关键技术

２ 个角度ꎬ一是设备制造商将其可用技术已在产品
使用说明书明示ꎬ二是煤矿企业人员发表可用技术
的应用效果论文ꎮ
通过查阅发表论文及相关装备使用说明书ꎬ笔

者归集出 ３５ 项初级智采工作面的可用技术ꎬ包括采

３.１

采煤机智能化技术

Ｆｉｇ.５

图５

煤机 ６ 项技术、液压支架 ９ 项技术、煤流运输机组

１８ 项技术( 装载机、转载机、破碎机共 １１ 项ꎬ带式输
送机 ７ 项) 和巷道集中控制系统 ２ 项技术ꎬ如图 ５
所示ꎮ

当前的初级智采工作面技术体系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ｗｏｒｋｆａｃｅ

采煤机是采煤工作面的核心设备ꎬ它在工作面

清晰度摄像头ꎬ并有 ＬＥＤ 灯辅助照明ꎮ 通过采煤机

专用视频监控技术ꎬ可在巷道计算机或其他网络终

主导智能采煤过程ꎮ 目前的采煤机智能化技术已通
过智能感知和人工远程实时干预ꎬ实现“ 初级智能 ＋

端上实时监测工作面状态ꎬ并具有远程在线操控采

１) 姿态感知ꎮ 滚筒截割高度感知是通过旋转

为 ＦＳＫ 载波通信ꎬ通过主电缆控制线的频分复用ꎬ

机身的摆动角度ꎬ推算实时截割高度ꎻ位置检测与牵

ｍｓꎬ延时 抖 动 小 于 １ ｍｓꎬ 且 支 持 ＥＩＰ、 工 业 以 太 网

远程干预” 运行ꎬ其主要智能化功能体现为

[６]

:

角度传感器的精密伺服旋转电位器测量摇臂相对于

引速度感知是通过旋转编码器检测牵引行走轮的转
动圈数与角度ꎬ定时采样计算出机器牵引行走的距

煤机功能ꎮ

３) 交互通信ꎮ 采煤机至巷道的通信标准配置

稳定传输距离可达 ５００ ｍ 以上ꎬ指令传输延迟约 １０
ＴＣＰ / ＩＰ、ＣＡＮ 通信协议ꎬ支持工作面 ４Ｇ 通信功能ꎮ

４) 记忆截割ꎮ 采煤机智能记忆截割系统由截

离与速度ꎻ机身倾角感知是通过二维倾斜传感器直

割控制模块、自动截割软件包、传感检测模块组成ꎬ

接检测到机身倾角状态ꎬ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

采用自由曲线记忆截割方式ꎬ带端头工艺支持ꎬ满足

海分公司传感器布置如图 ６ 所示ꎮ

复杂的截割条件ꎬ可按照实际学习的采煤工艺ꎬ实现
两端头复杂的斜切、割三角煤、扫底等自动截割运
行ꎮ 自动运行的采煤机在 ３００ ｍ 工作面上ꎬ行走位

置 控 制 精 度 为 ± ５ ｃｍꎬ 滚 筒 截 割 高 度 误 差 小

于±４ ｃｍꎮ
图６

Ｆｉｇ.６

采煤机主要传感器布置示意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ｍａｉｎ ｓｅｎｓｏｒｓ ｏｆ ｓｈｅａｒｅｒ

２) 视频监控ꎮ 采煤机安装了机载超低照度高

５) 自主定位ꎮ 采煤机精准定位是实现割煤滚

筒自动调高、刮板输送机自动调直、截割滚筒自适应

调速的重要基础ꎬ近几年的惯导定位方法在采煤机
定位技术 上 取 得 新 突 破ꎬ 相 关 研 发 和 应 用 十 分 活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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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 [５５－ ５６] ꎮ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第

灵新等煤矿和陕西能源凉水井煤矿的采煤机上安装

ＬＡＳＣ 定位技术ꎬ在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转龙湾

调直ꎬ在转龙湾煤矿试验达到了 ３００ ｍ 长工作面的

二代 ＤＳＰ 电控系统如图 ７ 所示ꎬ 它嵌入澳大利亚

煤矿ꎬ神华宁夏煤业麦垛山、金家渠、金凤、羊场湾、

Ｆｉｇ.７

图７

运行ꎬ可实时监测采煤机三维姿态ꎬ实现工作面自动
定位测量误差<１０ ｃｍ [６] ꎮ

智能采煤机 ＤＳＰ 电控系统结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ＳＰ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ｈｅａｒｅｒ

