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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短壁开采自动化连续运输系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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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用短壁机械化开采技术提高资源采出率，解决我国煤矿井下煤柱及不规则块段开采、“ 三

下” 压煤开采、露天边帮压煤回收、延长矿井服务年限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连续采煤机
技术装备发展迅速，替代进口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后配套连运系统缺失一直制约矿井产量提升，
亟待开发。 带式输送机具有长距离连续运输、大运量、可靠性高、性价比高的特点，且易于实现自动化
集中控制。 为提升煤矿房柱式开采工艺中连续采煤机后配套运输系统生产能力，基于长距离动态运
输、跟随连续采煤机轨迹自动行驶对实现后配套连续运输的重要性，探讨了汽车列车型式连运系统的
可行性，提出了直接控制汽车列车连运系统循迹行驶的自动控制算法，研究了车辆单元铰接机构和不
同工况转向行驶算法等关键技术难点，测试结果表明应用汽车列车型式的带式连运系统实现自动循
迹行驶能有效解决房柱式开采工艺中实现连续运输的技术难题，实现连续运输系统自动行驶，跟随连
续采煤机轨迹进行精准循迹控制，减少作业人员，提升了行驶灵活性和环境适应能力。
关键词：短壁开采；连续运输；汽车列车；循迹行驶控制算法；带式连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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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力通常达到 ７ 万 ～ ８ 万 ｔ ／ 月以上。 随着采硐深

言

度的延伸，梭车运输往返距离不断增加延伸，限制了

采用连续采煤机短壁机械化开采技术提高资源

连续采煤机开机率和产量提升，采硐越深这种影响

采出率，解决我国煤矿井下煤柱及不规则块段开采、

越显著。 经实际调研，连续采煤机配套梭车的工艺

务年限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短壁成套装备

单个采硐生产循环间因运输距离造成等待约占总时

“ 三下” 压煤开采、露天边帮压煤回收、延长矿井服
主要由美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等国生产，其中以 ＪＯＹ

