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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的困境
卢甘斯克地区，基辅控
制的Kapustina矿的煤
矿工人拒绝离开矿井，
要求工资拖欠还款。乌
克兰独立煤矿工人领袖
工会米克哈尔·沃尔内茨
最近表達，矿工要求乌
克兰电视台记者授权访
问。
目前，矿井内有多达

54名矿工。工资欠款达
9600万格里夫纳（370
万美元）。他强调“其

他国有煤矿也有拖欠工
资。如果拖欠工资不是
由煤矿工人的日偿还，
这样的罢工是整个乌克
兰不可避免的，”。并说
他希望的2.8亿格里夫纳
（1080万美元）这是通
过最近修改预算分配来
支持采矿业，偿还拖欠
工资。Kapustina矿由
Lisichanskugol公司拥
有，该公司还经营三座
煤矿。

Semirara提高产量，雇用更多的工人
综合能源公司Semirara
矿业和电力公司
（SMPC）根据国家政
府对电力稳定，最优能
源定价和现代化基础设
施的推动，在未来两到
三年内将煤炭产量增加
到1600万吨。
2016年，SMPC的煤

炭生产水平达到1190万
吨。	其大部分煤炭供应
被出售给当地的电力和

水泥生产商。
由于生产目标较

高，SMPC已聘请
了387名人员担任其
Semirara	Island矿区的
关键职位，以支持其业
务扩张计划。
据SMPC总裁兼首

席运营官Victor	A.	
Consunji介绍，该公
司仍然需要在一年内
填补其矿址近170个

职位。为满足人才要
求，SMPC已开始实施
岛内工作车。
在Semirara島矿区的

空缺职位中有倾卸	卡车
司机，反铲和推土机操
作员，平地机，水车司
机，学员工程师，员工
审核员和员工护士。
去年五月，SMPC

實施的工作车吸引了
100多名求职者，来自

Semirara岛和附近地区
如Mindoro和Iloilo。单
為工作车職位，SMPC
已聘请40名人员近40％
的申请人的总数。
為熟悉该公司的业务

各申请人都參訪了矿
场，同時提供临时住房
給于住於附近的岛屿的
申请者。

對所有股東而言的重要交易
Alpha自然资源公司已
宣布已与Lexington煤炭
公司（LCC）订立资产
购买协议，資產位于肯
塔基州、伊利诺伊州、
田纳西、和西弗吉尼亚
州。运输具将包括大约
280个许可证，大量回
收设备，与这些資產相
关的持续特许权使用费
以及1亿吨储备金。虽
然具体的经济术语没有
披露，但关闭时LCC
将会收到2.04亿美元现
金和1.12亿美元分期付
款，以协助履行与所有
資产和许可证有关結
合、回收、水处理和其
他义务。
Alpha的CEO大卫斯

泰森指称，此协议是中
阿巴拉契亚煤炭生产
商的所有股東的重要交

易。	“LCC有一个勤奋
和对环境负责的方式回
收性质的长达十年的历
史，”斯泰森说，“Alpha
提供充足的资源LCC，
以满足在其中的属性所
在的社区的义务。”
Alpha成立了专门的

管理团队，在破产后监
督其闲置和非活动性資
產，该团队将在收盘时
担任LCC的高级领导职
务。斯泰森补充说：“
这个管理团队的無誤过
渡期，明瞭物业和许可
证，并且具有成功的成
功记录，加上基础设施
和资本的转移，将使
LCC能够投入资源加
快物业的回收。減少暴
露。“
Alpha的网站	www.
alphanr.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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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煤矿获得第二张牌照印度为采煤而努力
ASX上市的老虎煤炭
已获得了位於俄罗斯的
Amaam项目的第二探索
提取牌照。
新许可位于最近推出

的南方的F项目運作，
并給予老虎煤炭长期使
用权和在Amaam的第3

区的采煤权利。
第二许可将在2037年

失效。
第3区位于煤區的中央

部分，并在可行性研究
中被确定为开采露天作
业的地点，年生产能力
为500万吨。

PSU在最近的一份报告
中说，国有企业印度煤
炭有限公司（CIL）正
在努力的向海外购买焦
煤，為补充国家冶金煤
的需求。印度煤炭有限
公司（CIL）在2016/17
年度报告中表示：”根据
CIL委员会的指示，采
购焦煤资产的举措正在
进行中，特别是将澳大
利亚作为向印度采煤的
主要目的地。
在炼钢过程中主要成

分是焦煤，印度非常依
赖进口的焦煤。	世界上
最大的矿主说：“收购
举措是准备工作的一部
分，商业银行家/投资银
行家的支持已经在收购
过程中做出了协助。”
PSU进一步阐述了海

外收购煤矿的举措，莫
桑比克政府已经接受
了印度煤炭有限公司
（CIL）放弃非洲国家
提供的两个煤层块勘探
许可证的要求。
印度煤炭非洲有限公

司（CIAL）CIL的全资
子公司申請到两个探矿
许可，位於在莫桑比克
政府的矿产资源部，占
地224平方公里的矿产
资源。“根据从2012年到
2014年在许可证领域开
展的勘探活动，莫桑比
克政府表示，170平方公
里的地区内，没有出现
深度達到500煤井眼界。
剩下的54平方公里面

积被保留。	根据许可证
地区的地质报告，2015-
16年度进行了矿山技术
经济可行性研究，以评
估剩余54平方公里的采
矿技术经济可行性。	可
行性研究显示，租赁地
区在商业采矿方面在技
术经济上不可行。
根据研究结果，CIL委

员会批准完全投放勘探
许可证。“根据董事会的
这些指示，将剩余的54
平方公里的出租地进行
勘探的申请已提交给莫
桑比克政府国家矿业研
究所（INAMI）。”

Appins问题持续存在
南方32在其Appin矿区继
续存在天然气问题，并
表示由于安全性审查，
将“延长”关闭期间。冶
金煤矿工作在六月底暂
停，出于对甲烷的积聚
关注，该公司表示需要
进行审查，以保证運作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南方32在一份声明中
说道：“鉴于这次审查的
范围，现在预计延长停
电直到伊拉瓦拉冶金煤
的生产可以恢复到過去
水平，”
伊拉瓦拉冶金煤矿區

的其他矿石石斛石油继
续運行。

淮北對肯亚展开商业探索
淮北位於华北安徽在非
洲开展了新一轮的商业
探索，派出了政府官员
和商界人士在内的经贸
代表团近期访问肯亚。
由中国共产党淮北委

副书记，淮北执行副市
长李铭率领的代表团与
肯亚中华总商会交换了
国家投资环境意见。
“信息时代缩短了中国

和肯亚之间的距离，”李
告诉著代表团。“符合中
国的道路计划，淮北希

望扩大投资力，寻找商
业机会，肯亚是沿非洲
大陆沿岸地带的重要国
家。”
淮北被称为“能源和权

力乡镇之都”，自1960
年成立以来，已经生产
了近10亿吨煤，拥有先
进的煤矿开采设备，煤
炭加工设备和高端采矿
设备。
“这些机械设备将補充

肯亚采矿业和基础设施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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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矿業单一救援队

世界最大的电力公司形成Thiess保证获得4.73亿美元的
合约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计划
到2017年底前建立单一
救援队，以提高救援人
员的效率。
到目前为止，该部对

立法规定救援工作的立
法进行了一切必要的修
改。一揽子文件已经准
备好供RF政府作出决
议，创建单一的矿業救
援服务。一方面联合努
力将有助于提高矿山和
其他采矿设施安全的效
率，另一方面可以减少
费用。
此外，紧急部门三年

来一直在开发一个後备
矿業单一救援队。
那些是在地下工作的

专家	-	导轨、切割机和
其他等等。
弗拉基米尔·普赫科夫

（Vladimir	Puchkov）
在8國際救援會議上
说：“在紧急情况部训
练過的，这些人都有能
力评估不同的风
险。”
紧急情况部还

创造了航空救援
培训和科学矿山
救援中心，在此
培训各个领域的
救援人员，此次
中心位於新库兹
涅茨克镇。
“如果有需要，

我们有一个强

世界上最大的电力公司
正在中国形成，由于该
国领先的煤矿公司神华
集团公司与其最大的发
电公司中国国电集团
之一的合并，资产接近
271亿美元（1.8万亿人
民幣）。新公司将成为
全球第二大公司，以收
入和装机容量來計算。
两家公司之间的合并可
能是决策者在试图减少
工业产能过剩和国有企
业数量。	最近关于两家
公司合并的公告，证实
了中国国有企业正在进

行大规模的改革，同行
业的企业进行合并，以
提高效率，减少冗余投
资。
新公司预计将被命名

为国家能源投资公司，
拥有超过225万千瓦的
总装机容量，超过了法
国电力公司SA和	Enel	
SpA。根据公司记录，
法国电力公司去年的净
产能为137.5万千瓦.截
至今年6月，意大利
Enel公司净装机容量为
83万千瓦.
合并后，神华获得国

澳大利亚公司Thiess已
获得位於印尼西亚东加
里曼丹的火山巴拉万达
广场（GBU）煤矿4.37
亿美元的合同。
根据合同，中集集团

的采矿服务提供商将在
2017年至2024年间提
供采矿解决方案。
Thiess总经理道格

拉。斯汤普森表示，新
合同增强了采矿业的实
力。
“我们很高兴能与合作

伙伴GBU实现其战略
和业务目标，在该矿区
利用我们创新和高效率

的解决方案，”汤普森
说。
CIMIC首席执行官阿

道夫·瓦尔德拉斯补充
说：“印尼西亚的新合同
显示了Thiess如何继续
扩大采矿业务並与矿业
客户建立宝贵的合作关
系。”
该公司宣布位在东

加里曼丹州的Harum	
Energy的Mahakam	
Sumber	Jaya（MSJ）
煤矿获得了3亿美元的
合同延期后，印尼煤炭
行业的Thiess订单增加
了4.37亿美元。

大的矿山救援服务後
备，能够应对我国的大
规模事故。中心的救援
人员在Vorkuta和Mir矿
工作，该中心帮助我们
提高救援人员的专业水
平，并降低现场相应服

务的费用。
过去5年来，救援人员

帮助了1,812名矿工，
并成功地应对了142起
事故。俄罗斯32个地区
共有18个救援单位，约
5	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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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C技术

AFC进步：
跟上行业需求
几十年来，长墙采矿一直是提取地下煤的最有效的方法。尽管
运营原则仍然存在，但性能优化使得效率更高，长寿命的系统，
作者克里斯.康诺利是久益环球公司，自动频率控制（AFC）系
统的产品经理。

当前市场需要能够持续生产并避免昂贵的停机时
间，因为需求量大幅减少了长墙数量，从数千减
少到数百。那些成功经营的人依靠高性能系统和
管理良好的操作。

装甲面输送机（AFC）是这些系统的组成部分，
但常常被误认为是简单的结构。实际上，高性能
采煤机和动力屋顶支架（PRS）需要同等匹配的
输送机，以便长期保持一致和可预测的生产量。

认知这一需求，原始设备制造商已经努力稳定地
提高AFC技术，从电源和驱动器到自动化和性能
优化。

电源和驱动器

90年代后期，协力完成的流体填充联轴节，造就
了洁便功能又强大的系统进入市场，允许大型的
AFC电机独立启动。这一步改变了这个行业，放



宽供电系统要求，并能够使用高达1,600kW的电
力传输。在千禧年这种技术达到了一个优势，使
其成为强大、可靠和具有成本效益的电力传输的
基准。通过高精度的传感器和控制阀，现在可以
对受控的填充联轴器进行优化，以实现更快的扭
矩管理、无负载的电机，启动新的可靠性和性能
水平。

此期间还引入了用于AFC的变频器（VSD），
尽管只有低电压（1,000V）选项。这些在启动
时产生的电流非常低，但输出功率范围有限，
最高可达670hp。相比之下，今天的VSD是实
现高性能AFC极有效的方式。拥有3,300v和
4,160v完全合成的VSD，尺寸范围从670hp到
2150hp（1,600kW），适合所有AFC系列。现
在可能精确控制地扭矩和速度，造就一个完全
灵活的系统，这些参数可立即改变反馈整个系
统。

千禧年末，11kV	 AFC电机开发至2,175hp，并
在澳大利亚运行。与3.3kV替代方案相比，这些
电动机只占全功率电流的三分之一，并显着降低
了电源系统内的损耗，特别是在后挡板AFC驱动
器周围。

集成在变速箱中的多盘离合器也相当的受欢迎，
算机控制系统提供一些过载保护和负载管理。

联轴器接処

在过去几十年中，两种设计主要的理念结合了
AFC	 联轴器接処和结构：复合式（最常见），
其中耐磨板在结构上直接焊接
到耐磨铸造侧部分和双功能，
其中磨损表面附接到单独的结
构体以便于翻修，前者提供最
长的可靠运行寿命。

进步的辅助设计增加了模拟和
测试的使用。这是必要的，因
为联轴器接処的设计不像以往
的简单结构，现在已经演变成
高度设计的系统，其中操作有
害的烦恼以从部件中消除，以
延长联轴器接処系统的磨损寿
命和疲劳寿命。除了FEA和结
构分析之外，推出的水平控制
是AFC	 联轴器接処的基本功
能。原始设备制造商测试设施
中的物理测试确保联轴器接処
具有可预测的水平控制特性（
即功能性），这是在高性能长
壁中更为关键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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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中的久益长墙系统，在澳大利亚的英美族的
Grosvenor矿山

久益环球员工在伊利诺斯州弗农山测试久益长墙设备

随着越来越普遍的较高的接缝装置，需要先进的
联轴器接処设计，以适应比以往更大的切割力和
重大型剪切机。典型的采煤机可以重量为60吨，
但对于大型机器而言可以进入150吨，并计划进
一步增加，但首先必须证明系统可以承受数千个
周期的负载。

联轴器接処的寿命仍应由西格玛型材和甲板磨损
决定。在连接接头上经常发生故障的焊缝或焊接
接头的裂纹不符合目的。尤其是现代的设备，预
计一生中需要负载20多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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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系统

随着电力系统和结构的进步，AFC链锁系统的改
进进一步提升了整个系统的性能。平面垂直连接
的引入了更高的功率密度，允许煤面长达400米
以上。

改善这种核心消耗品寿命的进步包括：专门设计
的反关节特征，允许链条自行在发生堵塞或断裂
的情况下拉直;先进的钢合金可减少故障停机时
间，但最重要的是，对应用和条件要有一定的了
解。

低调的链条可以在不需要新的联轴器接処来增加
储备强度，对先前的圆形或扁平连杆系统升到更
高等级。这改变了面长度和或剪切机产量的未
来，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目标，因为压力的降
低而导致生活改善。

链条系统是指链轮，飞行杆和张紧方法。产品之
间相容不合，也也不可能有稳定的长寿命。飞行
条和链轮必须加强可靠性和生命力量，以配合链
条和行型联轴器接処。齿轮和头部磨损也是主要
的限制因素。

