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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ｇ． ２０２１

特约综述
高有进（１９６３—） ，男，河南辉县人，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 １９９５—２００２ 年任郑州煤矿机械厂副厂长、总工程师，２００２—２０１８ 年任郑州
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现任河南省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与
装备重点实验室主任，河南理工大学智能开采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华
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兼任中国煤炭工业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矿用产品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矿用产品油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煤炭学会常务理事等。
荣获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称号，为国家科技部项目评审专家，国家奖励办专家。
高有进高工主要从事综采工作面智能化技术及成套装备研究工作。 主持研发的高

度为 ３．５、４．０、４．５、５．０、５．５ ｍ 等系列国产化高端液压支架，彻底打破了国外液压支架厂商对我国高端市场的垄断。

主持首创研发的 ６．２、６．３、７．０、７．５、８．０、８．８ ｍ 等系列大采高高端液压支架，奠定了我国在 ６ ｍ 以上超大采高液压支
架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主持研发的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与装备，目前已推广应用近 ２００ 个综采智能化工作面。

主持国家级、省市级重大科技项目 １０ 余项，主持了河南省煤矿智能化建设与验收标准起草、修订工作。 主要

成果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９ 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２ 项，省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４ 项。 获得第一发
明人授权专利 ３６ 项。

高有进，杨

艺，常亚军，等． 综采工作面智能化关键技术现状与展望［ Ｊ］ ． 煤炭科学技术，２０２１，４９（ ８） ：１ －

２２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１９９ ／ ｊ ｃｎｋｉ ｃｓｔ ２０２１ ０８ ００１

ＧＡＯ Ｙｏｕｊｉｎｇ， ＹＡＮＧ Ｙｉ， ＣＨＡＮＧ Ｙａｊｕｎ，ｅｔ 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ｌｌｙ－

移动扫码阅读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ｅ ［ Ｊ ］ ．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１， ４９ （ ８ ） ： １ － ２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１９９ ／

ｊ ｃｎｋｉ ｃｓｔ ２０２１ ０８ ００１

综采工作面智能化关键技术现状与展望
高有进１，２ ，杨 艺１，２，３ ，常亚军１，２ ，张幸福１，２ ，李国威１，２ ，连东辉１，２ ，崔科飞１，２ ，武学艺１，２ ，魏宗杰１，２
（１．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２．郑州煤机液压电控有限公司，河南 郑州

３．河南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河南 焦作

摘

４５４０００）

４５００１３；

要：综采工作面智能化是我国煤炭开采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 综采工作面环境复杂，设备众多，

开采工艺各环节高度耦合，且采煤过程中各设备之间的动作协同性要求较高，这给设备的智能控制带
来了巨大挑战。 为厘清综采工作面智能化的技术现状，发掘技术难题的解决方法，探讨未来的发展方
向，首先从工程应用角度出发，围绕采煤机、液压支架群、供液系统、运输系统等核心设备，综述综采工
作面智能化的发展历史和技术现状，介绍了智能化综采工作面现有的系统架构和关键技术，梳理智能
化建设过程中的技术难点。 其次从控制理论角度出发，重点阐述了采煤机滚筒自适应调高、支架姿态
控制、支架自动跟机、工作面直线度调整、设备协调控制等技术难点所面临的科学问题，从系统建模、
控制算法及优化决策等方面，介绍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技术路径和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 最后，根据
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发展动态，展望了采煤机、液压支架、运输系统的智能化发展方向；结合计算机视
觉、三维激光点云技术、大数据分析、多智能体控制与决策等方向的研究成果，探讨了综采工作面在视
频目标识别与跟踪、关键设备三维姿态感知、透明工作面地质信息获取与建模、设备故障综合诊断、工
作面信息挖掘与智能分析、设备集群智能最优控制等方面的智能化技术。
关键词：综合机械化工作面； 智能化；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
中图分类号：ＴＤ６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２５；责任编辑：赵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３ － ２３３６（２０２１）０８ － ０００１ － ２２

瑞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攻关资助项目（２１２１０２２１０３９０） ；河南省煤矿智能开采技术创新中心支撑资助项目（２０２１ＹＤ０１）

作者简介：高有进（１９６３—） ，男，河南辉县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 Ｅ－ｍａｉｌ：ｚｍｊｇａｏｙｏｕｊｉｎ＠ １６３．ｃｏｍ

通讯作者：杨

艺（１９８０—） ，男，湖北利川人，讲师，博士。 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ｙｉ＠ ｈｐ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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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Ｏ Ｙｏｕｊｉｎ １，２ ， ＹＡＮＧ Ｙｉ １，２，３ ， ＣＨＡＮＧ Ｙａｊｕｎ １，２ ，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ｇｆｕ １，２ ，ＬＩ Ｇｕｏｗｅｉ １，２ ，
ＬＩＡＮ Ｄｏｎｇｈｕｉ １，２ ， ＣＵＩ Ｋｅｆｅｉ １，２ ， ＷＵ Ｘｕｅｙｉ １，２ ，ＷＥＩ Ｚｏｎｇｊｉｅ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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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ｋｉｎｇ， ｅｔｃ．，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ｖｉｄｅｏ ｔａｒｇｅ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３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ｙ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ａｕｌｔｓ，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ｆｕｌｌ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ｕｌｌ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ｅ；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０

引

言

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能源。 根据中国工程院

相关报告预测：到 ２０３０ 年，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
所占比例为 ５０％；直至 ２０５０ 年，仍将以 ４０％的占比

高居榜首

［１］

。 煤矿安全高效生产是确保我国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

煤矿智能化开采是我国能源战略的重要发展方

向。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 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

指导意见》 ，对煤矿智能化发展阶段性目标和任务
提出具体要求：到 ２０３５ 年，各类煤矿基本实现智能

子商务、新型物流等行业蓬勃发展，对煤炭行业的从
业人员形成巨大冲击，导致煤炭行业的各类人才流
失严重。 更为严重的是国内主要煤炭院校相关专业
的本科生、研究生报考比例持续走低，而且社会青年
进入煤矿生产一线的意愿不高，从而致使煤炭行业
的新生力量匮乏，员工老龄化十分严重。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次全国经济普查时，煤炭行业企业法人已大幅下

降到 １．３ 万个，从业人员锐减到 ３４７． ３ 万人 ［４］ 。 此

外，随着我国煤炭资源开发的纵深发展，煤矿采深不
断增加，地质条件更加复杂，冲击地压、水害、瓦斯突
出等多种灾害叠加效应不断显现，给煤矿安全生产
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 因此，如何确保煤矿生产安

化，构建多产业链、多系统集成的煤矿智能化系统，

全、稳定生产队伍、提高煤矿开采效率是煤炭行业健

建成智能感知、智能决策、自动执行的煤矿智能化体

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系

［２］

。 河南、山东、山西、内蒙古、安徽、贵州等煤炭

煤矿智能化开采是以井下少人化、无人化为目

主产区先后出台了煤矿智能化建设的实施方案，确

标，通过设备的智能自主控制实现自动化高效采煤。

定了各省煤矿智能化建设的具体任务和目标。

这可将工作人员从高风险区域解放出来，从根本上

长期以来，煤矿开采作为高危和艰苦行业，对人

才的吸引力很小。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次全国经济普查结

果显示，全国煤炭行业法人 ８．２ 万个，从业人员达到

８８８．８ 万人
２

［３］

。 然而，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ＩＴ、电

消除生产过程中的人员伤亡现象。 同时，采掘设备
的智能自主控制可大幅弱化生产过程对人员的需
求，有效缓解人员短缺的问题。 此外，在智能开采模
式下，井下环境可实现精确感知；冲击地压、有害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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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巷道围岩状态等监控得以完善；大数据分析与事

科学问题及技术难点，对于攻克综采工作面智能开

件预测深度融合，形成井下全局信息，并作为工作面

采关键技术，提升我国煤矿开采智能化水平意义重

设备智能控制的决策依据，从而驱动工作面各个设

大。 笔者以综采工作面采、支、运等 主 要 系 统 的 智

备控制与决策。 在智能控制与决策算法中，以优化

能化技术为 核 心，从 理 论 研 究 和 工 程 实 践 方 面 阐

出煤品质为目的的性能指标，决定了所设计的控制

述了智能化 过 程 中 的 科 学 问 题、技 术 关 键 和 未 来

算法和决策策略必将提升出煤的品质，提高煤矿的

展望。

经济效益。

１

综合机械化采煤是我国煤矿开采的主要方式，
综采工作面的智能化水平直接决定了我国煤矿智能
化程度。 厘清综采工作面智能化开采的技术现状、

Ｆｉｇ．１

图１

综采工作面智能化开采发展历程
煤矿综采工作面的智能化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

为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 ３ 个阶段，如图 １ 所示。

煤矿综采工作面的智能化发展历程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ｕｌｌ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１） 煤矿机械化开采。 １８６８ 年，世界上第 １ 台商

用旋转轮式割煤机在英国诞生 ［５］ ，拉开了煤矿开采
机械化的大幕。 到 １９５４ 年，英国率先将割煤机、输

送机和液压支架综合运用，形成了综合机械化采煤。
随后，前苏联、德国、波兰等国家逐步开始推进工作

面的机械化进程 。
我国于 １９７０ 年在大同煤峪口煤矿 １８７０ 工作面
［５］

第 １ 次按照综合机械化开采模式进行工业性试验

［６］

。

通过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我国
煤矿的机械化水平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７］

