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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用电动无轨运输车辆发展现状与关键技术
王步康，金 江，袁晓明
（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有限公司，山西 太原 030006）

要： 针对矿用电动无轨运输车国内行业研究起步较晚 ，且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防爆锂电池运人车
研究的情况，在总结国内外矿用电动无轨运输车辆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介绍了轻型车和重型车 2 种发
摘

展方向，并分析了轻型车相关的轻型电池技术 、轻量化结构技术和防爆永磁电动机技术，以及重型车
相关的整车技术、变频调速技术的特点和研究方向，最后对矿用电动无轨运输车辆在防爆电池技术、
轻量化技术、节能技术等方面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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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atus and key technology of mine electric
driving trackless transportation vehicles
WANG Bu －kang，JIN Jiang，YUAN Xiao －ming

（ Taiyuan Ｒesearch Institute Company Limited，China Coal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Group，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a late domestic industrial study on the mine electric driving trackless transportation vehicle and the study orientation mainly on a mine explosion proof lithium battery personnel transportation vehicle，the paper introduced a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mine electric driving trackless transportation vehicles at home and abroad，summarized two development orientations of the lightweight vehicle and heavy duty vehicle and analyzed the features and key technology research orientation of the lightweight battery technology，lightweight structure technology and explosion proof permanent magnet motor related to the lightweight vehicle as well as the complete vehicle
technology and frequency control technology related to the heavy duty vehicle． Finally，a forecast was provide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breakthrough orientation of the explosion proof battery technology，lightweight technology，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aspects related to the mine electric driving trackless transportation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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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煤矿井下无轨辅助运输绝大多数使用
防爆柴油机车，只有少数使用进口的防爆蓄电池车
辆。随着大量防爆柴油机车在煤矿井下的应用，有
害气体和噪声严重超标，对井下人员职业健康形成
危害。使用防爆电动无轨运输车辆可以有效消除防
爆柴油机车引起的空气和噪声污染，必然是未来的
发展方向。煤矿井下辅助运输相对公路运输具有距
收稿日期： 2014－06－20； 责任编辑： 赵

瑞

离短、往复循环作业、充电容易等优势，在实施上纯
电动发展方向相对于混合动力车辆由于系统简便开
发难度更低。我国井下电动无轨运输车辆研究开始
于 2004 年以后，相对国外起步较晚。目前国内很多
厂家和研究机构都在研究矿用井下电动无轨运输车
辆，但主要集中在使用柴油机车身改装的锂电池运
人车上，忽视了防爆轻型车专用底盘等核心技术的
研究，以及煤矿特殊型铅酸蓄电池重型车辆的研究 。

基于此，笔者针对以上情况，研究国内外矿用电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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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运输车辆发展现状，并分析其发展趋势和相关车
型的关键技术，对矿用电动无轨运输车辆的发展和

［2］
加拿大某些公司也生产出矿用纯电动车辆 ，
产品主要是轻型的客货车，整车质量约 2 t，满载质

技术突破方向提出一些预测和建议 。

量约 4 t，采用 40 kW·h 磷酸铁锂电池组供电，整车
采用钢管桁架结构防砸，质量小，续航里程满载可达

1

矿用电动无轨运输车辆国内外发展现状

目前国内外矿用电动无轨运输车辆主要是纯电
动车辆，还没有混合动力、燃料电池等形式的车辆正

80 km。加拿大井下防爆磷酸铁锂电池轻型车如图
2 所示。

式生产和使用。能够较长距离行驶的主要产品包括
矿用蓄电池铲车、蓄电池支架搬运车、蓄电池人车产
品，极短途的拖电缆矿用无轨车辆和矿用梭车，后 2
种使用工况和设计原则与前 3 种车辆差别较大，在
此不展开阐述。
1. 1 国外发展现状

图2

加拿大井下防爆磷酸铁锂电池轻型车

国内发展现状
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引进国外防爆蓄电池
铲车、防爆蓄电池运煤车等矿用电动车辆 ，用于井下

1. 2

短途物料运输，至今防爆蓄电池铲车还是连采工作
面必备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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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主要采煤国家中，蓄电池车在美国推广
面最大，澳大利亚和南非次之，亚非地区使用较少。
目前受锂电池造价过高和重型车需要配重的影响 ，
井下轻型或重型蓄电池车均使用铅酸蓄电池供电 。
受职业健康要求限制，当前美国煤矿大量使用
防爆特殊型铅酸蓄电池的电动无轨运输车辆 ，总用
量超过 1 万台，防爆电动车辆在绝对数量上超过了
防爆柴油机车。使用量最大的防爆蓄电池铲车，各

厂家技术差距不大，基本车身结构大致相同，全部采
用前后铰接结构、防爆特殊型铅酸蓄电池装置供电、

国内自主研制防爆蓄电池无轨车辆起步较晚 ，
在 2004 年后才开始研究和生产类似产品。 国内已

有产品主要是 CLX3 型防爆蓄电池铲车，另外一些
采用柴油机车改装的防爆锂电池轻型运人车也试制
出了 样 车，国 产 CLX3 型 防 爆 蓄 电 池 铲 车 如 图