高品质、特定制的钢合金和现代加工使得耐磨性
和耐久性之间得到平衡。原始设备制造商测试标
准也得到了改善，证明零件符合目的，并且使用
每一克的材料来进行安全工作。

控制，自动化和性能优
化

AFC最附有潜力的进步是于越
来越多自动化的控制、优化性
能、减少操作员伤害，并提供
更清晰的机器状况信息。透过
数据监测和分析来建立系统效
率和条件。
	
制造商可以让操作员和维修
工程师掌握设备内部发生的
事情，甚至煤矿面板有东西正
在接近的事实，将以前未知数
的因素排除在外。优化周期时
间，在完全故障之前识别故障
组件，所有这些都直接转化为
矿山的运营利润。

操作AFC有多种控制平台。这
些范围由独立的、本地驱动控
制到完全集成的长壁系统。相
机、传感器和振动监控都可以

在集成控制平台上使用。	 AFC-PRS采煤机之间
的通用控制平台使维护、物流和故障查找更加容
易。天衣无缝的面部整合是前所未有的，定制控
制功能的能力对许多操作员是相当重要的；这种
定制必须与安全可靠的控制相平衡。

接下来是什么

虽然长墙系统的主要运作模式自90年代尚未发生
变化，但对性能和安全性的期望继续上升，意味
着进步应该沿着现有的方向继续下去，这也是为
什么原始设备制造商持续进行产品开发，尽管市
场条件据有挑战性。目前的市场重点更多在于增
值产品、提供短期成本节省和客户服务。通常的
改进就是：短期而不可持续。因此，主要原始设
备制造商继续追求长期的改进，以永久的方式满
足客户的要求。

下一代产品如超级链轮，新型链条材料和半自主
操作迫在眉睫。原始设备制造商继续提高标准，
让客户制定新的生产目标。

为了在艰难的时期进行管理，一些公司选择最小
规范来源，以保持资本投入。虽然这可能迫切需
要，但是将来的成本可能会迅速上升。公司选择
最小规范，日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为不合格的部
件、材料流动的限制、快速磨损，差的水平控制
和不足的驱动扭矩。

世界各地的采矿条件差异很大。经验不同的煤炭

操作中的久益长墙系统，在澳大利亚的英美族的Grosvenor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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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康诺利是久益环
球公司的产品经理	 -	 自
动频率控制（AFC）系
统。他毕业于格拉斯哥
大学和斯特拉斯克莱德
大学，获得技术工程和
计算机辅助工程设计荣
誉学位。在加入久益之
前，他曾担任安全和防
御公司的设计工程师。康诺利于2007年加入
久益，担任AFC的高级设计工程师，担任产
品开发工程师，现为产品经理。

属性和煤层组合意味着设备真正服务时间和定
制。建立质量流程、了解最小细节如何破坏系统
的性能，都是供应商不可忽视的。可预测的生命
不是一个猜测，一台机器只能像其最弱的元素一
样可靠。原始设备制造商在标准性能中发挥重要
作用。

即使在具有挑战性的市场中，最便宜的选项也不
应该是当今唯一的选择。与原始设备制造商紧密
合作可以有令人惊讶的成本节约机会，运营商不
必承担所有的风险。

如果操作人员需要获得更多机器的原始规格，优
质的原始设备产品将是唯一可以做到的，因为
安全操作和保证性能是优先级的设计，验证测
试应该是机械设计的基本部分，但往往被忽视。
不要低估材料规格对焊接质量和磨损/疲劳寿命
的影响。产品可以达到标准，但达到最低水平。	
AFC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所以普通标准不适
用。

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些业务与重要供应商密切合
作，将两套专业知识结合在一起。可以通过协作

和评估实际使用情况来调整储备操作寿命。原
始设备制造商也可以提供有关操作要求的技术指
导。

更安全，更有成效的未来取决于供应商和用户一
起迎接挑战。

2017中国煤炭博览会，
        展位 W1206

Hauhinco Maschinenfabrik | G. Hausherr, Jochums GmbH & Co. KG
Beisenbruchstraße 10 | 45549 Sprockhövel | Germany
Phone: +49 2324 705-0 | info@hauhinco.de | www.hauhinco.de

豪辛柯-水液压系统专家

EHP-5K400S – 乳化液泵站旗舰产品 
应用于世界上产能最高的长壁工作面 

五柱塞法兰型高压泵

• 400千瓦输入功率
• 变频驱动(可选)
• 流量高达738升/分钟
• 工作压力高达420巴
• 可靠，平缓，安静
• 紧凑设计
• 易于维护• 易于维护

HAU17001_AZ_Bergbau_185x131_ZH.indd   1 24.07.17   12:01



12           Coal International			国际煤炭			•			中文2017版	     

长墙

无论是什么样的地质，现今的高性能长
墙要求采煤机和犁，都能提供最高的
生产率、可用性和可靠性。找到合适

的长墙解决方案，并成功运行是至关重要的。

传统的长墙机器设计,早期的市场需求主要以欧
洲为中心尤其是英国。全球高效机械化的长墙面
的成功演变，归功于大力投入市场的大量工作。

现在在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
国家的长墙采矿技术的应用，以高产能输出设计
为主，这使得制造商能够快速发现早期机器的最
大潜力，因此，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现在对采煤
机的需求提高。

英国机械化的黎明

早期，超过90％的煤炭产量由鹤嘴锄和铲子开采
而成，这些“手工”的日子是艰巨和危险的。

机械化方面曾经有过独立的尝试	-	例如不同盘式
和棒式的切割机。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是此行业机械化的“黎明”。推出链条型长墙切割
机、振动输送机和早期的带式输送机。

如果战后时期代表机械化的“黎明”，由于投资资
金不足长期处于“黄昏”。

尽管如此，在战争之际，机械切割煤却大幅度增
加，但是由手工装到水桶或面部输送机上，直到
30年代后期，成功的机械切割和装载煤系统才公
众于英国–	梅科摩切割装载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技术创新并不大，但不久后
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德国的煤炭生产在战争时期的发展，令人印象
深刻。由威斯特法伦公司	 （卡特彼勒的前身公
司）的首席工程师威廉·勒布发明的，煤犁及相

最棘手的采矿条件

大自然总是可以让任何采矿作业踩刹车：挑战采矿工程师和设
备制造商，找寻合适的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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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装甲面输送机，与钢屋顶支架一起，允许
了“无支撑前端”成为全机械化的基础。坚固的装
甲面输送机允许，输送机安装著切割和装载机一
起。

50年代初兰开夏郡的聖海倫煤矿場经理约翰·安
德顿设计的，采煤机或安德顿电力装载机。

第一个采煤机在1952年安装在趕煤區的烏鴉頭
煤矿場，然后用于克洛頓煤矿場、聖海倫和格爾
伯恩煤矿場。然而，真正的突破发生在50年代后
期發明的，安德顿采煤机和液压移动屋顶支架。	
有些人说在1957年，英国的工业已经在全世界
出现了全机械化的煤炭生产，	 “黄昏”期终于结
束。煤矿技术方面取得了这样的革命，归功于采
矿工程师和采矿机械制造商之间的合作无间。

英国早期的几年

长墙采矿早在17世纪开始由英国采用，在19世
纪得到广泛的应用，但长期以来生产率一直少于
房柱型采矿。

英国煤矿场军机接受电力后，苏格兰公司马夫和
库尔森于1894年生产了地面下专用的铁皮外层
电机，3年后开始建造电动切割机。第一台电动
杆式切割机的专利权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打下了
基础，在此期间开创了一批令人激动的新型采矿
设备。这些包括1908年的门式装载机、振动输
送机、万能煤切割机、短墙和拱墙机、皮带输送
机和集料臂装载机。

马夫和库尔森和安德森博依森于
1966年合并，1970年公司名为安德
森.马夫，然后改为安德森.斯状克
莱。公司开发了第一台1MW切割机
和高压（3kV和4.2kV）采矿机械。
安德森.斯状克莱发明了，输送带手
推式具有地板安装的优点，并可以控
制输送带的设计。这造就了现代开采
机的发展。该公司于1989年10月成
为安德森集团。

安德森开采机经历精彩，1996年由
隆爱东旭（马蒙集团之一）首先生
产Electra系列。采煤机的生产被转
移至北约克郡的伊尔克斯顿的一家工
厂，所有在马斯韦尔的机器都被拍
卖。仅六年后，又被卖给了一家德国
公司，并成为了DBT	 英国有限公司
的一部分。然后，生产被转移到德
国，大约30名设计团队仍然驻在于
马斯韦尔。

1914年，德国艾柯夫集团在欧洲大陆建立了第
一台条状切割机，第一台液压切割机于1950
年推出，第一台艾柯夫长墙采煤机于1954年推
出。

艾柯夫在英国的谢菲尔德市卡弗街，设立了办事
处，很快就获得了高性能和可靠性的声誉。当时
的国家煤炭委员会（NCB）开发并获得了安德顿
采煤机的原则，是现代采煤机的先驱者。该公司
与英国杰佛瑞钻石（BJD）和安德森.斯状克莱
取得一起生产机器的许可证。

早期打击式采矿机

早期拱墙切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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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变化

在60年代，所有观察员都注意到使用方法和机
器的变化，工程标准正在稳步上升，并且越来越
多人认知更高标准的需求，使得矿管理有新的前
景，处理他们的技术和人员问题。可以在1962
年建立了第一个远程操作的长墙面（ROLF）作
为举证;	 该系统在纽斯特德（诺丁汉郡）的高主
煤区中进行了实验。

原称为ALF-自动长墙面，名称来自国家煤炭委
员会主席ALF.罗本斯先生。这位极为谦虚的主
席反对此名称，他反对朝拜人物的概念，不希望
以自己名字来命名。他认为该行业应有同心协力
并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概念。

中央控制台位于主闸门，所有面部操作和机械都
从那里进行监控。实验算是成功，但系统需要有
几乎完美的条件才能工作顺利。第一次试验早在
奥蒙德（德比郡）的吹口煤区处，这是英国第一
个安装機械。	 這個计划為免人力煤面部铺路，
但前提依靠著地下条件為“绝对完美”！幾乎沒
有其他位置有這種條件。	 自动转向机直连接在
纽斯特德的AB	 125固定鼓式采煤机上。远程操
作的长墻面的想法已经實現。	 贝沃科（诺丁汉
郡）是1964年后选择ROLF系统的煤矿場之一，
但又是一个失败的例子，面部条件不好、屋顶差
和地板軟。這個煤礦場几乎没有符合任何需要
的完美条件，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安裝很少見的原
因。

1973年，一家总部位于英国邦斯理的Pitcraft有
限公司，为地下长墻切割采煤机的輸送帶开发了
一种命名为“繞柯踏柯”的无链运输系统，在北约
克郡的幸運藍斯登煤矿場首次运行。	 这是世界
上第一个无链条运输系统，适用于当代的開采
機，主要制造商為艾柯夫、安德森.斯狀克萊和
英国杰佛瑞钻石。

该公司運行的相當成功安裝了200多个設備，直
到英国长期罢工造成了财务困难，国家企业委员
会收购了该公司。

在70年代初期，采煤装载机和链式输送机相连
的煤面作业进一步技术开发的过程中，德国侯巴
和博朗公司探討了链式输送机，以改善联轴器接
処爲主。例如，三维耦合器不仅能够吸收高拉
力，由于其灵活性的開發，能使输送机除了弯曲
和回路之外還可以倾斜和背斜。这种灵活性是必
要的，以便输送机成爲蛇形，并且掩護在采煤机
通过后往前进，縮小支撑设置的延迟。在这个时
候，所有的開采剪都是通过一条链条来拖拉的，
这些链条与開采剪一起提供了最好的手段方式來

倾斜、背斜和环路。这条连续不断的负载，对在
附近工作的男人构成危害並造成许多事故，这导
致了一个更安全的运输方式的衷心呼吁，并带领
采煤机制造商开发各种无链条运输，並在驱动轴
上操作。侯巴和博朗公司並没有参与这些初步的
发展，而是集中注意力在他們以往的产品上。

公司的无链条运输系统输送机的初步应用，顯示
了通常与驱动轴相关的问题。	 公司设计的输送
机联轴器接処，驱动轴不能容易地处理斜口、背
斜和回路，输送机联轴器接処的内在灵活性受到
外部系统的限制，造成部分无效。

为了保持输送机中的灵活性，公司开发了一种可
以恢复输送机效率的运输系统，解决方案是在控
制链条下运行，即使需要放弃链条，这个系统被
称为“達納塔克”。之所以命名爲此是因为它利用
链條的自然动力，现在卻控制著鏈條。

達納塔克于1976年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采矿展
览会上首次介紹給德国公众。它必须在国内市场
上获得青睐，但這是相當困难的一件事，因为大
多数矿山使用艾柯夫的機器和艾柯夫自己的系
统。經過了近2年的時間，達納塔克在1987年才
首次使用在奥申巴赫部长和貝堡AG	 威斯特法伦
的煤礦場。第二次安装要求证明了该系统是有利
的。该系统在未来几年也受到各采煤机制造商的
欢迎。達納塔克終於受到大衆的注意。

在70年代，艾柯夫以及美国久益負責介紹多电机
采煤机，其中的电动机以横向安装。美国久益收
购了梅科摩公司加入英国市场，并于1976年推
出了第一台全电动采煤机。尽管每个市场都有一
些独特的因素影響施工，但足以證明這是個革命
性设计的典型案例。

在80年代期间，艾柯夫的多電機机器不断地在
行业中出现，原因是每个鼓和每个运输单元都有
自己的电动机，另外还有一个小型电动机供電給
液压泵。这些机器最多配备五台不同的电机。因
为电动机横跨机器的纵向轴线分佈，这使得它们
更紧密并且更容易维护。在此期间，已经出售和
安装了超过100台150kw和230kw系列的鼓式电
机。安德森.斯狀克萊于1984年展出英国设计的
首部多功能电机	-	 “Electra	550”。在这个时期，
南约克郡地区39号煤层的曼通煤矿首个在英国安
装一台久益长墙采煤机，一台3LS机器配有自动
屋顶支架，每周生产能力超过3.7万吨，这个安
装使得煤矿的财富大增，每年生产的煤矿很快就
变成了百万吨。

80年代，许多公司进入了采煤机市场，法国制
造商Sagem与他们的“熊猫”采煤机、威斯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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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州、BJD的玛格纳玛提
克。德国和美国的采煤机
制造商，继续在英国煤炭
工业和全球机械化方面有
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切
都是通过固态电子技术的
进步而实现的，使得电驱
动器的控制单元变得更加
紧密，并且与长壁采煤机
的空间限制相兼容。

新一代的艾柯夫机器有
用于鼓的中央驱动，但是
运输单元有独立的电驱
动器，例如用于薄煤的
EDW-300-LN和高功率的
采煤装载机EDW-380-1和
EDW-	450-L。这些机型将
继续在澳大利亚和南非显
赫。回顾艾柯夫发展期，
三个重要的里程碑早在
1989年就已庆祝过了。