。 特别是

自主研制的液压支架、大功率采煤机、刮板输送机等

一批重要的煤机设备成功应用于工业现场
，加快
了我国煤矿机械化开采的进程。 目前，我国大型煤炭
［８－９］

企业的采煤机械化程度已达到 ９７．９％ ［１０］ 。

２） 综采工作面的自动化。 综采工作面的自动

化是在机械化基础上集成微处理器、传感器、现场总
线、计算机控制、可编程控制器等技术，通过电机调

化水平得到突破性发展 ［３］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是电液控系统。 在电液控制系统中，建立了地面主

控计算机、井下主控主机到液压支架传感器和控制

器的网络 结 构。 如 ＭＡＲＣＯ 公 司 的 控 制 系 统 采 用
ＢＩＤＩ Ｂｕｓ 总线实现液压支架间的通信，整个工作面
的互联则采用 Ｔ － Ｂｕｓ 总线。 而 ＥＥＰ 公司的电液控
制系统则采用 ＰｒｏｆｉＢｕｓ 总线连接各个液压支架，并
将液压支架与工作面的 ２ 台服务器相连 ［３］ 。 我国的
电液控技术发展相对较晚。 １９８８ 年起，煤炭工业部

开始立项对支 架 电 液 控 制 技 术 进 行 研 究， 至 １９９６

年，我国完成了首套工作面电液控系统研发和井下
工业性试验 ［１２］ 。 ２００５ 年，在引进国外技术的基础
上，我国研发的电液控系统逐步在国内多个大型煤

矿推广 ［１３］ 。 目前，电液控系统已经成为综采工作面
的标准配 置， 也 是 综 采 工 作 面 智 能 化 的 硬 件 基 础
之一。

３） 综采工作面的智能化。 综采工作面智能化

速、电液控制，实现采煤机、液压支架、刮板输送机等

是在自动化基础之上，以工作面少人化或无人化为

设备的自动化控制。

目标，结合机器视觉、三维激光扫描、多传感器融合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英国对工作面自动化提出

等信息感知技术，采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平台

要求，即研究一种远距离操纵工作面设备的系统。

等数据传输方法，通过大数据分析与挖掘、深度神经

但由于微处理器等电子元器件尚未成熟而最终失

网络、多智能体决策等，实现综采工作面设备的智

败 。 直到 １９７６ 年，Ｉｎｔｅｌ 公司推出 ８ 位单片机后，
单独的微处理芯片在煤矿的运输、环境和水泵站的
［１１］

监控才逐步实现 ［１１］ 。

随着工业现场总线在 １９８４ 年推出标准，设备互

联、非本地控制等技术使得煤矿综采工作面的自动

能、自主、最优控制。
综采工作面初级智能控制以远程视频监控为主
要信息感知手段，以设备的程序化控制为目标，采用
经验存储、顺序控制、反馈控制等方法，实现采煤机
记忆截割、工作面调直、液压支架自动跟机移架等功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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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４］ 。 ２００８ 年，澳大利亚提出 ＬＡＳＣ 技术 ［１４］ ，包括

建 ［２６］ 、工作面三维地质模型 ［２７］ 、工作面设备群组智

息系统、防撞系统、状态监视等 ６ 个功能模块 ［１５－１６］ 。

取得可喜进展。 综采工作面的智能化水平也正从初

。 ２０１６ 年前后，ＬＡＳＣ

纵深发展，综采工作面信息感知、智能决策和最优控

工作面调直、采煤机自动控制、通信及操作接口、信

２０１４ 年，黄陵煤矿率先在国内实现了综采设备远程
可视化监控和记忆割煤

［１７－１９］

能控制 ［２８－２９］ 、煤矿大数据分析 ［３０－３１］ 等关键技术已

级阶段逐步往高级阶段迈进。 随着人工智能研究的

技术被引入我国，并在兖矿集团转龙湾矿、国家能源

制等核心问题将取得突破，综采工作面智能的无人

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红柳煤矿、国家能源集团宁

化开采必将实现。

夏煤业集团有限公司麦垛山矿和陕西能源凉水井矿

２

业有限公司等地推广应用 ［２０－２２］ 。

２０１２ 年，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

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２３］

，并迅速应用于计算机视觉、

大数据挖掘、智能控制等领域。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我国

２．１

综采工作面智能化开采技术现状及难点
综采工作面智能化开采系统架构
综采工作面成套设备主要包括信息感知系统、液

压支架群、采煤机、运输系统、供液系统等。 各部分通

首次把人工智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大幅促进了综

过工业现场总线、以太环网等建立数据链路，可实现地

采工 作 面 智 能 化 的 发 展。 其 中， 煤 岩 分 界 线 识

面远程控制、巷道集控仓集中控制和设备本地控制。

别

［２４］

、井 下 视 频 目 标 跟 踪

［２５］

Ｆｉｇ．２

、巷道激光点云重

图２

目前，典型的智能化综采工作面结构如图 ２ 所示。

智能化综采工作面典型系统架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ｆｕｌｌ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ｅ

目前，综采工作面的被控对象主要是液压支架

上传至地面服务器，为地面监控中心提供实时数据。

群、采煤机和刮板输送机。 智能控制系统以巷道集

同时，这些数据通过互联网进入云平台，为云端用户

控仓和支架电液控系统为核心，形成了信息感知、智

提供实时的可视化数据及分析结果。

能决策、驱动执行、反馈评估的集散控制方式。 其

２．２

中，由摄像头、压力传感器、红外传感器、位移传感器
和接近传感器等构成的信息感知子系统，为系统决
策提供工作面环境、设备运行状况、设备姿态等信

采煤机智能化技术现状及难点
采煤机是综采工作面的核心设备。 目前，采煤

机的智能化主要围绕滚筒运动调节和牵引控制 ２ 个
方面展开研究和工程实践。

息。 供液系统主要为支架电液控提供驱动力，同时

采煤机牵引系统采用变频器控制牵引电机驱动

也为工作面喷淋装置提供水源。 电液控系统是支架

采煤机在行走齿轮上往返运动。 由于牵引系统的控

的控制核心，其根据感知的信息，通过控制策略对动

制精度要求不高，且变频调速技术已经较为成熟，所

作做出决策。 而巷道集控仓实现采煤机、刮板输送

以牵引控制本身已能满足智能系统的需求。 但是，

机、支架群的远程协调控制。 工作面的视频信息、地

由于牵引控制关系到采煤机位置和姿态，进而影响

质信息、设备信息、操作过程等数据通过工业以太网

到煤壁的截割工艺。 因此，采煤机的迁移控制衍生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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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２ 个主要的问题：采煤机的定位技术和采煤机的

态校正是编码器与红外传感器定位相结合的方法。

人工操作模式下，在截割煤壁时采煤机司机根

射关系；在采煤机运行过程中，当通过红外传感器可

据顶板和底板的起伏，手动调节采煤机滚筒升降，避

以确定采煤机的相对位置时，对该映射关系进行修

开顶底板的岩层。 而在智能化开采模式下，采煤机

正。 编码器动态校正方法融合了编码器和红外传感

需要根据感知信息自主调节滚筒高低。 然而，目前

器的信息，使得采煤机定位更加准确。

规划开采技术。

工作面精确的地质信息尚不完善，煤岩分界面识别
技术尚无法攻克，无法做到实时感知顶底板状态。
因此，采煤机滚筒还无法达到真正的智能化调节。
在此情况下，记忆截割是一种较好的半智能化方法。
此外，在滚筒截割过程中，煤层变化和滚筒截深不同

该方法需要建立编码器输出与红外传感器位置的映

３） 惯性导航定位。 将惯性导航技术应用于采

煤机定位并绘制采煤机的运行轨迹是 ＬＡＳＡＣ 的核

心技术之一。 目前，国内外在采煤机定位中应用的
惯性导航装置均采用捷联方式，主要结构如图 ３ 所
示。 惯性导航的主要部件是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分

导致截割部的负载变化明显，是典型的负载扰动。

别测量载体的角加速度和线加速度；然后通过惯性

如果滚筒调节的控制算法不适配，将导致滚筒的调

测量单元得到角速度、线速度；再采用导航解析算

节鲁棒性差、精度达不到要求，这也是采煤机智能控

法，求解出运动物体的横滚角、航向角、俯仰角等姿

制领域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态以及速度和位置等信息。

２．２．１

采煤机定位技术现状及难点

采煤机精确定位是记忆割煤、液压支架动作、开采

工艺决策的基础。 目前，采煤机定位方法主要有 ３ 种：

红外传感器定位、编码器定位和惯性导航装置定位。

１） 红外传感器定位。 红外传感器定位是将红

外发射装置安装在采煤机上，在每台支架上安装红
外接收装置。 当采煤机经过液压支架时，支架上的
红外接收装置输出开关信息，从而确定采煤机相对
于支架的位置。 由于采煤机上发射的红外线通常是

