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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益环球的整套长壁开采系统代表着高生产率的长壁开采方案。久益环球产品包括采煤机、液

压支架、刮板机、桥式转载机、破碎机和自移机尾，提供优于其它所有同类产品的一整套长壁开

采系统。 整套开采系统所达到的生产率高于单独设备组合得到的生产率。想要获得生产率最

高、最可靠的长壁开采系统，久益产品是最佳选择。

•   单个设备设计时已进行改进、平衡和优化。

•  完整的电子系统使通信、诊断和监控信号达到最佳状态。

•   服务工程师可提供最优的服务。

完整的长壁采煤系统

久益环球提供种类齐全的长壁开采设备，以满足全球采矿业的需求。久益环球是全球公认的

一整套长壁开采系统的主要制造商，对客户尽职尽责，为其提供采煤机、液压支架、刮板机、桥

式转载机、破碎机和自移机尾的一站式购买服务。 

提供一整套完整的现代、高产长壁开采系统组件，最

大限度提高生产率，降低每吨成本。除了开发技术最

先进的产品外，久益环球还提供专业的服务，按规格

和预算及时交付系统。

久益环球可为盐、碳酸钾、石膏和天然碱等
的开采提供完整的长壁开采系统。完全的
机械化开采，增大了生产率并提高了安全
性。客户采用这些改进后，比使用传统的钻
孔爆破法节约了高达 40%的成本。

工业矿物

机械化开采...

全球公认的一整套长

壁开采系统的主要制造

商。
久益是采矿业技术创新和设计创新方面的
先驱，在更安全、单位成本更低的同时做到
开采效率最高。

长壁采煤机

是业内技术含量最高且生产效率最高的
采煤机。

刮板输送机

适用于各种厚度的煤层， 输送能力高达
6000吨/小时。

液压支架

严格按照客户要求的降拉升循环和具体
的操作要求设计。

涡轮传动技术

最简单、最可靠以及针对大型 刮板机
的 大扭矩起动能力。

桥式转载机

不间断移动，必要时可以根据采矿条件
重叠起来。连续移动、可重叠-视开采条
件而定。

破碎机

非常坚固、可靠，维修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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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ss RS20s

Faceboss RS20s 系统不需要专用的计算机，是迄今为止久益环球生产出来的速度最快、功能

最强大的控制系统。该系统在全球广泛应用于自动化程度及生产率最高的长壁开采作业生产

线上。

RS20s 系统附带由 100 多个工作面截割序列组成的完整的自动化技术库，适用于几乎所有作业

条件。使用高级自动化技术的采煤机，无需专门的人员来操作液压支架。

地面资料通信连接装置

借助地面资料通信连接装置，实时作业信息通过和地面连接的以太网传输。该信息和地下可用

信息相同。地面资料通信连接装置包含数据存储功能，可播放记录的资料以便深入分析，不会

影响到生产。

许多矿场现在使用覆盖整个矿场的监控和数据采集 (SCADA) 系统来监控生产流程。久益

顺槽系统提供过程控制对象连接 (OPC) 接口，使信息可从久益设备传输到矿场的 SCADA 系

统。SCADA 系统的所有主要制造商均支持 OPC接口。

长壁开采自动化

Faceboss系统是久益所有井下设备的标准控制平

台。这个控制平台能使用户利用设备可靠的控制

装置以及最先进的自动化控制技术，达到最高的

生产效率。该控制软件的设计方式使得操作人员

尽可能不接触到灰尘、喷水和噪音，使操作人员一

直处于设备的逆风侧。

Faceboss 的最新发展是采煤机和液压支架一体

化和两者之间的数据交流，提高了长壁采煤的自

动化程度。采煤机和液压支架一体化和两者之间的数据交流使工作周期最连贯、高效，减少了

人工操作，提高了长壁工作面的总体安全性。

采煤机高级自动化 

最新的采煤机转向技术考虑到自动割煤过程，包括煤机在巷道的周转时间，进一步提高了生产

率且避免操作人员接触灰尘和噪声。采煤机高级自动化的最新功能是用户可创建初始截面和截

割高度。通过该功能，设备可以自动复制截面信息，直到变化为止。此时操作人员可以手动控制

滚筒高度。通过这些新的顶板高度数据，剩下的截割顺序根据预定的开采高度全自动进行。采

煤机高级自动化缩短了工作周期，使设备工作更稳定。

遥控操作 

HHX 遥控器使用可靠的双向无线电通信控制采煤机和一体化 LCD 屏幕上显示的操作和诊断

信息。作为 FACEBOSS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该遥控器完全支持先进的采煤机高级自动化技术。