125年的艾柯夫

75年的采煤机技术和25年的艾柯夫电子产品。
一家位于波鸿的小型家族铸造厂，最初为矿车提
供车轮，但今天仍然是全球采煤机发展的市场领
导者之一。

欧洲-菲慕

在欧洲特别是波兰，在健康丰富的矿山使用长墙
采煤法。	1959年，卡托维兹的派尔维卡.
法布里卡·马斯恩开始生产开采机。在后来的几
年里，该公司成为国有的菲慕SA，今天的菲慕
集团由TDJ	 S.A.私人拥有。该集团目前由17家
公司和7家制造工厂组成。本集团结构雇佣员工
2500多人。由于持续开发并收购其竞争对手寇
派式，该公司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增加了知名度。
菲慕的机器和技术现在在五大洲的许多矿山、港
口和工厂都是众所周知的。

梅科摩	 –	 久益煤矿（现为Komatsu	
Mining	Corp.）在英国的诞生

我想没几个活着的英国矿工，还记得梅科摩的刀
具装载机，在1930年代这机器革命化了英国的
矿业，这是第一台可以同时切割和加载的机器。

在此之前，发展出许多不同的煤炭切割机。	
1890年代，位于邦斯理的JNO	 吉洛特父子档在
煤炭卫报（现为“煤矿国际”）的广告中，宣称其

旋转切割机将以每小时20码的速度，切割最困难
的煤炭。

在此期间，采矿工程师已经开始开发思路来整合
不同的作业	 –	 采煤、装载和运输。马修·史密斯·
摩最后提供了采煤和运送煤炭之间缺少的步骤，
他曾在同一台具有切割机和装载机的想法上努力
了将近二十年。矿业工程有限公司（梅科）开发
摩的想法，他们最终在1936年后在霍顿主要煤
矿尝试了梅科摩-切割装载机，在战争爆发之前
生产了约25万吨煤。

矿业工程有限公司最初位于谢菲尔德附近的莫菲
尔，但在1925年搬至于伍斯特的布鲁姆路。它
需要漫长的试验、熟练、和善的操作人员和耐心
的管理。由此可知梅科摩的早期充满了困难、失
望、有时甚至是绝望。在40年代的进一步发展，
导致它成为英国首个使用电力装载机之一。梅科
成立为一家多功能工程公司，生产冲击式的切割
岩钻机、锤击钻机和一系列救援设备。它早期的
成功是为救援站提供设备。

在1968年道蒂公司收购了该公司，1979年成为
道蒂梅科公司，1989年期间道蒂公司进行管理
层收购，1993年将该公司与多布森公园集团的
采矿设备合并后，将该公司更名为国际长墙。

1995年，多布森公园产业被美国哈尼迅菲戈产
业收购，希望与久益制造附属公司合并。今年，

KWB-2	-	菲慕制造的第一台滚筒式采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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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22年的英国久益全球品牌由Komatsu收
购，并改名为Komatsu	Mining	Corp.该公司今天
仍在布鲁姆路运行，并在曼彻斯特、桑德兰和诺
丁汉有分公司。

犁

犁的工作原理自发明后和英国市场采用以来没有
改变过。有工程师试图设计激活犁来处理较硬的
煤炭。在一些设计中，犁的固定剪切叶片被一系
列重型气动鹤嘴锄取代，而在另一些设计中，由
两个失调转子的旋转产生的振荡引起了冲击的
作用。其中最成功的是1951年引进的胡木切片
机，英国的各种矿山试验了不同类型的犁，但几
乎都没有成功。

洛德系统在德国、法国、比荷卢各国迅速流行起
来。许多不同的犁型为地面下工作而设计和测
试，直到90年代中期只剩下两种犁型，赖斯钩刨
床或基板犁，和格莱刨床或滑翔犁。

马力和犁耕速度随着采煤机的稳
定而增加，一直到1989年才克服
了犁耕系统的最大弱点，使用电
液控制与定义的切割深度，终于
允许自动犁耕成为1.8米以下的
煤层，最有成效的采矿方法，美
国的巅峰矿场和波兰的波格丹卡
矿场，一直有着破记录的生产数
据。今天，卡特彼勒是犁的唯一
制造商。

最新发展

允许高压电机在长墙面、电力中
心和大马力电机上的使用，提供
全球的矿山运营商改变面板长度

和宽度的选择，以获得更高的效率。

尽管多年来采煤机的发展很多，但主要与增加切
割煤的尺寸、功率、控制、监测和清除有关。不
管是对较薄的煤层还是较厚的煤层，所有部件的
力量都有所增加，特别是测量臂的力量。但还是
要注意采煤机周围的煤流量最大限度。设计不良
的采煤机可能会引起大量的推动力损耗或煤炭磨
损。

行动强大的采煤机

已经被切割但被困在采煤机结构内的煤。有效的
清空煤，采煤机鼓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涉及到
叶片之间的数量、深度和间距、煤层尺寸和转鼓
转速，都与开采速度和煤硬度加上结构有关（如
果有定期切割屋顶层或是地板层）。

空气流向表面侧的切割器鼓，以空心轴鼓作为辅
助让空气流通至表面侧，在高气煤层中变得相当
重要。

粉尘最小化和控制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通
过正确设计切割机鹤嘴锄和鹤嘴锄的拣选、以及
良好的清空煤和喷水器使用。

后者可以分为两部分，将喷水应用于采集点，以
及使用喷雾帘将粉尘保持在采煤机和煤面之间，
以防止有人员操作地点有气流混合。通常喷雾水
也用于机器冷却，并以泵施增加压力，高于矿井
网状系统。

今天的大部分采煤机和犁机都提供先进的综合自
动化和通讯选项。随着公司的长墙采煤过程全面
自动化，主要的推动力是由于职业健康和安全问
题。如果有任何新的发展要求，国际煤矿将把此
行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梅科摩尔刀具装载机的组装

行动强大的采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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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	Cat	采煤机

Caterpillar	在几年前推出了新一代采煤机系列，
目标是进一步提高可靠性和可用性，同时利用新
的通用电子平台，充分利用不断发展的自动化技
术。成熟的一体型主机架概念得到保留，该设计
可为所有主要采煤机部件提供最大保护，并最大
程度地减少因恶劣地质条件导致的停机时间。

首台新一代	 Cat	 EL3000	 采煤机作为具备先
进自动化功能的完整	 Cat	 长壁放顶煤开采
（LTCC，Longwall	 Top	 Coal	 Caving）系统的
一部分，在澳大利亚怀特黑文煤矿公司的纳拉布
赖煤矿开始作业。该系统不断创下超过	 100	 万
吨的每月生产记录。

此外，世界各地的煤矿还使用较小型的	 Cat	
EL1000	和	EL2000	采煤机。这三种	Cat	采煤机
提供	1429、1900	和	2295	kW	的装机功率。全
都使用标准化控制硬件和软件，实现更多的自动
化功能，同时使维护和故障查找比以往任何时候
更加容易。

采煤机自动化可提高长壁开采安全性和产量

长壁开采自动化继续从部分自动化发展到集长壁
开采系统控制于一体的成熟技术。除了长壁开采
系统自动化会促使产量和机械可用性提升之外，
采煤机自动化通常还能降低割矿机旁边的操作员
和亲临工作面的操作员的工作时间。现在，运行
一台采煤机只需一个操作员即可，而无需两个操
作员，这意味着操作员能呼吸到新鲜空气，远离
采煤机排出的废气。此外，操作员还可以将机器
留在工作面的宽阔区域，让其自行工作。人们呆
在危险地区的时间变少，而且更少暴露在灰尘和
噪音中。

为了实现这种高自动化水平，它需要三个关键组
成部分：1）现代的控制系统，例如	 Cat	 PMC	
Evo-S；2）智能软件模块；3）各种高质量测量
技术。PMC	 Evo-S	 是功能强大、模块化、基于
以太网的控制系统，能够对复杂的算法和功能进
行编程。该系统设计时采用大量本质上安全的部
件，使其便于在工作面进行维护，而且无需打开
防爆外壳。

为满足客户的需求，Caterpillar	提供不同级别的
采煤机自动化，涵盖了从基本自动化到高级自动
化等各个档次。每台	Cat	采煤机都配备基本的自
动化软件包，允许操作员遥控操作机器。此外，
这个软件包也包括可减少过载情况的自动化逻
辑；当然，还提供了用于故障排除和解决问题的
诊断工具。

Caterpillar	还提供两个更全面的自动化软件包：
自动化控制和高级自动化控制。自动化控制包含
扩展门端通信等重要功能，它能够与其他长壁开
采组件进行数据交换。这种自动化级别允许用高
质量的闭环式操作来操纵摇臂，从而精确转向。
它还提供防撞功能，防止采煤机和	 Cat	 PMC-R	
控制装置所操作的掩护支架发生碰撞。

最 重 要 的 功 能 是 基 于 状 态 的 自 动 化
（SBA，State-Based	 Automation）。SBA	 允
许对机器在主门和尾门之间沿着工作面两个割矿
方向的整个割矿循环进行定义，并且允许对门端
的清理操作进行定义。务必指定切割高度、速度
和切割模式等自动化参数，这一点很重要，操作
员可以沿着工作面在多达	 40	 个不同的区域定义
所有这些项。这称为基于区域的自动化。

SBA	 是用于定义和控制复杂自动化循环的最成
功和高效的工具。它使采煤机可以按照操作员定
义的生产流程精确地运行，包括方向、速度、臂

猫EL3000长壁采煤机在店里

长壁采煤机切割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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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罩壳位置和摇臂控制模式。用户最多可以
定义	 500	 个状态，以及在进入下一状态前要满
足的动作和条件。此外，该系统还能够沿着工作
面为每个基于区域的参数定义多达	 40	 个区域。
这使采煤人员可以确定长壁开采作业循环中所有
可能想象的变数。

为了简化和优化操作，Caterpillar	创建若干种可
在每个自动化状态下选择的预设切割模式。所有
这些自动化功能都支持单向和双向采煤方法。

高级的自动化控制使系统更接近全自主采煤机操
作。这个软件包中包含被称为“长壁开采浏览器”
的功能，此功能将门端和掩护支架控制器中的	
Cat	 软件工具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软件包，可
为实现完全三维浏览提供先进的几何学和三角学
计算，以及提供先进的地面轮廓计算和高水平的
传感器技术。

这些技术使水平控制、开采控制和工作面校准有
可能实现。开采控制使机器可以沿着工作面按照
定义的煤矿地面和顶部轮廓进行作业，更好地遵
循任何特定的煤层起伏，实现最佳开采和生产。
同时，水平控制会在前进的方向引导机器按照煤
层起伏进行作业。工作面校准使得工作面整齐，
帮助生产始终保持一致，并且最大程度减少输送
机系统的磨损。

长壁开采系统自动化朝着完全门端自动化、远程
遥控操作发展，并且最终将实现完全自主操作。

久益采煤机概述

久益，现在是小松矿业扩展产品的一部分，在
1976年推出了第一款电牵引1LS型采煤机。虽
然该设备在当时很有竞争力，但按现有的标准来
看，设备非常轻并且功率很低。设备的重量在18
吨左右，但整机牵引力仅为265KN，并适度配
备100千瓦的截割电机。此后，久益采煤机经历
了显著的改进，目前在世界上最具生产力的长壁
工作面和最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使用。由于这种发
展，今天，久益最大的采煤机比之前的采煤机的
重十倍，具有十倍的截割功率和七倍以上的牵引
力。虽然采煤机能力的大幅增长令人震惊，但这
种变化并非发生在朝夕之间。

随着1976年第一台电牵引1LS型采煤机的推出，
久益立即意识到有必要与他们的客户合作，以创
新和持续提升产品来满足客户不断增加的生产目
标。因此，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久益与美国客户
合作研发采煤机生产线。正是因为3LS采煤机在
八十年代中期涉足国际市场，他们的设计才有
了成熟的机会。虽然在国际上销售的采煤机最初

是有限的，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们的势头有
所增强，并在1990年底和2000年初开始蓬勃发
展。随着市场的扩大，对采煤机截割高度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美国的煤层高度不超过4M，而世
界各地有许多地方的煤层远远超过4米，尤其是
中国。

一直以来，久益总是第一个尝试多种不同设计理
念的公司。显著的技术例如U2000型牵引系统技
术和破碎机电机与滚筒壳体集成技术现在仍在继
续使用。

现在，采煤机机型可用于的煤层厚度在1.3到8
米（4.3到26.2英尺）之间，并包括世界上采高
最大和功率最大的7LS8型采煤机。完整系列的
摇臂支持不同型号的机型，其功率范围在300到
1100千瓦之间（402到1475马力）。

如今，久益采煤机的设计更为强大，具有可靠性
高、模块化设计的特点。机身由一个电控箱和两
个牵引块组成无底架刚性结构。久益利用专有工
艺设计和制造的两个摇臂齿轮箱在设备性能最大
化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模块化设计
长壁采煤机的模块化设计包括以下五个主要结构
件：

•	 机身：由三个高强度钢结构螺栓连接在一起形
成无底架轻薄主机身；本设计为给定煤层厚度
的物料通道提供了最大底部间隙，也使得井下
运输更加方便。

•	 电控箱：位于机身中央部分，包含电气控制系
统；设计特点是可沿采空区侧进入电控箱和电
机，这意味着一般维护工作可在更安全的工作
环境中进行。

•	 驱动块(2)：固定和铰接在电控箱两端。驱动
块按顺序用螺栓固定在牵引箱上，允许在刮板
机和液压支架间自定义安装采煤机；采煤机可
安装多种型号的驱动块，以适合开采条件及配
套使用的刮板机。

•	 摇臂：高强度钢化外壳，装有截割电机和齿轮
箱。摇臂油缸与久益液压支架油缸使用的技术
相同。与工业规范相比，这些油缸的压力等级
提高了一倍。机构内部制造的齿座和截割滚筒
具有更高的集成度和机械性能。齿轮箱利用专
有工艺设计，在实现设备最优化上发挥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久益长壁采煤机所采用的模块化结构便于高效地
制造和大修设备，使设备维护工作尽量简易且极
少依赖于特殊工具。此外，弧形挡煤罩旋转机构
与摇臂设计一体化，使部件坚固，维修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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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墙

技术

Faceboss系统是所有久益井工设备的标准控制
平台，可确保所有久益设备得到相同程度的优
化。Faceboss系统从多个方面最大化井工开采
能力：

•	 高可靠性的反馈：控制回路防止电机卡堵和热过
载，延长电机使用寿命并减少设备停机时间。

•	 司机曝露程度：通过使用控制软件，可使司
机待在设备逆风侧，尽可能减少司机曝露在煤
尘、水喷雾和噪音环境中的机率。

•	 数据交换：控制系统具有在采煤机和液压支架
间的集成和交换数据的功能，可以最大化整个
系统的自动化程度。

多种标准特性

Faceboss	还具有以下特性：

•	 先进的诊断功能：显示事件、信息和警告记
录。连续监测和记录所有设备运行参数，有助
于便捷轻松的查找设备故障原因。

•	 友好的用户界面：直观的用户界面设计简化了
设备初始安装程序，同时允许司机根据开采环
境的变化来调整参数而无需打开XP壳体；另
外，司机可通过遥控器选择预设的行走选项来
调整运行中滚筒的反馈参数或调整自动化割煤
顺序的顶板参数和底板参数。

