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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综述
闫少宏，徐

刚，范志忠．我国综合机械化开采 ５０ 年发展历程与展望［ Ｊ］ ． 煤炭科学技术，２０２１，４９（ １１）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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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综合机械化开采 ５０ 年发展历程与展望
闫少宏１ ，徐 刚２ ，范志忠２

（１．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能源与矿业学院，北京

摘

１０００８３；２．中煤科工开采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００１３）

要：分析了我国综合机械化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在机械化开采方面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到发展创

新的成功经验，认为：①我国煤矿机械化开采历经 ５０ ａ 发展，大体可分为 ３ 个阶段，即探索阶段（２０ 世

纪 ７０—８０ 年代） 、大发展阶段（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和全面突破阶段（ ２１ 世纪初至今） ；②在工作面煤机

装备发展理念方面，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总体是突出经济实用型，２１ 世纪初至“ 十二五” 末期，煤机装
备突出重型化和高可靠性，以达到装备效益的最大化，“ 十三五” 至今，煤机装备向智能化、无人化方
向发展，以实现工作面设备集群的智能感知和协同控制；③采煤方法与工艺依然是煤矿机械化发展的
基础，任何采煤方法或工艺的变革都会促进煤机装备产业的升级换代，甚至脱胎换骨的进步，而煤机
装备是采煤方法与工艺的载体，因此采煤方法与工艺研究依然是煤矿开采的基础和根本；④尽管我国
煤机装备的整体水平有了巨大提高，但在关键元部件、材料、工艺、整机可靠性方面，与国际先进国家
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⑤煤矿智能化是煤炭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煤炭科技工作者的理想和努力方
向，但其前提必须是装备要具有高可靠性，而且采煤工艺的可操作性与岩层控制的定量化理论也是智
能化实现的基础；我国煤矿机械化的发展历程表明，煤机装备的研发和应用应立足于采煤方法与工艺
的不断创新，适合煤炭赋存特点的多样化机械化开采模式也是我国煤炭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综合机械化开采；放顶煤开采；大采高综采；智能化开采
中图分类号：ＴＤ８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３ － ２３３６（２０２１）１１ － ０００１ － ０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５０ ｙｅａｒ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 Ｓｈａｏｈｏｎｇ １ ，ＸＵ Ｇａｎｇ ２ ，ＦＡＮ Ｚｈｉｚｈｏｎｇ 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ＣＣＴＥＧ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ｏ．，Ｌｔｄ．，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１３，Ｃｈｉｎａ）

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ｆｔｅｒ ５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ｇｅｓ，ｎａｍｅｌｙ，①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１９７０ ｓ－１９８０ ｓ） ，②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１９７０ ｓ－ １９８０ ｓ） ，③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 １９７０ ｓ－ １９８０ ｓ） ，④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１９７０ ｓ－１９８０ ｓ）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１９９０ 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ｔａｇｅ （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ｅ⁃

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ｃｏ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ｈｅａｖ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ｔｏ ｎｏｗ，ｃｏ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ｅｑｕｉｐ⁃

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ｃｌｕｓｔｅｒ；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２１；责任编辑：常

琛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８７４１７５，５１５０４１３６）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１７ＹＦＣ０８０４３０１）

作者简介：闫少宏（１９６６—） ，男，陕西武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Ｅ－ｍａｉｌ：２０２００２＠ ｃｕｍｔｂ．ｅｄｕ．ｃｎ

１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１ 期

煤炭科学技术

第 ４９ 卷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ｓｈｏｒｔｅｎｅｄ，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ｇａｐ ｉｎ ｔｈｅ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５）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ｂｕｔ ｉｔｓ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ｈｉｇｈ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ｒｅ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

ｅｒｙ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ｗａ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ｎｇ；ｔｏｐ ｃｏａｌ ｃａｖｉｎｇ ｍｉｎｉｎｇ；ｌａｒｇ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ｆｕｌｌ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ｎｇ；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ｉｎｉｎｇ

０

引

化程度较高，中小型煤矿机械化水平普遍较低 ［３－４］ 。

言

我国资源禀赋的特点是“ 富煤、贫油、少气” ，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
动力的煤炭能源需求日益增长，我国能源结构的特
点和市场需求促使煤炭工程技术人员在开发利用上
潜心研究，以综合机械化为标志的工业化采煤为我
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能源供应。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国内第 １ 套综采装备在大

同矿务局煤峪口煤矿下井组装完成，该矿的 ８７１０ 工

作面也称为国内首个试验综采的作业面，拉开综合
机械化开采的序幕

［１］

。 自 １９７７ 年以来，全国煤炭产

量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６．１８ 亿 ｔ 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３６．８ 亿 ｔ，

全国采煤机械化程度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３２． ３４％ 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的７８．５％，全国掘进机械化程度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４．５％增加到 ６０．４％，煤机制造企业规模不断壮大，
供应煤炭企业的装备历经从短缺或紧俏紧缺到种类

繁多、琳琅满目的转变，煤机产品从单一向系列化转

继续实事求是地创新和攻关，推动我国煤矿开采机
械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１

我国综合机械化开采的发展历程
回顾我国综合机械化开采发展 ５０ ａ 历程，以机

械化发展 的 标 志 性 事 件 为 节 点， 大 体 可 分 为 ３ 个
阶段。
１．１

探索阶段（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我国综采技术刚刚起步，

主要工作就是培训人才，打牢基础，进行多单位多学

科协同攻关，处于探索阶段。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我
国综采技术发展取得了许多划时代的成就。