3 所示。

单电动机驱动、电池快速更换机构等相关技术。 产

品大量应用的是采用防爆直流电动机斩波调速技术
和 128 V 煤矿防爆特殊型铅酸蓄电池装置的车型。
美国井下防爆特殊型铅酸蓄电池铲车如图 1a 所示。

图3

国产 CLX3 型防爆蓄电池铲车

CLX3 型防爆蓄电池铲车也采用了通用的前后
铰接结构、防爆特殊型铅酸蓄电池装置供电、单电动

机驱动、电池快速更换机构等相关技术，铲斗容量 3
m3 ，额定载质量 5 t［3］。CLX3 型防爆蓄电池于 2008
图1

美国井下防爆车辆

年 5 月开始在煤矿井下使用，至今已经生产和使用
了 5 台，实践研究表明其安全性和可靠性较高 。
根据国内外产品现状，目前矿用电动无轨运输

美国某些公司也生产了大量的各种矿用蓄电池
轻型车辆，其中包括电动运人和客货两用车型 ，载重
［1］
最大的井下车辆是 MAC － 12 型运人车 ，最高车速

车辆分为重型车和轻型车 2 种。重型车主要包括蓄
电池铲车和支架搬运车，用来运输物料； 轻型车主要

19. 2 km / h，最多承载 13 人，满载质量 3. 4 t，电池使
用 96 V 铅酸电池串联供电，驱动电动机为 1 台 7. 5

是运人车。2 种车型由于使用工况不同，造成产品
设计基本原则的不同。重型车需要将蓄电池作为配

kW 交流牵引电动机，采用前后全封闭湿式盘形制

重，通常采用电池快速更换来保证续航里程 ，因此设
计主要考虑结构强度、可靠性等因素； 轻型车需要较

动器，车型为低矮型，开车需要半躺，非常适合低矮
空间作业应用。美国井下防爆矿用低矮蓄电池人车
如图 1b 所示。

远距离行驶，续航里程是第 1 位，因此车身轻量化至
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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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用电动防爆车辆受防爆影响，必然会造成整
车质量偏重、续航里程短等问题，因此矿用车辆也会
尝试开发混合动力形式的车辆。 但相对纯电动形
式，混合动力产品由于存在发动机和电动机 2 套系
统，开发难度将更大，成本也将更高，而可靠性却下
降，因此市场前景还不很明了。
目前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已经相继
公布了《矿用隔（ 兼本安） 锂离子蓄电池电源安全技
术要求（ 试行 ） 》和《矿用防爆锂离子蓄电池无轨胶
轮车安全技术要求 》等锂电池防爆车辆相关试行规
［4］

范 ，大力支持了我国锂电池防爆车辆产业的设计
和生产，预计我国锂电池防爆车辆将在短期内快速
发展。

2

关键技术发展方向分析

第 43 卷

铁锂电池十分重要。
铝空气电池具有更高的比能量，仅消耗氧气和
水，无污染排放物，在大幅提高矿用车辆续航里程的
同时，相对其他电池更加安全，是矿用电池发展的新
方向。
2. 2

防爆牵引电动机调速技术
在美国的防爆变频铲车上，已经使用了防爆异

步电动机变频调速产品，性能达到直流电动机的调
速特性，而防爆异步电动机可靠性远高于直流电动
机，鉴于电动机和控制器较重，更加适合在防爆重型
车辆上使用。
美国防爆轻型车也多数采用 DC / AC 变频调速
技术，通常电池电压在 96 V 以下，功率器件主要应
用 MOSFET，能够进一步提高控制器效率并减少控
制器发热量，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美国防爆永磁盘型电动机技术也较为成熟 ，相
对轴向永磁电动机，盘形电动机能够进一步减轻电

术、整车节能技术等，轻型车和重型车对相关技术要
求不同，轻型车侧重于轻量化、高效节能技术； 而重

动机和控制器的质量，提高电动机和控制器的功率
密度，进而提高整车性能。25 kW 防爆电动机质量

型车侧重于牵引电动机调速技术和可靠性技术 。
2. 1 防爆蓄电池技术

只有同类防爆永磁轴向电动机的 1 /2。
2. 3 防爆整车设计技术

国内外矿用无轨运输车辆目前主要使用防爆铅
酸蓄电池电源装置。国外使用的防爆特殊型铅酸蓄

国外井下轻型车同样受防爆影响，整备质量较
［8］
重，电池防爆后增加 25% 以上的质量 ，因此轻量

电池装置，既有与国内防爆特殊型铅酸蓄电池装置
类似形式的 330 ～ 1 500 A·h 大容量电池，又有单

化建模 和 设 计 对 于 井 下 轻 型 车 设 计 至 关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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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用电动无轨运输车辆的关键技术包括防爆电
池技术、防爆调速电动机技术、整车轻量化设计技