扇形区域，经常导致多台支架同时接收到信号。 因
此，需要设计相应算法对接收到架次信息进行修正。
修正算法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直接决定了采煤机的定
位准确性。
工作面回采是动态的过程，这使得空间定位难
以找到恰当的绝对参考位置。 而红外传感器定位方
法能够为采煤机提供相对于支架的参考位置，这为
支架的“ 降 － 移 － 升” 和采煤机的截割规划提供了位

Ｆｉｇ．３

图３

惯性导航装置的主要结构框图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ｅｒｔｉａ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

通常情况下，惯导系统以“ 东 －北 － 天” 为基准建

立导航坐标系｛ Ｏ｝ ，以采煤机几何中心为原点建立

载体坐标系｛ ｂ｝ ，如图 ４ 所示。 载体坐标系采用“ 右

手定则” ，以指向煤壁方向为俯仰轴 Ｘ ｂ ，采煤机的行
进方向为横滚轴 Ｙ ｂ ，指向顶板方向为航向轴 Ｚ ｂ 。 惯

性导航装置获得的是在载体坐标系｛ ｂ｝ 中的运动参

置基准。 但这一方法的定位精度低，一般为液压支

数。 而实际应用中需要的信息是在导航坐标系｛ Ｏ｝

架的宽度。 此外，在工程应用中，红外传感器偶尔会

下的横滚角、航向角、俯仰角、速度和位置信息。 因

遭遇砸损、进水、煤尘覆盖等事故，导致数据丢失，从

此，需要通过导航解析算法将载体坐标系中的位姿

而引起采煤机定位出现丢架、跳架的情况。

转化到导航坐标系。

２） 编码器定位。 编码器定位方法是在采煤机

牵引部位安装编码器，记录采煤机的增量位置。 编
码器的定位精度高，故障少，使用方便，目前已被广
泛使用。 同时为防止累积误差，在工作面回采过程
中往往需要定时校正。

在惯性导航系统运行之初，通常需要通过位置校

正算法进行位置标定，即通过北斗或 ＧＰＳ 等导航卫
星明确采煤机在导航坐标系中的位置。 然而，在工作

面无法接受北斗或 ＧＰＳ 信号。 因此，每次开机均做

一次位置初始化标定，且在标定时，无论采煤机处于

编码器位置校正有静态校正和动态校正 ２ 种方

何种绝对位置和姿态，均会被初始化为预设值。 这就

式。 其中，静态校正是在工作面某固定位置安装接

使得惯性导航仅能提供采煤机的相对位置信息。 此

近开关，当采煤机处于该位置时，对编码器数据进行

外，光纤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误差，

校正，从而确定编码器值与工作面位置的关系。 动

当采煤机长时间运行后，产生的累积误差可能导致导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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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仰角等姿态信息是割煤工序和参数设置的重要依
据。 例如：俯仰角直接决定了摇臂的高度，航向角则
关系到斜切进刀的深度。 因此，如何检测采煤机的
姿态信息是采煤机智能化技术的重要方向之一。 测
量姿态主要采用倾角传感器或惯性导航装置，这 ２

类检测装置在实际工程中均有成熟的应用。 特别是
惯性导航装置可同时提供采煤机的位置和姿态信
息，应用前景更加广阔。
Ｆｉｇ．４

图４

采煤机惯性导航坐标系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ｅｒｔｉａ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 ｉｎ ｓｈｅａｒｅｒ

航结果偏差较大。 因此，需要通过位置校正算法对惯

性导航装置在导航坐标系中的位置进行校正。
将惯性导航应用于采煤机定位，不仅可以提升
采煤机自身的位姿感知能力，还可以为记忆截割、工
作面调直等其他工艺提供重要的信息。 在实际的工程
应用中，惯性导航的应用仍然存在以下 ２ 个问题：
１） 惯性导航累积误差的影响。 惯性导航的核

心部件光纤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是精密仪器。 在采煤
机运行过程中，振动等原因容易造成导航位置漂移，
从而构成累积误差。 解决这类问题的最主要方法是
定期进行位置校正 （ 如 图 ３ 中 的 位 置 校 验 算 法 模
块） 。 然而，位置校正需要从外部引入绝对位置和
姿态信息。 因此，目前的工程应用中往往是定期对

惯性导航装置采用寻北定位等方法实现简单的标
定。 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提出几种有益的消除累
计误差的方法。 例如：文献［ ３２］ 提出一种安装误差

和初始对准误差的校验算法，对定位结果进行补偿；
文献［３３］ 提出一种基于零速修正技术的卡尔曼滤
波器对位置经行估计，提高了惯性导航的精度；文献

但是，采煤机的姿态信息必须与工作面顶底板
的地质状态相匹配，才能真正实现采煤机滚筒的自
适应调节等智能控制。 然而，当前煤层的顶板识别
仍然是技术难题。 因此，在工程应用中采煤机的姿
态信息检测应用相对较少。 为解决这一问题，部分
学者将煤层地质信息与惯性导航装置检测的位姿信
息相结 合， 提 出 了 采 煤 机 的 定 位 定 姿 算 法。 ２０１５

年，文献［３６］ 利用地震波探测技术对工作面建立了
精确的地理信息系统，将采煤机定位在煤层中，并根
据采煤机的姿态信息确定滚筒与工作面顶板和底板
的位置关系。 该方法在试验中能使滚筒的截割轨迹

与地理信息系统的顶板曲线之间的误差小于 ０．２ ｍ，
经过消 差 处 理 后 该 误 差 可 小 于 ０． ０５ ｍ ［３７］ 。 ２０２１

年，文献［ ３８］ 提出采煤机自主导航截割 原 理 和 方
法，特别是引入运动学原理建立了采煤机全位姿参
数矩阵，综合表述了采煤机左右滚筒的位置信息，实
现了采煤机位姿从物理模型到数学模型的转换。
２．２．３

滚筒自适应调高技术现状及难点

采煤机滚筒的高度自适应调节是采煤机智能割

煤的基础和关键。 采煤机截割部如图 ５ 所示 ［３９－４０］ 。

［３４］ 采用构建了冗余惯性导航系统的定位方法，在
一个采煤机上配置 ３ 套惯性导航装置，以降低累积
误差的影响。

２） 杆臂效应的影响。 惯性导航装置输出的采煤
机姿态信息是从载体坐标系转换到导航坐标系的结
果。 因此，在理想状态下，光纤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
三轴交汇点应该是采煤机的几何中心。 且 ３ 个光纤
束和加速度测量单元的轴向方向分别与煤壁指向方
向、采煤机运行方向和顶板指向方向完全重合。 这在
实际工程中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中心点的错位将
会形成杆臂效应，造成系统误差。 目前，在工程应用
中较少考虑这类问题的补偿方法，仅有少量的理论研
究。 如文献［３２］提出初始对准误差的校准方法，文献
［３５］则对杆臂效应的提出补偿方法等。
２．２．２ 采煤机姿态检测的技术现状及难点
６

在无人开采条件下，采煤机的横滚角、航向角、

图５

Ｆｉｇ．５

采煤机截割部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 ｏｆ ｓｈｅａｒｅｒ

采煤机滚筒一般通过液压油缸的伸缩控制摇臂
转动从而使滚筒升降。 根据截割部的几何特性，滚
筒调节高度可简化为 ［３９］

ΔＬ
é æ
ö
ù
＋θ １ ÷ －ｓｉｎ θ １ úú （１）
Ｈ ＝ Ｌ ２ ｓｉｎ θ １ ＋Ｌ ２ êê ｓｉｎ ç ２ａｒｃｓｉｎ
２Ｌ １
ë è
ø
û
式中：Ｈ 为滚筒高度；ΔＬ 为油缸推出距离；Ｌ１ 和 Ｌ２ 分
别为大摇臂和小摇臂的长度；θ１ 为摇臂水平夹角。

由于机械几何关系固定，因此摇臂高度与油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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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可以确定。 然而，在控制油
缸行程过程中，滚筒的动载荷受煤层条件、截割深
度、牵引速度变化的影响，使得液压控制系统的负荷
变化明显，从而导致滚筒动态调节的控制精度受负

ｘ ｎ（ ｋ） 、ｘ ｎ（ ｋ ＋ １） 分别为采煤机在示范刀和作业刀的

第 ｎ 个位置区间，ｋ 为采煤机截割的刀数，图中，假
定第 ｋ 刀为示范刀，第 ｋ ＋ １ 刀为作业刀。

载扰动的影响很大。
根据采煤机截割过程的物理模型，滚筒调高过
程的动力学方程可简化为 ［４０］
３ｍ １ ＋ｍ ２ ２ ··
·
２
２
Ｌ １ Θ ＋（ Ｃ ｈ Ｌ ２ ｓｉｎ θ ２ ） Θ ＋（ Ｋ ｈ Ｌ ２ ｓｉｎ θ ２ ） Θ ＝
３
２ｍ１ ＋ｍ２ ö
æ
Ｌ１（Ｒａ ＋Ｒｐ ＋Ｒ１ ）ｓｉｎ ωｔｓｉｎ θ１ ＋ç Ｒｂ ＋Ｒｐ ＋Ｒ０ －
ｇ÷
３
è
ø
Ｌ １ ｓｉｎ ωｔｓｉｎ θ １ ＋Ｍ ｃ
（２）