１） 建成了国内第 １ 个综采工作面。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我国在大同的煤峪口煤矿建成了国内首个综采
工作面，综采技术的安全效益和规模效益得到了大

幅度体现，主要表现在“ 一少、两高、三低” ［１］ 。 “ 一

少” 是指顶板事故大幅度减少，当时井下工人形象

变，煤机企业从生产产品向提供完整解决方案转变，

地比喻综采支架操作是“ 保险柜里给阀” ，摩擦金属

的 ３． ０４ ｔ 提 高 到 ２０１８ 年 的 １０． ２６ ｔ， 提 高 了 ３ 倍

量高；“ 三低” 是指“ 吨煤材料消耗低、掘进率低和成

我国万吨煤炭产量可配套的煤机产量已由 １９７８ 年

多

［２］

。 我国综合机械化开采发展历程，伴随着在曲

折中前进，在前进中攻坚克难，取得了辉煌成就，也
为世界煤炭工业的技术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走出
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到发展创新的成功之路，
丰富和发展了综合机械化开采技术，形成了适合中
国煤炭赋存特点的多样化机械化开采模式。 在看到
成绩的同时，也要依然清醒地意识到目前面临的问
题和挑战，如我国煤矿综合机械化水平地区之间差
异性较大，晋、陕、蒙、宁、甘等华北和西北地区的煤
矿普遍实现了综采机械化，矿井生产系统相继建立
起了自动化集中控制平台，管理方面也基本实现了
信息化。 而云、贵、川、桂、湘、鄂、赣等西南和华南的
煤矿受煤层赋存条件限制，机械化水平普遍较低，部

支柱支护是“ 老虎嘴里拔牙” ； “ 两高” 是效率高、产

本低” ，因此煤峪口煤矿的成功试验进一步明确了
我国煤炭技术的发展方向。

２） 进行 了 ２ 次 重 大 的 综 采 技 术 和 设 备 引 进。

为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综采技术成果，我国进行了 ２

次重大的综采技术和设备引进，为我国煤矿机械化

开采和装备自主制造送来了春风。 １９７３ 年，经中央

批准，国家安排专项外汇，从国外引进了 ４０ 多套综
采装备和部分设备加工生产线（ 图 １ 和图 ２） 。 １９７７
年，经邓小平同志批准 ，我国又从国外引进了 １００

套综采装备，经原煤炭部认真组织调研，上述设备分

期分批从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奥地利、美国等 ６

个国家的 １３ 家公司进行了引进。

３） 构建了我国采掘装备的配套和测试技术体

分矿区甚至处于起步阶段；此外，不同规模或井型的

系。 在引进国成套煤机装备后，我国对相关设备的

矿井综采机械化发展水平也不平衡，大型煤矿机械

关键零部件进行了技术攻关，逐步建立起了完善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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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电牵引采煤机，刮板输送机采用铸焊结合封
底中部槽、交叉侧卸式机头、链条自动张紧等先进技
术，具有运量大，可靠性高等特点，上述装备将我国

煤矿工作面的生产能力提高到了 ３００ 万 ～ ４００ 万 ｔ ／ ａ

水平。 １９９９ 年，综采工作面产量占我国煤炭总产量

的５１．７％，较发展初期（１９７５ 年） 提高了 ２６ 倍。

二是综采放顶煤技术在我国经过引进、消化、吸收

和发展，引来了我国厚及特厚煤层机械化开采的革命，
图１

实现了该类煤层的颠覆性技术变革，其安全高效的优
大同矿务局首次引进英国先进的综采设备（１９７４ 年）

Ｆｉｇ．１

Ｄａｔｏｎｇ Ｍｉｎｉｎｇ Ｂｕｒｅａｕ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ｕｌｌ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ｆｏｒ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ｉｎ １９７４

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形成了具有中国煤矿特色的厚及
特厚煤层成套开采技术。 我国综放开采的发展大体经
历了试验探索、推广应用和创新提高 ４ 个阶段：

１） 试验阶段 （ １９８４—１９９０ 年） 。 １９８４ 年， 首先

在沈阳蒲河煤矿进行了缓倾斜煤层综放开采试验，
该试验全部采用国产装备，通过该试验进一步总结
了经验和教训；１９８６ 年，在窑街二矿进行了急倾斜
煤层试验并取得成功；随后又在辽源的梅河口矿和
乌鲁木齐的六道湾矿进行了试验，达到了预期效果，
其中，梅河口矿取得了厚煤层水平分层综放工作面
年产 ０．６ Ｍｔ 的好成绩。 １９８７ 年，在乌鲁木齐召开了
Ｆｉｇ．２

图２

放顶煤开采技术研讨会，促进了综放开采的发展。

国外引进设备联合试运转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１９８８ 年和 １９８９ 年，又先后在阳泉一矿和潞安王庄
矿进 行 了 综 放 开 采 工 业 性 试 验， 其 中， 阳 泉 一 矿