体电压 6 ～ 12 V、容量 40 ～ 60 A·h 的小型汽车电池
加装防爆外壳，大部分采用快速更换的方式保证车

辆的使用率。采用铅酸蓄电池装置，价格低廉、安全
性高、可靠性高、维护成本低，但需要专业厂家回收
［5］

铅酸，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9］

。

美国和加拿大井下车型设计为无顶棚或者桁架车身
等轻量化设计方式，在减轻车身质量和提高续驶里
程的同时，减少了电池用量和整车造价。 无顶棚井
下轻型车辆结构如图 4a 所示，采用桁架井下轻型车

辆结构如图 4b 所示。

。

相比能量更高的锂电池，需要对锂电池排放的
可燃气体进行分析和试验，证明锂电池在煤矿瓦斯
［6］
爆炸性气体环境下应用的安全性 。 并且锂电池
成本较高、低温性能较差，因此锂电池并不是煤矿防

爆车辆的最佳选择。目前防爆磷酸铁锂电池能够满
足防爆纯电动车辆在井下行驶 1 个循环里程的放电
［7］

图4

井下轻型车辆结构

能力和续航里程的需求

，加拿大某些公司也已经
制造出使用磷酸铁锂电池的井下车型，容量达到 40

国外防爆蓄电池重型车通常遵照前后铰接 、电
池快换等设计原则，防爆电池作为配重布置在车辆

kW·h，因此我国多家公司都在试制防爆磷酸铁锂
电池样车。由于锂电池通常不能在 0 ℃ 以下充电，

后部。前后铰接方式缩小了车辆的转弯半径，电池
快换方式解决了电池充电时间长影响使用的问题 ，

并且低温将造成电池能量无法全部释放 ，影响车辆
性能，而国内大部分煤矿都在我国北方地区 ，冬季的

技术相对成熟。

低温可能会造成电池大量损毁，因此研发低温磷酸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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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短距离罐车，制浆厂内部和炉前供浆的制浆生产
企业与锅炉之间均采用管道输浆，这在水煤浆制浆

发高效节能制浆新工艺和设备，使气化煤浆的浓度
进一步得到提高，制浆成本进一步降低； 技术应用方

和燃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这些管道较短，长距
离、大范围运输水煤浆尚存在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华

面应偏重开发气化水煤浆市场，以使清洁燃料、原料
水煤浆技术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

南等经济发达地区对水煤浆的应用，也造成了这些
地区对其他能源产品（ 如石油 ） 的依赖，这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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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煤浆以其高效、节能、环保等优势，近年来在
国内得到快速发展。随着国内雾霾天数的日益增多

以及大型煤化工项目的建设，水煤浆产业化规模将
不断扩大。因此，水煤浆技术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燃料水煤浆需要建设大型、集中型、环保型水煤浆生
产厂，同时也需开发长距离管道输送水煤浆的技术

及其设备； 气化水煤浆需要进一步拓宽制浆煤种 ，开

2014，
20（ 1） ： 45－48．
水煤浆浓度的研究［J］． 洁净煤技术，

［7］ 朱书全，邹立壮，黄

波，等． 水煤浆添加剂与煤之间的相互作

2003，
31（ 6） ： 519－524．
用规律研究［J］． 燃料化学学报，

［8］ 段清兵． 分级研磨低阶煤高浓度水煤浆制备技术与应用［J］．
2012，
40（ 10） ： 113－115．
煤炭科学技术，

［9］ 刘建文，袁瑞佳，陈

楠． 生物质水煤浆制浆集成系统技术经

2014，
20（ 1） ： 88－92．
济分析［J］． 洁净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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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 关于发布《矿用防爆锂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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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避免了制动火花和发热现象的发生，大量仿真、
［10－11］
，因此建议防爆
试验和应用已经证明了其性能
车辆全部采用湿式盘形制动器。

3

结

语

蓄电池无轨胶轮车安全技术要求》、《矿用防爆锂离子蓄电池
无轨胶轮车安全标志管理方案》的通知［EB / OL］． ［2014 －05 －
14］． http： / / www． aqbz． org．

［5］ 袁晓明． 煤矿电动无轨运输车辆的关键技术研究［J］． 煤炭科
2011，
39（ 5） ： 80－82．
学技术，

［6］ Thomas H，Dubaniewicz Jr，Joseph P Du Carme． Are lithium ion

通过分析国内外矿用电动无轨车辆的发展现状
和关键技术，总结出矿用电动无轨车辆主要分为纯

cells intrinsically safe？ ［C］． Industry Applications Society Annual

电动轻型车和纯电动重型车 2 个发展方向。笔者认
为关键技术上需要进一步发展铝空气电池、高效变

［7］ Lajunen A． Evaluation of energy storage system requirements for

频牵引技术、车辆轻量化技术、整车节能技术等，才
能保证矿用电动无轨运输车辆产品在煤矿上的安全
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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