•	 多语言显示：可在多种显示语言间切换，无论
在任何地区，司机都可轻松操作该控制系统。

•	 内置使用手册：可快捷方便的查看关键服务手

册；另外，系统提供常规维护步骤指导和系统
故障排查帮助文档。

顺槽侧通讯
此外，F a c e b o s s控制系统能够与顺槽侧
通讯。当您的设备与一台地面计算机联接
时，Faceboss允许远程装置（远程设备监测或
RMM）实时监控设备状态。除此之外，控制系
统还持续将运行数据传送到地面计算机。

强大的报告功能
	 每班结束后，久益地面报告软件（JSRP）解译
数据并生成生产报告，然后通过邮件发送给指定
的员工。这种反馈有助于管理人员在需要时进行
干涉和必要的调整。系统还会生成并发送月度生
产报告和工程报告。

Optidrive交流变频驱动

久益Optidrive交流变频驱动系统将软件与电气和
机械系统结合在一起，提供以下功能：

•	 增加行走速度：显著增大牵引能力，同时提高
设备爬坡和穿过不良巷道的能力。

•	 可再生制动：补充机械制动，延长机械制动器
使用寿命；可再生制动可有效使设备在下坡过
程中保持匀速。

•	 更佳的速度控制：具有无级变速功能，精准控
制设备速度；平稳加减速可缓减司机疲劳，可
低速行进以防意外碰撞造成设备损坏。

•	 低维护率：无需检查和更换电刷，意味着行走交
流电机比直流电机更持久耐用，维护量更少。



目前，一个实力雄厚的公司已囊括矿业领域中四个最受尊敬的创新品牌：Komatsu。P&H、

Joy、Montabert 和 Komatsu 品牌，在直接与全球矿井合作以提高其安全性和生产效率方

面总计有逾四百年的丰富经验。

对于过去的辉煌历史，我们倍感自豪，

同时我们已准备好为采矿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前进。

本文使用的商标和服务标记是 Komatsu Ltd.、Komatsu Mining Corp. 或其各自的所有者或持牌人的财产。

为采矿未来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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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双扁平链

全球市场不断发展，带来新的生产挑
战。我们观察世界趋势，并专注于与客
户直接讨论，才设计新的产品以满足客
户的需要。正是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
保持合作关系，促使我们持续发展。

今年，华星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产
了新产品：FASING	 52x170-128两倍
超扁平矿用紧凑链。由于其立环的外宽
（即：128毫米）相当于48x152紧凑链
立环的外宽，新开发的产品可用于刮板
输送机相同的中部槽。多亏这个巨大的
优势，客户在相同的运行条件下只要更
换组链装配，而不必更换整个输送机。
与根据DIN	 22255标准制造的48x152
链条的破断负荷（即：3380	 kN）相比
较，52x170-128两倍超扁平紧凑链的破
断负荷高得多，达到4450	kN。由此，使

用寿命增长，安全系数也提高。

这并不是新产品唯一的优势。由于新型
紧凑链立环的特殊几何形状，我们增加
了与溜槽磨损的接融表面，因此减少了
单位载荷和磨蚀马氏体引起的损坏风
险。此外，新开发的紧凑链的立环具有
特殊的档，其作用是防止链条的卡阻。
通过采用电脑模拟软件，我们实现了立
环的圆弧处与平环的最佳相互匹配性。
这将提高链条的耐磨性并延长使用寿
命。

持续发展与挑战
FASING		52x170-128	两倍超扁平紧凑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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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法国，西班牙和前南斯拉夫
采用放顶煤开采方法在陡峭的接缝開
采。	 由于采矿机械水平低，该方法实

际上是高开采方法的替代方法，仅在复杂地质条
件下才被用作特殊的采矿方法。	 随着液压支撑
技术的发展，完全机械化的放顶煤开采技术在一
些国家得到了改进和成功的应用。

八十年代末期，长壁放顶煤开采技术（LTCC）
的潜力尚未完全釋出，	 由于與其他能源行业的
竞争、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和地质条件上的困难
尚未有解决方式。

到1992年止，所有国家都停止了全机械化的放
顶煤开采面，最后一個礦山位於俄罗斯。	 當
時，中国是唯一一个利用长壁放顶煤开采方法从
厚煤接縫层中提取煤的国家。	 目前，中国在开
发和开展长壁放顶煤开采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已经形成了辽宁，兖州，阳泉，苏州等几
个大型安全、高产量、高效率的矿区。

近年来随着中国长壁放顶煤开采技术的发展，其
技术装备开始在澳大利亚等国家引进，其开发和
应用进展非常快，具有显着的经济潜力，引起了
全世界的关注。

现在开发的技术和设备提供一個方式在超厚煤层
生产1000万吨/年的產量。

目前在大同、平湖、神东、新疆等13个矿区采用
新技术和设备，随着中國西部煤炭开采，长壁放
顶煤开采技术方法潜力巨大。然而，对于厚度大
于14米的煤层，目前爲止世界上還沒有發現，任
何地下机械提取具有安全性能、效率高、采煤率
高等特点。

为处理这一情况，中煤集团、大同煤矿集团，和
另有15个机构在中国启动了一个项目，开发厚度
大于14米的煤层采煤技术和设备。项目建成后，
一個新的開采方式已研發出來，空間高度多了、
超厚煤层面的地面控制理论也有了。

特厚煤层采煤

长壁放顶煤采煤	–	原始设备制造商不断提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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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煤炭介绍开滦集团在唐山矿区開
發的一项创新案例

摘要

开滦集团在唐山矿区的倾斜煤层開采，板块两端
的出入口通常沿着地面和相邻的板块之间，相邻
板块之间的关柱並不給開采，以确保稳定性，从
而形成平板采矿系统。

然而据实践证明，这种常规采矿系统存在长期存
在的问题，如端面支撑问题、煤渣、采矿设备滑
下坡滑、自燃和开发项目支持等问题。根據此情
况和Y294面板，本文分析了一种创新的采矿技
术，兩端的出入口位於煤层面的不同高度上。

对于相邻的面板，開發的出入口可以叠加在先前
面板的入口開發上，或者可以相对偏移。	 现场
数据显示，长壁板的分层布局，在倾斜煤层采矿
设备整体稳定性控制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實
體模型表明，新技术在地面控制方面具有很多优
势。在没有支柱的条件下，新面板附近的开发入
口位為减压区，壓力集中度显着降低、伴随着煤
渣的減少、爆裂和支撑问题的减少，这意味着较
少的支助、维护要求和成本。	 与传统的矩形柱
相比，这种新技术的网关支柱的宽度，在支柱不
得不留下时有效縮小。	 屋顶层的行为和特征有
相當的分析，现场对应操作也有详细介绍。

介绍

厚煤层广泛分布在中国大部分省份和地区1。常

规长壁顶煤开采（CLTCC）是全国的主要采矿
方法2。然而恢复不足、煤块颠簸、爆裂、波浪
表面沉降等问题限制了其发展和实际应用1。由
于严重的长壁设备稳定性问题，常规长壁顶煤
开采在倾斜煤层中的应用更为困难3,4。开滦集
团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煤矿企业，历史超过120
年5。唐山煤矿是开滦集团最重要的煤矿之一，
也是中国许多煤矿的典型例证。矿井两端的开发
项目通常沿著地面，煤柱在相邻面板之间未被開
采，以确保稳定性，从而形成一个平面采矿系统
6。然而，常规长壁顶煤开采的实践表明，采用
这种常规的采矿系统会产生许多待分析的问题。

Y294面板位于越秀区11級，综合煤层8号和9号
厚度為8.7米，深度-550米〜	 -658米，平均倾角
為30度。	 面板寬為90米，長度為1028米;	 工作
面使用的掩護类型为ZQF6200-16/32;	 面罩掩護
为ZQFG6200-20/32。其他设备為MG300/730-
QW采煤机、SGZ	 730/400前AFC（装甲面输送
机）、SGZ-960/750后AFC.	 SZZ	 960/375分段
装载机和SSJ-1200/2×200皮带输送机。	 出入口
中使用的支撑类型是拱形钢组，煤层和周围岩层
的特征如表1所示。

根据地质条件和过去的实践，有四个主要问题：

1.	倾角度大，平均值為30°，这导致长壁设备滑
动。

2.	覆盖深度为-550米〜-658米，地面压力较高。
3.	为了避免高侧邻接压力，必须在相邻面板之间

留下大的出入口柱，导致恢復率低。而且，
每煤面的四个掩護顶部的顶煤和出入口都無
法收回，導致復原率更低。

岩性 數字 高度/米 性質説明
中粒砂岩 1 9.8 深灰色、泥质紋理、大量植物根化石

粉砂岩 2 5.7 深灰色、主要为石英和长石

第5号煤 3 3 结构简单

粉砂岩 4 11 深灰色、泥质紋理，平行平原

第6号煤 5 1.4 与黄铁矿结合

砂质泥岩 6 5.7 深灰色、頂部有植物根系化石、底部有菱铁矿结合

第7号煤 7 0.34 不稳定，本地转储

粉砂岩 8 4.2 深灰色、密緊、具有菱铁矿结核和植物根化石

中粒砂岩 9 4.9 浅灰色、主要为石英、部分碎屑、硅质胶结、部分夹层用薄砂岩床、水平分层岩床
粉砂岩 10 7.5 深灰色，同質，密紧，水平分层。
碳泥岩 11 0-2.3 黑色、主要含碳量、1-2煤线
第8号和9号煤 12 8.7 主要是黑又亮的煤、半光亮的煤、玻璃质闪亮、简单而坚硬。	煤层中有1-2层，	0.5

米的黑色碳质泥岩。
粉砂岩 13 3.15 深灰色、密紧、同質、细腻、量植物根化石、方解石静脉和分散的菱铁矿晶体
细粒砂岩 14 3.29 棕色和灰色、主要是石英、部分死色的矿物质和少量的碎屑与當地的钙，较硬。
粉砂岩 15 4.75 深灰色、同質、细腻、較纯净，具有壳状裂缝。

表1.	復原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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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于侧向压力，出入口支柱離煤渣不遠処常有
煤衝撞、岩石爆发和严重的合流點发生，导
致出入口的支撐问题甚至无法使用的结果。

采矿方法

常规方法
根据唐山煤矿的实践，过去采用的采矿方法是全
机械化多层长壁采矿（MLM）和全机械化常规
长壁顶煤开采，仍然遇到上述问题。	 两种采礦
方法如图1所示。

图1.	唐山煤矿常规长壁采矿系统。	（a）平面图;	（b）MLM（多层长壁
采矿）的A-A剖面图;	（c）CLTCC（常规长壁顶煤开采）

如图1C所示，尽管常规长壁顶煤
开采节省了大量的材料消耗，减少
了长墙移动和隧道工作量，但仍存
在许多问题：

1.	復原率低：实践表明，未能開
采出入口上的顶煤层、掩護上
方和大型煤柱导致回采不足，
难以满足中国法律对长壁板块
75％复苏的要求。

2.	稳定性问题：由于煤层平均倾
角高达30°，掩護倾向于滑动或
倾倒，采煤机和输送机也倾向
于滑动。

3.	支持出入口的问题。由于常规
长壁顶煤开采的出入口沿着
地面行驶，屋顶相对较软，屋
顶下降频繁。另外，由于出入
口支柱，壓力集中不仅在支柱
上，同時也转移到出入口，导
致严重变形和支撐困难。

4.	自燃：使用常规长壁顶煤开采
的煤炭损失会引起自燃，特别
是遺失在煤渣區中的碎煤。几
个自燃易发地区，如出入口高
层煤頂失敗區域，占煤矿灾害
的三分之二，工作面两端頂煤
无法開采，和其他地点煤炭损
失量大。

新战略
1998年，赵博士在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7,8，发明的创新专利“分
层出入口长壁采矿（LMSG）”正
被用于所探討的礦區如图2所示。
任一端的出入口位于煤层内的高度
不同。输送机通道沿着屋顶行驶
时，回风闸沿着地面驱动。因此，

(b)

(c)

(a)

为了避免邻接压力，多层长壁采矿出入口的下層
面與上層面相比，下層面内部偏移，	 如图1B所
示。	这种方法的主要问题是：

1.	由於傾角度，面部的机器會滑动。
2.	一个大的出入口支柱，在相邻的面板之间不

得開采，导致低复原率。
3.	实践表明，由于隧道工程量大、长壁移动频

繁，多层长壁采矿無法实现高生产率和高
效率。煤渣上层反复受到下层采矿活动的影
响，导致煤渣内自燃和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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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几何形状由面板一端的多边形线过渡
部分（面板1），逐渐由倾斜到平坦。对
于相邻的面板（面板2），開發的出入口
可以叠加在先前面板的入口開發上，或者
可以相对平行偏移，这取决于地质条件或
其他工程要求。过渡部分是逐漸增量發展
而成，調整每段AFC、掩護和其他生产
机器的倾角度。	 AFC每段的长度和倾角
都也取决于地质条件或其他领域的工程要
求。掩護转换如图3所示。

分层出入口长壁采矿作业
分层出入口长壁采矿中的采矿作业是独一
无二的，称为三段采矿技术（TSMT）9，
如图4所示

“B”區是在人造屋顶下進行，冒充屋顶或
再生屋顶下方有钢网，并在顶部采用鉄丝
网，防止塌陷的岩石碎片坠落。“B”區的
采矿作业类似于常规长壁顶煤开采，工作
區“C”區的工作类似多層长壁采矿技术。	
掩護支架顶部具有鉄丝网铺，形成了未来
面板10,11“A”區的人造屋顶。	 上述三个
操作构成了一个LMSG面板的工作周期。

除了采用LMSG增加稳定性外，还采取其
他补充措施，防止采矿设备滑下坡，双重
保证长壁设备、設施和人员的安全。	 这
些措施主要包括输送机安装防滑装置，掩
護安装防倾倒装置，调整工作面的假倾斜
等。这些措施解决了在倾斜的工作面上，
設备稳定性的问题、屋顶控制问题和石头
飞溅等。	一些措施如图5所示。

面板连续性
连续新面板的煤渣出入口，可直接驱动在
人造屋顶或先前长壁采矿板边缘的假屋顶
下，前個面板開采完成后，至少在6个月
（最好一年）才開始隧道工程。時間上的
延迟允许破碎的岩层沉降和愈合12。图6
显示了三个面板的面板连续计划。

我们可以看到使用图6中给出的顺序，在
面板1和面板3被开采之后，面板2成为
所谓的岛长壁;这将导致煤渣出入口發生
煤衝撞和岩石爆裂的可能性很大。面板2
的回风闸，将在面板1的煤渣區边缘下驱
动，所以不需要煤柱来保护。由于面板2
的输送机通道必须沿着屋顶行驶，所以
必须在面板2和面板3之间留下煤柱並不
得開采，以保护面板2的输送机通道位於
在面板3的煤渣區旁边。稍后会讨论有關
LMSG的顧慮。