系统，每个作业循环约 ５ ｍｉｎ，每次运输量约 ２０ ｍ ３ ，
间 ３０％ 以上，采、运能力不匹配是生产组织中急需

公司生产的连续采煤机和梭车为主，我国主要短壁

解决的问题。

连续装备依赖进口。 目前中煤科工集团开发的连续

２

采煤机陆续替代进口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但配

汽车列车运输系统可行性

套连运系统缺失一直制约矿井产量提升，亟待开发。

带式输送机具有长距离连续运输、大运量、性价

连续采煤机机在房柱式开采工艺中的应用大幅

比高的特点，且易于实现自动化集中控制，在采矿过

提高了开采效率，然其后配套通常采用梭车进行运

程中应用广泛。 在巷道纵横交错的运输环境通常安

输，由于运输距离长，２ 台机器之间存在一段时间间

装多部带式输送机，搭接成连续运输系统来提高产

隔，限制了连续采煤机开机率，采硐越深影响越显

量。 如在煤矿井下巷道掘进的过程中通常采用悬臂

著。 实现采矿工作面与主运输送带受料点间连续运

式掘进机配套桥式转载机、固定带式输送机，在巷道

输，无疑可大幅提高生产效率，甚至产量翻番。 传统

转弯处设置多部搭接带式输送机实现连续运输。 然

的连运系统是一系列由具有履带底盘的多个移动单

而在采煤过程中，连续采煤机工作效能远高于巷道

元组成的刮板输送系统，每个运输单元由人工独立
控制，必须通过多名作业人员相互协同操作实现车

掘进机 ［４－５］ ，推进速度快，如果采用同样布置工艺方
式，无疑将需要大量人工用于巷道带式输送机延伸

辆协同前进和转弯，同时由于各单元长度和铰接方

和安装布置，会极大限制连续采煤机效率提升，因此

式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在井下巷道中行驶和转弯性

矿常配套梭车进行运输，随着采硐深度延伸来增加

能，在实际使用中由于人员协同造成的事故常见，系
统复杂，占用人工多等问题制约了该设备在短壁采
煤的广泛应用

［１－３］

。

带式输送机具有长距离连续运输、大运量、可靠

梭车数量缩短作业循环时间 ［６－８］ 。

汽车列车是由牵引车和多辆挂车组成的车组，

地面交通运输常见型式有客车列车、货车列车、铰接
列车及平板列车，应用广泛技术成熟 ［９－１１］ 。 如采用

性高、性价比高的特点，且易于实现自动化集中控

汽车列车方式，将一定数量、相互搭接在一起的输送

制。 带式连续运输系统（ 以下简称带式连运系统）

带运输车辆单元组成长距离运输系统，行驶过程由

的开发结合传统经验，采用汽车列车方式，由一定数

程序协同控制，牵引车跟随连续采煤机同时受料，列

量和功能的运输车辆单元组成长距离运输系统，行

车尾部与主运输送带平行布置，由尾车卸料带式输

高连续运输系统作业效率，消除人为操作不当造成

煤机随动的连续运输系统，大幅提高采矿生产能力，

驶和转弯通过程序协同控制，操作人员 ２ 名，大幅提

送机随时卸料至主运输送带，可形成 １ 套与连续采

设备的损坏。 实现连续运输系统自动行驶，跟随连

结构简单灵活方便，相对梭车往复行驶可节约成本

续采煤机轨迹进行精准循迹控制，各行驶单元转向

提高安全性。

铰接方式能否适应矿井路面条件，进行灵活精准转
向控制等问题是实现长距离动态行驶运输的技术关
键。 如何提高设备自动化程度，减少作业人员，提升
行驶灵活性和环境适应能力，开发设计带式连运行

经实地调研和探讨，汽车列车型式连运系统方

案应用 于 房 柱 式 开 采 工 艺 主 要 有 ５ 个 方 面 设 计
要求。

１） 带式连运系统运输能力和矿料存储能力可

驶控制算法，使其能够在井下巷道中完全自主行驶

替代梭车，其瞬时运输能力应与连续采煤机、主运输

是项目开发研究重点和难点。

送带相匹配，针对连续采煤机瞬时运量大的特点，带

１

式连运受料车料斗容量和运量应同时满足。

房柱式采煤工艺
目前房式开采工艺进行原煤生产，一般采硐布

置深度达 １２０ ｍ，采用连续采煤机配套梭车的方式

进行，经由给料破碎机将原矿运至主输送带系统，生
２１４

２） 根据矿房柱式开采工艺要求，包括巷道设备

布置和工艺尺寸、采硐深度置等，结合带式连运模块
化单元数量对控制系统开发难易程度，合理设计车
辆单元长度和数量，以及允许的配套单元数量，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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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输送带连运系统最大适应长度。

