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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放开采智能化控制系统研发与应用
李 伟
（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为推动智能化综放开采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全面提升智能采煤的技术水平，针对自动放煤和
工作面设备自动协调运行等行业共性难题，在放顶煤开采技术实践的基础上，开发了以“ 装备自动控
制、数据自动采集、岗位无人值守” 为目标的智能化综放控制系统，提出了综放开采智能化控制系统
的技术路径和总体架构， 配置了 ＭＧ７５０ ／ １８６０ － ＷＤ 采 煤 机、 ＺＦ１２０００ ／ ２２ ／ ４２Ｄ 液 压 支 架、 ＳＧＺ１０００ ／
２４００ 刮板输送机、ＢＲＷ６３０ ／ ３７．５ 乳化液泵站和 ＤＳＪ１４０ ／ ２６０ ／ ３ × ５００ 带式输送机等高可靠性综放开采
成套装备，研发了液压支架记忆放煤、采煤机记忆截割、三角煤截割工艺、输送系统联动运行、泵站自
动控制、手持终端等关键技术和控制系统，建设了“ 地面总监控调度 － 巷道区域控制 － 子系统” 的三级
控制体系。 在鲍店煤矿 ７３０２ 工作面（ 平均厚度 ９．０４ ｍ） 开展了工业性试验，实践中解决了工作面端
头自动截割复杂作业工序、智能时序放煤参数优化等难题，并通过关键环节管控、智能开采工艺优化、
重要岗位作业标准建立等手段，以保障常态化智能运行。 结果表明：智能化综放系统实现了“ 采 － 放 －
运” 的自动、协调运行，时序自动放煤率达 ７０％以上，记忆截割开机率达到 ８５％以上，工作面工作人数
减少近 ６０％，开采能效大幅提升，达到了年产千万吨的能力，实现了“ 自动控制为主，人工干预为辅”
的智能综放生产模式。
关键词：特厚煤层；智能化综放；控制系统；鲍店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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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采工作面智能化尚有较大差距。

言

针对综放工作面缺失完整控制系统，无法常态

综采放顶煤是我国引领世界煤炭开采技术发展

的标志性技术和成果 ［１］ ，持续推进综采放顶煤技术

的进步和发展，实现综放开采的智能化是我国煤炭

化运行的难题，在放顶煤装备及自动化技术的基础
上，集成应用先进的技术成果，开发出综放开采智能
化控制系统，在鲍店煤矿 ７３０２ 工作面成功开展了智

开采必须要攻克的关键问题，也是“ 机械化换人，自

能化综放技术示范，以“ 装备自动控制、数据自动采

动化减人” 科技强安专项行动及智能化煤矿建设的

集、岗位无人值守” 为方向， 实现了采煤机智能控

重大需求

［２］

。

制、“ 三机” 一键启停、液压支架自动跟机、采煤机记

自动放煤技术以及工作面装备协调联动是智能
化综放开采的关键和研究热点。 张良等

［３］

提出并

试验了一种基于振动信号的综放工作面煤矸自动识
别系统；王家臣等

［４］

对比了不同照度对煤矸图像识

别正确率的影响；马英 ［５］ 基于时序放煤开发了自动
化放煤系统；宋庆军等 ［６］ 开发的基于声波的放顶煤
过程自动控制系统可识别出煤矸混合比例，实现了
矸石含量的在线检测及堵煤、卡煤故障特征识别。
近年来设备协调联动方面，通过对围岩智能耦合控
制、工作面自动找直、刮板输送机煤流负荷平衡控制
和工作面环境安全监测联动控制等技术攻关，在地
质条件相对简单的煤层初步实现了人工远程干预的