６) 割岩识别ꎮ 采煤机在割煤过程中如果触及

岩层顶底板ꎬ须及时进行适当的截割高度调整ꎬ以避
免机器受到过载破坏及过多采出矸石ꎮ 煤岩识别分
为截割前、截割中、截割后 ３ 种模式ꎬ目前的截割前

电液控制技术由邻架先导控制技术、成组控制技术、
端头集 中 控 制 技 术 和 巷 道 计 算 机 集 中 控 制 技 术
组成 [５８] ꎮ

识别采用地质探测方法ꎬ截割中识别采用振动频谱
法、电流检测法ꎬ截割后识别采用红外测温法、表面
图像法ꎮ 其中ꎬ国外采用红外测温法ꎬ国内采用摇臂
振动、驱动电流和截割噪声的融合识别方法ꎬ再用神
经网络 识 别 模 型 可 较 准 确 地 辨 识 煤 岩 截 割 状 态
变化 [５７] ꎮ

３.２

液压支架智能控制技术

液压支架是采煤工作面支撑顶板、保护安全作
业空间的“ 顶梁柱” 设备ꎬ在工作面布置排列有数百
架液压支架ꎬ目前液压支架已能够跟随采煤机实现
自动推进和支护动作ꎬ其主要智能化功能体现为:

１) 自动移架ꎮ 为了实现自动移架的功能ꎬ液压

支架电液控制系统已由通过电液阀的人工控制方式
升级为计算机程序控制系统ꎮ
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统通过电液阀的人工控制
变为计算机程序控制ꎬ郑州煤机液压电控有限公司
的液压支架传感器布置如图 ８ 所示

[１４]

ꎬ它们将液压

支架位姿状态信号传输给计算机ꎬ再由电液阀控制

液压支架实现自动移架、自动推移输送机、自动放
煤、自动喷雾的成组或单架控制的功能ꎮ 液压支架
３４

Ｆｉｇ.８

图８

液压支架布置的传感器

Ｓｅｎｓｏｒ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２) 自动跟机ꎮ 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可以跟随

采煤机的截割位置完成自动移架、自动推移刮板输

送机、自动喷雾、三机联动等成组或单架控制功能ꎮ
当工作面地质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ꎬ通过远程监控
中心对液压支架进行人工干预ꎬ以保持液压支架自
动化操作 [４９] ꎮ
３) 自适护帮ꎮ 遇到工作面煤壁片帮、顶底板松
软情况时ꎬ自动跟机会出现护帮支护效果不佳、支架
抬底动作不利索ꎬ造成移架结束后架前堆煤、扭架现
象ꎮ 为此ꎬ大采高工作面支架一级护帮铰接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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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自测矿压ꎮ 液压支架立柱油缸工作阻力和

压力传感器和行程传感器ꎬ自动移架增设自适应控

制功能:移架开始→ 抬底开始 → 抬底到达 → 移架到

伸缩量直接反映承压顶板压力和下沉量ꎬ通过实时

位设置多个循环ꎬ形成“ 多步移架” 控制ꎻ在护帮支

监测液压支架立柱压力及位移变化ꎬ可以为顶板管

护时ꎬ二级护帮板与一级护帮板差动伸出支护煤壁ꎻ

理、压力预警、事故预防提供数据ꎮ 综采支架压力及

支护复位时ꎬ一级护帮板与二级护帮板差动收回ꎬ从

位移监测系统由监测单元、巷道监测站和地面监测

而避免联动控制的二级护帮板插入煤壁

[１１]