图2.	分层出入口长壁采矿（LMSG）
（a）两个相邻面板的LMSG;	（b）LMSG面板的三维视图

图3.	傾斜到平坦多边形线过渡部分的掩護调整

(b)

(a)

图4.	LMSG的三段采矿技术（TS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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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的宽度为1.5米，出入口高度为Hg，煤柱宽度
为Lc，煤层厚度为Hc，板宽为Lp，	则CLTCC面
板恢复率為η可以通过公式1计算：

公式1：

 Lc× Hc + 4 × 1.5 × 2 × (Hc − Hg ) Lc × Hc + 12 (Hc − Hg ) 
η = 1 − 11111111111111 = 1 − 1111111111
 (Lc + Lp ) × Hc (Lc+Lp ) × Hc

在唐山煤矿，Hg为3米，Lc为20米，Hc为8.7
米，Lp为90米，煤耗为242.4平方米，η=	 74.7
％，低于中国法律规定的75％。

尽管如图7b所示，LMSG中的煤炭损耗明显
减少。末掩護上方的顶煤约为15.6平方米，
三角煤損约为10平方米。面板长度为1028
米，一块面板采用LMSG可回收的煤炭总量为
（242.4	 -	 25.6）×1028	 =	 222,870.4m3，总量
为222,870.4m3×1.48	t	/	m3	=	329,848.2	t	，增
幅復原率14.4％，如表2所示。

更简单的隧道工程和维护
LMSG中的输送机沿屋顶驱动。因此，屋顶不再
是煤炭，而是坚固的岩石，更有能力，擁有更好
的屋顶支撑条件和较少的要求。然而，输送机出

图5.	為增加唐山煤矿稳定性的补充措施

图7.	两种方法的復原率比较
（a）CLTCC煤炭损失和（b）LMSG煤炭损失in	
LMSG

图6.	三个面板的连续面板计划

(b)

(a)

(b)

(a)

技术和关注的优点

优点
根据唐山煤矿的实践，新战略与传统煤矿
（MLM和CLTCC）相比具有很多优势，主要包
括：

高復原率
从图7可以看出，无柱LMSG没有常规的方形出
入口柱，只有小三角形煤损失。	 图7A中显示
了，不能在CLTCC出入口上方開采的煤柱损耗
和顶煤。	 假设四端掩護顶煤没有收回，每个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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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正好在先前面板的压实煤渣區边缘的下方，
剛好位于超相邻面板的放鬆區域内。请注意，输
送机出入口的屋顶上有一个堅固的煤或煤层，并
不完全与煤渣區连接。这对通风更好，并且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了空气泄漏。输送机的隧道工作
实际上是在这个薄又堅固的煤頂下进行的，输送
隧道的两侧是堅固的煤（一侧是三角形煤柱的骨
架;另一面是堅固的煤床的骨架）。因此，顶部
钢丝网支撑著出入口防止屋顶坠落。

图8显示了，在中国镇城底煤矿的输送出入口，
完全连接到煤渣區和塌陷岩石后的面部掩護。	
因此，支撑系统的设计，必須成仅承载屋顶直接
产生的塌陷岩石13。

图9显示了，回风闸正好在由主屋頂开发的砖石
保护结构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输送机出入口位于
整个面板系统的最卸压的部分，当完全连接到
煤渣區时，可以减少地面控制问题。	 输送机的
隧道工作实际上是在这个薄又堅固的煤頂下进行
的，输送隧道的两侧是堅固的煤（一侧是三角形
煤柱的骨架;另一面是堅固的煤床的骨架）。因
此，顶部钢丝网支撑著出入口防止屋顶坠落。

降低自燃和燃火概率
在CLTCC中，出入口上方的顶煤层和几种掩護
不能被提取，出入口柱逐渐失效因邻接压力而破
裂，导致大量的松散煤。	 这些破碎的松散的煤
块、碎片和砾石导致自燃的可能性提高。	 自燃
易燃区域如图10所示。区域1	-	出入口的骨架;	区
域2	-	面的两端;	区域3	-	煤柱旁边;	区域4	–	隔墙
柱旁边。

表2.	復原率比較

方式 面板寬度	Lp	
（米)

煤层厚度	Hc	
（米）

出入口高度	Hg	
	(米）

煤柱寬度	Lc	
(米) 復原率	ƞ

CLTCC	
常规长壁顶煤开采 90 8.7 3 20 74.7%

LMSG		
分层出入口长壁采矿 102 8.7 3 -5 89.1%

图9.	LMSG中重叠部分和壓力分布的配置

图8.	人造屋顶支撑著回风闸，塌陷岩石在掩護正面的正后方

图10.	CLTCC中的自燃易燃区域

幸运的是在LMSG中，与区域3相邻的面端逐渐
变平，因此顶煤的厚度减小，这意味着顶煤復原
率高于CLTCC。越靠近输送出入口1，煤耗量越
小;相對的離输送出入口1越远，煤耗量越大，近
与CLTCC的数量相同，有如图7所示。靠近回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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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是为了留下足够的时间，給前面板的煤渣
区压实并再次硬化，以形成具有相当强度的伪屋
顶，用于后续类似MLM的面板。在一些工程实
践中，回风闸完全连接到煤渣區，通过输送隧道
将淤泥水注入煤渣区，固化程度提高，确保空气
達到通风要求。此外，淤泥水减少了煤层中煤松
散的自然加热，这意味着防火和灭火也是相当不
错的。中国许多煤矿按著LMSG的做法10,13证
实了上述声明。在积水、氣體含量大或煤渣區容
量大之時，工程师应考虑图13所示的情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某些情况下，相邻的LMSG
面板之间留下不得開采的柱子是不可避免
的。LMSG的支柱设计中也有一些优点，下一节
将对此进行详细的讨论。

LMSG支柱设计
中国出入口支柱的宽度，长期以公式 2計	
算12,13,14,15：

图11.	面部连接到出入口的长墙设备情况				（a）常规布局和（b）LMSG布局

图12.	薄煤层的LMSG

(b)(a)

闸的松散煤，现在成為三角形的煤炭损失，具有
从活动面板分离松散煤的一定功能。因此，自燃
多发的区域及其威胁显着降低。唐山煤矿煤层平
均高达30°，在CLTCC倾斜度讓設備倾向滑坡。
在LMSG中，上坡的掩護受到过渡部分掩護的阻
力，因此AFC也是如此，煤面的机器較稳定。此
外，避免了输送机和平台装载机的断接，间隔内
的煤也可以被采煤机完全切割，如图11所示。

关注和限制
自从LMSG发明以来，十几个煤矿采用
了这种方法。	 根据这种方法在这些煤
矿的实践，LMSG已经成功应用于倾斜
0°至60°13的煤层。	 LMSG适用于厚度
多過3米的煤层，但不限制于只有3米
以上的煤层。	 随着隧道技术的发展，
岩石隧道现在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驱
动，因此，可由在屋顶岩石床上的出入
口驱动，薄煤层的LMSG也可以实现高
产率和高效率，如图12所示。

LMSG	 优选用于具有低甲烷含量和低
含水量的煤渣區。许多研究人员认为，
在煤渣區下開拓隧道是一个挑战。实际
上，从图4可以看出，在回风闸的屋顶
有堅固煤或煤层，并没有完全连接到煤
渣區。此外，如图6所示，采矿序列的 图13.	在煤渣區内积聚水或气体含量大之情况下的L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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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数据，开发的工程性能如表3所示，用于开
发等效模型材料性能。	 等效模型材料的强度、
密度和几何相似度遵循以下关系17：

公式4：
 Cσ

111 = 1
 Cρ × CL

CL，Cσ和Cρ计算如下：

公式5：
 Lp σp ρpCL = 11 , Cσ = 11 , Cρ = 11
 Lm σm ρm

其中CL是几何缩放常数，Cσ是强度相似度的常
数，Cρ是原型（全尺寸情况）和模型之间的密
度相似度的常数。	 下标p表示原型，m表示模
型，L为长度，σ为强度，ρ为体积密度。

使用的等效模型材料由骨料（细沙）和水泥材
料（巴黎的石灰和石膏）组成。	 几何比例因子
=	 200：1，密度因子Cρ=	 1.6：1采用于物理模
型研究。	 使用公式4和5，获得等效的材料参
数，并且物理模型中不同组分的比例在表4中詳
細寫出。CM-2B型静态劳损量具被嵌入模型材
料中，以测量在施工阶段建蓋的战略位置劳损情
況，再转化为壓力值。

公式2：
B = x0 + 2m + x1

B	=出入口柱的宽度;	X0	=与煤渣區相邻的塑料区
的宽度;	m	=采矿高度;	X1	=与下一條新道路相邻
的塑料区宽度。	x0满足：

公式3：
 m KγH + C cot φ

x0 =  11  1n  1111111
 2ξf ξC cot φ

f	=摩擦系数;	φ=内摩擦角;	C	=凝聚力	γ=单位重	
	 1+sinφ	
量;	H	=盖深度;	K	=壓力集中因子; ξ =  111
 1−sinφ

由于唐山案例公式3中的采矿高度“m”显着下降，
与輸送出入口相邻的采矿高度约为3米，如图8
所示，而CLTCC中的采矿高度等于8.7米。	 因
此，LMSG中的X0仅为CLTCC中的约三分之
一，导致公式2的柱宽度B偏小.

唐山煤矿LMSG小组物理模型

物理模型是研究岩层行为的有效途径，已广泛应
用于中国16。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为唐山煤
矿建成了大型二维物理模型。	 根据Y294面板的

岩性 高度
（m）

密度	
(kg/m3)

弹性模量	
(MPa) 泊松比率 内摩擦角(°) 拉伸强度	

(MPa)
凝聚	
(MPa)

UCS	
(MPa)

粉砂岩 11.0 2650 18,000 0.24 35 7.0 5.2 127
第6号煤 1.4 1500 3000 0.25 25 1.2 0.8 19.7

砂质泥岩 5.7 2600 15,000 0.24 34 6.0 6.1 96.0

粉砂岩 4.2 2700 18,000 0.24 35 7.0 5.2 127

中粒砂岩 4.9 2600 32,000 0.22 40 7.3 6.4 144

粉砂岩 8.0 2700 18,000 0.24 35 7.0 5.2 127
第8号和9号煤 8.7 1500 3000 0.25 25 1.2 0.8 19.7
粉砂岩 3.2 2700 18,000 0.24 35 7.0 5.2 127
细砂岩 3.3 2650 20,000 0.23 37 7.3 4.8 99.0

表3.	工程属性

岩石类型 UCS	(MPa) 單位重量	
(g/cm3) 比例数 物料 骨料:物料 石灰：石膏

（石灰：土）
中粒砂岩 0.062 1.625 6:5:5 細沙:石灰:石膏 6:1 7:5

细砂岩 0.043 1.656 8:6:4 細沙:石灰:石膏 7:1 6:4

粉砂岩 0.055 1.688 6:5:5 細沙:石灰:石膏 6:1 5:5

砂质泥岩 0.042 1.625 10:9:1 細沙:石灰:石膏 8:1 9:1

煤炭 0.0085 0.938 10:1:0 細沙:石灰:土 10:1 7:2

表4.	材料参数和模型材料中不同成分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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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模型的尺寸为180 cm长，160 cm厚和
1300cm高，模拟采矿深度和板宽分别为500m
和100m，如图14a所示。	 應用平面壓力模拟，
壓力传感器和数据采集系统测量邻接区域中的壓
力度，如图14b所示。	 CLTCC和LMSG的面板
布局如图14c,d所示。	在CLTCC模型中，相邻面
板之间的20米宽的煤柱不得開采，在LMSG模型
中，因LMSG的独特面板布局，仅开发了一个三
角柱。模型的面板挖掘和相应的壓力分布，如图
14e-j所示。

物理建模结果分析与讨论

从图14e，f中，可以看出在LMSG中，随着工作
面一端逐渐从倾斜至平坦，屋顶层移动或变形更
加连续或不间断，CLTCC中的屋顶层更笔峭，
空隙率相应地更大。	 两种方法的壓力分布相
似，仅在煤渣區边缘和基台压力方面略有不同。	
在以前的CLTCC面板挖掘过程中，一个桥梁结
构形成在煤柱附近，煤渣區边缘压力數米内保持
为零。	在LMSG中，煤渣區边缘压力接近零，这
可能是由于几个岩石覆盖著过渡段。	 然而，由
于屋顶层形成的结构，这里的整体压力显着降低
（图9）。

Y294面板开挖后（图14g，h），我们可以看
出，由于两个相邻的LMSG面板之间没有常规的
方形柱（對层状動態影响不大，唯有小三角形煤
损失），LMSG面板横跨层整体变形和消失，好
似它是一个緊要的长壁板，有利于减轻地面上的
不均匀变形，如图14h，j所示。此外，由于横跨
LMSG面板的覆盖层整体变形和消失，没有明显
的基台压力。而在CLTCC中在煤柱上发生巨大

的基台压力，如图14g所示，这可能引起颠簸和
爆发。从图14h可以看出，由煤渣區中的压力仅
由相对完整的关键层下方的岩层产生;壓力小于
采矿前垂直壓力。剩餘的小三角形煤柱对煤渣區
中壓力分布影响不大，因此，在LMSG中，煤渣
更均匀地加载同時煤渣的压力也稍高。在煤渣边
缘几米处和在煤渣其他部分的下方，壓力显着降
低。因此，连续新面板的回风闸总是位于整个采
矿系统最無壓力的地方，同時更少的地面控制问
题;而在CLTCC中，随着深度的增加，在较深的
支柱上发生的基台压力较大，如图14i所示。

图14f显示了Y294面板的回风闸位于上一个面
板的煤渣區的正下方，与三角形煤柱相邻。	 在
回风闸上方开发了一個保护拱形结构，如图9所
示。重叠部分在主屋顶层形成的保护结构的正
下方。	 C块由沉降的煤渣材料支撑，A块处于预
采矿状态即完好无损，B块就像一座桥，其一端
由C块和煤渣支撑，一端由A块和屋顶支撑。这
个概念类似于，地震時房间最安全的地方是某角
落，有桥梁保护结构形成的概念。回风闸周围的
压力远低于采矿前的壓力，如图9所示，因此，
地面控制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结语

唐山煤矿Y294号面板两端的出入口位於煤层面
的不同高度上，其独特的特点是将传统采矿系统
扩展到三维的新型采矿系统，如图15所示。理
论研究和实践表明，LMSG是提高倾斜煤层工作
面采矿设备整体稳定性的有效途径。	 避免或减
少位于舒壓区的新面板附近開發而造成的压力集
中，同时减少煤块、爆裂和支撑问题、减少火灾
和自燃等危害。

如今，世界各地可以长壁开采的煤
矿、矿产如天然碱的深度正在快速
增长。如何避免深度压力集中相當
重要。	 LMSG是在许多困难的情
况下，包括深度和倾斜接缝層等，
可实现高生产和高效率的优选方
法。LMSG激励研究人员、工程师
等为地下煤的面板布局和支撐柱设
计新的想法。