忆截割、时间记忆自动放煤以及可视化远程监控等
功能，打造了 “ 自动控制为主，人工干预为辅” 的智
能化综放生产常态化运行新模式。

１
１．１

工作面及装备概况
煤层概况
鲍店煤矿位于济宁市境内，处于兖州煤田的中

部。 现井田开采深度约为 － ４８０ ｍ。 矿井开拓方式

为立井多水平开拓，全矿井共划分 ８ 个采区，现主要
生产采区为五、六、七、八、十采区。 工作面开采煤层
为山西组的 ３ 煤。

７３０２ 工作面位于七采区西翼北部，是七采区西

。 但受制于智能放煤制约，综放

翼 ３ 煤层第 １ 个区段的工作面，工作面长度为 ２８７

综放实践方面，２１ 世纪初原兖矿集团以先进综

乃至省内矿井中煤炭储量最大的工作面。 工作面煤

智能开采模式

［７－８］

工作面未形成完整自动化控制系统。

采放顶煤技术为依托，与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发明了适宜自动化开采的两柱掩护式综放液压支
架，首次将电液控制系统应用于综放液压支架，实现
了综放自动化开采技术的重大突破，并推动了电液
控制系统的国产化；２００６ 年，国内首套年产 ６００ 万 ｔ

自动化、信息化综放成套装备在原兖矿集团东滩煤

ｍ，推进长度为 ２ １３２ ｍ，储量 ７１８．９ 万 ｔ，是公司本部
层总体趋势为西北高东南低，煤层产状为：走向 ３３°

～ １０５°，倾向 １２３° ～ １５°，煤层倾角２° ～ １４°，平均 ８°。

工作面煤层厚度 ８．１６ ～ ９．６９ ｍ，平均 ９．０４ ｍ，具有埋
藏浅、倾角小、结构简单、厚度稳定、几何尺寸较大等
特点，采场条件适宜智能化综放工作面建设。
１．２

工作面设备配置

矿得到应用，并推广到澳大利亚，在澳斯达煤矿实现

综放开采 作 为 厚 煤 层 开 采 主 要 技 术 手 段， 工

了自动化综放开采技术的应用；“ 十一五” 国家重点

作面安全高效推进依赖于开采装备的适应性和可

研发计划项目“ 特厚煤层大采高综放开采关键技术

靠性，其中 放 顶 煤 液 压 支 架 是 核 心 装 备。 为 提 升

及装备研究” 和 “ 十二五” ８６３ 项目“ 两柱式强力放

顶煤应用支架研制” 项目攻关，基本奠定了现有综
放装备技术体系

［９－１１］

；依托“ 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课题，提出了特厚煤层智能化综放开采理论与
关键技术 架 构
践

［１４－１５］

［１２－１３］

，开展了智能化综放开采的实

。 但仍没有形成常态化综放开采，与实现综

放顶煤液压 支 架 可 靠 性，研 究 了 液 压 支 架 高 压 自
动补偿系统 和 超 大 流 量 快 速 移 架 系 统， 支 架 立 柱
及千斤顶采 用 表 面 镀 铜、推 移 活 塞 杆 激 光 熔 覆 等
新技术，创新液压支架生产新材料新工艺，保证工
作面设备高可靠性常态化运行。 综放工作面装备
配置情况见表 １。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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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 １

煤炭科学技术
综放工作面主要装备

Ｍａｉ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ｆｕｌ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ｃａｖｉｎｇ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ｅ

上述综 合 自 动 化 系 统 可 实 现 以 下 ８ 大 基 本

功能：

１） 一键启停：系统自动完成设备层面的启动条

规格型号

数量

采煤机

ＭＧ７５０ ／ １８６０

１台

件判断、启动逻辑控制、停止条件判定、停止逻辑控

８架

２） 采煤机记忆割煤：可对整体模式、全局参数、

ＺＦ１２０００ ／ ２２ ／ ４２

１６２ 架

ＺＴ１０２４００ ／ ２８ ／ ５０

１套

局部模式、局部参数进行修正。

１部

化放煤。

ＳＺＺ１２００ ／ ７００

１台

液系统等根据采煤机工况、煤流负载、液压系统状态

ＢＲＷ６３０ ／ ４０Ｒ

４泵２箱

ＢＰＷ５１６ ／ １６

４泵２箱

ＺＦＧ１２０００ ／ ２６ ／ ４５

过渡支架
轨道巷超前支架

ＺＴ４５０００ ／ ２４ ／ ４５

运输巷超前支架

１套

ＳＧＺ１０００ ／ ２４００

前部刮板输送机

ＳＧＺ１０００ ／ ２４００

后部刮板输送机
转载机

１部

ＰＬＭ３５００

破碎机
乳化液泵
（ 包括泵箱）

喷雾泵（ 包括泵箱）

２．１

作面综合自动化系统总体架构如图 １ 所示。

装备

中间支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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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台