可拆除的大功率蓄电池组安装在专用的充电站上，充电时间间隔长。HHX 遥控器符合人体工程

学设计，复杂性低，有舒适的操控性和出色的可靠性。

该可选装置利用安装在摇臂机身

上的摄像头提供实时在线监测。

独立的显示器上的遥控中心显示

视频信号。视频信号在独立的显示

屏上的远程操作中心显示。通过自

动喷水保持摄像头清洁，该操作特

性可使操作人员用熟悉的手持式

遥控器远程操作设备。

机载图形界面是 Faceboss 平台的

标准配置，界面简单易用，提供简便

的调试工具、用户可配置选项和实

时故障诊断。图形界面，直观的屏幕 

远程监控

零伤害意识...

用户友好界面

简化安装过程...

  久益长壁采煤系统产品简介  | 久益环球 | 54 | 久益环球 | 久益长壁采煤系统产品简介 

通过 Faceboss 控制平台，

操作人员可以在生产率和

生产成本之间实现最佳平

衡。



久益采煤机于 1976 年面市，是世界上第一台多电机采煤机，其设计理念已成为全球所有长壁

采煤机的典范。久益环球通过提供更加安全、高效、可靠和单位成本最低的设备，拓展了全球

市场。久益提供一流的采煤机服务支持，通过签订寿命周期管理协议，根据 OEM 规范制造

的更换用整修机器可在盘区移动时互换。而且，久益环球提供高级自动化，能够做到安全、连

续、可重复操作。 

久益环球发展历史
以质量和传统为荣...

坚固、可靠、便于维护

久益长壁采煤机采用模块化设计，方便制造和维修。久益采煤机设计力求使设备简单、便于维

护，很少使用专用工具。久益环球将弧形

挡煤罩与摇臂设计融为一体，设计出几乎

无需维护的坚固零部件。

长壁采煤机

1976 年久益环球制造出第一台全电动采煤机。现在，久益采煤机在全球各地产量高、开采

条件恶劣的矿上都有使用。有各种型号可选，适用于从1.5米到7米的煤层厚度。模块化设

计、OPTIDRIVE 变频驱动和新型采煤机高级自动化系统的优点是提高了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

本并加强了零伤害意识。 

模块化设计的优点

久益环球的模块化设计由五个主要的结构要素组成。

采煤机的主体由三个高强度的钢结构部件组成，它们用螺栓固定在一起，形成一个没有底座的

主体部分。这种设计方式使得在特定煤层厚度下底部过煤空间更大。没有底座也使得在井下运

输更为简便。

电控箱在中间，为电气控制系统组件。久益环球设计的特点是从采空区侧检修电控箱和电机，

这样可以在更安全的工作环境中进行一般性维护。

两个牵引齿轮箱通过螺栓和固定销固定在每个电控箱两边。驱动块通过螺栓固定在牵引齿轮

箱上，允许采煤机在刮板机和支架调整间距。久益环球设计和制造的驱动块多种多样，可根据

采矿条件和 AFC进行选择。

高强度铸造摇臂壳体内装有截割电机和截割齿轮箱。摇臂升降油缸采用久益液压支架系列产

品的技术进行制造。这些油缸的压力等级是行业标准的两倍。齿座和截割滚筒在久益内部制

造，整体性强，也能让工程师更好的了解滚筒对设备性能的影响。齿轮箱在我们自己的工厂设

计制造，采用独特的工艺，使性能最优化。 

久益的变频驱动系统是一个功率匹

配的综合传动系统，包含齿轮箱、交

流电机和变频驱动控制系统。整体

设计使采煤机行走系统稳定、可靠、

最理想。

滚筒

根据客户要求定制...

Optidrive变频器

生产率提高...