区间定位的需要，但是编码器定位的参考坐标系为

分别为滚筒和摇臂的质量；Ｋｈ 为液压油缸的弹簧刚度；

滚轴 Ｙ ｂ 的值。 但由于坐标系｛ ｂ｝ 是固定在采煤机

式中：Θ 为滚筒角位置；ω 为载荷变化频率；ｍ１ 和 ｍ２

Ｃｈ 为液压油缸的黏性阻尼系数；Ｒ０ 和 Ｒ１ 分别为水平

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平均载荷；Ｒｐ 为滚筒偏心载荷的最
大值；Ｒａ 和 Ｒｂ 分别为周期性载荷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

最大值；ｇ 为重力加速度；Ｍｃ 为截割阻力矩。

由式（２） 可知，在负载变化情况下，滚筒的转动

是十分复杂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 因此，其控制模
型也十分复杂，这也是目前滚筒调高多为人工操作
的主要原因。 为实现滚筒调高的自动控制，将上述
模型和液压油缸动态过程简化成简单的二阶线性系

统是一种较为直接的方法 ［４１］ 。 然而，这类方法的负

载变化过程并不能被体现，因此控制效果欠佳。 为

此，智能控制算法，如模糊控制方法、自适应 ＰＩＤ 控
制算法、遗传算法最优控制、鱼群算法 ［４２－４５］ 等被研
究用来实现不同负载情况下滚筒的自适应调高。 但
是上述方法基本均处于理论研究阶段。 在工程应用

中，可实现的方式多是在油缸控制中采用液压比例

Ｆｉｇ．６

图６

采煤机记忆割煤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ｃｏａｌ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ｂｙ ｓｈｅａｒｅｒ

虽然采用编码器的定位精度已远远超过采煤机
载体坐标系，即 ｘ ｎ（ ｋ） 记录的是参考坐标系｛ ｂ｝ 中横

上，这使得示范刀和作业刀的空间位置在本质上是
相互独立的。 因此，当刮板输送机的直线度和起伏
程度在示范刀和作业刀不一致时，同一定位区间在

２ 次轨迹中极易出现错位，从而导致截割参数错误。

２） 采煤机姿态信息欠缺。 目前，采煤机记忆割

煤主要通过位置信息确定滚筒高度，通常忽略采煤

机的姿态信息。 如图 ７ 所示，假设采煤机的导航坐
标系｛ Ｏ｝ 的三轴方向与采煤机载体坐标系相同，即

Ｘ Ｏ 为指向煤壁方向，Ｙ Ｏ 为采煤机运行方向，Ｚ Ｏ 为

顶板方向。 在理想状态下，采煤机水平置于 Ｘ Ｏ ＯＹ Ｏ

平面。 然而，底板起伏不平和刮板输送机处于非直
线状态，即便示范刀和作业刀相同处于同一水平位
置，采煤机的姿态（ 俯仰、横滚、偏航） 通常会变化。
因此，在示范刀和作业刀中，即使截割高度相同，滚
筒与顶煤的空间位置的差异依然较大。

控制阀 ［４１，４６］ ，通过简单的比例控制实现滚筒调高。
由于比例控制属于简单的线性控制方法，无法有效

处理滚筒调高的强非线性过程，因此效果十分有限，
同时液压比例阀成本过高也制约了其推广使用。
２．２．４

记忆截割技术现状及难点

记忆割煤通常是人工示范 １ 刀或 ２ 刀，并记录

采煤机的位置、摇臂高度等信息。 在自动截割时，通
过查表或模型映射方法为采煤机动态提供割煤参

数。 目前，采煤机自动割煤技术已在多个煤矿推广，
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 但是，即便在顶底板条件
都较好的煤矿，记忆割煤在几刀后一般也需要进行
人工校正

［４７］

，其主要原因以下 ２ 点：

１） 采煤机位置定位精度不高。 采煤机位置定

位是记忆割煤的基础，在记忆割煤技术中，通常是存

储示 采 煤 机 在 示 范 刀 的 位 置 区 间。 如 图 ６ 所 示，

Ｆｉｇ．７

图７

采煤机姿态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ｓｈｅａｒｅ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为解决上述问题，采用惯性导航装置对采煤机

进行绝对位置定位 ［２１，４８］ 。 在此基础上，通过工作面
直线度调整，可以减小偏航姿态带来的滚筒调高误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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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但是，目前采用惯性导航的姿态信息来矫正采
煤机摇臂高度的方法尚需进一步研究。
２．３

液压支架智能化技术现状及难点
液压支架是工作面安全支护的核心设备，长臂

综采工作面通常有上百架液压支架同时作业，完成
顶板支护、煤壁护帮、刮板输送机推移等工序。 自电
液控技术成熟以来，液压支架的升架、降架、移架、护

第 ４９ 卷

｛ Ｏ｝ 中 Ｘ Ｏ ＯＺ Ｏ 平面上的支架姿态，其中 Ｘ Ｏ 轴指向

煤壁，Ｚ Ｏ 轴指向顶板，Ｙ Ｏ 轴指向采煤机运行方向。

为解决三维空间姿态监测的难题，部分研究人
员采用三轴陀螺仪，通过液压支架的空间旋转角度

解析其空间姿态 ［５１－５２］ 。 除此以外，也存在少量采用

计算机视 觉 方 法 检 测 液 压 支 架 姿 态 的 研 究 ［５３－５４］ 。
在三维空间内解析液压支架姿态，需要将支架的几

帮板和伸缩梁的伸缩等动作均已能实现程序控制。

何结构和三维空间旋转角度结合，在理论上推理旋

目前，在智能化综采工作面中，液压支架智能控制的

转角度与支架高度、底座俯仰角和滚转角等关键因

关键技术主要集中在支架姿态感知、跟随采煤机的

素的关系，从而刻画支架三维姿态。 目前，这类理论

自主移架和工作面直线度调整等 ３ 个方面。

２．３．１

液压支架姿态控制技术现状及难点

液压支架的姿态信息是综采工作面动作控制的

研究尚未成熟。 而采用计算机视觉方法检测支架姿
态存在 ２ 个关键性技术难题：一是如何克服井下煤

尘和水雾的影响；二是如何在运动环境中对双目视

基础，特别是液压支架群组动作时，如果其姿态信息

觉实现标定，即液压支架推移过程中，如何确定世界

不准确，支架容易出现咬架、倾斜、低头等情况，严重

坐标系（ 可假设世界坐标系与导航坐标系相同） 与

影响设备后续操作，甚至危及工作面安全。 因此，首

相机坐标系的映射关系。

先需要对液压支架的姿态进行监测，并在支架动作
过程中对姿态进行控制。
以双柱式液压支架为例，其姿态监测的参数是
在“ 东 －北 －天” 导航坐标系｛ Ｏ｝ 中估计支架高度、底
座俯仰角和滚转角、顶梁俯仰角、立柱千斤顶长度和
倾角、护邦板俯仰角、平衡千斤顶长度与倾角等关键

参数 ［４９］ 。 由于液压支架的本质上是四连杆机构与
液压立柱等的组合体

［５０］

（ 图 ８） 。 其姿态信息可以

通过 ４ 个倾角传感器解算出来

［４９］

。 因此，目前液压

支架的姿态信息多是在底座、掩护梁、后连杆和顶梁
安装倾角传感器，如图 ８ 所示的 Ａ—Ｄ 处的监测位
置。 部分液压支架还在护帮板上增加 １ 个倾角传感

器，如图 ８ 所示的 Ｅ，测量护帮板的姿态。

虽然目前上述方法在工程应用中还未得到推

广，但部分技术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如文献［ ５４］ 提

出基于深度视觉的液压支架姿态检测方法，采用双
目视觉摄像头测量支架高度和顶梁姿态角，可获得较

高精度的姿态信息。 此外，视觉 ＳＬＡＭ（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技术 ［５５－５６］ 和激光 ＳＬＡＭ ［５７］

均可以获取液压支架的三维姿态信息，是目前人工
智能技术应用于综采工作面的又一重要领域。
液压支架姿态的调整主要是通过支架的推移千
斤顶、抬底千斤顶、底调千斤顶实现。 目前，仅有推移
千斤顶的油缸安装有位移传感器，采用开环控制方
式。 因此，对液压支架姿态的调整现在仍处于人工调
整阶段。 在智能开采模式下，对支架姿态进行自动精
确调整，首先需要对上述 ３ 个千斤顶的控制实现闭环
模式，建立必要的控制模型，设计合理的控制算法。
２．３．２

液压支架自动跟机控制技术现状及难点

液压支架自动跟机控制技术是液压支架群根据
采煤机的运行方向和位置等信息，针对不同的采煤
工艺，在采煤机运行前方执行收护帮板，在采煤机后
方执行伸护帮板、伸伸缩梁、成组推移刮板输送机、
图８

液压支架结构

Ｆｉｇ．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ｕｎｉｔ

倾角传感器的装配和校准对液压支架的姿态监

测至关重要。 然而，在工程应用中，因为装配不当、
校准不够精细、环境温湿度变化等情况，经常导致监
测精度不高，甚至监测失效。 此外，根据电容式倾角
传感器监测原理，传感器仅能监测二维平面上的倾
角。 因此， 目 前 的 工 程 应 用 通 常 监 测 导 航 坐 标 系
８