ꎮ

４) 自动调斜ꎮ 在煤层顶底板倾角较大的工作

中心组成ꎮ 监测单元安装在支架上面ꎬ对液压支架
压力和位移数据进行就地处理、显示和故障报警ꎻ巷

面ꎬ容易造成液压支架倾斜、错位、挤咬甚至倒架事

道监测站接收各个单元的传输数据ꎬ集中显示ꎻ地面

故ꎮ 智能调斜液压支架上装有倾角传感器来在线感

监测中心读取监测站的上传数据ꎬ监视、存储、分析

知倾斜参数ꎬ在支架底座上的设有调斜液压千斤顶ꎬ
当液压支架出现过山或退山时ꎬ自动升起支架底座

倾倒侧 ２ 个调斜千斤顶ꎬ同时适当配合降架操作ꎬ最
后将支架调整到迎山接顶状态 [１５] ꎮ

５) 自动调直ꎮ 由于液压支架推移行程的累计

误差ꎬ割采 ３ 个循环就会导致煤壁平直度产生弯曲ꎬ

矿压状态并生成报表 [６０] ꎮ

８) 自动补压ꎮ 支架在正常支撑的情况下ꎬ因顶

板松动等原因导致立柱下腔压力低于设定值时ꎬ电

控系统 自 动 发 送 升 柱 指 令 将 立 柱 压 力 补 充 至 初
撑力ꎮ

９) 巷道集控ꎮ 在工作面巷道构建液压支架集

必须停机调整支架位置来校正直线度ꎮ 目前ꎬ液压

中控制中心ꎬ它将远程控制、以太网、通信、液压等技

支架调直主要采用采煤机惯导定位、激光雷达扫描、

术融合应用ꎬ形成了液压支架自移动、自调高、自跟

视觉测量等方法测量刮板输送机弯曲度ꎬ配合差值
算法和自身位移反馈完成定量“ 推 － 移” 的液压支架

机、自调斜、自调直、自测压、自补压等智能化功能的
集中监控系统郑州煤机液压电控有限公司提供ꎬ如

排列调直ꎮ 转龙湾煤矿 ２３３０３ 工作面采用国外惯导

图 １０ 所示ꎬ可对工作面液压支架的自动运行状态进

误差<１００ ｍｍꎬ通过支架电液控系统实现自动调直

３.３

测控设备进行液压支架自动调直试验ꎬ直线度测量
误差<３００ ｍｍ

[１６]

ꎮ

６) 智能供液ꎮ 乳化液泵站是液压支架的动力

行远程监控 [１４] ꎮ

刮板输送机组智能化技术

刮板输送机组( 含转载机、破碎机) 是综采工作
面的“ 脊梁” 设备ꎬ承担割采煤炭的装载、转载和输

源ꎬ须满足快速跟随降架、移架、升架控制所需的流

送任务ꎬ同时还作为采煤机行走轨道和支架推移支

量动态变化并维持恒定压力ꎬ以保证液压支架动作

点ꎬ 其主要智能化功能体现为:

时间能跟上采煤机割煤速度ꎮ 智能化工作面供液系

１) 智能启动ꎮ 在智能控制模式下ꎬ刮板输送机

统( 由郑州煤机液压电控有限公司提供) 如图 ９ 所

启动采用分阶段控制方法ꎬ即启动之初采用预张紧

驱动、多级过滤、乳化液自动配比、状态在线监测等

送机底部链条进行预张紧ꎻ在底部链条张紧之后ꎬ机

Ｍｏｄｂｕｓ ＴＣＰ / ＩＰ 或 Ｍｏｄｂｕｓ ＲＴＵ 通信协议ꎬ通过集控

头堆链、跳链ꎬ避免机尾卡链、磨耗槽沿ꎬ并限制刮板

智能供液系统在现场使用之后ꎬ取得了降低顶板事

高速段运行一定时间ꎬ清理滞留在中部槽中的浮煤ꎬ

效果 [５９] ꎮ

载 后ꎬ 根 据 负 载 和 系 统 运 行 状 况 实 现 智 能 自 动

示ꎬ实现了电磁卸载自动控制、泵站智能控制、变频

控制策略ꎬ通过对机头和机尾电机的分别控制ꎬ对输

功能ꎬ 提 供 标 准 的 以 太 网 或 ＲＳ４８５ 接 口ꎬ 采 用

头和机尾的电机才会同时同步启动运行ꎬ以防止机

主机与工作面综合自动化系统进行双向通信 [５４] ꎮ

链的启动载荷冲击ꎮ 当启动完成后ꎬ先在设定的较

故率 ２０％ 以 上ꎬ 降 低 泵 站 事 故 率 ３７％ 以 上 的

之后进入设定的低速过渡运行状态ꎬ刮板输送机带
调速 [６１] ꎮ

２) 智能调速ꎮ 刮板输送机的智能调速策略以

运行电流为主ꎬ煤流量、采煤机位置和方向为辅的

调速方法ꎬ采用多参数混合逻辑的控制方法ꎬ通过
准确的采煤机状态信息、电机的转矩、工作面条件
参数、煤量检测装置数据及转载机、巷道带式输送
机等后级设 备 的 输 送 量ꎬ根 据 优 先 级 及 影 响 度 进
Ｆｉｇ.９

图９

智能化工作面供液系统

行综合分析ꎬ确定刮板输送机实际负载ꎬ采用分级

Ｌｉｑｕｉ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ｗｏｒｋｆａｃｅ

调速控制ꎬ根据负载所在区域选择运行速度ꎬ避免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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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负载波动而频繁调速ꎮ 采用激光扫描器实时监