久益采煤机设计尽可能做到使

设备简单、易于维护。

久益环球的滚筒可根据客户特定的开采条
件定制。。滚筒采用使用获得久益专利的
三轴数字式设备制造，可获得精确的截齿
位置和角度每个滚筒的截齿位置通过数字
方式进行记录，以便追踪。通过先进的数
控加工中心完成对滚筒内径的精加工，实
现和久益长壁采煤机的完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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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割高度

设备高度

设备重量

机架厚度

牵引力 

最大牵引速度 

泵电机

牵引电机

破碎机电机

摇臂

摇臂长度

截割电机 60 Hz（最大）

滚筒最小直径

滚筒最小宽度

滚筒速度 (60 Hz)

摇臂长度

截割电机 60 Hz（最大）

滚筒最小直径

滚筒最小宽度

滚筒转速(60 Hz)

1.6 m - 3.5 m

1.0 m - 1.3 m

59,000 kg

520 - 590 mm 

800 kN

33 米/分钟

2 @ 11kW

2 @ 80 kW

55kW (575V)

J450A
J450D
J450E
J450F
J525E
J525F

2179 mm

420 kW

1650 mm

965 mm

36, 43 RPM

2483 mm

600kW

1550 mm

960 mm

47, 56, 61, 66 RPM

1.5 m - 3.0 m 

1.0 m - 1.3 m 

52,000 kg 

498 mm 

800 kN

32 米/分钟

2 @ 11kW

2 @ 65 kW

无

J450A
J450D
J450E
J450F
J525E

2179 mm

420 kW

1450 mm

880 mm

44, 54, 65 RPM

2.0 m - 4.0 m

1.45 m - 1.70 m

60,500 kg

520 - 590 mm 

800 kN

34 米/分钟

2 @ 11kW

2 @ 80 kW

56kW (575V)

J450B
J525F

2.0 m - 5.5 m

1.5 m - 2.0 m

103,400 kg

725 mm

1200 kN

30 米/分钟

30 - 55 kW

2 @ 110 - 150 kW

110 kW - 270 kW

J525F
J750B
J1000A 
J1000B

2179 mm

420 kW

1450 mm

940 mm

44, 54, 65 RPM 

2483 mm

675 kW

1650 mm

940 mm

38, 45, 49, 53 RPM

2.0 m - 4.0 m

1.5 m - 1.9 m

81,700 kg

590 mm

800 kN

30 米/分钟

2 @ 20 kW

2 @ 110 kW

130 kW

J525F
J750A

2.8 m - 6.5 m 

2.3 m

147,500 kg

1100 mm

1200 kN

30 米/分钟

55 kW

2 @ 150 kW

270 kW
 
J750B
J1000A 
J1000B

4.5 m - 7.2 m

2.4 m

182,000 kg

1100 mm

1500 kN

26 米/分钟

55 kW

2 @ 200 kW

270 kW

J1000B

2249 mm

420 kW

1450 mm

880 mm

55, 60, 66 RPM  

2601 mm

750 kW

1750 mm

1040 mm

38, 43, 52 RPM

2249 mm

420 kW

1450 mm

880 mm

66 RPM

2601 mm

750 kW

1950 mm

1040 mm

27, 32 RPM

J450B

J525E

J450A J450D

J525F

J450E

J750A

J450F

J750B

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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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支架电子元件

久益的液压支架由Faceboss控制系统控制，该系统与长壁系统相结合实现对长壁开采系统的

自动化控制，包括采煤机在液压支架端头折返的完全自动化控

制。长壁开采系统的所有信息都可以传输到地面，在矿方的网

络中查看，在征得矿方同意后，实时传回久益环球，以便利用

我们的“智能服务”。 

ComPak控制阀 

久益的液压系统，Compak阀组，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可、事实证明性能可靠的阀，用于控