拉架等动作。 这一系列动作是液压支架、采煤机和
刮板输送机之间的协同控制，如图 ９ 所示。

目前，液压支架自动跟机控制技术在倾角较小、

顶板条件较好的综采工作面的中部应用较为成熟。
其中，当采煤机位置和运行方向确定后，如何根据割
煤工艺确定相应位置液压支架的动作是自动跟机控

制的核心。 常用的方法有 ２ 种：一是建立采煤机与

对应液压支架动作的规则库，以查表的方式确定支
架动作 ［５８－５９］ ；二是建立采煤机位置与液压支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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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间 的 函 数 关 系， 在 线 直 接 求 解 液 压 支 架 的 动
作

［６０－６１］

。 但在实际工程应用中，由于地质条件和设

图９

备运行状态的影响，仍然存在跟机缓慢、丢架、端头
跟机困难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 ２ 个方面。

液压支架群自动跟机示意

Ｆｉｇ．９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１） 液压支架移架控制精度难题。 液压支架的移架

识别方法，并综合分析环境因素，通过选择不同的控

数量的液压支架通过推移千斤顶移动到刮板输送机的

统计液压支架移架时间长度的基础上，通过置信度

控制是根据采煤机的运行速度，位于采煤机后方一定
控制。 液压支架移架过程的主要受力如图 １０ 所示。

制策略，提升支架推移控制的精度。 文献［ ６４］ 则在

估计建立移架时间长度模型，从而确定各液压支架
移架时间，减少丢架的发生。

２） 自动跟机自适应控制难题。 液压支架自动
跟机控制需要完成“ 降 － 移 － 升” 、护帮板伸缩、喷雾

等成组动作。 在顶板和底板地质条件较好、煤层分
布均匀的工作面，上述自动跟机控制可以采用相对
Ｆ—液压支架所受的顶板压力；Ｇ—液压支架的自身重力；α—工作
面沿回采方向的倾斜角； β—推移千斤顶与液压支架地板间的夹角

图 １０

Ｆｉｇ．１０

液压支架移架过程的受力示意

根据液压支架的受力过程，可得推移千斤顶活
塞杆的负载 Ｆ ｄ 为 ［６２］
Ｆｄ ＝

ｆ １ ｃｏｓ β ＋ｃｏｓ β

支架的执行动作。 然而受复杂地质条件和设备运行
状态的影响，部分执行顺序可能需要重新配置，如带
压移架需要减少成组移架的数量、底板起伏则需要

Ｆｏｒｃｅ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ｍｏｖｉｎｇ

Ｇ（ ｆ １ ｃｏｓ α －ｓｉｎ α） ＋Ｆ（ ｆ １ ＋ｆ ２ ）

固定的顺序逻辑，通过查表或者计算直接获取液压

调整采煤机运行到可以移架的液压支架的距离等。
特别是当发生跟机缓慢、丢架等事件时，上述固化的
顺序逻辑控制有可能使得整个移架过程出现错乱。

（３）

其中， ｆ １ 和 ｆ ２ 分别为液压支架受到底板和顶板

的摩擦力。 由式（３） 可知，推移千斤顶的负载与工作
面倾斜度、顶板压力、顶底板的摩擦因数密切相关。

因此，如何感知工作面的环境变化和液压支架的自
身工作状态，使液压支架具备自适应控制功能，从而
实现智能跟机控制是目前面临的一大难题。
２．３．３

工作面自动调直技术现状及难点

在工作面回采过程中，液压支架不断推动刮板输

在工作面回采过程中，上述参量会发生较大变

送机向着回采方向移动。 在液压支架推移刮板输送机

化，从而导致推移千斤顶负载变化，特别是当顶板破

过程中，由于底板地质条件差异和刮板输送机与液压

碎时，液压支架需要带压移架。 此时，顶板压力、顶

支架之间的链接间隙，使得在相同的推移方式下，各支

板和底板对液压支架的摩擦力变化较大，液压支架

架常产生不同的推移距离，造成了刮板输送机的直线

成组移架时，推移千斤顶动力来自供液系统。 如果
推移油缸负载增大，而供液系统动力不足，则有可能

度较差。 如图 １１ 所示，采煤机的空间位置在地面的投
影（ＸＯ ＯＹＯ 平面投影）显示刮板输送机弯曲变形，若长

导致支架移动速度过慢或者推移不到位，甚至使得

时间处于该状态，容易引起刮板链条断裂，直接影响生

部分支架缺乏动力无法移动，出现丢架。

产。 此外，工作面的推移会发生偏移，可能导致液压支

为解决上述问题，文献［ ６２］ 对液压支架推移的

力学过程进行精确建模，分析了影响推移精度的主

要因素。 文献［ ６３］ 提出一种液压支架的移架状态

架支护不到位，从而影响工作面的安全。 因此，在回采
过程中需要经常对工作面进行调直。
工作面智能调直需要解决工作面的直线度感知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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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光栅传感器是在光纤中制作光栅，使其具
备光栅效应。 当光纤发生形变时，可以通过光栅效
应检测入射光线的波长变化，从而反演光纤曲率，确

定光纤的外部形状 ［６５－６６］ 。 目前，采用光纤光栅传感
器在解决工作面调直问题时仅处于理论研究阶段。

基于机器视觉的直线度检测是采用工业高清摄像
头，通过检测刮板输送机的边沿等特征信息，从而确定

Ｆｉｇ．１１

工作面的直线度［６７］ 。 这类方法容易受到工作面煤层

图 １１

和水雾的影响。 此外，当采煤机覆盖摄像头视野时，由

工作面直线度变化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于缺乏刮板输送机边沿信息，使得机器视觉失效。
惯性导航装置量测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澳大利

和工作面直线度调整 ２ 个关键技术。

１） 工作面直线度感知。 工作面直线度感知的

亚的 ＬＡＳＣ 技术，通过光纤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测量

位置。 在工程中通常以地面投影，即 Ｘ Ｏ ＯＹ Ｏ 平面投

机的运行轨迹确定工作面的直线度。 通常情况下，
导航坐标系采用“ 东 －北 －天” 三轴坐标，因此工作面

实质是获取刮板输送机在导航坐标系｛ Ｏ｝ 中的空间
影作为直线度的量测对象，如图 １１ 所示。 目前，工

程中常用的测试方法有钢丝量测、测距传感器量测、
惯性导航反演量测、光纤光栅传感器量测和机器视
觉量测等几种类型。
钢丝量测是人工调节工作面直线度的主要方

法。 该方法是在工作面联络巷 １ 根钢丝，支架操作

采煤机在导航坐标系下的位置和姿态，并根据采煤

的直线度是相对于地心而言，可认为是工作面的绝
对坐标系。 基于惯性导航装置的直线度量测方法是
综采工作面智能化的关键技术之一 ［６８－６９］ 。

２） 工作面直线度调整。 工作面直线度调整是

在测定刮板输送机当前状态后，通过推移千斤顶使

工以该钢丝为基准，调节液压支架的直线度。 由于

液压支架达到指示的期望位置。 目前工程应用中常

质是建立在液压支架群上的固连坐标系，这可能会

统，如图 １３、图 １４ 所示 ［７０］ 。 根据图 １３ 中工作面的

钢丝 ２ 头本身是固定在液压支架上，其参考坐标实

用的调节方法可认为起源于澳大利亚的 ＬＡＳＣ 系

造成刮板输送机的整体倾斜，如图 １２ａ 所示。

实际位置（ 轮廓线） 及期望位置，给出需要移动的最

佳距离，然后采用图 １４ 所示的闭环基础控制策略，
通过对推移千斤顶的控制实现推移刮板输送机和拉
架，使工作面达到期望的直线度。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惯性导航装置拟合出的前
一刀工作面直线度的相对位置作为液压支架推移刮

图 １２

Ｆｉｇ．１２

板输送机或拉架距离的参考值，这使得工作面直线

直线度检测存在的问题

度调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但仍然存在两方面的问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测距传感器量测是采用超声波传感器、激光传
感器等测距元件，测量液压支架与刮板输送机之间
的距离。 这类方法测量的是以各液压支架为基点的
相对距离，理论上存在相对距离相同，但直线度较差

的情况，如图 １２ｂ 所示。

１０

题：一是惯性导航装置拟合出的前一刀工作面直线
度相对位置是刮板输送机尚未推移刮板输送机前的
位置，而当前刀执行工作面调直时，刮板输送机已经
推移刮板输送机，使得拟合的参考位置在时间上落
后一刀，从而造成参考位置精度不够。 二是由于液
压支架只能朝着煤壁前行而不能后退，这使得工作

Ｆｉｇ．１３

图 １３

工作面直线度调整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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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１４

图 １４

工作面直线度调整基础控制策略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面的直线度不能通过震荡调节实现。 更为主要的是

间的空间位姿关系等多个模型，将全局最优问题纳

工程中使用的液压阀是单相开关阀，且不能高频率

入燃料最优控制问题，并提出了一种多模态控制策

开关，这就使得控制算法失去了可靠的执行机构。
此外，底板和顶板的复杂地质状态导致推移千斤顶
的负载变化较大，因此，简单的开环控制无法满足调
整精度的要求，从而影响工作面的直线调整。
２．３．４