和阀组，采煤机的防爆电机、传动齿轮、液压泵和马

８６０３ 工作 面 产 量 达 ０． １４ Ｍｔ ／ 月， 综 放 队 产 量 １． ０４

达，刮板输送机的中部槽、链轮及圆环链等，带式输

倍以上，成为这一探索阶段成功的标志。

配套和测试技术体系，相继攻克了综采支架的材料

Ｍｔ ／ ａ，比该矿分层综采工作面的产量和效率提高一
２） 推广应用阶段（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 。 １９９０ 年之

送机的托辊、输送带等一系列难题，上述工作进一步
完善了我国煤机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链，为煤炭企业
保障设备正常运转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也为煤
机制造业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后，原煤炭部又选择一批缓倾斜厚煤层的正规采区

推广综放开采工艺，逐步取代分层综采。 １９９４ 年，
原煤炭工业部为加强对综放工作的统一规划和领

在这期间，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了大量的技术
攻关，进行了大量的综采工作面支架 － 围岩相互作

导，成立了煤炭部综放开采技术专家组，确定了综放

准，为综采工作面的设备选型与参数确定打下了基

３） 成熟提高阶段（１９９６—２００２ 年） 。 从 １９９６ 年

用关系的实测、理论研究，提出了工作面顶板分类标

础，使我国综合机械化的开展在技术上有章可循，这
一时期的煤机装备大都体现在经济实用型 ［５］ 。

１．２

大发展阶段（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我国综采技术得到了进一步

推广，尤其是综放技术突破了技术瓶颈，得到了大面

示范点和一批综放开采技术攻关课题，１９９５ 年正式
颁发了《 综合机械化放顶煤开采技术暂行规定》 。

起，国内对综放开采的认识不断加深，在复杂条件煤
层中应用综放开采技术也取得突破，生产指标和经
济效益均大幅提升，产学研携手对制约综放发展的
技术难题逐个进行攻关，相继取得一批先进成果，综
放开采无论是安全优势还是产量优势均深入人心，

积推广，综采放顶煤技术的成功实践又推动了厚及

煤炭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得到了大幅提高。

特厚煤层机械化水平的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如下：

１．３

一是各矿区以高产高效为目标，发展各种综采
工艺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矿区为铁法矿务局，１９９５

年，该矿区成功试验了全国产 ７ ０００ ｔ 成套综采设
备，创新研制了大功率、大截深、多电机横向布置的

突破阶段（２１ 世纪初至今）

２１ 世纪初至今，我国创新发展了适用于特厚煤

层条件的大采高综放技术，大采高综采技术也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智能开采发展迅猛，大倾角综合机械
化开采有了新突破，并逐步实现了采煤技术与煤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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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的对外输出。 主要体现在如下 ３ 个方面：

次采全厚成套技术与装备，实现工作面产量 ６ Ｍｔ ／ ａ。

２００２ 年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开采所提出了割煤高度

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资金，神东矿区原几乎全依赖

１） 创新发展了特厚煤层大采高综放开采技术。

３．５ ～ ５．０ ｍ 的特厚煤层大采高综放开采概念

［６］

，很

快这一理念和相关开采技术在类似矿井得到了大面
积推广和应用，其安全高效的巨大潜力优势得到了

充分发挥，实现了综放工作面年产 １０ Ｍｔ 的产量指

标，２０１４ 年“ 特厚煤层大采高综放开采关键技术及
装备研发”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大采高综放开采的实践促使学界