３） 按照煤矿底板和坡道性质，合理设计轮式底

工作面采硐连续运输配套要求，有利于产量翻番，并
为用户节省设备管理和采购经费。

盘驱动型式及布置方式，以适应堆积密度低的尾矿

带式连运机械系统简单，模块化、标准化程度

回填路面的附着系数和允许接地比压，确保行驶和

高。 主要包括耐腐蚀车架、轮式驱动底盘、带式输送

驻车安全可靠。

机、受卸料斗搭接机构、车辆铰接机构等关键零部

４） 带式连运系统可在多弯道自动行驶，控制算

件，其中铰接机构制造精度和工艺，车架整体铆焊和

法易于实现且安全可靠，包括操控维护简单、列车运

表面防腐处理等是其关键技术和要求，但真正技术

行轨迹跑偏量稳定可控等，不能与巷道和其他设备

难点在于行驶控制算法开发。

发生碰撞。

３．１

５） 带式连运各部件和系统应具备在煤矿腐蚀

环境下可靠工作能力和寿命。

结合上述问题，对工艺和现场环境进行分析研
究，确定了带式连运工作状态和功能要求，设计了

车架及铰接机构
带式连运系统各单元车辆通过机械铰接的方式

连接在一起，每辆车都具有行驶驱动，这就要求单元
车间可自由回转，即限制两车之间的 ３ 个方向的平
移，以 ３ 个正交方向为轴自由转动，满足车辆间横

ＬＹＤ８００ 型带式连续运输系统（ 简称为带式连运） 及

摆、俯仰、侧倾以适应不同底板运行工况。 铰接机构

输，即带式连运跟随连续采煤机进入采洞，由系统受

连接，引导轮组在一定转向角范围内以较高精度沿

配套工艺方案，主要满足 ２ 种工况应用：①采矿运

（ 图 ２） 采用圆周滚动轨道方式通过销轴实现车辆间

料车接受连续采煤机采出的矿料，依次转运至卸料

圆周轨道往复转动，灵活适应车辆行驶过程中车身

车，并转运到主输送带。 ②充填作业，即受料车接受

姿态转角的自适应工作，并将车辆间转向角实时反

充填物料后，系统将料转运至采空区，通过卸料车的

馈控制系统参与循迹过程控制。 引导轮和导轨同时

卸料端将充填物料抛洒至指定区域。 经过模拟仿真

承受各个方向的负荷，并要求配合面具有良好的防

和现场测试，带式连运系统结构和控制逻辑不断迭

腐性能，因此精度和材料处理是该零部件设计的关

代优化，基本实现带式连运行驶自主控制。

键，实际运用中圆周铰接机构具有灵活且低噪声的

３

运动特性。

带式连运系统
带式连运系统由 ２０ 辆固定长度具有车辆底盘

的移动带式输送机，通过机械铰接的方式连接在一

起，形成汽车列车的运输系统（ 图 １） 。 １ 号车为受
料车，２０ 号车为卸料车，２—１９ 号车为中间车，每个
车辆单元均配置有行驶、转向、制动功能，布置有角

度倾斜的带式输送机，每部相邻带式输送机受料车、
卸料车分别搭接，实现逐级连续运输；车与车之间通
过机械铰接的方式连接在一起，能够绕垂向、横向和
纵向相对转动，以适应拐弯、爬坡和路面起伏工况；

Ｆｉｇ．２

图２

圆周轨道铰接机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ｒａｉｌ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设备具有遥控操作和本地操作 ２ 种操控方式，由 ２

３．２

足了房柱式开发运输和采硐回填工艺，可实现矿房

的利弊。 若将动力集中设置在受料头车和卸料尾车

名司机分别遥控操作受料车和卸料车。 一台机器满
巷道与主巷转弯工况下前进与倒车行驶，满足开采

行驶系统

行驶系统的设计首先需要讨论集中或分散牵引
上，每部车上设置转向系统，理论驱动功率 ３００ ｋＷ，

配备专用行驶变频器，将存在成本高、体积大、结构
布置困难、质量大、对比压大，在浮矿很厚的底板行

驶，可能会出现附着力不足，行驶打滑、转向阻力大，
操控困难的情况。 如采用分散驱动，每部车自带行
驶和转向动力，将质量分布每部车，针对其浮矿多的
底板，合理匹配行驶动力与轮系对地比压，易于实现
Ｆｉｇ １

图１

带式连运系统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ｂｅｌｔ ｔｙｐ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灵活行驶。
行驶系统由一系列独立配置于单个车辆，采用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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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 ＋ 电机 ＋ 减速机的系统来实现，具有行驶速度控

带上。 每辆车均配置控制箱，受料车和卸料车设置

制、差速控制、转向控制、制动控制功能，随连续采煤

主控制器，在牵引过程中通过切换实现主从控制，中

机自动行驶，确保受料连续可靠。 受料车可实现任

部车辆设置从控制器。 控制箱具有全功能按键操

意方向转动和移动，后续车辆行驶轮系转向通过系

作，急停功能，运行监测和人机交互界面系统，车辆

统程序控制，遵循前一单元车辆轮系行驶轨迹，确保

两侧分别设置拉绳急停。 卸料车配置主配电柜，其

系统所有车辆沿着同一条轨迹实现精准前进、后退、

余车辆配置分配电柜。 主配电柜具有过载、过流保

转弯，满足在规定巷道内安全、有序地运行，随配套

护等过电保护。 头车、卸料车配置遥控系统接收机，

连续采煤机一同工作。

其余车辆预留接收机安装位置，接收机的供电由控

为确保系统每一辆车能够避免碰撞、倾翻等运

制柜预留接口。 具有运行和故障声光报警功能，包

行问题，相邻两车连接机构能够满足车辆左右横摆、

括监测行驶电机过载、过热等故障，输送带驱动过

前后俯仰、侧倾工况与轮系行驶相适应，前后车辆桥

载、输送带跑偏等故障，系统运行防碰撞功能。 声光

中心轴线与车辆铰接中心轴线重合。 根据采场系统
巷道宽度、采洞宽度及运输系统配套位置，确定车辆
预计宽度范围内转弯内径和外径，并对车辆单节长
度进行优化确定。 根据车辆载荷预估行驶系统驱动
电机和减速机工作参数，进行部件选型。 本次设计
的行走驱动系统采用电机、减速器、转向驱动桥的