略 ［７４］ 。 则基于数据驱动建立了工作面设备的协同
控制模型，融合案例推理和规则推理的设备动作自

主决策方法 ［７５］ 。 将工作面所有设备的动作看作一
个混杂系统，并借用 Ｐｅｔｒｉ 网络建立该混杂系统模

型，分别处理设备的连续动作和离散事件。 由于综

工作面设备协同控制技术现状与难点

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跟机、移架等控制本质上
是采煤机、液压支架群、刮板输送机的协同控制。 包

括顺序逻辑系统控制和设备运动状态适配协同 ２ 种

采工作面设备系统控制几乎关系到所有设备，其系
统建模和智能决策方法仍需要大量而深入的研究。
传统的建模方法以系统传递函数或微分方程为

情况。 其中，顺序逻辑控制以采煤机位置变化为依

基础，根据设备的物理特性和动态过程建立严密的

据，动态确定对应液压支架执行动作。 设备状态适

数学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控制算法。 在此框架

配协同主要是指采煤机牵引速度与液压支架动作适

下，采煤机、刮板输送机、液压支架群等设备均需抽

配、采煤机割煤量与刮板输送机运力适配等问题。

象成为数学模型，再设置如安全约束、负荷约束等系

目前，针对这一难题，多采用定性分析，独立解决的

统约束条件，同时根据需要优化的性能指标，如生产效

思路

［７１－７２］

。 然而，上述问题相互影响，单一解决某

率、产量、能耗等，建立系统层级性能指标函数，最后采

个问题，无法获得较好的控制效果。 为此，出现了部

用最优控制、自适应控制等理论设计控制算法，在设计

分从系统层面解决工作面设备系统控制难题的研

算法时，通常考虑系统的稳定性、响应的快速性和控制

究

［７３］

，采用全局最优规划思路，建立工作面设备之

的精确性。 工作面设备集群控制流程如图 １５ 所示。

Ｄ、Ｓ—设备的位姿空间和环境空间，Ｄ⊆Ｒ ｍ ，Ｓ⊆Ｒ ｎ ，其中 ｍ、ｎ 为位姿信息和环境的维度；ｄ ｉ 、ｓ ｉ —第 ｉ 个设备位姿信息和环境信息；
ｆ（ ） —设备控制控制模型； Ｊ（ ） —优化性能指标； ｃ（ ） —控制算法

Ｆｉｇ．１５

图 １５

工作面设备集群控制流程示意

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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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模型涉及的设备太多、状态变量之间的耦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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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智能体之间采用合作机制共同完成采煤任务。
２．４

供液系统智能化技术现状及难点

系难以用简单的显性数学表达式表述。 因此，通常

供液系统是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的主要动力

需要对系统复杂度进行大幅精简才能设计合理的控

源，是液压支架能否及时准确执行给定动作的决定

制算法。 鉴于上述情况，这类方法尚无法在工程中

因素之一。 综采工作面供液系统如图 １６ 所示，主要
由综合供水净化站、乳化液自动配液站、乳化液泵

应用。
工作面设备群的智能控制方法一定程度上可以

站、高压反冲洗过滤站和回液过滤站组成。 工作面

缓解系统建模和控制算法设计困难的问题，特别是

供水管中的地下水在供水净化站中经过粗过滤、软

模糊控制

［５４，７６］

、决策树

［７７－７８］

等方法在解决单一设备

控制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但以整个工作面设备为对
象的智能控制仍然面临系统建模不完备、状态关联

化和精过滤之后，形成 ｐＨ 值为 ６．５ ～ ７．５，硬度小于

１００ ｍｇ ／ Ｌ 的纯水。 纯水和矿用乳化油在乳化液自
动配液站中按照既定比例配成乳化液。 当液压支架

关系不清晰、优化性能指标过多等诸多问题。 因此，

有供液请求时，乳化液泵站启动将乳化加压，通过高

采用单一的智能控制方法无法完成设备的集群控

压反冲洗过滤站后供应液压支架千斤顶。 当液压支

制。 多智能体框架是解决复杂环境下多控制对象的

架回液产生后，乳化液经过回液过滤站后进入乳化

有效方法

［７９－８０］

。 将工作面所有设备转换为智能体

图 １６

Ｆｉｇ．１６

综采工作面供液系统

Ｌｉｑｕｉ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ＦＭＣＭＦ

目前，综采工作面供液系统是“ 机 － 电 － 液” 一体

的复杂系统，其智能化关键技术主要集中在智能协
调控制

［８１］

和故障智能诊断

［８２］

液泵站。

２ 个方面。 目前在工

供液系统中，普通的运行模式是单泵或多泵长

时间循环运行。 当液压支架不执行动作时，容易造
成压力过大，冲击溢流阀，延缓液压支架移架跟机。

程应用中，由于对机械振动、磨损、爆管等机械故障

而当多台液压支架同时执行多个动作时，又容易造

及油污、油液磨损等油液品质检测的机理研究尚未

成乳化液压力过小，导致液压支架执行动作缓慢。

成熟，故障诊断主要集中在压力、温度、电流等常规

目前，乳化液泵站多采用变频器控制。 系统通

的检测参量。 在智能协调控制方面，主要的关键技

过流量和压力传感器检测供液油路的状态信息，反

术是乳化液自适应恒压供液及乳化液自动配比。
２．４．１

多泵恒压控制技术现状与难点

在工程应用中，供液系统的乳化液泵站一般包

含 ２ 台以上的乳化液加压泵，为液压支架提供高压

馈给变频器启停对应的加压泵 ［８３］ 。 在工程应用中，

为确保压力的稳定性，每一台加压泵的输出端加装
有溢流阀，当供液回路中的压力大于设定溢流阈值

时，溢流阀打开，供液回路的乳化液通过溢油回路进

乳化液。 乳化液加压泵的运行方式决定了液压支架

入到泵站油箱中。 由于溢流阀设定了供液回路的压

供液的稳定性。 恒定的供液系统有利于液压支架高

力上限，因此工程中仅通过简单逻辑判断来控制加

效准确动作，提高工作面推进速度，确保工作面围岩

压泵的启停，而忽略流量控制。 在此情况下，多泵恒

稳定性。 然而，液压支架动作的种类、顺序和数量对

压控制就简化成了单输入单输出的线性控制系统。

供液系统压力的影响很大

［８１］

，如何确保供液系统的

压力稳定，是供液系统智能化的关键技术之一。
１２

简单的开关控制就可满足工作面的供液需求，这也
是目前关于多泵恒压控制智能化算法研究不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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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

二者的流量。 但这类方法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且

然而，该控制算法仍然存在供液压力不稳定的

注入的水和乳化油的压力均衡性得不到保障，常导

情况，容易出现加压过缓或压力冲击的现象。 为缓

致配液浓度不均匀的问题，实际工程中应用较少。

解压力过缓就需要加大加压泵数量，但是供液回路

因此，研制供液压力均衡的可控调节阀是乳化液自

的压力传导本身具有时滞特征，这就导致了从控制

动配比的又一关键问题。

算法上难以根植。 为此，在供液回路设计了一种储

２．５

能器

［８４］

，增加了物理上的压力缓冲机构，可以有效

运输系统智能化技术现状及难点
综采工作面的运输系统主要由刮板输送机、破

地弥补算法的不足。 而在算法层面，简单的开关控

碎机和桥式转载机组成。 刮板输送机将采煤机截割

制对单一泵的调节十分有效，但无法有效协调多个

的煤运到桥式转载机中，经过破碎机破碎后进入带

加压泵工作。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一种协同控制

式输送机送出地面。 目前，刮板输送机、桥式转载机

机制

［８１］

，构建液压支架跟机速度和供液系统压力变

多采用高压大功率变频控制。 运输系统智能化的技

化之间的映射模型，通过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动作

术难点主要集中在刮板输送机故障诊断、煤流检测、

逻辑的交叠关系产生变频器的控制规则，从而实现

负载均衡协调控制等方面。

供液系统的恒压自适应控制，并采用模糊控制方法

２．５．１

研究了供液系统的流量稳定问题

［８５］

。

事实上，从混杂控制系统角度考虑，多泵恒压供
液系统是一种混杂系统，即控制系统中连续控制量

刮板输送机故障诊断技术现状及难点

刮板输送机的故障主要表现为电机故障和链条

故障 ２ 类。 大多数刮板输送机由变频器控制，而在

变频器中一般都具备成熟的检测方法来保护短路、

和离散事件同时发生。 其中，加压泵的启动和停止、

过载、欠压等电机故障。 因此，刮板输送机的故障诊

溢流阀的打开和关闭均属于离散事件，而变频器动

断主要集中在链条故障上，链条故障主要包括链条

态调节供液压力时则属于连续控制量。 因此，将乳

张力过大、松弛和断链故障等。 上述状态都可以通

化液加压泵纳入混杂控制范畴，研究系统模型和控

过链条张力检测系统实现，目前，张力检测主要分为

制算法，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恒压供液问题。

应变片压力检测、张紧油缸压力检测、舌板运动状态

２．４．２

检测等方法。

乳化液自动配比技术现状与难点

按照国家标准，综采工作面乳化液配比质量分

应变片检测是将电阻式单轴应变片紧贴于链条

数需要控制在 ３％ ～ ５％。 若浓度过低，将会增加机

内侧，通过检测应变片的形变间接测量张力，张力数

度过高则会增加乳化油的使用成本 ［８６］ 。

在油缸中安装压力传感器和位移传感器，通过油缸

械磨损，损坏关键部件，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 若浓
乳化液自动配液站的净化水通过水泵和减压阀