该成果打破了这类产品主要靠进口引进的局面，为
进口的煤机装备，逐渐为国产装备所替代 ［６］ 。

项目以大采高岩层控制理论研究为基础，遵循

主流设备与单件设备可靠性相匹配，采煤机落煤能
力与输送机能力相匹配原则，自主研发了高可靠性
液压支架、采煤机、刮板输送机以及带式输送机，集

成创新了由“１ 个理论、４ 套装备” （ ３６ 个关键部件，

１６ 项创新技术） 所构成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年产

对综放开采矿压理论重新认识，目前多数学者认可的

６ Ｍｔ 能力综采成套技术与装备。 之后大采高综采

所示。 主要的认识有：①特厚煤层综放开采矿压显现

８．８ ｍ大采高综采成套技术与装备。 ２０１８ 年神东矿

综放开采上覆岩层结构模型与力学模型如图 ３、图 ４

强烈，工作面有“大、小”周期来压现象；②工作面上位

配套能力不断提高，先后成功研发了 ６．２、７．０、８．２、

区上湾煤矿在煤厚 ７． ５６ ～ １０． ７９ ｍ，平均 ９． ０６ ｍ 的

岩层活动范围在纵向和横向明显加大；③工作面上覆
岩层形成“短悬臂梁－铰接岩梁” 结构，依此结构确定

１２４０１ 工作面成功进行了采高 ８．８ ｍ 的超大采高综

岩层控制的基本原理就是要维持这种结构的稳定性，

２９９．２ ｍ，如图 ５ 所示。 工作面“ 三机” 配套设备为
ＺＹＧ２６００ ／ ４０ ／ ８８Ｄ 型 液 压 支 架， ＭＧ１１００ ／ ２９２５ － ＷＤ

的支架工作阻力应是支架工作阻力的下限值，工作面
否则将产生切顶失稳和压垮失稳

［６－１０］

。

采实践，１２４０１ 工作面上覆基岩厚度 １２０ ～ ２２０ ｍ，松
散层厚度 ０ ～ ２７ ｍ，推进长度 ５ ２５４．８ ｍ，工作面宽度

型采煤机，ＳＧＺ１３８８ ／ ３ × １６００ 型刮板输送机，工作面
关键装备全部采用国产，最高产量 １４６ 万 ｔ ／ 月，平均

每刀产量 ２ ９８０ ｔ，回采工效达 １ ０５０ ｔ ／ 工，工作面生

产期间，设备运行良好，标志着国产装备下大采高综
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图３

Ｆｉｇ．３

顶板“ 组合悬臂梁⁃铰接岩梁” 结构
Ｒｏ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ｃａｎｔｉｌｅｖｅｒ
ｂｅａｍ ｈｉｎｇｅｄ ｒｏｃｋ ｂｅａｍ”

Ｆｉｇ．５

Ｆｉｇ．４

图４

图５

上湾矿 ８．８ ｍ 超大采高综采工作面现场

８．８ ｍ ｓｕｐｅｒ ｈｉｇｈ ｆｕｌｌ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ｆａｃｅ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ｗａ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３） 智能化开采研究与应用发展迅速。 ２０１２ 年

底，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组织
综放采场围岩力学模型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ｆｕｌｌ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ｔｏｐ ｃｏａｌ ｃａｖｉｎｇ ｆａｃｅ

２） 大采高综采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 自 ２００３

实施了“ 智能制造装备发展专项” ，从产学研角度大

力资助煤矿装备的智能化发展。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该项

目关键配套装备在山西焦煤集团斜沟矿进行了联动

年起，国家科技部、发改委先后组织煤炭科学研究总

试车，并取得成功。 关键设备均能够自动协调运行，
其中，采煤机、液压支架和运输系统均实现了自动化

院、神华集团、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骨干煤机制

控制，并具备相应的监测监控、故障自动诊断及预警

造企业开展国家 １０ 项重大装备研制专项“ 年产 ６００

万 ｔ 综采成套装备研制” 的攻关研究（ 发改办高技

［２００４］７７２ 号） ，总体目标是攻克３．５ ～ ６．０ ｍ 煤层一
４

能力，实现了工作面生产作业从人员现场跟机操作
到地面或远程遥控的跨越，初步实现了千万吨级综
采工作面生产作业的智能化控制 ［１１－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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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５ 月，综采自动化成套装备研发项目在

块和高清视频系统，实现了工作面自动找直功能，解

国际先进水平。 该套装备不仅具有采煤机记忆截

４）３０° ～ ５０°倾角煤层机械化开采取得了突破和

陕煤黄陵一号矿通过技术鉴定，关键技术指标达到
割、液压支架自动跟机及远程可视化监控等基础功
能，而且实现了工作面全套综采设备的智能监测与
集中控制，成为我国综采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 计

划） 重大项目“ 煤炭智能化掘采技术与装备” 成功进
行了验收，该项目聚焦我国井工煤矿安全和高效开

决了超长工作面开采过程中精准控制难题。

广泛推广。 ３０° ～ ５０°倾角煤层曾经是综合机械化开
采的“ 禁区” ，２１ 世纪以来，该类煤层的机械化开采

有了实质性突破，解决了设备防倒防滑，整体滑移的
关键性技术问题。 如绿水洞煤矿在 ２．６５ ｍ 煤厚，平
均角度达 ５３°的大倾角煤层中成功实现了机械化综
采，工作面平均产量达 ４．９ 万 ｔ ／ 月。 该类大倾角煤

采，研发成功了包括大断面竖井掘进机，智能控制功

层的综采综放开采，为我国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的类

能的重型岩巷掘进机器人，综采工作面智能监测与

似矿井机械化开采解决了关键性技术难题，丰富和

控制系统，自动化刨煤系统，大带宽、长运距、高可靠

发展了我国综合机械化开采技术的应用范围。

性带式输送机，具有自动控制功能的大型提升系统
等一大批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我国井工煤矿智能
化采掘技术与装备得到了显著提升

［１３］

。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国家 “ 十三五” 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原同煤集团塔山矿 ８２２２ 智能化大采高综放工作

面整套设备地面联合试运转取得成功，如图 ６ 所示，

该工作面实现了生产期间 “ 无人值守、有人巡视” ，

工作区域由原来由 ８ 人协同操作，目前已经大幅减

少至 ２ 人巡视，采煤司机在地面即可远程操控综采

５） 我国煤机装备与采矿技术逐渐出口和走出

国门。 ２１ 世纪初至今，我国煤机装备与采矿技术逐

渐实现出口并走出国门，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天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向乌克兰、俄罗斯出口 ３ 套薄煤

层综采成套设备、１ 套大采高综采设备、１ 套中厚煤
层综采设备。 近年来，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液压支架也成功出口俄罗斯、印度、土耳其、越
南、澳大利亚等海外市场。 这一时期的煤机装备整
体向大型化、高端化、高可靠性方向发展，展现了我