制新型自动操作的长壁工作面液压支架。此系统提供各种液压控制功能，通过按下操作按

钮或自动接收来自Faceboss控制系统的控制信号，来激活电磁阀，提供先导液。

质量保证 

久益所有的结构件都由公司内部资深工程师进行过有限元分析。结构件经过20%的过载测

试，且在2倍额定载荷下进行过疲劳测试，检验是否达到规定的强度。结构测试在久益实

验室进行，该实验室拥有一流的的测试台。液压支架还要进行横向疲劳试验。久益环球根

据矿方使用寿命/需求设计和交付液压支架，液压支架的使用寿命从 28,000 到 90,000 个降

拉升循环不等

液压支架

久益环球拥有 60 多年的长壁系统液压支架设计和制造经验，并通过了 UKAS 认证测试实验

室的 ISO 9001 2000 认证。久益环球液压支架在全球广泛应用，能够满足客户要求、超越客户

期望。其支护的额定载荷高达 1750 吨（2000 公吨），支护宽度分 1.5、1.75 和 2.05 米三种；支

护高度范围从 0.8 到 7.8 米。

结构设计是久益液压支架的一大优势。久益的设计和对结构细节的关注在采矿业享有盛誉。 

这些精密的设计和可控的加工过程，使久益液压支架得以可靠的运行，降低成本，并减少整个

使用过程中的大修次数。

支柱结构

久益液压支架经过精心设计和严格测试，以延长使用寿命。支护立柱直径范围从125mm到

480mm，内部密封可延长大修前设备的使用寿命。根据不同的支护范围，可提供一级、两级、

三级伸缩。除了 有限元分析软件和疲劳分析软件外，久益环球还采用最先进的 CAD 技术，设

计出合适的油口和进液管，以尽可能提高流量、降低压降和波动。这是优化液压效率和保持支

护周期时间最短的一个重要要素。

大直径立柱需要的流量大、管径粗、要求疲劳寿命长，为此，久益设计出新的立柱，允许使用大

流量进液管。为了尽可能延长疲劳寿命，在立柱油缸上没有使用焊接，进液管通过经认证的锁

紧系统连接。该系统旨在将高压乳化液供到油缸，而不使用焊接方式连接，因为这会缩短使用

寿命。

降拉升循环时间是支架的一个重要因素，确保在高产的长壁采煤系统中，顶板控制不会影响采

煤机的截割速度。久益环球采用最新的技术计算压降，优化流体速度，计算流量和优化胶管尺

寸，以获得最佳的解决方案系

在所有支柱接合点周围使用具有记忆功能
的灵活的插入物，确保周围没有碎片积聚，
这可能造成撞杆承受不必要的弯曲荷载而
引起断裂。 在长壁工作面换向时使用类似
填充物同样有用，它能使支架更易于收回，
以便在长壁工作面换向时搬运支架。液压
支架的行走通道上铺有特殊的自清洁防滑
垫，确保长壁开采人员行走时不会滑倒。

在现场和客户召开会议，用其现成

的液压支架实体，确定阀的实际安

装位置和电缆的敷设路径。有助于

及时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为便于维护和安装矿场辅助部件，

久益环球对所有客户的维护人员与

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液压支架人体工程学

提高安全性和舒适性...

物理原型

实践培训...

久益液压支架成本

更低、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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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C 偶合器

自1994 年面市以来至今，久益刮板机一直使用TTT偶合器。 TTT 偶合器可以在高频重载条件下

工作，且不会出现过热或设备损坏状况。该类装置非常可靠，没有轴承或密封装置，需要的维护

量非常少，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大修成本。该类装置容错性非常好，在正常的压降情况下不会

出现扭矩损耗。TTT液力耦合器使用机载的水过滤器，最先进的控制阀有其单独的先导液过滤

器，避免因水质问题产生故障。久益最先进的偶合器可整体拆卸。

宽扁型长寿命链条 

久益宽扁型长寿命链分为五种尺寸，从 38mm 到 60mm 不等，具有更强的耐磨性，且不会影

响链条重量和输送能力。链条的输送效率更高，且降低了运行成本。 

该链条在2004年首次投入使用。过去八年间，在一些生产率高的长壁系统刮板机和转载机上，

其输送能力超过 8000 万吨。久益宽扁型长寿命链条给长壁开采操作人员规划未来发展或升

级要求提供最好时机。 

涡轮传动技术 

久益早在1994年就开始提供TTT偶合器，它们已成为全球各大主要采矿公司在联轴器方面的首

选，因为其简单、易于操作、性能高和可靠性好。TTTF 是这种高性能偶合器的最新款产品，这

款新产品和老款产品一样，只有通过久益环球才能购买到。 

TTTF 的最新特点包括：可从齿轮组件上整体拆下偶合器，采用有效的过滤系统和大功率阀，以

应对水质变化。

TTTF 系列偶合器有 562 和 650 两种型号。 该偶合器可允许传动扭矩高达30,000 Nm，且如

果日后生产能力提高，该偶合器也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久益环球制造刮板机 (AFC) 的所有关键部件，包括机头架和机尾架、溜槽、齿轮箱、链轮、联轴