进入配比器。 油箱中的乳化油在虹吸作用下，通过

据通过无线方式传出 ［８９－９０］ 。 张紧油缸压力检测是
压力和位移反演链条张力 ［９１］ 。 刮板输送机运动状
态检测方法是通过霍尔元件等设备，检测刮板输送

配比浓度调节阀进入配比器。 其中，净化水回路中

机上舌板的运动状态，当舌板运动时，霍尔元件会检

的减压阀和乳化油回路的配比浓度调节阀是乳化液

测 到 均 匀 的 脉 冲， 当 发 生 堵 转 和 断 链 时， 脉 冲

采用人工操作。 当传感器检测到乳化液浓度超出允

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由于刮板输送机的链条

配比浓度的关键设备。 目前，这 ２ 个设备的调节均

许范围时，操作工手动调节减压阀或配比浓度调节
阀，从而使乳化液浓度达到要求

［８７］

。 然而，人工配

消失 ［９２］ 。

需要拉着堆煤运行，并且容易遭受落煤的撞击，因此
安装在链条上的应变片容易损坏。 而刮板输送机上

比需要反复调节，调节时间长，且目前无法满足无人

舌板容易受到堆煤干扰，且不能定量检测张力，因此

化的要求。

舌板运动检测方法应用并不广泛。 目前，应用最多

为实现无人乳化液浓度精确配比，需要解决乳

的是张紧油缸压力检测方法，但由于油缸压力是链

化液浓度检测和调节阀的可控问题。 目前，乳化液

条张力的间接量，因此干扰因数较多，无法像应变片

浓度检测多采用浓度传感器通过透光效应实现，但

一样精准检测张力。

是检测精度较低。 因此，提升乳化液浓度检测精度

２．５．２

刮板输送机智能调速与煤流检测技术及难点

是关键难题。 此外，针对调节阀可控的问题，通常的

目前，刮板输送机启动后通常以额定速度运行。

解决思路是分别采用油泵和水泵自动向配比器注入

然而，当采煤机尚未割煤或割煤量较少时，刮板输送

乳化油和净化水。 如文献［ ８８］ 设计了一种对冲喷
嘴，净水回路和乳化油路分别采用水泵和油泵控制

机在额定速度下运行将造成较大的电力浪费。 为降
低系统能耗，刮板输送机的运行速度应该与煤流量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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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即负载煤流量少时，运行速度低；当负载煤流

较大，从而导致电机的负载不均匀。 因此，直接采

量达到一定程度后，以额定速度运行。 目前，大多数

用负载电流法检测刮板输送机上的煤流量出现的

综采工作面的刮板输送机均采用高压变频控制，具

误差较大。

备动态调速功能，只要参考速度确定，即可设定刮板
输送机的运行速度。 然而，在实际工程应用中，由于

理论上断面扫描法是一种较为精确地煤流量

检测方法，如 图 １７ 所 示。 其 中， 机 器 视 觉 方 案 是

缺乏煤流量检测方法导致无法提供参考速度，因此

在刮板输送 机 上 方 安 装 一 个 线 激 光 发 生 器， 并 在

变频器绝大部分仅使用了软启动功能，没有实现速

一定倾斜角 度 上 安 装 摄 像 头，获 取 线 激 光 在 煤 流

度的自适应调节。 根据煤流量的精确检测结果确定
刮板输送机的动态参考速度是智能变频调试的基

表面的投 射 曲 线， 通 过 截 面 累 积 反 演 煤 流 量 ［ ９３］ 。

但是这一方法存在刮板输送机边界难以确定、光斑

础。 目前，常用的煤流检测有负载电流检测法和断

去噪、摄像头污损等问题。 激光扫描方案是在刮板

面扫描法等。

输送机正上方安装一排激光测距装置，通过每点的

负载电流检测方法是通过对比刮板输送机空载

距离差求得煤的高度，从而反演煤流量。 但是由于

电流与负载电流之差来确定输送机上的煤流量。 然

堆煤表面杂乱无章，反射的激光有可能不能进入接

而，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刮 板 输 送 机 的 舌 板 与 槽 之

收装置，从而导致测距不准。 目前刮板输送机的煤

间的摩擦力 较 大，特 别 是 在 液 压 支 架 推 移 刮 板 输

流检测还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尚未有成熟技术应用

送机形成的 Ｓ 弯，不 同 的 弯 曲 程 度 其 摩 擦 力 变 化

Ｆｉｇ．１７

３
３．１

图 １７

工程实践。

刮板输送机煤流检测断面扫描法

Ｃｏａｌ ｆｌｏｗ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ｃｒａｐｅｒ ｃｏｎｖｅｙｏｒ ｂ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综采工作面智能化研究前沿及技术展望
综采工作面智能化发展方向展望

问题之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机器视觉、激光扫
描、电磁波透射、多传感器融合等检测手段和分析方

人工智能方兴未艾，仍有很多科学问题有待解

法将大幅提升系统的信息感知能力；同时，各类深度

决。 在将人工智能最新研究成果引入到综采工作面

神经网络和数据回归方法将进一步增强高维非线性

智能化过程中，同样存在大量有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强耦合控制系统的建模能力，为系统的智能控制与

正如王国法院士指出的那样，目前我国煤矿智能化

最优决策提供基础。 此外，在强化学习、自适应动态

开采尚处于初级阶段

［９４］

，与所期望的煤矿智能化开

规划等控制策略和方法的指引下，以多智能体理论

采还有很大的差距。 综采工作面成套设备系统庞

为框架，以反馈、学习和优化为技术手段，这是实现

大，更加需要厘清关键科学问题和技术难点，逐步实

综采工作面全面智能化的重要技术路径。 在上述技

现综采工作面的智能化开采。

术突破后，综采工作面主要设备的控制可彻底实现

从控制学的角度分析，综采工作面智能化的关
键问题是以智能控制为核心，构建控制系统模型、完

智能化。

１） 液压支架智能化展望。 液压支架具备转换

备系统感知信息、设计控制算法和决策策略。 其中，

为机器人的基本条件。 当完成姿态、环境等信息感

系统模型的构建依赖于感知信息，控制算法与决策

知后，再结合相应的控制算法，依照工艺和环境变化

策略则基于系统模型。 由于开采环境复杂和开采工

自主完成安全支护、姿态调整、精确推移刮板输送机

艺过程高度耦合，导致信息感知和系统建模较为困

等动作。 在此情况下，液压支架可视为一个智能体。

难，这也是阻滞综采工作面智能化提高的关键科学

进而可在多智能体框架下，将单一的液压支架上升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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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整个工作面所有支架的多智能体集群控制，从工

素的影响，使得传统的方法难以达到较好的识别效

作面全局实现支护效益、直线度调整等性能的最优

果，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兴起，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

控制。 此外，以大数据分析为支撑，液压支架的故障
诊断及预测技术取得突破，故障信息及维修措施将

了新的思路 ［２４，９８－９９］ 。 近年来，重点设备自动跟踪成
为计算机视觉在综采工作面中的应用热点，如图 １８

及时送达维护中心，这将极大减轻故障的排查及维

所示。 可以预见，在视频目标跟踪实现之后，实现目

修工作。

标行为理解，能有效提升决策系统的信息感知能力，

２） 采煤机智能化发展方向。 采煤机的运动范

有利于系统决策与优化控制。

围大，滚筒 调 节 精 度 要 求 较 高。 若 煤 岩 在 线 识 别

技术取得突破，或在透明工作面信息指引下，结合
多信息 融 合 技 术 绕 开 煤 岩 在 线 识 别 这 一 技 术 难
题，采煤机结合惯性导航、煤机牵引及滚筒调高自
适应控制、故 障 诊 断 及 预 测 等 技 术 可 实 现 全 面 智
能化。 此外，采煤机在整个工作面运行，可作为移
动平台，搭载三维激光扫描仪或双目视觉系统，结
合惯性导航 装 置，对 整 个 工 作 面 实 现 三 维 动 态 建
模，从而为各 设 备 的 智 能 控 制 提 供 更 加 丰 富 完 整