设备实施生产作业，整个工作面完全实现了管理的

国煤炭行业的综合实力。

信息化和采煤作业的智能化，工作面单产水平由原

２

来 １ ０００ 万 ／ ａ 提升至 １ ５００ 万 ／ ａ ［１１－１２］ 。

２．１

我国煤矿机械化开采技术与装备现状
煤矿综采、综掘率显著提高
近年来，我国煤矿机械化发展的明显指标就是

工作面综采、综掘率显著提高，见表 １。 也正是得益

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矿井的工作面数量大幅减少，
单产增加，开采参数也明显加大。

２．２

图６

塔山煤矿 ８２２２ 智能化综放工作面地面联合试运转

Ｆｉｇ．６

Ｇｒｏｕｎｄ ｊｏｉｎｔ ｔｅｓｔ ｒｕｎ ｏｆ ８２２２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ｆｕｌｌ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ｃａｖ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ｉｎ Ｔａｓｈａ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统计，截止 ２０２０ 年底，

我国建成 ４００ 多个智能化采掘工作面，采煤、钻锚、
巡检等 １９ 种煤矿机器人在井下实施应用，７１ 处煤

矿列入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建设煤矿。 这些智能化

综采工作面开采强度加大

１） 工作面开采强度逐渐增大。

在工作面斜长方面，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我国综

采工作面平均长度为 １２４．５ ｍ，一般为 １５０ ｍ 左右，

目前已达到了 ３００ ～ ４５０ ｍ（ 综采） ，３００ ～ ３５０ ｍ（ 综
放） ，２００ ～ ３００ ｍ（ 刨煤机综采） 水平，这些矿井大多

集中在我国蒙陕矿区，神东、榆神矿区部分矿井工作
面参数见表 ２。

在工作面推进长度方面，综采技术应用早期工

作面推进长度普遍小于 １ ０００ ｍ，目前基本都超过

矿井中，既有厚度不足 １．３ ｍ 的薄煤层综采面，也有

１ ０００ ｍ，综放工作面多在 ２ ０００ ｍ 以上，如大同塔

顺槽监控中心对整套设备的自动化控制和远程干预

作面走向长度达 ３ １５０ ｍ；综采工作面长度多超过

７ ｍ 以上的超大采高综采面，这些工作面均具有在
功能，包括采煤作业实现了记忆割煤，设备前移实现
了自动跟机拉架和推移刮板输送机，监测监控实现
了视频拼接，部分工作面甚至配置有直线度控制模

山煤矿，走向长度达 ２ ６５０ ｍ，安家岭井工矿综放工

３ ０００ ｍ，如神东活鸡兔井达 ５ ３００ ｍ，补连塔煤矿长
达 ４ ５００ ｍ，２００３ 年神东矿区榆家梁煤矿 ４５２０２ 工
作面推进长度达 ６ ３８０ ｍ。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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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年份

第 ４９ 卷

煤炭科学技术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大型煤炭企业采煤机械化程度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ｌａｒｇｅ ｃｏ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综采率 ／ ％

４９．３２

５１．７０

５６．７３

５９．４２

６２．９８

６８．６５

７１．８１

７５．７９

７７．４７

８１．８３

８４．１５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综掘率 ／ ％
综采率 ／ ％

１１．９０

１２．７１

１２．８１

１５．０３

１５．８８

２１．５３

２３．７７

综掘率 ／ ％

部分高强度开采工作面倾向长度和采高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ｐ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ｈｉｇ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ｅｓ
煤矿

工作面编号

大柳塔煤矿

１２６１１－２

活鸡兔煤矿

５１２０４

上湾煤矿

锦界煤矿

石圪台煤矿

４．０

我国综放开采起初割煤高度多在 ２．５ ～ ３．５ ｍ，

随着大 采 高 综 放 概 念 的 提 出， 割 煤 高 度 达 ３． ５ ～

５．０ ｍ的大采高综放在平朔、神东、潞安、晋城、榆神、
兖州、大同等矿区得到广泛应用，更大割煤高度的超
应用，其采用 ＺＦＹ２１０００ ／ ３５．５ ／ ７０Ｄ 型两柱掩护式放
２） 工作面单产逐渐增高。

３６９

３．１

７１１０７

３８６

３．０

年提高，表 ３ 为我国大型煤炭企业近 １０ ａ 来综采工作

３．２

刀，部分中厚煤层智能化工作面甚至达到 ２０ 刀以上；

３２０
３６８

４４１０３

４００

Ｔａｂｌｅ ３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由于综采技术的进步，工作面布置长度、割煤高

５．３

度以及推进速度不断加大，随之而来的是开采强度逐

２．８

面单产统计。 目前，普通综采面日推进可达 ８ ～ １０

综放工作面日推进可达 ６ ～ ８ 刀，部分综放工作面达

到 １０ 刀以上。 上湾矿 １２４０１ 超大采高工作面，日推
进 １５ ～ １７ 刀，工作面具备年产 １ ６００ 万 ｔ 生产能力。

大型煤炭企业回采工作面单产

Ｕｎｉ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ｉｎ ｌａｒｇｅ ｃｏ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注：数据来源《１９９８—２０１９ 煤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 。