系统采用 ＬＥＤ 信号灯，分运行、驻车、转场行驶等多
个工作状态人机交互设计。 系统所有元件的防护等

级为 ＩＰ６５。

４

带式连运控制算法
在采硐巷道形成的采区里自动行驶是带式连运

形式。

与连续采煤机实现采、运随动的关键功能，而基于传

３．３

感器数 据 的 循 迹 控 制 策 略 是 实 现 自 动 行 驶 的 关

输送带运输系统
每部车辆的带式输送机是标准模块，启停实行

联锁控制策略，起车时由后往前依次启动，停机时由

前往后依次停止。 初步确定带式输送机带宽 １ ０００

键 ［１０］ ，包括精准定位、列车姿态、循迹 ３ 个方面技术

难点，重点实现“ 在哪” “ 应该在哪” “ 怎么去那里”

的控制逻辑。 由于带式连运自动化的复杂性，在开

ｍｍ，槽角 ２０°，运量 ８００ ｔ ／ ｈ，带速 １．６６ ｍ ／ ｓ，单节输

发控制算法之前必须彻底了解系统运动关系和动态

具有跑偏控制、输送带张紧控制、过载、过热保护等

行了建模，通过模拟构建“ 驱动规则” ，重点是进行

送带长度根据机长设计确定 ７ ｍ。 输送带运输系统
功能。 每辆车输送带的受、卸料端有专门设计的搭
接结构，适 应 车 辆 行 驶 过 程 中 转 角 变 化 以 防 止 漏
撒料。

３．４

操作、控制及安全系统
带式连运自动循迹行驶，需要感知工作环境，实

特性。 带式连运系统在数学模型和轨迹图形方面进
循迹跟随速度控制仿真、轨迹验证和动态规划。

连续运输系统类似蛇形机器人，但其特点是由
司机领航，后续车辆程序控制自动行驶，因此决定了
控制算法设计和开发有自身特点 ［１１］ 。 带式连运行
驶分向前行车和向后退车 ２ 种状态，有 ２ 名司机分

现列车自动导引运行的决策和自主执行，消除作业

别操控头车（ 受料车） 和尾车（ 卸料车） 进行主、从协

者人为干扰产生的错误，高度精确控制引导列车自

同操控。 向前行车，头车司机发出行车指令，得到尾

动行驶到所需的工作位置。 自动控制系统开发旨在

车司机响应后，操作头车向前或转弯行驶，其他车辆

实现自主行驶，开发一套控制硬件和软件，测试这些

由程序控制进行循迹行驶；向后退车，尾车司机发出

系统并达到一定实用性和可靠性。 带式连运行驶过

行车指令，得到头车司机响应后，控制尾车退车或转

程中由司机进行位置引导，跟随连续采煤机或是沿

向行驶，其他车辆由程序控制进行循迹行驶。

着主输送带倒车专场，各单元车辆通过安装的传感

对于由 ２０ 个单元组成的复杂运动系统，如果各

器获取数据，这些数据通过传感器接口输入到算法

单元车轮的定位误差具有正态分布，知道其位置随

中，在计算之后，算法的输出通过控制接口发送回系

机偏差与理想位置关系，那么就能实时进行纠正控

统。 重复此循环，直到系统达到其计划目的地。 除

制，以确定各个车辆单元转角和行驶位置误差时的

定位和循迹行驶等主要功能外，还需要传感器用于

精度范围，这是项目基本的控制思路。 因为连运系

安全和预警功能。

统自身结构和工作环境的复杂性，项目研究的主要

该系统采用遥控操作，由牵引车司机操作受料

重点是基于传感器构架，实现带式连运弯道进退循

车与连续采煤机卸料端随动，卸料车转载带式输送

迹精度达到实用程度，没有强调图形与环境的控制

机段，由尾车司机操控，确保矿料准确转运到主输送

技术结合，通过车身转角、转向行程、变频调速和声

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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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探测器等传感器数据进行位置参数估算，开发了