图 １８

的判断信息。

３） 运输系统智能化发展方向。 综采工作面的

Ｆｉｇ．１８

运输系统控制相对简单，但包括刮板输送机、转载机

３．２．２

和带式输送机等，空间分布更加广泛。 在突破煤流

术展望

工作面关键视频目标跟踪

Ｋｅｙ ｖｉｄｅｏ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ｗｏｒｋ ｆａｃｅ

基于激光点云的智能化开采研究前沿及技

量检测等关键技术后，运输系统可实现智能的低功

激光对井下煤尘和水雾具有较强的穿透能力。

耗运行，将极大地节约生产成本。 此外，在煤进入装

采用激光对巷道和工作面进行三维扫描，并在获得

载机之前，加入视频目标检测系统和杂质分拣装置，

的点云数据集上实现巷道和工作面三维地图构建、

可实现锚杆、铁皮等杂质的检测和分拣。 同时，视频

目标检测 与 识 别， 对 建 立 无 人 化 工 作 面 具 有 重 要

目标检测实现了输送带堆煤、溢水、人员越界等异常

意义。

事件的检测与识别。 结合工作面其他信息，实现与

点云数据包括三维坐标、激光反射强度和颜色

其他煤机设备的联动预警和紧急控制。

等信息。 由于呈点状分布且数量巨大，传统的数据

３．２

分析方法无法建立从点云数据集到物理三维空间的

煤矿综采与人工智能交叉领域研究前沿及技

映射模型。 得益于深度神经网络对非线性、强耦合

术展望
３．２．１

计算机视觉在智能化开采中的研究前沿及

模型的超强拟合能力，激光扫描和点云信息重建技
术得到了大幅提升，并已经延伸到煤矿井工开采过

技术展望
以深度神经网络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
使得计算机视觉的研究与应用取得突破性进展。 将
计算机视觉先进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综采工作面，将
大幅提升环境信息的感知能力。 然而，井下环境特

程中 ［１００］ 。 激光点云数据三维重建的核心设备是三
维激光扫描仪 ［１０１］ ，如图 １９ａ 所示。 目前，少量煤矿

开展了工作面三维重建的试验 ［２６，１０２］ ，如图 １９ｂ 所
示。 当激光点云工作面三维重建实现之后，对于人

殊，煤尘、水雾严重，且尘雾的浓度和空间分布存在

员与设备定位、顶板灾害预测、煤壁片帮检测及围岩

严重的随机性。 因此，首先需要对视频图像进行清

稳定性分析等具有重要意义。

晰化处理

［９５－９６］

，这也是目前机器视觉应用到煤矿井

下的难点之一。 构建合适的深度神经网络，建立随

机非均匀尘雾图像的优质化模型是有效的解决办
法。 提出一种双胞胎深度神经网络，实现了随机低

质图像的优质化 ［９７］ ，这为煤矿井下煤尘、喷雾等引
起的降质图像的清晰化奠定了基础。

煤岩识别、煤矸识别是机器视觉在综采工作面
的重要研究方向。 但由于井下光照、煤尘、噪声等因

Ｆｉｇ．１９

图 １９

激光扫描三维地图构建

３Ｄ ｍａｐ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ｌａｓｅｒ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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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钻孔为主，主要方法是在三维地震探测的基础上

透明工作面研究前沿及技术展望

在盘区开采前，需要对矿区煤层赋存条件、地质

建立基本的地质模型。 一般首先通过网格化钻探的

结构、瓦斯分布、水文地质等进行综合调查，在此基

地质数据进行校正，形成初步的地质模型。 然后根

础上对盘区开采进行规划。 在智能采矿条件下，矿

据工作面建设过程中探明的煤层赋存、水文条件等

区地质模型纵深化发展，精确的地质模型作为设备

地质信息对初步模型进一步修正和精细化。 再采用

运行的输入参数，直接指导采煤机、液压支架等设备

电磁波物探等方式对回采区域进行精确探测，确认

运行。 三维地质模型及透明工作面技术在新一代人

回采区域的瓦斯富集、地质断层等情况，对地质模型

工智能技术的促进下，有了长足进步

［１０３－１０４］

。 其中，

再次进行增补和校正。 最后，在回采过程中根据探

三维地质模型的精度从十米级向亚米级迈进，建立

明的地质条件对精确的地质模型进行最后的修正。

更加精准的工作面三维地质模型成为研究重点。

其中，电磁波煤层透视是透明工作面的关键技术之

目前，综合地质模型以三维地震勘探及地面网

图 ２０

Ｆｉｇ．２０

一，煤层电磁波透视及工作原理如图 ２０ 所示。

煤层电磁波透视仪及工作原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ｗａｖｅ

煤层电磁波透视的主要理论基础是 Ｒａｄｏｎ 变换

及其反变换，即电磁波投射角从 ０° ～ １８０° 连续积分

磁波发射点；电磁波透过煤壁后，从 Ｂ１ ～ Ｂ４ 接收信

号。 电磁波信号从 Ａ 侧到 Ｂ 侧可认为是电磁波透

。 但在实际应用

过煤壁后提取了煤壁的内部特征，是一个编码（ Ｅｎ⁃

。 从信息学角度理解电磁投射

煤层内部信息，采用深度神经网络构造解码器（ Ｄｅ⁃

从接收的电磁波信号到实际地质分布之间的映射关

煤壁内部信息。 随后，接入一个深度神经网络，用于

可得到 完 整 的 煤 层 内 部 信 息

［１０５］

中，电磁波透射是离散的稀疏探测点，对煤层内部状
态反演较为困难

［１０６］

原理，可认为 Ｒａｄｏｎ 变换及反变换。 其实质是寻找
系。 因此，引入深度神经网络可实现对该映射的拟

合，其运用原理如图 ２１ 所示。 图中，Ａ１ ～ Ａ４ 表示电

Ｆｉｇ．２１

１６

图 ２１

ｃｏｄｅｒ） 的过程，而 Ｂ１ ～ Ｂ４ 则是编码输出。 为了反演
ｃｏｄｅｒ） ，对特征输出进行转置卷积上采用，从而得到

划分异常区域与类别，从而精确圈定并判别煤壁内
部异常区域及类型。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电磁波透视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 ｏｎ ｄｅｅ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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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

综采工作面大数据挖掘研究前沿与技术展望

随着煤矿自动化、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大量工业
传感器、摄像头、控制设备通过现场总线、工业以太

制的重要途径之一。

４

结

语

１） 以深度神经网络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重

网等数据链路将实时数据传输到数据处理中心，形
成煤矿生产环节的基础数据。 在此基础上，汇集煤

点是在强非线性建模方法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能切

矿地质数据、设备信息、管理台账等，构成煤矿数据

实解决综采工作面智能化过中的信息感知、数据分

分析的主体。 此外，社会经济形势、科学研究成果等

析与推理、系统决策等方面的部分问题。 随着人工

远程知识数据，构成煤矿数据分析的外延，在庞大的
煤矿数据中，如何挖掘数据价值是目前面临的主要

智能研究的深入，在图网络 （ Ｇｒａｐ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元学
习（ Ｍｅｔａ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架构等方面取得进

问题。 数据挖掘的本质是从数据样本中寻找特征，

一步突破，并将其转换到综采工作面智能化的科学

建立模型，实现功能性判断与预测。 随着人工智能

问题中，逐个攻克各个关键技术难题，从而全面深度

技术发展，大数据分析方法和手段发生了较大变化。

实现综采工作面的智能化开采。

２） 在综采工作面智能化过程中，仍然存在大量

数据特征可实现自动提取，高维非线性模型的逼近
能力大幅增强，从而使得判别和预测能力大幅提升。

涉及控制、机械、地质等学科的基础性问题需要解

目前，煤矿大数据分析的重点是关注数据分析

决。 如液压支架推移的闭环控制问题、设备姿态检

的基础架构、数据清洗及单一事件预测等问题 ［３０］ ；

测建模问题、工作面空间绝对坐标定标问题等。 受

煤矿人员定位、距离测量、逃生路径规划等位置服务

这类问题的牵制，人工智能技术在综采工作面的应

问题中 的 关 键 技 术 也 是 大 数 据 分 析 与 预 测 的 范

用和推广受到较大限制。 因此，夯实基础，扎实推进

畴

［１０７］

识别

。 此外，煤矿水害防治

［９３］

［９２］

、监测系统异常数据

等领域的建模与信息获取，均可采用大数据

解决基础性问题，是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应用于综采
工作面的前提。

３） 综采工作面智能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人工智

分析得到解决。 随着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技术的纵
深发展，综采工作面开采过程中的设备运行状态预

能技术应用于综采工作面需要充分考虑采场环境、

测、故障诊断、综合信息分析等问题将可得到较好的

采煤工艺、控制逻辑等诸多耦合因素引起的适应性

解决。

条件。 如机器视觉应用于工作面时必定面临的煤尘

３．２．５

综采工作面设备群体智能决策与控制研究

前沿与技术展望

和水雾干扰问题、智能控制应用于液压支架群控制
时必须考虑支护安全问题等。 因此，通过基础研究，

综采工作面设备众多，各设备在开采过程中时

打通人工智能技术与综采工作面之间的梗阻，扩大

序动作相互耦合。 在确保作业安全的前提下，根据

人工智能技术在综采工作面的适应范围，是人工智

不同的采煤工艺，耦合的次序和程度将发生改变。

能技术在综采工作面工程化的关键。

在无人开采模式下，固定的控制流程无法适应工作
面复杂的环境变化。 因此，需要在系统层级建立各
设备的智能协调机制，以确保工作面设备间相互协
同，共同应对环境变化引起的系统扰动。
目前，在工作面设备的系统控制中，协调控制主
要体现在采煤机、液压支架与输送机之间的采 －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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