制和意外情况造成的顺序停止。

３） 自动化放煤：依据记忆放煤方法，实现自动

４） 自动跟机（ 含斜切进刀） 移架：运输系统、供

等进行自动调节。

５） 防碰撞功能：系统自动完成采煤机、液压支

架、刮板输送机安全距离的监测，避免设备干涉。

６） 端头设备联动：依据信息监测和视频监测进

行联动控制或远程手动控制；根据端头设备位置监

综放工作面智能化控制系统

控、机头机尾进尺监控、伪斜角度监控等措施对采煤

总体技术架构

为全面实现“ 采 －放 －运” 高效协同运行，将工作

工艺进行微调。

７） 工艺执行管理：对既定工艺的执行过程、执

面的工人从工作面解放出来，设计开发了一套完整

行结果进行有效监测，及时反馈，根据反馈情况及时

的工作面自动化解决方案。 工作面自动化系统将各

调整工艺，形成控制闭环。

网、无线、视频、通信、液压等） 的融合，实现工作面

现故障分级管理；具备“ 带病运行” 模式，避免系统

个独立的子系统集成， 通过多种技术 （ 控制、 以太
监控中心对设备的整体集中自动化监控。 ７３０２ 工

１３０

Ｆｉｇ．１

图１

８） 故障管理：对可能出现的故障进行分析，实

频繁停机。

７３０２ 综放工作面综合自动化系统总体架构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Ｎｏ．７３０２ ｆｕｌ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ｃａｖｉｎｇ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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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综放开采智能化控制系统研发与应用

２．２

集控中心采用“ 集中 ＋ 模块” 化设计（ 视频 ＋ 音频 ＋ 数

工作面智能化子系统

２．２．１

据三合一交互展式、集成，集中协同调度、控制，存

工作面监控中心

目前综采工作面所包含的系统控制方式依旧存
在碎片化分布式监控，以现有综采工作面被控设备
为基础，建立了以集控中心为核心，工作面视频监
控、音频采集为辅助的集中自动化控制系统（图 ２）。

储、查询、分析） 的组合式设计，能够对液压支架、采

煤机、泵站、“ 三机” 、巷道运输、供配电进行协同控
制及远程监测，实时的音视频信息为集控中心提供
辅助安全保障。

２．２．２

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统

集 中 监 控 中 心 与 电 液 控 系 统 采 用 Ｃ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Ａｒｅ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总线协议，工作面监控中

心通过 交 换 机 向 电 液 控 制 系 统 主 机 发 送 控 制 指
令，并且电液 控 制 系 统 开 发 控 制 权 限 并 提 供 数 据
接口，能实现 在 巷 道 集 控 中 心 对 液 压 支 架 的 远 程
控制：