驶。 在理想状态后续车辆将按照导引车行驶速度和

一种基于传感器的动态自主循迹导航架构和数学模

方向顺序动作，后续车辆单元重复前车历史位置时，

型，将巷道两帮及顶底板近似成直线多边形以模拟

具有相同的运动特征，包括速度和转角，系统响应司

环境，来构建简单环境模型

［１２－１３］

。

带式连运行驶控制策略基本原则如下：

１） 控制过程必须准确且易于实现，以便由司机

机操控速度为系统行驶驱动速度，对循迹规划的计
算结果进行迭代，
计算该时刻位置行驶速度。 由于带式连运行驶

引导操作后，带式连运各单元能够识别自身状态，估

并非理想状态，每个单元的车辆行驶中位置和铰接

算其当前行驶位置和方向。

角都会因车辆机械装配间隙和摩擦、元件灵敏程度、

２） 能识别并决定其下一个过程或估算轨迹目

标位置和方向。

３） 具有精确的控制和高可靠性，能够实现循迹

行驶过程。

４） 能满足操作人员高度人机交互。

带式连运控制算法开发遵循上述原则，首先将

路面状态等因素影响而发生改变。 在整个直线轨迹
路径行驶过程中，算法使用的位置数据与车辆单元
铰接转角参数结合来计算偏移量，偏移量可以是正
值、负值或零值，根据偏移量和转角值，相对于巷道
两帮距离，又分成若干不同情况进行调整以保证行
驶直线精度。 该算法在 ２０ 个单元的样机系统进行