调节ꎬ使电机的无功功率处于最低ꎬ也降低刮板输送

测刮板输送 机 运 煤 量ꎬ刮 板 输 送 机 根 据 运 量 变 化

机能耗ꎬ减少链轮、刮板链和中部槽等承载部件的滑

实时调整链速ꎬ实现运行速度与运煤量的成正比例

动磨损量ꎮ

Ｆｉｇ.１０

图 １０

液压支架智能化集中监控系统

Ｓｍａｒ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３) 功率协调ꎮ 多电机功率智能协调可使头尾

产生约 １５０ ｍｓ 的异常滞后 [６３] ꎻ②监测变频驱动电

机运行功率失衡ꎬ从而保证在常态时头部电机主要
承担运煤负载ꎬ尾部电机主要承担张紧底链ꎬ在负载

率超过 ７０％ [６４] ꎻ③从刮板链张力传感器直接获得张
紧力突降ꎮ 基于这些断链信息ꎬ监控系统会自动紧

增大时双电机协同拖动负载ꎮ

急闭锁停机ꎬ并发出报警、显示大致的断点位置ꎮ

节启停及不同工况的刮板链张力及张紧状态ꎮ 通过

压支架自动调直技术互为依托ꎬ相辅相成ꎮ 刮板输

感应油缸腔内压力的变化来实时控制其与链条张紧

送机自动调直要借助于液压支架调控ꎬ利用采煤机

力自适应的伸缩量ꎬ实现链条自动的张紧与松链ꎮ

定位数据反演出刮板输送机轨道线形变化ꎬ然后优

设定油缸压力上行、下行临界点压力ꎬ控制阀组使油

化计算调直目标基线ꎬ借助液压支架定量控制推移

缸压力保持在稳定区间ꎬ使链条处于适度张紧状态ꎬ

对刮板输送机轨道纠偏ꎬ从而实现刮板输送机直线

由此实现了启动紧链、停机松链、运行适度张紧的智

度自动调直控制ꎮ 试验结果表明ꎬ这种刮板输送机

驱动电机能够随负载变化而自适分配功率ꎬ避免电

４) 智能紧链ꎮ 采用自动伸缩机尾装置ꎬ随动调

能控制
ꎮ
５) 断链监控ꎮ 工作面刮板输送机的断链掉链
[１８ꎬ６２]

故障占其总故障的 ４５％ 以上ꎬ因此设置在线监控保

护技术ꎬ避免刮板输送机出现断链事故扩大ꎮ 目前ꎬ
较为可行的断链自动监测有 ３ 种方法:①刮板链环

计数监测ꎬ如果发生断链故障ꎬ监测脉冲信号间隔会
３６

动机的电流突降ꎬ断链瞬间的机尾电动机电流下降

６) 自动调直ꎮ 刮板输送机自动调直技术与液

直线度控制方法的误差约为刮板输送机轨形检测误
差与液压支架推移误差的 ６ 倍 [６５] ꎮ
７) 采运协同ꎮ 刮板输送机与采煤机、转载机和

带式输送机之间互联信息接口ꎬ实时进行信息交换ꎬ
以采煤机割煤量为动态流量ꎬ刮板输送机、转载机和
带式输送机则据此实时调整自身运输能力ꎬ或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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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级设备给出调节策略ꎬ从而达到采运系统的各级

的百万吨过煤量的磨损量仅 ０.６ ｍｍꎬ以可磨损厚度

能力最优匹配ꎮ

２５ ｍｍ 估算ꎬ预期过煤量可超 ４ ０００ 万 ｔ [６６] ꎮ

设计融为一体ꎬ刮板转载机的传动装置同时也是刮

的分级破碎机ꎬ目前已有破碎机状态监测系统ꎬ可在

板输送机的机头传动装置ꎬ两者有机结合、同步运

线监测减速器高低速轴承温度、润滑油温ꎬ电动机绕

行ꎬ避免了由于刮板转载机因故障突然停运后引起

组温度、冷却水流量、冷却水压力ꎬ润滑泵压力ꎬ并与

的堆煤故障ꎬ同时省去了刮板输送机的机头传动装

工作面刮板输送机、转载机联锁控制ꎮ 值得借鉴的

置ꎬ优化了刮板输送机与采煤机的配合ꎬ有利于端头

是ꎬ山特维克公司已推出新型智能圆锥破碎机ꎬ实现

８) 直角转弯ꎮ 它将刮板输送机与刮板转载机

支护和顶板管理ꎮ 由于减少一次煤流转载ꎬ可节能

１０％以上

[１９]

ꎮ

９) 自硬化耐磨ꎮ 我国自主研发出利用摩擦自

１０) 破碎自动化ꎮ 巷道破碎机普遍采用双齿辊

破碎机负荷状态联机调节ꎬ可将破碎比提高 ２５％ꎬ
产能提高 ５０％ꎮ

１１) 智能控制系统ꎮ 智能控制系统可实现刮板

硬化的中锰钢耐磨材料ꎬ利用运输煤流的低冲击功

输送设备的工况运行参数监测、链条自动张紧、煤量

使中部槽表面产生马氏体相变、位错和层错复合强

监测、刮板输送机的智能启动和智能调速及常见故

化ꎬ摩擦表面的硬化层厚度可达 １ ｍｍꎬ显微硬度高

达 ５３０ ＨＶꎬ从而使刮板输送机和转载机中部槽磨损

率显著降低

[２０]