装备系列化、重型化，可靠性提高
综采液压支架

我国适应不同条件，不同开采参数的综采液压
支架发展迅速，液压支架的基本架型主要是四柱式
和两柱式，美国、澳大利亚、南非和德国等多采用两
柱掩护式，国内放顶煤液压支架目前以四柱式为主，
但两柱式放顶煤液压支架也有部分应用

［６］

。

我国自主研发了支护高度 ０．５ ～ １０ ｍ，工作阻力

２ ０００ ～ ２９ ０００ ｋＮ，支架宽度最宽 ２．４ ｍ，立柱缸径最

大 ６３０ ｍｍ，单台液压支架最重超过 １２０ ｔ，能适应倾

角 ０ ～ ５０°的 ５００ 多种不同类型与支护参数的系列化

液压支架。 近年来，年产千万吨大采高液压支架，大

采高综放液压支架，８．８ ｍ 超大采高液压支架等相
６

矿区的推广，采高逐年增长，现最大采高已达 ８．８ ｍ。

顶煤液压支架，最大割煤高度达 ７．０ ｍ。

５．０

表３

２．３．１

５４．１０

９８．０３

６．０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随着大采高综采技术在神东

２．３

５４．１２

９７．９０

３６．８５

大采高综放工艺在蒙陕矿区的金鸡滩煤矿也已投入

年代以前，我国综采工作面采高大都在 ３．５ ｍ 以下，

产量 ／ （ ｔ·月 －１ ）

９６．１０

３３．１４

３．３

此外，综采工作面采高逐渐增大。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份

２８．４４

９３１０４

６１２０１－１

榆家梁煤矿

３１１

３０２

０２２１０

哈拉沟煤矿

４．５

３０２

８８３０３

保德煤矿

２４０
３４０

３１４０４

补连塔煤矿

乌兰木伦煤矿

工作面倾向长度 ／ ｍ 采高 ／ ｍ

２１ 上 ３０９

９５．９０
５３．６３

注：数据来源《１９９８—２０１９ 煤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 。

表２

２５．８７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７９ ３２４

２０１７

７９ ４８７

２０１８

７９ ５０８

２０１９

７９ ８７５

２０２０

８０ ６８９

继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 图 ７） ，取得较好的技术经

济效益，国产最新的 ＺＹ２９０００ ／ ４５ ／ １００Ｄ 两柱掩护式

液压支架也已经研发成功，将会给我国煤炭产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技术支撑。

但国 产 液 压 支 架 耐 久 性 试 验 一 般 为 ８ ０００ ～

１０ ０００次，而进口液压支架则达 ３５ ０００ 次以上，国内
支架阀组等液压元件的耐久性一般为 ５ ０００ 次左

右，而国外则要求 ２０ ０００ 次以上。 目前，我国在高
端液压支架制造领域已完全替代进口，但总体发展
水平而言，我国在支架材料、焊接与加工工艺、液压
元器件等方面与国外相比尚有一定差距。
２．３．２

采煤机

我国电牵引采煤机经过多年引进消化吸收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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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 ６ ｍ 时割煤量 ３．０ ～ ４．５ Ｍｔ，因此粗略估计国外
采煤机开机率要比国内采煤机高 ３０％ 左右 ［１４］ 。 与

Ｅｉｃｋｈｏｆｆ 和 Ｊｏｙ 等进口产品相比，在电控系统、整机
稳定性与可靠性等方面仍有一定差距。

２．３．３

刮板输送机

我国已成功研制了多种系列刮板输送机、并在

高产高效矿井中得到应用。 刮板输送机槽宽 ６３０ ～

图７

国产 ＺＹ２６０００ ／ ４０ ／ ８８Ｄ 超大采高液压支架

Ｆｉｇ．７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ＺＹ２６０００ ／ ４０ ／ ８８Ｄ ｓｕｐｅｒ ｌａｒｇ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主创新，已经形成了割煤高度满足 ０．８ ～ ８．８ ｍ，能适

应倾角 ０° ～ ６０°的系列化产品。 目前，国产在用采煤
机装机功率最大达 ３ ０３０ ｋＷ（ 图 ８） ，最大落煤能力

达６ ０００ ｔ ／ ｈ，牵引速度超过 ２０ ｍ ／ ｍｉｎ，逐步攻克了

采煤机结构刚性和可靠性、摇臂润滑和冷却、智能感
知和控制等技术难题。 目前，大量创新技术在国产

１ ４００ ｍｍ （ ６３０、 ７３０、 ７６４、 ８００、 ９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２００、
１ ３５０、１ ４００） ，整机功率 ９０ ～ ３ × １ ６００ ｋＷ， 输送量
４５０ ～ ４ ５００ ｔ ／ ｈ；转载机槽宽 ６３０ ～ １ ８００ ｍｍ，输送量
５００ ～ ６ ０００ ｔ ／ ｈ，整机功率 ９０ ～ ７００ ｋＷ；破碎机破碎
能力 ５００ ～ ６ ０００ ｔ ／ ｈ，整机功率 ９０ ～ ７００ ｋＷ。 在高