１） 三角煤自动化功能实现。 整个工作面采煤

机割煤过程轨迹呈现 Ｚ 字形如图 ３ 所示，先行采煤

机割透整个工作面，然后由液压支架推行形成三角
煤弯曲段，采煤机斜切进刀，然后回刀割掉三角煤，
完成完整一刀的采煤过程。 端部斜切进刀割三角煤

时，采煤机自上端头向下进刀割煤，待采煤机经过前
Ｆｉｇ．２

图２

溜弯曲段后，将前溜移直，采煤机向上返割三角煤，

集控中心组成

然后自上向下割至下端头。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ｅｎｔｅｒ

图３

Ｆｉｇ．３

工作面采煤机割煤路径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ｐａｔｈ ｏｆ ｓｈｅａｒｅｒ

２） 智能时序放煤功能。 基于放顶煤液压支架

电液控制系统，开发了智能记忆放煤方法，如图 ４ 所
示，放煤工序滞后工作面移架工序进行，滞后距离为

３ 架。 放煤工艺遵循以下原则：多轮、顺序、均匀放
煤、大块破碎、见矸关门。

借助放煤机构状态多方位感知数据，以时序为
调控参数，提升工作面放煤自主化性能，增强了智能
放煤技术对复杂条件的适应性。

多轮放煤：在顶煤厚度达到 ３ ｍ 以上时，顶煤垮

落以后，上位顶煤由于垮落空间有限，不能充分破
碎，甚至有一部分靠近直接顶的顶煤不能垮落，如果
这时全部将冒落的顶煤放出，将会造成顶煤块度大

Ｆｉｇ．４

图４

智能化放煤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ａｌ ｃａｖｉｎｇ

以及部分顶煤未垮落。 因此，应采用 ２ 轮或 ３ 轮放

煤。 即第 １ 轮放出顶煤的 １ ／ ２，其余的在第 ２ 轮全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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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放出。 此流程通过程序加以经验时间控制。
顺序放煤：在工作面全长上应从工作面一端开
始，顺序打开支架放煤口进行放煤，与移架的顺序保

第 ４９ 卷

３） 顺序停机功能，停机顺序如下：采煤机—刮

板输送机—转载机—破碎机。

４） 具有急停闭锁功能。 同时，输送机通信控制

系统还可以实现与带式输送机的双向通信，实时获

持一致。
均匀放煤：在每轮次放煤时，每个放煤口的放煤

取带式输送机的运行状态，若带式输送机处于停止

量应近似相等。 一般情况下，通过控制放煤时间来

状态，自动闭锁工作面“ 三机” 设备。 当工作面自动

控制。

化系统出现故障时，刮板输送机、转载机、破碎机、巷

大块破碎：放煤过程中如遇见大块煤，应及时用

道带式输送机子系统不受自动化系统制约，可以单

支架放煤机构的破煤装置将大块破碎。 对低位放顶

独开机，确保生产不受影响。

煤工艺而言，通过尾梁倾角传感器控制尾梁的摆动

２．２．５

角度，将大块挤碎或者用插板将大块煤捣碎。
见矸关门：当进行最后一轮放煤，在放煤口出现

约 ３０％ 的含矸量时，关闭放煤口，可以通过控制放
煤时间来控制，在生产过程当中，可随着煤层厚度变
化以及工作面的推进调整放煤的时间参数。
２．２．３

采煤机控制系统

泵站控制系统

泵站乳化液配比通过交换机接入到自动化平台
上，对泵站系统的数据采集和运行状态进行集中显
示，远程启停控制，通过变频器调节泵流量以实现综
采系统自动联动。

１） 泵站系统数据监测功能。 泵站系统及乳化

液配比装置的相关运行数据经过数据通信传输给巷

采煤机的上位机通过交换机接入到自动化平

道集中控制室内的自动化主机，并在自动化主机上

台，实现采煤机状态实时显示、远程控制、综采设备

进行显示，显示内容需包含：泵站工作状态、控制模

联动、记忆割煤、状态数据分析和评估等功能，实现

式、泵站油温、油位、出口压力及压力差、液箱液位以

采煤机远程化控制，如图 ５ 所示。

及乳化液配比浓度、工作状态等所有泵站系统发送
给自动化主机的数据信息，实现对泵站、乳化液配比
设备的远程监测，同时将泵站运行故障报警进行集
成显示。

２） 泵站系统数据远程控制功能。 ① 实现单台

乳化泵启动、单台乳化泵停止，单台喷雾泵启动、单

台喷雾泵停止，自动配比启动、自动配比停止。 ②泵

站联动启动、泵站联动停止以及泵站系统急停功能。

２．２．６

工作面视频系统

工作面每 ３ 个支架安装 １ 台矿用本质安全型摄

像仪，安装于支架的顶梁上，兼顾煤壁和机道，进行
视频监控、跟机视频。 输送机机头、转载机、泵站处
图５

２．２．４

Ｆｉｇ．５

采煤机远程控制

Ｒｅｍｏ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ｓｈｅａｒｅｒ

输送机通信控制系统

开发了输送机集中控制系统，输送机通信控制
系统能够显示刮板输送机、转载机、破碎机、带式输
送机运行数据，实现对输送机、转载机及破碎机等设
备的集中控制，对刮板输送机、转载机、破碎机及带
式输送机的单设备远程启停控制。 远程启停控制具
备如下功能：