ꎮ 该材料用于制造出首套国产 ８ ｍ

大采高刮板输送机中部槽ꎬ分别在金鸡滩煤矿 １０８

工作面和补连塔煤矿 １２５１１ 工作面使用ꎬ现场实测

３.４

带式输送机智能控制技术

Ｆｉｇ.１１

图 １１

障诊断、关键零部件健康状态分析等功能ꎬ保证刮板

输送设备的高效、稳定运行ꎬ监控界面如图 １１ 所示ꎮ
该系统主要由刮板输送机智能调速控制系统、监测

主站、链条自动张紧控制、煤量扫描装置、设备健康
管理系统及各类传感器组成 [１８] ꎮ

刮板输送机智能监控界面

Ｓｍａｒ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ｓｃｒａｐｅｒ ｃｏｎｖｅｙｏｒ

带式输送机衔接工作面运输三机ꎬ将煤炭运至
井下煤仓或地面ꎬ跟随综采工作面推进ꎬ可谓是井下
煤流运输的“ 动脉” 设备ꎬ主要智能化功能体现为:

１) 智能驱动ꎮ 随着带式输送机向大运量、长运

距、智能化、高可靠性发展ꎬ采用软启动控制技术可

降低输送带动张力损伤、冲击打滑和抖带ꎬ提高传动
效率ꎮ 目前ꎬ井下带式输送机软启动控制主要采用

ＣＳＴ 可控启动装置、可控液力耦合器、异步电机 ＋ 变
频器、永磁同步电机 ＋ 变频器等多种方式ꎮ 永磁电
机变频直驱系统省去了减速机ꎬ启动平稳、维护量

少ꎬ传动效率高( 约为 ９５％) ꎬ其综合性能对比如图

１２ 所示ꎬ因而近年成为带式输送机软启动的热门选
择ꎬ在红庆河矿已建成运距 ６ ０００ ｍ、年运量 １ ５００

万 ｔ 的永磁电机变频直驱输送带系统ꎮ

２) 自动张紧ꎮ 大运量、长距离输送带在启停和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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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载荷时会产生黏弹性伸缩大变形ꎬ常规的定载

道带式输送机ꎬ具有自移、调偏的自动化调控功能ꎮ

张紧技术难以满足自动控制的需求ꎮ

转载机机头通过销轴与自移机尾游动小车联接ꎬ当
转载机前移时ꎬ通过 ＰＬＣ 控制游动小车跟随移动 →

活动滑靴抬起→固定滑靴撑地→推移油缸拉动机尾
前移→活动滑靴着地→固定滑靴离地→纠正自移过

程的输送带跑偏等一系列动作ꎬ从而实现自移机尾
自动前移、自动调偏的智能化控制 [６７] ꎮ

输送带既是煤流承载件又是传动件ꎬ其费用约

占带式输送机成本的 ５０％ꎮ 如果发生纵向撕带事

故ꎬ若发现不及时就会导致撕裂扩大进而导致运输
停产ꎬ给矿井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ꎮ 输送带撕裂激
图 １２

Ｆｉｇ.１２

光视觉检测技术利用机器视觉、特种光感摄像机对
永磁电机直驱性能综合对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ｄｒ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ｍａｇｎｅｔ ｍｏｔｏｒ