器和采煤机牵引系统等。

久益刮板机采用整体铸造的∑形剖面溜槽，严格控制公

差。铸造避免了在耳座和溜槽连接处使用焊缝，连接更

可靠。铸造设计使公差更精确，这是很有必要的。根据

溜槽的使用寿命选择高强耐磨中板，确保降低设备维修率、提高使用寿命。

AFC溜槽

久益刮板机溜槽已成为重型开采工况的首选。与其它连接方式相比，溜槽结构简单但很坚固，

其抗疲劳性高，且有标准铸造溜槽和机加溜槽可选。溜槽经过严格的连接测试和水平控制特性

测试。铸造溜槽断面可定制，使物料堆放位置满足客户对使用寿命的要求。采用高耐磨材料制

造，可延长磨损寿命。

AFC驱动装置

久益所有驱动装置都可设定在最大额定载荷下运行。驱动装置可与各种联轴器配合使用。所

有驱动装置均配备整套的监控装置。有多种规格的刮板机，电机功率从11kv到1800kv。这些先

进的驱动装置专为降低大修成本而设计。

现在，在宽扁型链条的竖直链环上设有 “S”
形中间分隔件 （正在申请专利），用于防
止 链条缠结，从而降低了 链条失效的可能
性。

久益刮板机机架除了采用优质材料

和世界一流的工艺流程外，还利用

创新设计实现极高的可靠性，并减

少了维修量。为应对今后刮板机工

作功率增加，还提供了即插即用的

升级装置。

创新方案

“S”形中心柱...

刮板机机架

创新设计...

采用铸造方法生产，严

格控制公差

刮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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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槽外设备

桥式转载机

久益桥式转载机采用完全定制的方式进行制造，结合了可靠的设计技术。提供多种满足长壁开

采环境和客户要求的功能。结合面完全密封，以抑制灰尘和噪声。破碎机的设计非常可靠，包

括破碎机轴和惯性大的冲击式破碎滚筒 。

破碎机

久益环球设计制造的破碎机（转载机上的破碎机）非常坚固、可靠，几乎不需要维护。设计用于

恶劣的开采工况，可有效地破碎块煤和大块岩石，方便输送并提高了生产率。久益破碎机可直

接由齿轮传动，也可采用V形皮带传动，视客户需求而定。

久益所有破碎机的机架均采用重型钢板制成，并由加强筋加固，以获得最大刚度。 通过机架

顶部的观察门，可方便检修破碎机滚筒。有的机型也可完全拆下机架顶部，以便降低运输高

度。 可通过上下移动滚筒轴组，来调节物料破碎粒度，这通过液压油缸来实现。 

自移式机尾

一系列久益自移机尾使得可以在进行后退式长壁开采的同时，不停止皮带或中止长壁工作面的

煤炭的流动。有适用于薄、中、厚不同煤层的各种类型的皮带机尾可选，如玛蒂尔达皮带机尾、

履带驱动型和装有防护滑架的皮带机尾。

有两种基本的自移装置，一种直接由液压支架的液压系统驱动，另一种由机载的液压泵驱动。

履带式自移机尾配备高强度的可更换履带板，由内部行星齿轮驱动。顶板螺旋千斤顶和皮带刮

水器是标准设备，每个角均安装有调平用千斤顶。

久益环球投资开发了用于 AFC 生产线设计的
大块物料模拟软件。通过该软件进行模拟和分
析，有助于技术创新，且有助于设计工程师提高
大块物料的处理能力，具体包括：
• 优化物料转载点
• 改善溜槽的控制性能
• 提高破碎机效率
•  改善卸料罩和料斗的设计，控制物料通过量
 

模拟大块物料

优化、改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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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服务都能在全球所有区域实现。

智能服务 

久益环球服务设施重新

定义世界级一流服务。

久益环球智能服务将久益环球所有增值产品与服务打包，作

为一个综合解决方案提供给客户。该设施和服务的特点是，

预测性技术改进、远程运行状况监控、可靠性和资产管理、 

先进的培训和优化

采矿流程/体系与24 

小时支持结合。*

我们的服务策略是提供反应迅速和具有竞争力的服务解决方

案，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运营创造前所未有的价值。久益

环球智能服务愿景的核心是生命周期性能管理 (PLCM) 策略，

它将集合久益环球所有创新人才、服务和产品。* 

生命周期性能管理的重点是将服务和我们客户的需求相一

致，培养零伤害意识，以最低的每吨成本提供最高的生产

率。该项管理从客户收到新设备的那一刻起开始，贯穿设备

的整个生命周期。

设备状况管理 -  先进的预测软件分析设备输出的数据。该软件以最快的速度预测错误、故障或进
程中断。

•  最优应用

•  24/7 全天候产品支持

•  设备状况管理

•  生命周期性能管理

•  先进技术培训

•  技术产品

•  原装维修用产品

•  可靠性

•  资产改造与重组

•  24/7 全天候部件服务与物流 

•  交互式信息传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