目前在中国使用LMSG的煤矿都是
单口入口或双入口系统，不符合美
国等许多国家的需求。因此，应进
行额外的研究、实地试点系统或技
术，符合经济允許做研究，以评估
多入口（三、四、五或更多入口）
LMSG系统的性能。

图15.	LMSG系统的三维概念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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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物理模型和壓力分布结果	
（a）物理模型;	（b）传感器和数据采集系统;	（c）CLTCC布局;	（d）LMSG布局;	（e）挖掘舊的CLTCC面
板;	（f）挖掘舊的LMSG小组;	（g）挖掘Y294	CLTCC面板;	（h）开采Y294	LMSG面板;	（i）挖掘下一届的
CLTCC面板;（j）挖掘下一届的LMSG面板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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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g)

(i)

(b)

(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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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物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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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護支架	-	越大越好？

有些人認爲自1970年代起，基本型长壁
采煤掩護支架设计沒有太大的改變，
但是，国际煤炭公司常务董事Trevor	

Barratt则认为，从80年代初到现在，长壁采煤
屋顶支撑技术发展非常發達，支撑性和掩護性全
部由2根支柱或4根支柱取代。
	
主要变化為掩護能力稳定地增加，因此需要更大
的液压支架和支撑结构。

早在60年代，位於英国维根市的Gullick	Dobson
公司是首間使用批量液压控制系统和电动液压系
统成功的實施屋顶支撑技術。	 他们率先使用设
计坚固的水/可溶性油溶液和，简单又可靠的阀
门齿轮，部分人認爲这个理論一直维持至今。

电动液压系统里的微处理器的应用随着时间而增
加。	 所有先进控制系统都應用众所周知的第5號
阀门齿轮，供应给数百个长壁式采煤，该公司也
成为控制系统开发的先驱者和全球掩護支架的主
要制造商之一。經過一連串的名称变更，公司现
今稱爲Komatsu	Mining	Corp公司。

現代的屋顶支撑系统尤其是长壁采煤掩護支架，

在过去25年规模和容量範圍都不断增长。爲何如
此呢？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多此一舉呢？这种“越
大越好”的设计理念的后果是什么？我们很少看
到一种尺寸即可适合所有屋顶支撑，除了长壁采
煤掩護支架外，過去的采购趋势是购买支撑範圍
最的产品。因此“越大越好”的设计理念即使对异
常情况來説是也相當保险的。過去的例子明顯表
示，所這種需求並不是隨時都需要的，许多长壁
采煤區已成功的开采，没有显着的问题，远远低
于现代长壁采煤掩護支架提供的容量範圍。反对
使用全部容量範圍的原因是：不必要的加载掩護
支架部件，尤其是只有2根支柱的掩護支架组件
和高脚装载。	 另一种方法是开发智能加载技术
仅使用需要的容量。
	
世界领先的制造商在长壁采煤自动化方面取得
重大进展，克服了许多屋顶上的难题，现在大
多数供应商可以根据地质条件和特定长墙采煤
要求来定制屋顶支撑设计。随着巨大的投资，
印度對所有长壁采煤供应商提出挑战，以克服
過去失败的长壁采煤經驗。由于印度矿山的地
质特征遇到的地层问题，掩護支架的设计将會
是设备的关键。



電動屋顶支撑的发
展。
	
军用航空电力和控
制 液 压 系 统 的 发
展，使液压动力取
代了机械鉄具。不
久之后，電动屋顶
支 撑 即 出 现 ， 其
次是动力屋顶支撑
与 输 送 机 推 进 結
合的系统。這項发
明具有滚筒式的切
割刀，最终实现了
长壁采煤全面机械
化。当代采煤技術
中，仍然可見手动切割，手工支撑或仅仅其中一
个长壁采煤方式。
	
当全面机械化的长壁采煤系统出现时，其应用范
围最长為10°的长度和横向傾斜，高度可达约2.5
米。	地质不符是不允许全面机械化的长壁采煤。
	
这些限制至今和长壁采煤息息相關，除了长墙高
度外，一些现代化的机械化系统可以在高度超过
7米的长壁上运行。在对机械化长壁采煤系统最
佳的条件下，搜索长壁采煤机械化的解决方案，
导致了電动屋顶支撑设计的发展，即使在非常陡
峭的倾斜（高达85°）下也可以成功运行。这允
许在极端条件下长墙支护建设的机械化;	 然而，
这并没有导致生产效率急剧上升。
	
高效率的长壁操作需要寬度（工作宽度）2.4米和
运输宽度2.05米的动力屋顶支架，支撐重量超过
70吨。这导致将支撑支柱运送到长壁、安装和拆
除长壁设备有严重的挑战。这些操作需要新的更
强大的设备開發。同时，電動屋顶支撑支柱及其
部件的重量和尺寸的增加也为可靠性产生了新的
要求。技术和材料科学的进步满足了这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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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只是掩護支架

電动屋顶支撑系统由一系列组件组成：这些可能
来自一系列的制造商，或者各种不同的兼容部件
组合形成一体的系统。泵站、过滤器、密封件、
油水混合物、安全监控系统、软管选择、压力阀
等都是掩護支架效率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任务。
	
液压软管，配件，过滤器和联轴器的尺寸应符合
长壁采煤系统的容量。适当的设备选型、尺寸、
綫路、夹力和安装将大大降低未来高压液压系统
可能發生的事故。

現今长壁采煤的動態，隨著长壁采煤设备的规模
和容量增加，提高了生产率，因此系统的电力和
液压动力需求也有所增加。
	
国际煤炭协会邀请世界主要的制造商為掩護支架
发展发表意见，為“越大越好”的理論提出看法。
	

電动屋顶支撑	-	过去和未来
FAMUR	SA董事会顾问，Jacek	Korski博士
	
在40年代，第一台電动屋顶支撑（无液压支柱）
爲了长壁采煤机械化的要求而開發。支撑煤壁是
一项必要的活动，但卻降低了采煤人員的生产能
力，并需要高水平的技术来确保煤壁的支撑。当
时的木制支架也是一次性的-不能重複使用。使
用钢具和檐篷消除了这一缺点;然而，对采煤人
员的技能要求依然存在。
	
切割（例如机械锤）和装载产品不需要高水平的
采煤技术	 -	 唯一的要求是年轻人的力量和耐力。
二十世纪战争时期是采煤技术进步极为重要的一
个时期，在战争时期军队的需求重要	 ，不意外
的是军队和采煤需要同種的人力，年轻，健康，
强壯。第二世界战期间開發的第一個解决方案	 -	

Jacek	Kor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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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屋顶支撑控制系统的发展，包括电动液压控
制系统，能够减少支撑单元和装甲面输送机的推
进时间，从而达到长壁的下一个生产力水平。	
然而，这也导致了这种支持的成本显着增加	-	需
要具有较高面板长度和面板长度的长墙的生产来
提供投资回报。	 因此，世界上生产率极高的全
机械化煤壁墙数量有限，由于事实条件需要非常
的良好（除了前面提到的长壁高度），高金融投
资支出和能够处理这种大型重型设备的技术矿山
基础设施，包括动力屋顶支撑单元。

在世界上，有许多硬煤开采地区，与所描述的最
为有利于全机械化动力屋顶支架的应用条件明显
不同。	在这里，机械化被视为改善工作安全和减
少劳动强度的手段。	其中一个地区是位於波兰的
上西里西亚煤炭盆地，在全球可以找到其他类似
的困难盆地。为此，FAMUR	SA工厂制造了能够
在各种条件和技术下运行的动力顶板支架。	 我
们的第一个解决方案是从曾经领先于我们这个技
术领域的国家（英国，德国和前苏联）借来的。
	
在时间上，我们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案。	 对
于波兰煤矿，我们为塌陷和回填的长壁提供动力
屋顶支撑（图2）。	我们也履行了客户的非标准要
求。	 通常，除了满足长壁中支撑件的良好和安全
运行的要求外，我们不得不满足客户在单元运输方
面的需求（最大重量和尺寸以及支撑件及元件）。
	
过去几个国家开发许多这样的设计;然而，他们
遇到了可用材料（特别是钢铁）和生产技术的障
碍。	 在世界各地的困难矿井中，采矿人员的技
能变得至关重要	-	屋顶支撑作业的任何错误都可
能是昂贵而且非常危险的。

基于这些经验，我们预测電动屋顶支撑将在几个
方面发展：
	
•	 增加支撑单元的工作高度（及為其重量和宽

度），	 支持高生产率的长壁和地质佳的地
點，	-	对需要高板长度的长壁而言，这将是非
常昂贵的支撑。

•	 开發新经济支付综合煤炭生产过程机械化，
同時对长壁生产力要求较低。

•	 在新的和据有困难条件下扩大電动屋顶支架
的应用范围。

電动屋顶支架采用电动液压控制系统，消除人员
操作错误的风险。然而，它们仍然是昂贵的解决
方案，无法在各地使用。预计在電动屋顶支撑控
制和自动化领域的技术进步将扩大这些产品的应
用范围。	应该注意的是，动力屋顶支架的先進技
術降低了操作员技能的要求，但是增加了服务质
量和技术维护的要求。	为此，FAMUR	SA雇佣了
经验豐富的矿工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其中一个
例子是在俄罗斯矿山之一实施Maksim长壁系统	 -	
露天采矿和地下采矿之间的过渡期是一个具有非
常大挑战，我们的参与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为了成功实现，全自动长壁采煤的技术潜力不仅
要求良、可靠的设备並要求高技能的采矿人员。
因此電动屋顶支架的未来发展、讨论都必须考虑
到“人为因素”，和设备技术，包括人力资源。

屋顶支撑	-	越大越好？
卡特彼勒全球采矿，長墻屋顶支撑总工程
师，JörgWirtz
	
关于越大越好的长壁屋顶支撑的説法，没有個直
接的答案。掩護支架的開發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了
解为什么答案會是复杂的。

图。1。	古老的机械化长壁面在“Królowa	Luiza”	地下
矿山博物馆。

图2。	动力屋顶支撑（轴承座）用于长墙与回填（
左）和屏蔽典型的面孔	屋顶塌陷（右）由FAMUR工
厂之一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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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壁采煤掩護支架

在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屋顶支架的标准宽度
为1.50米。80年代后期開發了1.75米宽的支柱，
本世纪引进了2.00米宽的支持。	 现在1.75米和
2.00米支撑的混合度相当平等，而1.50米的支撑
已不存在。
	
从经济角度来看，更寬長的掩護支架是有道理
的。结构较宽、单位重量增加，但每米支撑屋顶
的支撑重量仍然保持不变，这意味着每米支撑屋
顶的钢材消耗量也是恒定的。	 然而，更宽的支
撑件减少了支柱的面積，也减少了液压和电子部
件的数量。无论钢架结构多大，每个单元仍然需
要两个支柱，一套辅助气缸另一套輔助电子和液
压控制。以面積长度而言，较少的部件減少采购
成本並维护成本。
	
屋顶支撑的演化过程中，支撑密度-屋顶支撑面
积开始产生塌陷之前，壓力已急剧增加。	 随着
这种发展，屋顶控制问题已经减少。	 今天，大
多数操作面都没有過去常见的屋面问題，	 然而
这种发展伴随價錢的提升。为了具有更高的支撑
密度，腿部圆柱体的直径增长产生增加阻力，更
重要的是周围的钢结构必须更强，才能减轻和吸
收较高的应力。	 公平地说，这种发展导致每个
支持变得更重。但是，重量的增加是降低屋顶控
制问题較好的結果。
	
虽然这些屋顶支持发展支持一个“越大越好”的结
论，但另一个发展使得这一结论不太清楚。	 伴
随着更广泛和更强大的支持的发展，还有一个更
长的、更严格的屋顶支撑的验证测试。

大约30年前，行业中广泛使用了两个测试程序。	
所谓的“CONSOL测试”，要求进行一系列测试设
置，总计3万个或更多的测试周期，并制定了允
许的变形、磨损和焊缝裂纹的验收标准。	
其他测试程序遵循DIN	EN	1804，最终采
用了27,000周期测试方案和不同的验收
标准。	 在此测试完成后，需要测试支持
才能执行其基本功能;	 而裂纹，结构变形
或其他试验诱导的结果不是验收评估的一
部分。
	
多年来，CONSOL测试制度进一步发展，
以适应更多的负载周期，并成为美国、澳
大利亚和其他没有政府监管的国家的“标
准”测试。	 第一个变化（发生在2005年左
右）是测试周期总数的增加，原来的测试
从3万次增加到6万个测试周期。	 另外，
一些操作员通过在测试后仅允许在某些区
域中存在小的裂纹，甚至根本不允许任何
裂纹，使得验收标准更加严格。

这一举措迫使屋顶支撑制造商在钢结构中的力量
分布更好，并且总体上降低应力水平。	 这只能
通过在结构中引入更多的材料来实现，从而增加
每个单元的重量。
	
峰值一直是90,000个测试周期的要求，严格的验
收标准，导致了非常大的盾牌。
	
可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回答这个问题：
	
“测试周期的增加和更严格的验收标准是否会使
掩護支架更容易操作？“
	
在开发掩護支架系统时，最新的3D	 CAD技术已
经与当今常用的元件分析（FEA）结合使用，用
于元件的尺寸测量。	 符合EN	 ISO	 3834标准的
大型焊接证书是高质量制造的认证焊接结构的
基本要求。	 独立测试机构根据国际标准提供检
验，批准和认证，包括永久负载和过载测试变化
的测试以及液压支柱的复杂测试程序。



装料破碎机

进料破碎机基本上是多功能处理机，
总合三个进料核心元素、输送和破碎过程，以达
到所需要的材料粉碎速度。通常机器接收未处理
的原料矿物料，之后递送至进料组件，然后转移
到断裂组件。将来自断裂模组的合适尺寸材料，
集成或分开的排放输送机上发送。操作环境造成
实际工作面积的挑战，大大限制了机器的大小，
宽度和极为重要的高度都受到限制。	 MMD的技
术已经能够克服这些限制，提供低型机器与进料
和输送模组合作无间。

掌握煤炭：	
MMD	装料尺寸破碎机	

MMD（矿业机械发展）成立于近40年前，其明确的任务是为英国地下煤炭工
业设计和制造材料加工设备。现有的机械和传统的煤炭处理方法效率低下，
往往无效。最初制造直线装料破碎机，MMD的矿物筛分技术消除了频繁的输
送机停机和对地下多个人工转移点的要求，其中过大的煤块通常导致输送机
停机。

1978年	-	MMD最初设计和制造的直线装料破碎机

80年代MMD地下装载机，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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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装料破碎机到尺寸机

虽然直线装料破碎机在煤炭行业获取
了成功，但MMD继续完美改进其
尺寸技术，并在80年代获得创
新的双轴矿物尺寸机专利。就
如名称典型的直线装料破碎
机，所有过程和破碎组件形
成一直线。破碎组件在这些
设计中，使用单轴破碎机来
处理材料（如上一页所示）。