巷道带式输送机机头和机尾处各安装 １ 台矿用本质

安全型摄像仪，实现对设备及出煤情况的视频监视。
在监控中心安装 １ 路视频摄像仪，地面调度中心可

对监控中心进行监测，以防监控中心长期处于无人
状态。
网络摄像仪采用以太网进行视频传输，摄像仪

传输接 口 采 用 以 太 网 电 口 传 输， 传 输 速 率 为 １００

Ｍｂｉｔ ／ ｓ，该摄像仪具有红外补光功能，摄像仪通过有

线或无线的方式接到基站，通过基站供电和视频信

１） 单设备启停功能，包括刮板输送机、转载机、

息的传输。

２） 顺序开机功能，启动顺序如下：破碎机—转

进行工作面视频显示，实现在视频显示器上跟随采

破碎机（ 需解除联锁） 。

载机—刮板输送机—采煤机（ 存在联锁关系） 。
１３２

各安装 １ 台矿用本质安全型摄像仪，进行实时监控。

在监控中心配备 ２ 台矿用本质安全型显示器，

煤机自动切换视频摄像仪画面，视频显示器传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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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采用以太网电口传输， 传输 速 率 为 １００ Ｍｂｉｔ ／ ｓ。
工作面视频接入方式如图 ６ 所示。