端刮板输送机领域，针对超大采高等极限负荷工况，
我国对刮板输送机运量、运距、寿命、高可靠性等方
面进行技术攻关，相继研制了高强耐磨材料及端头

拼焊中部槽，强度较常规结构提高 ２０％，寿命增加

３０％以上，大修周期过煤量高达 ２０ Ｍｔ；此外，还研发

了工作面“ 三机” 智能监控系统，具备智能控制、自

采煤机上逐步得以应用，如“ Ｔ” 型对接面技术，在轻

动调速、机尾自动张紧、链轮自动润滑、系统故障智

紧连接技术，实现了行走与机身的可靠连接；长摇臂

国产输送机虽然在主要技术参数方面已经接近

多腔润滑技术与冷却系统多单元分布式布置方法，

或达到国外先进水平，但大功率、高可靠性等高端输

解决了摇臂在大倾角工作状态下温升问题；微合金

送机的关键材料、零部件、动力和控制仍依赖进口。

壳体铸造材料，综合性能指标接近进口产品水平；在

目前，国外重型输送机减速器大修周期过煤量通常

量化的同时有效提升了机身连接刚性；箱式拉杠预

电传控制系统方面，部分采煤机创新采用了数据链
技术，总线共模干扰大幅降低。

能诊断等功能，系统可靠性大幅度提高。

输送 ３ ～ ４ Ｍｔ，链轮、链条可达 ２ ～ ３ Ｍｔ。 而国产刮板

输送机的链轮、减速器、链条大修周期过煤量普遍为

１ ～ ３ Ｍｔ。 瑞典 Ｈａｒｄｏｘ 耐磨板、 德国 Ｂｏｅｈｌｅｒ 焊材、
Ｂｒｅｕｅｒ 大功率高压变频电机等产品依然在国内有较

高的市场占有率，整机与 Ｃａｔｅｒｐｉｌｌａ，ＪＯＹ 相比可靠性
存一定在差距。

２．３．４

带式输送机

带式输送机是煤矿井下远距离连续运输的主要
国产 ＭＧ１１００ ／ ３０３０－ＧＷＤ 大采高采煤机

设备，近年来，煤矿用带式输送机也有了很大的发

但与世界先进的 Ｅｉｃｋｈｏｆｆ 和 ＪＯＹ 公司采煤机相

ＳＴＪ、ＤＴ 等系列发展到具有多功能、能适应特种用途

方面仍存一定差距，如 Ｅｉｃｋｈｏｆｆ 型号采煤机 ５．５ ～ ６．０

机国内现有近 １０ 种软启动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大型

Ｆｉｇ．８

图８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ＭＧ１１００ ／ ３０３０－ｇｗｄ ｌａｒｇ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Ｓｈｅａｒｅｒ

比，我国采煤机产品在大修周期和关键部件可靠性

ｍ 大修周期 ６ Ｍｔ，实际超过 ６ Ｍｔ。 国外采煤机设计

寿命和大修寿命与国内 ＭＴ ／ Ｔ１００３．１—２００６ 标准规
定相比，进口采煤机大修周期和设计回采面积分别
约为 ６７ 万 ｍ ２ 和 ３００ 万 ｍ ２ 。 《 ＭＴ ／ Ｔ １００３． １—２００６
滚筒采煤机大修规范》 规定（ 国产） 整机、摇臂、行走

减速箱等主要元部件大修周期的回采面积为 ５２ 万
～ ７１ 万 ｍ ２ ，截割高度 ６ ｍ 时割煤量 ４ ～ ６ Ｍｔ，截割电
机等大修周期的回采面积为 ３９ 万 ～ ５９ 万 ｍ ２ ，截割

展，输送机产品型号不断增多，从定型的 ＳＤＪ、ＳＳＪ、

的各种带式输送机系列 ［１５］ 。 固定高强度带式输送
输送机的启动问题，运量最大达到 ７ ０００ ｔ ／ ｈ，运距

最长达到 ８ ７００ ｍ，带宽最大达到 ２．２ ｍ，带速最高达
５．６ ｍ ／ ｓ，驱动总功率最大达到 ６ × １ ８５０ ｋＷ。 可伸缩
带式输送机解决了大运量、长距离、高效运输和单点

驱动难题，运量达 ５ ０００ ｔ ／ ｈ，提升高度达 ６０ ｍ，运距
达到 ６ ０００ ｍ，带速达到 ４．５ ｍ ／ ｓ，装机总功率达到３ ×
１ ６００ ｋＷ，带宽达到 １．８ ｍ，实现了机头集中驱动、低

阻、智能化控制要求。 大倾角输送机通过改进和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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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同带宽的双排 Ｖ 形深槽托辊组，提高了摩擦因

全部实现国产化，走出了一条从“ 引进消化吸收，跟

可达到 ２８°，花纹输送带时可提高到 ３５°，原煤允许

展” 的跨越式发展之路，在煤炭安全、高效、智能化

数，适应倾角范围进一步扩大，采用普通光面输送带
含水量从 １０％提高到 ２０％。

虽然近年来我国带式输送机制造水平迅猛发展，

在运量、运距、可靠性、自动控制等方面都有了长足发

随国外发展” 到“ 创新引领世界综采技术与装备发
开采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创新成果，为煤炭工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 ［７］ 。