MMD早期就开始发展这种基本配
置，采用双轴断裂转子，小直径轴上配有
大轴齿，藉由直接高扭矩驱动系统而低速驱动。
与其依靠床板破碎煤块，尺寸机在收纳的过程中
接收沉积在双轴之间的材料。这样可以实现系统
的灵活性，因为尺寸机可从上方装料而不是下面
进行供给，同时仍然呈现为低型。尺寸机也可
以纵向或横向定位，好以配合安装空间。我们的
设计还提供了更加一致和均匀的产品尺寸，与性
能较差的单轴破碎室相比。尺寸机还可以消除和
处理任何长薄材料，对装料破碎机是一个已知问
题，如果未检测到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输送带损坏
和堵塞传输点。	MMD直线装料破碎机目前仍被用
于处理应用，用于在需要提早消灭的特大煤块。

我们的尺寸机很快就被认为是一种机器，可以准
确地对材料进行定型，没有过多的灰尘或细粉
存放在输送机上，同时轻便、稳定和便携于地
面下。该设计是一项革命性的解决方案，将在世
界各地地面和地下作业中得到高效率和可靠的证
明。尺寸机现在可以在70多个国家处理超过80
种不同的材料，能够通过同一台机器处理湿粘土
和硬干的岩石或两者的组合。

利用岩石中已有的弱处，独特的齿轮几何形状和
结构，使材料在有效和快速的三阶段破碎动作下
受到应力、弯曲、张力和剪切力的影响。最后，
位于双轴之下和之间的破损杆犹如梳子一般，强
制任何剩余的超大块或长的薄片被破坏。因此，
尺寸机能够在一级，二级或什至三级应用中控制
所有产品尺寸。

一系列的矿物尺寸机不断地被开发，好以配合每
个矿山的应用和要求。机器简洁的大小使其成为
移动设备、附着于现有结构或地下作业中进行改
造的理想选择，尤其是空间有限时。一个关键的
设计优点是所有的破碎力完全被包含在框架内，
而且只需要最小的支撑结构。

MMD	 尺寸装料破碎机有多种配置可供选择，以
满足特定场合的限制和操作条件。这个机器可以

和三个关键模组组合的单个机器，也可以独立性
作业以增加密闭空间中的移动性。

装料器设计

装料模组有两种设计：链式输送器或是重型围裙
板式装料器。

链式输送器是破碎模组中最常见的方法。我们的
链式输送器可以有效地从水平装载点过往上斜
坡，从上方供给双轴尺寸机，使其成为空间有
限的地下应用的理想选择。除了极低的外观设计
外，床板也经过表面硬化，以增加输送器的磨损
寿命。

重型围裙板式装料器证明了更坚固的解决方案，
具有最长的磨损寿命和更高的可靠性。过去我们
的装料器的安装呈现为直线单位，这并不适合于
空间有限的地下应用。设计的最新进展表示，现
今适用于地下应用。	 MMD设计了一个装料器，

1985年	-	第一台轨道式移动式尺寸机（地下机组）。	
MMD开发了轨道式装载机和用于地下煤炭应用的装
料尺寸破碎机，为原始的直线装料破碎机提供了可靠
的移动代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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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托盘从水平加载区域转换到上斜坡。在转渡
区结合了一个保持系统，以防止在操作负载不足
时链条往上升。

这允许装料器高度更加的低，比具标准直线
MMD围裙板式装料器更低。

我们的装料器托盘开发，增加了托盘之间的重叠
比率，有效地减少了托盘之间粉细材料的掉落达
到收集。因此，MMD的设计允许驱动链轮具有
减小的直径，因此托盘可以在更小范围内紧密地
重叠。使用传统双轴尺寸机进行地下粉碎的主要
缺点是，需要提升装料器以将材料从上方输送到
尺寸室中，这问题已得到缓解，与直线装料破碎
机高度相比下，通过低高度的组件设计减少了整
体机器的高度。

尺寸机设计与组态

从概念上看，矿物尺寸机仍然需要低高度、简洁
大小的机器，适合在地面或地下在密闭空间内应
用。使用双轴尺寸机作为装料破碎机的一部分，
有两个主要组态。

地下应用最常见的方法是将尺寸机作为固定单线
机器的一部分。市面上有更具有创新性和灵活性
的方法，将尺寸模组安装在独立的滑轨、脚架或
轨道上。然后可以将独立的装料器和输送机模组
连接到中央尺寸模组。

MMD	 尺寸机的变速箱还具有两个主要配置，为
应用提供了进一步的灵活性，以配合地下工作环
境的限制。通过安装在变速箱后部的驱动电机来
选择标准的线性排列。

这提供了一个狭窄的轮廓，可能是约束的关
键，同时也增加了机器的长度。第二个设置使
用MMD“环绕”变速箱。该配置减小了尺寸机的
长度，并增加了宽度。变速箱延伸越过机器的侧
面，电机安装在变速箱的前部和机器旁边。尺寸
机的宽度只有驱动电机的宽度要宽，而长度要短
得多。

安装，机动和调制

MMD的装料尺寸破碎机可以滑轨、轨道或脚架
安装。可以选择机器安装或单个模组的安装，以
配合每个工作的约束或需求。通过从牵引点牵引
框架来重新定位滑轨模组，或者可以通过推土机
或前端装载机（FEL）进行操纵。我们的装料尺
寸破碎机，脚架装置包括一个液压驱动的可伸缩
轮，结合提升时装料器模组的前端。然后，设备
可以很容易地被推土机推到其下一个位置。为了
提高灵活性和最少的停机时间，具有无线遥控器
的轨道安装的机器可以更快更安全的重新定位。
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机动性，独立的可拆卸模组可
以允许设备通过更紧密的区域重新定位，因为每
个模组小于组合而成的机器。一旦模组就位，它
们可以使用PIN和V槽重新连接，这是个简单的
对接方式。

装载区域

装料破碎机的装载区域，可以有不同的设计来配
合不同的传送方式。当从FEL供应时，可以将装
料器模组上的合成料斗结合在一起，或是通过输
送机装料时可以使用辅助转移点。大块原材料对
链式输送机造成的冲击磨损，需要进行管理，要
求使用者加入钢格栅或粗料。我们的重型围裙板
式装料器的设计接受直接装载大块材料，无需材
料缓冲床。冲击力最初由输送板吸收，输送板在
其弹性极限内变形，板下方的冲击导轨将力传递

MMD围裙板式进料器设计与过渡
围裙板式装料器设计为从水平装载点转换到倾斜，这
允许装料机比标准型的MMD围裙板式装料器有更低
的高度

MMD双轴尺寸机与环绕变速箱
变速箱被设计成延伸越过尺寸机的侧面，以允许电动
机“环绕”变速箱，从而减小总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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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组化的MMD装料尺寸破碎机的设计概念。
链条装料器模组是以脚架式安装并拥有可伸缩轮，还有
以轨道安装的尺寸器和输送模组的组合。每个模组可以
轻松地重新定位，以提高机动性。排放输送机尾端卷取
使用链式装料器下的空隙，形成更精小的机器。

到主框架结构中。装料器的可靠性和稳健性的组
合，多年来无故障运行维护也是最小需求。

卸料输送机

装料尺寸破碎机可根据应用或客户要求，通过不
同的传输方式与外部输送机系统配合使用。尺寸
模组可以直接装料到外部输送机上，外部输送机
通过适当的辅助滑槽在尺寸机下方运行。替代方
法是以转移输送机连接到尺寸模组的结合，将材
料排放到外部输送机系统。该方法还需要适当的
兜帽或整流罩，以确保材料有效的转移到外部输
送机和材料溢出。

通过利用装料器模组下的空隙，对MMD	 装料尺
寸破碎机的三模组设计进行了个智能设计改进。
排放输送机不断被精炼和改进，创建一个精巧尾
端卷取组件的设置，该组件可以在装料器模组升
高到尺寸器上方时，安装在装料器模组下方的空
间中。这种创新使得MMD	 装料尺寸破碎机更加
精小，在密闭的操作区域更容易操作。

经验与难题

如所讨论的，MMD的双轴尺寸器为几乎所有的
客户提供完整的尺寸解决方案;	 然而，在合适的
情况下，MMD的直线装料破碎机也可以列为考
虑。

了解工作的要求，以及两种设计的优缺点至关重
要。

MMD已经发现客人对其他装料破碎机发生的问
题，当机器针对特定作业而是错误指定时。通
常，我们被邀请安装一台装料尺寸破碎机来替换
装料破碎机，旧机无法处理大块矿物，导致频繁
的堵塞并减少客户输出;	 这通常发生在安装后的
最初几年。

MMD直线装料破碎机 MMD	装料尺寸破碎机

优点: 缺点: 优点: 缺点:

1.	将材料横送入破碎机。
2.	简单设计采用单轴式挑
选破碎机。

3.	低高度机器	-	可用于头
部空间非常有限的场
地。

1.			对大块矿物有所挣扎。

2.		产品尺寸不一致。

3.			可以生产长薄的材料
条，造成潜在性的损坏
和输送机堵塞。

4.			长又不可更改的机器
材型。

5.				与模块化装料尺寸破
碎机相比，移动性更
差。

1.			粉尘产生率最小。

2.		通过独特的三阶段突破
处理大块矿物。

3.			接受更广泛的材料。

4.			3-D定义的产品尺寸。

5.			装料器倾斜给出更稳定
的连续进料流。

6			更长的磨损寿命与盘装
料的选项。

7.			增加了可操作性，并具
有模块化选项。

8.			与直线装料破碎机相
比，OPEX成本降低。

9.			多种齿结构配置。

1.			装料器倾斜，可能会使
机器高度变高。

2.			与单选择破碎机相比，
尺寸机模组中的零件
更多。

3.			与直线装料破碎机相
比，CAPEX成本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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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坚固可靠的设计以及使用最新的电机技术，
我们的尺寸机的资本成本略有增加。然而在矿山
使用寿命期间中大幅降低了每吨运营成本，同时
增加了产量，减少了停机时间。尺寸机可以轻松
的处理湿粘性矿石和硬质干性岩石，通过同一台
机器处理两者。湿或粘性材料持续造成装料破碎
机发生问题或停机。由于单轴破碎机的固有设计
特性和方向，客户经常评论修改或更换拣选所需
的维护时间。相比之下，MMD的尺寸机可提供
轻松的提升设计。对于维修或维护，两个轴可以
在24小时内完全更换，以恢复生产。

由于物理设计，装料破碎机的常规检查非常困
难。特别是，未检测到的链条

折损可能会对机器造成灾难性的损害。在操作期
间，如果其中一根链条失效或变得不平衡，驱动
头和链轮在加工过程中很容易被破坏。由MMD
审查的一些报告中支持这一点，指出过度使用和
压力是驱动轴故障的根源。在一个具体的例子
中，一名客户在两年内目击了一个轴链轮损坏三
次，同时链条和驾驶舱每六个月被更换一次。这
些产品与MMD	 装料尺寸破碎机的水平是无法相
比的。

现有的装料破碎机，还需要不断地切除链环的一
部分并插入新的链接，这都被列入维护计划中。
飞行杆和链条经过长时间的操作后将被完全更
换。由于材料处理的基本设计差异，与尺寸机组
件相比，破碎机的磨损率通常也会更高。在链式
输送机运行期间，当遇到大块矿物时，PLC（可
编程逻辑控制器）会尝试再次向前进料之前，减
慢并反转链式输送机，在完全系统关机和手动辅
助之前，通常会重复此操作几次。这种情况以前
也发生过，通常会影响长达6个小时的生产时间。

MMD	 双轴尺寸机的独特设计，具有深卷涡形图
案，确保较大的材料沿着轴传送和分布均匀，防
止轴上任何一个区域的材料积聚点或局部磨损。
由于滚动体的定向搅动，滚动设计还提供机器一
端排除超大尺寸材料的能力。

许多客户报告说，由于许多竞争对手的装料破碎
机，不适合处理某些材料或维持高生产目标，其
低可用性意味着输出量比预期更差，直接影响到
客户底线。

结论

虽然双轴矿物尺寸机和尺寸机技术已经证明了，
极为适合多数材料粉碎任务，MMD的直线装料
破碎机还是为客户提供最佳效果。

最近在非洲的一个项目叫做地下应用装料尺寸破
碎机。有两个模组设计，第一个模组是带可伸缩
轮的链式输送机。第二个模组为轨道安装配置，
包含尺寸机和排放输送机。这些模组可以彼此脱
离，并单独重新定位，以提高机动性，以配合“
房间和支柱”采矿方法。装料尺寸破碎机的模组
设计被提名为，矿场上最佳运行的特定负载拖拉
车。

必须先对两种不同方法的优点和缺点进行批判性
分析，才能使客户对高效率的生产目标有信心。	
MMD一再看到，设备制造商尚未完全了解装料
破碎机的局限性时，客户面临着与原预期大有不
同的现实。我们的技术知识、经验和卓越的服务
不断交织在一起，以确保我们的系统根据每个客
户的具体需求提供最佳性能。我们相信定制解决
方案可用于完整的尺寸调整解决方案	–	而不是一
个尺寸适合所有需求。

关于MMD（矿业机械发展）

MMD是一家在六大洲拥有制造和服务设施的国
际集团，通过全球办事处网络提供从设计到售后
服务的支持，包括安装、调试、大修、备件和维
修。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mmdsizers.com

理查德·巴伯CENG	
MIED	 MENG理学士
（荣誉）FRENG

MMD集团工程总监
理查德·巴伯，2016
年被选为皇家工程院
院士的50名工程师之
一：明确承认他对工
程专业的杰出和持续贡献。

理查德在MMD的30年职业生涯中，监
督了各种各样的装料破碎机，矿物尺寸
机，装料机和矿井输送（IPSC）设备的
开发。理查德继续在矿山机械领域进行
创新，目前正在引导MMD新成立的集团
研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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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系统上的逸散灰尘是矿场持续面临
的一个的问题，无论是在转运站、公
用事业运输、加工或燃煤所。有效的

粉尘控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挑战，提高意识和
更严格的监管标准，激励运营采用高效又经济的
粉粒管理方法。

根据来源和环境条件，空气中的粉尘可能引起一些
担忧，包括潜在的健康或安全隐患、环境问题、监
管挑战、爆炸风险，更高的设备维护成本和社会关
系不良。工作人员或周围社区成员吸入的粉尘也可
能会刺激支气管气道，加剧现有的肺部疾病。

在操作上，大量的灰尘可能导致维护更频繁、加
快设备磨损并增加成本。当地居民和企业的投诉
也会影响社会关系并危及未来许可证的允许。此
外，清扫会让人员太靠近移动中的输送机和其他
设备，导致更高的受伤风险。