中国矿业大学最先研发出输送带液压张紧绞

车ꎬ为长运距输送带自动张紧提供了新技术 [２２] ꎬ此

输送带表面的线激光束轮廓线进行在线识别ꎬ如图

１４ 所示ꎬ 该技术可通过激光轮廓线出现的断裂特
征ꎬ实时准确识别输送带的纵向撕裂ꎬ发出报警并控
制带式输送机自动停机 [２４] ꎮ

４) 智能保护ꎮ 智能型带式输送机保护控制装

后国内外开发出电动张紧绞车ꎮ 近期中国矿业大学

置具有打滑、温度、跑偏、烟雾、撕带、输送带张紧等

又成功研发了永磁电机驱动张紧绞车ꎬ带式输送机

传感器ꎬ当检测到故障时ꎬ监控系统进行声光报警ꎬ

驱动与张紧均采用永磁同步电动机ꎬ成功构建智能

并记录故障数据ꎬ严重时将控制带式输送机停车ꎬ从

驱动与智能张紧一体化控制系统ꎬ如图 １３ 所示ꎮ 该

系统能自动解析驱动系统负荷与张紧力变化的关

而及时有效地防止运行事故发生ꎮ

５) 煤流管控ꎮ 巷道带式输送机、大巷带式输送

系ꎬ在张紧控制策略中植入驱动负荷变化的张紧预

机、主斜井带式输送机和原煤上仓带式输送机组成

测控制模块ꎬ使输送带张紧控制智能更强、效率更

一条主煤流系统ꎬ智能化管控将矿井主煤流的带式

高、响应更快 [２３] ꎮ

３) 自移机尾ꎮ 高产高效工作面快速推进时ꎬ要

输送机的智能驱动、自动张紧、集中控制、综合保护
等功能加以整合ꎬ实现管控系统整体的标准化、模块

求可伸缩带式输送机机尾不但能快速移动而且还要

化和智能化ꎬ对主煤流系统的各条带式输送机及其

在不停机条件下移动机尾ꎮ 智能控制的自移机尾是

运行状态参数进行监测和监控ꎬ优化实现整个主煤

一种滑靴式可行走机尾装置ꎬ连接桥式转载机和巷

３８

Ｆｉｇ.１３

流输送系统运行过程的智能化调控 [６８] ꎮ

图 １３ 长运距输送带永磁电机智能驱动与智能张紧一体化系统

Ｓｍａｒｔ ｄｒ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ｍａｒｔ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ｍａｇｎｅｔ ｍｏｔｏｒ ｆｏｒ ｌｏ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ｎｖｅｙｏｒ ｂｅ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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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巡检机器人ꎮ 煤矿井下带式输送机线路长、

系统ꎮ 巡检机器人配载音频传感器、烟雾传感器、红

运行速度快、故障点多ꎬ只依靠人工巡视和监测ꎬ存在

外温度传感器以及图像摄像机ꎬ实时采集带式输送机

用人多、故障漏检、巡检周期长等问题ꎮ 输送带巡检

运行时的声音、烟雾、温度以及视频图像信号ꎬ以无线

机器人可以自动循环监测带式输送机运行状况ꎬ主要

通信的方式传输到监控系统ꎬ对带式输送机运行故障

有吊索驱动和吊轨驱动 ２ 种巡检机器人ꎬ前者类似于

井下架空索道乘人系统ꎬ后者类似于井下单轨吊运输

Ｆｉｇ.１４

３.５

图 １４

及时识别并进行相应的预警和干预控制[２５－２６] ꎮ

基于扫描激光视觉的输送带撕裂监测技术示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ｂｅｌｔ ｔｅａｒｉｎｇ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ｌａｓ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控ꎮ ③地面远程监控可在地面指挥调度中心对工作

巷道集中控制技术

目前的初级智采工作面已可以分 ３ 个层次监控:

面进行管控ꎬ实时掌握工作面装备的运行状态ꎮ

１) 远程可视化监控平台ꎮ 在巷道的远程可视

单机监控、巷道集中监控、地面远程监控ꎮ ①单机监

化监控平台犹如智采工作面的“ 大脑” ꎬ如同飞机、

及信息等系统组成ꎬ通过通信接口实现各系统之间的

的驾驶员ꎬ其对采煤装备进行启停、状态监控ꎬ实现

信号采集、传输及反馈控制ꎻ②巷道集中监控将采煤

采煤工作面无人值守、自动运行ꎮ 在郑州煤机液压

机控制、电液控制、三机协同控制、泵站控制、工作面

电控有限公司智采驾驶舱内设有全自动控制模式和

控主要由采煤机、液压支架、输送机、供液、供电、网络

视频监控等系统有机整合ꎬ对综采设备进行远程监

Ｆｉｇ.１５

图 １５

高铁列车、舰船的驾驶舱ꎬ监控人员就是智采工作面

分系统自动控制模式ꎬ如图 １５ 所示 [１４] ꎮ

智采工作面驾驶舱

Ｃｏｃｋｐｉｔ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ｗｏｒｋｆａｃｅ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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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控制模式通过“ 一键” 启停ꎬ泵站启动 →

系统的物联网ꎮ 其中ꎬ地面监控中心与巷道监控中

机启动→采煤机启动( 上电) → 采煤机记忆割煤程

机上安装一台本安型无线交换机ꎬ液压支架上布置

带式输送机启动→破碎机启动→转载机→刮板输送
序启动→ 液压支架跟随采煤机自动化控制程序启
动ꎬ然后工作面全自动化运行ꎮ

分系统自动控制模式是单独对综采设备进行自
动化控制ꎬ分为液压支架远程控制、采煤机远程控
制、工作面输送机、转载机、破碎机集中自动化控制、
泵站控制ꎬ根据生产需要ꎬ独立启动运行ꎮ

心通过煤矿建设的井下工业以太环网连接ꎬ在采煤
多台本安型无线交换机ꎬ采煤机上的无线交换机和
液压支架上的无线交换机并行通信ꎬ一台交换机同
时与多台交换机通信ꎬ以保证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