图７

Ｆｉｇ．７

超声波煤流传感器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 ｃｏａｌ ｆｌｏｗ ｓｅｎｓｏｒ

口，在监控中心显示并实现联动保障。 当发生灾害
报警时，工作面会立即断电停车，系统报警，指示人
员回撤。
图６

２．２．７

Ｆｉｇ．６

人员定位信息可在综采工作面集中控制中心显

工作面视频接入方式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ｄｅｏ ｓｙｓｔｅｍ

工业以太网及无线信号

工作面光纤以太网主要由本质安全型无线基
站、矿用隔爆兼本质安全型电源、光纤快插连接器等
组成。 基站安装在支架顶梁上以及巷道壁上，工作

面每 ６ 架安装 １ 台，巷道输送带每 ３００ ｍ 安装 １ 台。

示，并实现联动保障，并满足以下功能：①实时监测
当前井下人员动态；②定位井下人员位置；③在工作
面设定安全区，对重要综采设备设立安全区。

３

智能综放技术系统应用
综放智能化控制系统集成应用了工作面时序智

每台基站需要 １ 台电源供电。 基站与基站之间采用

能放煤、采煤机智能化截割等关键技术，实现了工作

带有 ３ 路以太网接口，可连接 ２ 台本安摄像仪，同时

采煤作业的目的，形成了一套集智能化传感、工业以

Ｇ 的 ＷｉＦｉ 接入，同时还配有 ２ 路 ＲＳ４８５ 接口。

装备与智能开采工艺（ 图 ８） 。

快插光纤连接器桥接，带宽可达到千兆。 每台基站
给摄像仪提供电源。 基站带有全向天线，可实现 ２．４

２．２．８

面采煤机、刮板输送机和液压支架智能化协同控制
太网、智能控制软件和智能监控中心为一体的成套

手持终端

无线基站通过 ２．４Ｇ 无线 ＡＰ 接入，实现整个工

作面 ＷＩＦＩ 覆盖。 覆盖范围内可使用本安手机，手
机安装 ＡＰＰ 软件实现功能如下：工作面“ 三机” 、泵

站、输送带遥控；显示与地面视频通话；实现工作面

工业视频画面监控；显示与沿线扩音电话通话；实现
工作面工况数据监测。
２．２．９

巷道输送带智能调速系统

巷道输送带采用变频器驱动，为了实现运行过
程中可根据煤量智能调速，在转载机上安装一个超

声波煤流传感器（ 图 ７） 。 传感器通过在电子单元的
控制下，探头向被测物体发射一束超声波脉冲。 声
波被物体表面反射，部分反射回波由探头接收并转
换为电信号。 从超声波发射到重新被接收，其时间
与探头至被测物体的距离成正比。 电子单元检测该
时间，并根据已知的声速计算出被测距离，通过减法
运算就可得出物位值。
数据传输到监控中心后台计算机，计算机建立
数学模型通过积分算出煤流体积和煤量，然后控制
变频器进行调速。
２．２．１０

人员定位及环境监测联动

工作面自动化系统为环境安全监测系统预留接

Ｆｉｇ．８

图８

７３０２ 综放工作面井下运行情况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７３０２ ｆｕｌｌ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ｃａｖｉｎｇ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ｅ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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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业试验原则
为实现常态化运行，工业试验过程中，加强技术

和管理创新：

１） 严抓关键环节管控。 建立采区远距离无人

值守集中供液系统，配备大流量变频驱动泵站，有效

缓冲液压脉动，实现恒压供液；选用 ２０ ｔ ／ ｈ 净水装

置，实现乳化液纯净水配制，采用 ４ 级高精度过滤，
确保用液清洁度。

２） 优化智能开采工艺。 积极优化跟机控制和

目前研制的智能化综放控制系统以及形成的智
能综放模式现已在东滩、兴隆和赵楼等多处煤矿得
到推广应用。

４

关参数，单轮放煤时间由 ２６ ｓ 缩减至 １３ ｓ，双轮顺序

放煤支架间隔由 ５ 架调整为 １０ 架。 采煤机依据示

论

１） 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有稳定可控的工作面

条件仍是实现智能开采的基础。 ７３０２ 工作面整体

地质条件简单，煤层赋存条件好，为智能化建设提供
了良好的平台。

２） 装 备 的 适 应 性 和 可 靠 性 是 智 能 化 的 基 础。

支架动作程序，对拉移超前支架进行智能识别处理。
精准测量、记录、比对、优化放煤时间、放煤倾角等相

结

高工作阻力液压支架、高可靠性采煤机、大功率高运

能刮板输送机以及泵站等为工作面智能化运行奠定
了装备基础。

３） 综放开采智能化控制系统与现场管理的结

范刀记忆采高、速度等相关数据，进行智能化运算，
形成记忆截割模板，并可在自动截割过程中不断修

合是实现常态化运行的保障。 液压支架记忆放煤、

正误 差， 实 现 自 动 调 高、 挖 底、 加 速 和 减 速 等 控 制

采煤机记忆截割、三角煤截割工艺、输送系统联动运

功能。

行、泵站自动控制等关键技术和控制系统，必须在实

３） 健全岗位标准。 制定了《 智能采煤工作面技

术规范》 ，明确职工培训、材料投入、生产调度等相

践中不断完善，加强现场管理，才有效实现智能化
功能。

４） 鲍店煤矿 ７３０２ 工作面智能化综放实践，减少

关责任单位和人员作业标准，强化技术、装备、资金、
人才等保障措施。

了煤矿井下综采工作面的人员数量，降低了生产设

３．２

备的能耗，向煤矿绿色开采推进了一步，带动了我国

系统工业性试验成果
通过井下工业性试验，该套系统达到以下指标：

１） 通过完善的智能化开采设备配套，实现了煤

矿智能化综放开采的常态化应用，液压支架自动跟

机率达 ７５％以上，时序自动放煤率达 ７０％ 以上，达

到了综采工作面年产 １ ０００ 万 ｔ 的生产能力，工作面
内作业人员从原来的 ９ 人减为 ４ 人，实现了煤矿高
产高效绿色安全开采的目标。

２） 采煤机通过对摇臂采高传感器零点校准和

相关研究单位和企业在自动化、智能化、高端材料、
关键制造工艺等方面的整体技术进步，为资源环境
技术领域相关的科技研发工作和相关学科积累了实
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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