传感器数据转换为行驶状态数据， 其次使用数据判

了测试，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定要行驶的轨迹路径，最后接受控制指令数据驱动

４．２

弯道循迹算法
从直线行驶控制策略可以看出，在巷道各项参

各单元顺序沿着这条轨迹行驶。 按照该顺序，将整

个循环控制过程分解为如下 ４ 个阶段：①初始化软

数不变的情况下，具有相对理想的性能。 在弯道行

件和硬件系统；②数据采集和状态识别；③轨迹路径

驶运动关系与链条驱动规律类似会有多边形效应，

规划、验证和调整；④发出控制指令进行行驶驱动。

从而引起行驶过程运动不均匀性，都必须要进行转

轨迹路径规划所涉及的一些参量包括：主巷宽度、采

角和速度的实时调整才能完成实际行驶。 如果行驶

硐宽度、主巷与采硐角度、巷道坡度、底板性质和附
着系数、允许的转弯半径、预期转场效率、带式输送
机搭接受卸料极限角度、通行和防碰撞安全距离等
等一些参数。

在 Ｓ 形路段，一旦引入更多变量，该算法将无法导引

带式连运正常行驶。 针对 Ｓ 形路段行驶，需要开发

相对应的算法。 由于带式连运采用司机进行导引，
其转弯操作将直接影响车辆弯道行驶和转向后列车

带式连运行驶速度控制是基于时间的，在地面

直线特性，列车行驶如何响应人工导引，实现转弯前

测试中，通过手动调节控制速度来了解系统转弯轨

后列车行驶良好状态将是要解决的难题。 针对相对

迹曲线和轨迹跟踪能力，研究行驶速度和转向角以

固定巷道转弯角度和巷道宽度的前提下，通过模拟

及车辆铰接转角等参数匹配关系规律，这些测试结

仿真弯道行驶多车匹配规律，分析转向角度和控制

果决定了带式连运在固定巷道宽度的最大和最小工

范围（ 转弯可行分析） 来规范司机操作。 同时在模

作行驶速度，以及带式连运能够实现的循迹精度。

拟结果优化基础上，依据实时工况的自身位置和目

结合仿真结果反复进行参数匹配优化和调整，来最
终实现循迹控制。 需要说明的是仿真过程是沿着由

标位置 ２ 个参量之间的关系来估算调整转向角，来

控制相应的车辆行驶速度来修正这个角度，当转向

直线和转向圆弧组成的简单理想轨迹来进行计算，

到所需的角度开始直线行驶则相应单元车辆遵循直

而实际中由司机跟随连续采煤机形成的复杂轨迹并

线行驶的算法逻辑，并用该计算速度进行循迹行驶，

不涉及，也没有考虑地面条件，这些复杂问题如何影

算法在循迹整个过程中迭代运行直到停止。

响循迹并确保行驶安全，课题组在控制程序上嵌入

５

人工干预功能，设计了行驶状态、姿态与巷道两帮距
离参数控制调整人机交互界面，通过实际工作环境

系统改进和优化
实现轨迹规划并不能确保在行驶过程中某一时

的试验进行优化和完善。

刻各车辆单元在定位方面不会出错，需要对连运系

４．１

统定性和定量地测试其对算法响应所产生的轨迹偏

直线行驶控制算法
该算法用于带式连运在延巷道直线前进和倒车

移量，否则控制程序将存在可行性问题。 在行驶中

行驶，且巷道宽度基本不变的道路。 该算法首先初

的任何时刻，连运系统定位和执行都会相对控制指

始化系统，然后由司机操控行驶，除由司机进行操作

令对应的理想轨迹存在误差。 那么“ 偏离理想轨迹

的主控车辆单元外其他车辆程序控制进行循迹行

多少” “ 因什么造成” “ 怎么调整” ，这些问题需要不
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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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优化算法和提高系统制造精度。
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模拟和分析机械系统精

［４］

度及其他环境因素所产生的轨迹偏差。 例如由车辆

［５］

因此铰接机构定位误差会影响到车辆行驶，从而在

［６］

论

１） 设计完成了用于房柱式开采，基于长距离动

［７］

系统，项目研究采用的技术路线和控制方法可为矿

［８］

态运输、跟随连续采煤机轨迹自动行驶的连续运输

山其他 智 能 输 送 装 备 控 制 系 统 开 发 提 供 借 鉴 和

郝建生．掘进机纵轴式截割头截割效率的优化设计［ Ｊ］ ．煤炭科

学技术，２００７，３５（２） ：８０－８３．

ｔｅｒ ｏｆ ｒｏａｄｈｅａｄｅｒ［ Ｊ］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３５（ ２） ：

边界和要求后，通过优化和更改制造工艺后，重点提

结

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１０） ：１１６－１１８．

ＨＡＯ Ｊｉａｎｓｈｅ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ａｘｉａｌ ｃｕｔ⁃

循迹精度上出现明显位置误差。 认识到零件设计的
升了铰接精度，提高了结构强度和刚性。

谦． 悬臂式硬岩掘进机在老挝某钾盐矿

的应用［ Ｊ］ ．矿业装备，２０１４（１０） ：１１６－１１８．

ｈａｒｄ ｒｏｃｋ ｒｏａｄｈｅａｄｅｒ ｉｎ ａ ｐｏｔａｓｈ ｍｉｎｅ ｉｎ Ｌａｏｓ［ Ｊ］ ．Ｍｉｎ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

于该零件加工精度和制造工艺造成的运动约束和定
位误差，车辆间姿态转角并不总是标定的那样准确，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３１（１） ：５５－５９．

肖柏林，杨志强，高

ＸＩＡＯ Ｂａｉｌｉｎ，ＹＡＮＧ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ＧＡＯ Ｑｉａ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ｔｉｌｅｖｅｒ

回转铰接机构强度和加工精度造成循迹偏差大，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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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３，６（７） ：１－１９．

梅宇光．水采机矿浆输送浮管的受力分析［ Ｊ］ ． 化工矿物与加
工，２０１３（３） ：３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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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开发了不同工况循迹控制算法，设计了高精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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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提出了汽车列车连运系统循迹行驶控制策

辆单元圆周轨道铰接机构，实现了带式连运行驶自

［９］

３） 地面测试结果表明应用汽车列车型式的带

开采工艺中能跟随连续采煤机转弯进入采硐实现长

［１０］

４） 下一步可在提高转向机械结构精度，探索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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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郝万东，江小军，等．固体钾盐地下开采工艺与设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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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淼，贾文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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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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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连续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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