可靠性 [５７] ꎮ 目前的综采工作面物联网多以 ＷｉＦｉ 或

Ｚｉｇｂｅｅ 为无线通信方法ꎬ未来 ５Ｇ 技术将用于井下工
作面物联网ꎮ 阳煤集团新元公司进行了 ５Ｇ 在井下

２) 工作面物联网技术ꎮ 井下综采工作面设备

巷道的信号传输性能测试ꎬ其覆盖距离约 ４００ ｍꎬ下

合组网ꎬ使采煤机、液压支架群组、刮板输送机组的

延<２０ ｍｓꎬ可以期待 ５Ｇ 技术将为智采工作面物联

物联网如图 １６ 所示ꎬ它通过无线通信与光纤通信联

运行状态信息互联互通ꎬ形成了包含地面监控中心、

行速率>８００ Ｍｂｉｔ / ｓꎬ上行速率>７０ Ｍｂｉｔ / ｓꎬ端到端时
网提供更快速、更大容量、更可靠的无线通信技术ꎮ

巷道监控中心、工作面工业以太网、工作面设备监控

Ｆｉｇ.１６

４

图 １６

综采工作面设备物联网结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ｏｆ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ｕｌｌ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ｗｏｒｋｆａｃｅ

智能化采煤待突破的关键技术

化工作面的定位方式可有 ３ 个突破方向:一是基于

随着我国煤炭资源的日益减少ꎬ易开采的地质

为未来井 下 定 位 的 新 技 术ꎬ 采 用 到 达 时 间 定 位 法

条件与相对温和的矿山装备运行工况也变得越来越
少ꎮ 因此ꎬ为了克服复杂条件下的智能化采煤工作

面技术难题ꎬ基于前文提到的 ３５ 项已经成熟使用的
智采工作面技术ꎬ又提出了需要突破的智能化采煤
多种关键技术ꎮ
４.１

精准定位技术
智能开采需要精确定位ꎬ它是采煤机的“ 方位

觉” 智能仿生技术难题ꎮ 在没有 ＧＰＳ 信号的狭窄空
间运行ꎬ自主精准定位仍需进一步解决ꎮ 目前的地

下定位技术的性能对比如图 １７ 所示
４０

[６９]

ꎬ井下智能

无线电波定位技术ꎬ超宽带( ＵＷＢ) 精确定位有望成

( ＴＯＦ) 或到达时间差定位法( ＴＤＯＡ) ꎬ现场测试结
果表明 ＵＷＢ 定位距离覆盖范围广ꎬ单个基站可以

覆盖半径达到 ８００ ｍꎬ精度达到 ３０ ｃｍ [７０] ꎻ二是航迹

推算定位技术ꎬ依靠惯导技术、陀螺仪和里程计等方
法实现综合定位ꎬ在煤矿现场的 ３００ ｍ 长的工作面
定位误差小于 １０ ｃｍꎻ三是井下环境特征匹配定位

技术ꎬ借鉴自动驾驶汽车定位技术ꎬ在采煤机上安装
激光雷达ꎬ利用采煤机的惯导装置做出大概位置判
断ꎬ 然 后 用 预 先 制 备 的 高 精 度 地 图 与 激 光 雷 达

ＳＬＡＭ 云点图像与之对比ꎬ放在一个坐标系内配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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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确认采煤机移动位置ꎬ这可能是目前最成熟、准
确度最高的采煤机定位方法ꎮ

图 １７

Ｆｉｇ.１７

４.２

所示的支护系统群组协同控制逻辑 [２] ꎮ

现有定位技术的性能对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ｉｇ.１９

煤岩界面识别技术

这是已经研究了 ５０ 多年的智采化采煤关键感

知技术ꎬ实际上是在割煤过程中ꎬ如何仿生人的“ 视
觉” 、“ 听觉” 、“ 触觉” 而自动识别煤岩界面ꎮ 现有研

究表明ꎬ在割煤过程中ꎬ以激光或高光谱、太赫兹的

机器视觉可以“ 看到” 煤岩分界的波谱变化 [３１] ꎬ以
截齿红外成像可以“ 看到” 截割岩层的温升 [２８] ꎬ从

截割臂振动可以感觉到截割岩层的吃力状态 [７１] ꎮ
因此ꎬ目前的以单参数识别煤岩分界的方法ꎬ都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ꎬ导致准确性不高ꎮ 笔者提出把采煤
机感受的振动触觉、热成像视觉、声波听觉与激光或
高光谱视觉进行“ 四合一” 融合ꎬ形成煤岩界面识别
的新技术ꎬ如图 １８ 所示ꎬ这些单向技术已有原理认

识或试验研究ꎬ未来需要对它们的融合感知模型及
信息处理方法加以深入研究ꎮ

图 １９

围岩支护群组协同控制模型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ｇｒｏｕｐ

需要研究的新技术包括:①支护状态全面自主
感知技术ꎬ除现有的支撑压力感知和支护倾角感知
之外ꎬ还应对工作面仰 / 俯角自动检测、端面顶板完

整性检测、超前压力预报、上部岩层破坏程度探测、
支架后方顶板破断状况检测的关键技术进行研究ꎻ
②支护适应性控制技术ꎬ实现基于工作面多应力场

耦合的智能支护控制ꎬ从而达到围岩支护与采动应
力的动态平衡ꎻ③群组支架的智能控制技术ꎬ目前可
以监测单台支架的支护状态ꎬ但由于工作面压力的
非均匀性ꎬ要实现整个工作面的合理支护ꎬ还须研究
支护应力场与工作面围岩稳定性的关系ꎬ进而提出
合理的自适应围岩支护控制方法ꎮ
４.４