由于粉尘控制方法种类多样，煤处理者应评估原

因、问题领域、粉尘发生过程和潜在的货物管理
技术，以达到最佳的运行方式。

“粉尘”是什么？

分类为可呼吸性或可吸入性，根据颗粒尺寸、
干燥度，固体尘埃颗粒的直径范围从约1至100
微米。根据EPA，可吸入性粉尘颗粒（约10微
米）通常给鼻子、喉咙或上呼吸道被捕捉	 。相
比之下，可呼吸性粉尘颗粒（10微米以下）可以
渗透并保留在身体天然清洁机制-肺部的深处（
纤毛和粘膜）。

批量的处理粉尘

几乎任何干扰批量材料的活动都可能会产生灰
尘，主要由最和最轻的颗粒组成，如果不受控
制，煤尘可以产生大量的空气传播粉粒。批量运
输和卡车或铁路车辆倾倒，往往难以管理这种逸
散材料，还有任何活动涉及重型装载设备。

煤炭输送机的粉尘管理
马丁工程部经理-	马克·斯特雷贝尔

装载/卸载点可以显示出对粉尘控制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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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量的材料被快速移动，输送机是复杂逸散
材料主要来源。下降滑槽组成的转运点、冲击点
和输送机箱是臭名昭着的粉尘来源，必须妥善设
计、安装和封密。随着现今更大更快的输送系
统，事实上整个皮带路径都可能是释放粉尘的来
源。

遏制，预防还是抑制？

由于环境和材料不断的变化，复杂的变值量也同
时增加，矿业机构实施了各种加工设计和工厂布
局。粉尘的污染状况和控制方法受到生产技能和
技术、系统选择和设备选择以及输送机设计和施
工差异的影响。

粉尘管理通常基于一种或多种方法，许多操作使
用方法的组合来实现最大功效：

•	 包含材料、节约，消除和控制空气使粉尘沉
淀。

•	 增加粉尘体积，防止颗粒可以空中传播
•	 收集，清洁和抑制空气中粉尘

材料遏制

遏制是最好的防尘方式，应是考虑的第一个选
择。将颗粒保持在溢料中防止外溢和粉尘被释放
至空气中，并需要清理。

通过材料下落高度的
控制，产生较少的湍
流。最理想的是优化
输送系统的设计，在
现有系统上的结构做
出高度修改，并包括
罩子，勺子，偏转板
和石盒。这些减少了
坠落距离和对接收带
的冲击。

冲击床通过输送机中
的冲击区平坦化，吸
收了些下降落力以改
善对材料的控制。滑
床通过沉淀区使皮带
平整，允许微凸滑槽
壁带有外部耐磨衬垫
位于滑槽的外侧，使
得安装和维护不受空
间限制。靠近皮带的
耐磨衬垫将确保输送
带上的载荷不掉落。

裙带密封件（也称为裙边密封件）可以沿着皮带
边缘安装，以将空气和小颗粒限制在传送范围
内。对于非常耐磨的材料或较高的皮带速度，工
程师们开发了新的裙边形密封设计，获有进一步
的延长性能和耐久性，并可以使用在标准的2英
寸（50毫米）或大型3英寸（75毫米）厚的结构
上。创新的摆臂使其能够在倒退皮带上使用，在
皮带上轻轻地自行调整，以保持有效的密封，即
使皮带路径波动，密封条磨损。

预防：控制气流

高度差距缩小、提供材料容纳物还有控制转移点
内的气流、避免材料速度或轨迹的剧烈变化，以
减轻进入和离开转移点的气流。

设计的流动滑槽，以同方向和速度来装载材料实
现这一点，同时接收带和材料流动干扰缩小化。
位于装载输送机出料口处的发动机罩，可减少材
料流的膨胀并向下偏转。位于接收输送机入口处
的勺子提供了一个弯状的装载滑槽，该滑槽提供
平滑的传送，以便材料向下滑至接收输送机或容
器内。根据设计要求，设计的流动滑槽成本高
昂，材料的变化、水分含量或数量都会影响其效
率。正确安装的推杆板是个替代方式，方可减少
压力并重新定向材料流动。

良好的遏制政策设计需有，有效的气流控制、适
当空间的沉降区，皮带已被压平和密封，以防止

大多数可呼吸性粉尘颗粒太小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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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空气逸出。允许空气速度减慢，粉尘沉降
需要一个足够的空间使空气膨胀并失去速度。沉
降区的高度和宽度应提供足够空间，以便空气
速度降低小于200英尺/秒，尽可能减少任何粉尘
拾取，还有足够长度的滑槽给予沉降过程足够时
间。为了提高遏制的效率，可以在滑槽出口附近
安装一个或多个防尘窗帘，在静止区内添加较窄
的窗帘，以让空气跟随路径。

防尘袋提供了一种减轻系统内正压空气的方法，
同时还可以过滤粉尘并减少排放。通常将简单的
圆形夹具连接到外壳中的端口边缘，粉尘被捕获
在内部，形成滤饼。这个设计通常在输送机不运

行时塌陷，允许过滤的材料落回到皮带上。

必要时，空气净化系统（主动控制），如中央集
尘器也可用于过滤空气和捕集空气中的颗粒物。
这种过滤系统安装在中央位置并通过密封的管道
连接到各个收集点，可以处理整个输送系统中抽
出的粉尘，将其收集处理或将其送回系统。

遏制可以通过包围沉降区，来减少空气速度并将粉尘
返回到货物流中来改善

中央集尘系统

粉尘袋过滤出来的空气用来减少溢散物质，同时减少
正气压

中央收集器利用鼓风机产生负压，通过过滤介质
吸入空气。鼓风机的尺寸适于控制所需的气流，
同时克服整个系统压降所造成的损失，包括收集
器和收集点之间管道压力的损失。

过去广泛使用的中央集尘系统有几个不良的特
点：

•	 在管道中堆积材料导致操作和安全问题
•	 累积的可燃材料潜在的爆炸危险
•	 大量资本投资和高电力的使用
•	 维护问题具有挑战性，如全系统的气流平衡
•	 如果货物没有返至货物流，则可能需要手动

维护
•	 需要定期清理收集粉尘的遏制容器

一个更好的选择是合成空气净化器，仅包含鼓风
机和需要的过滤介质，这个设计采用一系列较小
又独立的操作单元来收集源头上的粉尘，从沉降
区抽出空气，这些单元通过大小适合的鼓风机从
外壳中抽出多余的空气。与中央系统不同的是，
颗粒不被储存用于废弃，反倒是颗粒被捕获在过
滤介质中，聚集成滤饼，然后使用脉冲清洁系统
将其排出回到物料流中，脉冲清洁系统将吹出一
股短空气以排出积聚的物质。没有管道意味着更
少的降压，降低总体功率需求和运行成本。



Coal International			国际煤炭			•			中文2017版             47

MARTIN	ENGINEERING

化学添加剂

有些技术如使用喷雾棒和普通水进行大
规模的浸湿，可能不足以有效控制粉
尘。为了进一步增进颗粒控制，化学配
方已经研发以改善结果。

许多防尘产品提供润湿剂、粘合剂和结
皮剂的组合来改善性能。添加剂增强了
水滴与材料颗粒结合的能力，从而增加
了颗粒的体积。防尘添加剂还促进颗粒
凝聚力以改善这些键的寿命。

操作成本最重要原则是，具体操作条件
和每个过程要求有最合适的配置设定。
水和粉尘控制产品均应采用可变流量，
以保持化学与水的比例，并在多个应用
点提供独立控制，以保护操作免受液体
泄漏、设备损坏、系统故障，防尘产品
还应包含故障安全机制。

结论

每个输煤系统都有各自的特点，用户应检查各个
系统的特征、构造和故障点，而不做出假设而导
致结果不合格。

粉尘管理应该是材料处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应优化以防止粉尘：

•	 在正确的地方应用遏制
•	 应用受控量的水份以改善团聚
•	 使用空气净化器时不要选择湿气或多余的空

气

水份有极大变化或是加工过程和设备修改（皮带
速度或货物体积的增加）可能对煤炭处理系统的
粉尘管理产生重大影响。环境的微小变化，如空
气湿度的变化也会影响物料搬运系统的性能。

然而，如果现有的材料处理系统在安装时成功地
管理粉尘和溢出物，只要条件保持相对一致，并
且设备不会发生磨损或是滥用造成性能改变，应
则继续使用。

更多信息	

邮箱：info@martin-eng.com
网站：www.martin-eng.com

合成式空气净化器是在每个除尘点，较小又独立运行
单位

最常见和最便宜的防尘技术是增加湿气。

一些供应商可定制，为粉尘控制系统提供专门的应用
程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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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平均翻修间隔时间以年为单位的其他固定设
备相比，大多数柴油发动机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均建议每	12,000	至	15,000	小时进行一
次发动机大修或翻修。即使是通过机油分析来优
化翻修间隔时间，20,000	至	25,000	小时也算得
上是发动机在非公路应用中的最长寿命了。

那么发动机的寿命为什么会如此之短呢？问题的

关键不在于维护，而在于典型发动机的运行条件
和环境。近乎	 200	 华氏度的高温、重负载和冲
击负荷、内部污染物（如煤烟、酸和磨损碎片）
以及燃料或乙二醇泄漏的可能性，这些都令发动
机的运行环境非常恶劣。

但对发动机危害最大的要数在其运行时通过进气
口吸入发动机内的尘埃和污垢等外部污染物。

从推土机到平地机再从装载机到运输卡车，柴油发动机几乎无
处不在。对于依赖柴油动力来开展经营的公司而言，最重要的
莫过于柴油发动机的可靠性。但再好的柴油发动机，它们也都
有一定的最短预期寿命。

50,000	小时
非公路柴油发动机翻修间隔：
并非不可能！
作者：Des-Case	Corporation	Mark	Barnes
根据	Lubrication	Engine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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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污染对发动机的危害是致命
的，即使比红细胞还要小的微小颗
粒也会极大地缩短发动机的预期寿
命。事实上，通用汽车、康明斯和
其他一些发动机	 OEM	 厂商的研究
已经证明，0	至	5	和	5	至	10	微米
大小的颗粒对至关重要的活塞环和
轴承造成磨损的几率是较大颗粒的
三倍（图	 1）。相比之下，不及人
类头发丝直径十分之一的颗粒就足
以让发动机的预期寿命缩短一半以
上！这些通常被称为粉砂级的颗粒
实在太小了，以至于吸入发动机进
气歧管的大部分此类颗粒都会直接
穿过空气滤清器，相比之下，这些滤
清器仿佛就只是为岩石巨礁而设。

既然	 OEM、润滑工程师和滤清器制造商都广泛
认同这些事实	-	那为什么大多数发动机的全流式
机油滤清器

过滤	 10	 微米颗粒的效率最高可达	 70%，而在
过滤粉砂级颗粒方面却毫无用处呢？原因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流量。就任何滤清器而言，流量和滤
清器效率之间始终是一种平衡关系。对于大多数
滤清器，随着微米额定值和滤清器效率的升高，
流速就会显著下降。这显而易见：孔径必须足够
小才能捕获较小的颗粒，而这就会对机油流量带
来更大的阻碍。但这个问题用简单的物理学来解
释会让人感觉更加严重：
对于大多数机械滤清器而
言，如果将微米额定值（
例如	 10	 至	 5	 微米）减小
一半，则滤清器表面积需
要增大四倍才能保持相同
的流量。正因如此以及发
动机滤清器尺寸的物理限
制，滤清器制造商几乎不
可能做到	 既能保持充足的
流量，又能将微米额定值
降低到可更有效滤除粉砂
级颗粒的水平。

所以就只能这样，对吧？
就算发动机中存在危害最
大的颗粒，但我们却束手
无策，只能被迫接受这个
事实吗？并非如此！跳出
固有的思维模式，即可有
效地从发动机中滤除粉砂
颗粒，从而显著延长发动
机寿命。为了说明效果，
请参考以下示例：

案例研究

蒙大拿州占地	 25,000	英亩的露天采煤维修团队
正试图通过降低直接维护成本和延长发动机寿
命来提高盈利能力。他们非常清楚，由于	 OEM	
全流式滤清器的设计无法滤除某些颗粒，发动机
的寿命因此大幅缩短。他们联系了	 Lubrication	
Engineers	 的	 ，请对方帮忙延长发动机寿命。
从配备	CAT	 3508B	发动机的	CAT	 992G	斗式
装载机开始，矿山找到了一种减少发动机中粉砂
级颗粒的方法。矿山团队对一台	992G	的初步机
油分

图	1：发动机环和轴承的相对磨损率与颗粒大小分布	（参考来
源：Cummins,	Inc.）。

图	2：通过机油分析得出的预计发动机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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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析数据显示，颗粒数为	 22/21/18，铜和铁的水
平分别为118ppm	 和	 53ppm，这也是车队其他
车辆通常发现的水平。维修人员还表示，典型的
发动机“最长”大修间隔时间约为	 12,000	 小时，
当发动机被拆下时，它们通常都非常脏，并且内
部有气缸磨损的迹象。该团队采取了积极的污染
控制策略，同时改用强化柴油发动机油（LE	 的	
Monolec	 Ultra®	发动机油	 (8800)）来降低现有
污染水平。

为了评估油的清洁度是否有所改善，在对机油
过滤采取改善措施的	 931	 小时后进行了机油分
析。令人惊讶的是，ISO	清洁度从	22/21/18	 (c)	

oil pump

bearings,
rings etc

oil pump

full flow filter flow control valve

depth
media
filter

pressure
relief valve

Before
Standard OEM
Filtration

ISO Cleaniness Code 22/21/18 17/16/13

Hours on oil 306 931

Soot Levels  50.1%

Iron Levels 53ppm 7ppm

Life Extension  4x

Annual overhall costs $9,733 $2,433

5-year Net Present Value  $129,841
(NPV) Savings (6 loaders)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216%
(RR)

After
Secondary Filtration
with ENG-2

图	3：发动机侧流过滤示意图

表	1：CAT	992G（3508B	发动机）的机油分析数据
和投资分析

提升到了	17/16/13	(c)，烟灰含量保持在
等于或低于	 0.1%	 的水平，而铁含量从	
53ppm	 下降到	 7ppm。根据这些结果以
及标准的寿命延长表（图	2），矿山预计
发动机寿命将延长四倍，

在五年内将节省	129,000	美	元，相当于
投资回报率高达	216%（表	1）。这只是
证明有效减少发动机中粉砂级颗粒的诸
多示例之一。

旁通过滤

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相当
简单，如图	 3	 所示。在不改变发动机
内机油流量的情况下，通过采用流量控
制阀，在全流式滤清器之后采用小的油
流。通过调节通过阀门的机油流量，在
任何给定的时间只会让总机油流量降低	
10%，而这不足以对发动机造成任何危
害。这种油流会以正常的发动机油压通
过深度介质过滤器，3	微米时的效率等级
为	 99.9	 (β3(c)>1000)。然后将机油返回
到集油槽。为了安全起见，还采用了一
个安全阀，以免启动期间旁路滤清器的
压力过大。

结语

发动机大修和翻修会耗费大量的柴油发
动机维修预算。除了少数例外情况，通
过控制粉砂级污染物均可显著延长发动
机的使用寿命。

备注：最初发布在	 2011	 年	 12	 月号的	
Uptime	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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