在智能化开采模式方面，针对不同煤层赋存条

展，但与国外相比，软启动、功率平衡、关键部件寿命、

件，相继推广了薄煤层刨煤机无人化开采、薄及中厚

动态监测、监控及保护装置等关键技术依然落后，无

煤层滚筒采煤机智能化开采、厚煤层大采高智能化

法满足国内煤矿高强度条件需求，带式输送机的发展

综采、特厚煤层综放智能化控制与人工辅助放煤、复
杂煤层条件机械化 ＋ 局部智能化等模式，在铁法、神

方向在于适应高产高效集约化生产的需要，长距离、
高带速、大运量、大功率是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
２．３．５

乳化液泵站

乳化液泵站作为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的动力输

东、黄陵、同煤等矿区得到了推广应用，取得了较好
的技术经济效益 ［１９－２１］ 。

近年来，５Ｇ 技术的出现，助力了人工智能、物联

出装备，随着高强度开采成套技术及装备的不断突

网、边缘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在煤矿的推广应用，但

破，乳化液泵站供液系统需满足支架高初撑力、高工

我国煤层赋存条件千差万别，且煤矿智能化领域尚

作阻力、快速移架等需求，同时还需具备高可靠性、

有煤岩识别、煤矸识别、高精度传感、低照度视频监

定量精确控制等特征。 我国在关键元部件可靠性、

控等核心技术瓶颈有待突破，总体而言，我国智能化

泵站系统及自动化控制技术等方面不断尝试，变频

采煤尚处于初级阶段，智能化采煤切忌一哄而上，搞

控制、多级过滤单元、乳化液自动配比、电磁卸荷阀、

大跃进，应结合矿井实际，围绕地质勘探与测绘、电

自动补水补液等先进技术逐渐应用在国产泵站的设

子通信、 信息处理与分析、装备智能化等技术的进

计和制造中，２０１７ 年，国产首套大流量 ６３０ Ｌ ／ ｍｉｎ 泵
站在补连塔煤矿 ８ ｍ 大采高工作面投入使用。

但我国乳化液泵普遍通过增加柱塞直径来提高

输出流量，造成泵站尺寸大、易泄漏、压力损失大等

步而逐步开展。

３

结论与展望
１） 我国资源禀赋的特点是“ 富煤、贫油、少气” ，

一系列问题，国产乳化液泵站基本均采用五柱塞结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为经济增长提

构，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结构复杂，维修保养难度

供动力的煤炭能源需求日益增长，我国能源结构的

大，受制造水平制约，关键元部件加工精度较低，使

特点和市场需求促使煤炭工程技术人员在开发利用

用寿命 短。 目 前， 进 口 的 高 压 （ ４２ ＭＰａ ） 大 流 量

（１ ３５０ Ｌ ／ ｍｉｎ） 卸荷阀，较当前国内最大卸荷阀，通
流能力提升一倍，并且具备乳化液泵两路独立强制

上潜心研究，以综合机械化为标志的工业化采煤为
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能源供应。

２） 我国 煤 矿 机 械 化 开 采 走 出 了 一 条 引 进、 消

润滑系统和独立冷却系统，实现了超大流量泵体低

化、吸收再到发展创新的成功之路，丰富和发展了综

速运转时的智能快速润滑和冷却。 而国产乳化液泵
站控制系统主要采用变频器 ＋ 电磁卸荷 ＋ ＰＬＣ 控制

合机械化开采技术，形成了适合中国煤炭赋存特点

供液技术尚不成熟，在智能化程度、系统可靠性及控

是突出经济和实用型，９０ 年代后期至今，逐步向重

制效率方面，与国外同类产品存在一定差距。

型化、高可靠性方向发展，尽管我国煤机装备研制水

２．４

平有了大幅提高，缩短了与国际先进国家煤机装备

模块实现对系统流量、压力等供液参数的监控，智能

智能化综采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煤炭工业经过近 ５０ ａ 的不断

创新与发展，历经人工采煤、半机械化、机械化、综合
机械化、自动化采煤等阶段，并已开始由机械化和自

的多样化机械化开采模式。

３）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我国煤机发展理念总体

的差距，但在关键元部件、材料、工艺、整机可靠性方
面，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４） 采煤方法与工艺依然是机械化发展的基础，

动化向智能化开采迈进 ［１６－１８］ 。 近年来，我国建成了

采煤方法与工艺的变革促进了煤机装备的升级换

２０２０ 年底，国内大 型 煤 矿 的 采 煤 机 械 化 程 度 达 到

与工艺的载体。 煤机装备的研发和应用应立足于采

一批具有 世 界 领 先 水 平 的 现 代 化 大 型 煤 矿， 截 至

９８．８６％，建成智能化采掘工作面 ４８４ 座，其中，千万
吨级煤矿 ５２ 座。 目前，主要智能化开采技术与装备
８

代，甚至脱胎换骨的进步，而煤机装备仅是采煤方法
煤方法与工艺的不断创新，也是煤炭科技发展的必
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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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煤矿智能化是煤炭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

实践［ Ｊ］ ．煤炭科学技术，２０１９，４７（８） ：１－３６．

ＷＡＮＧ Ｇｕｏｆａ， ＬＩＵ Ｆｅｎｇ， 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是煤炭科研攻关的重点方向，但其前提必须是装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ｔａｇｅ） ［ Ｊ］ ．

要具有高可靠性，而且智控采煤工艺的取得突破与
岩层控制的定量化技术是智能化实现的先决条件。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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