自主纠偏技术
目前ꎬ综采工作面基本实现了直线度与截割高

度的自动纠偏( 调节) ꎬ但对于复杂多变的工作面ꎬ

智采工作面需要至少 １０ 个自主纠偏( 调节) 能力ꎬ

如图 ２０ 所示ꎬ方能实现采煤工作面从“ 自控” 向“ 智

控” 转变ꎬ 还需要研究: ① 割煤推进的自主纠偏技

术ꎬ目前已具有割煤行进中的调速、调高的纠偏控
制ꎬ煤流运输具有调量控制ꎬ但在推进方向的自主纠
偏( 调进) 技术尚不成熟ꎬ至于切割煤层的调转速技
图 １８

Ｆｉｇ.１８

４.３

采煤机“ 四合一” 融合定位方法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 ｆｏｕｒ ｉｎ ｏｎ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ｈｅａｒｅｒ

围岩自适支护技术

围岩支护状态事关智能化采煤的安全性ꎬ虽然
目前对支架动作实现了自动化控制ꎬ但支护状态调
节还主要依靠人工来完成ꎬ无法满足采煤作业智能
高效推进的目标ꎮ 为此ꎬ王国法院士提出实现液压

支架群组与围岩的智能耦合自适应控制ꎬ基于图 １９

术还处于空白ꎻ②围岩支护的自主纠偏技术ꎬ目前的
液压支架已能够自动调进( 推移) ꎬ但对偏斜、偏移

的自主纠偏( 调进、调偏) 尚未取得实质性的技术突
破ꎬ支撑高度的自主纠偏( 调高) 目前没有可应用的
成熟技术ꎮ
４.５

智能煤流运输系统
井下开采的煤炭从工作面运至地面ꎬ构成了井

下煤流运输系统ꎬ未来的智能化煤流系统概念如图

２１ 所示ꎬ与传统运输 系 统 相 比ꎬ 其 改 进 技 术 包 括: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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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采用全永磁电机智能驱动ꎬ构建自感知、自适应、

机智能性和集群智能性ꎻ③构建基于煤流物联网的

自调控的智能煤流运输系统ꎻ②研究转弯刮板输送、

智能监控平台ꎬ改变现有“ 一机一平台” 的信息孤岛

仿生智能破碎、分级破碎运输、机器人分拣矸石、竖

状况ꎬ实现工作面割采煤炭装载、转载、破碎、输送、

井直线驱动提升等新技术ꎬ从而提高煤流系统的单

Ｆｉｇ.２０

图 ２０

结

智采工作面三机主从跟随控制关系

Ｍａｓｔｅｒ－ｓｌａｖｅ ｆｏｌｌｏｗ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ｉｎ ｓｍａｒｔ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Ｆｉｇ.２１

５

运输、提升等 ５ 大煤流环节协同、连续、高效运行ꎮ

图 ２１

智能煤流管控技术架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ａｌ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论

从科研项目、学术论文、发明专利、实践应用等
多个方面对我国智能化采煤技术的创新现状进行了
全面分析ꎬ归纳总结了现阶段我国已发展较为成熟

刮板输送机、带式输送机与巷道集中监控为基本架
构体系的 ３５ 项初级智能化采煤成套技术ꎬ这些技术

支撑 建 成 了 ２００ 余 个 不 同 程 度 的 智 能 化 综 采 工
作面ꎮ

３) 面对未来在更复杂地质条件下的智采工作

的智能化采煤工作面技术ꎬ提出并展望了未来我国
仍需进一步突破的智能化采煤关键技术ꎬ取得的主

面建设需求ꎬ还需进一步研究开发精准定位、煤岩识

要结论如下:
１) 在国家级重大科研计划的支持下ꎬ经过煤炭

关键技术ꎬ进一步提高我国智采工作面的自主能力

行业、高等院校以及相关科研院所近 １０ 多年的理论
研究与现场实践探索ꎬ我国当前的煤矿智能化技术
创新呈现开采装备智能化与开采工艺智能化齐头并
进的良好局面ꎬ整体的采煤智能化技术已处于初级
智能化层次ꎬ形成了薄煤层、中厚煤层、大采高与超
大采高、特厚煤层这 ４ 种智能化采煤的基本模式ꎮ

２) 我国智采工作面技术研发与应用水平整体

处于世界先进水平ꎬ已形成了以采煤机、液压支架、
４２

别、智能支护、自主纠偏和智能煤流感控等 ５ 大核心
和适用范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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