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第 150期 
2015年第 8期 

应用技术 

机械 管理 开发 
M ECHANICAL M ANAGEM ENT AND DEVEI oPM ENT Total of 150 

No．8 2015 

综采工作面转载机液压 自移装置的应用研究 

郝建国 

(大同煤矿集团永定庄煤业，山西 大同 048000) 

摘要：介绍了综采工作面转载机的安全防护问题，对综采工作面转载液压 自移装置的操作方法、使 

用效果及维护等 问题进行 了探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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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目前 ，我 国大 多数 的矿 井 生产 所 用 的综 采工 

作面转载设备主要有 ：破碎机、拉移装置 、转载机。 

原本的拉移装置的前移速度 比较慢，在前移和搬 

迁时工作 比较复杂，使得工作人员的劳动量增加， 

特别是在遇到水煤泥时拉移工作就更难做了，这 

就严重影 响到生产。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方便转 

载机前移 ，可以缩短转载机的长度，现在转载机和 

可伸缩胶带机机尾已经实现 了整体上的 自动前 

移。在综采工作面转载机的落地段存在着很大的 

安全隐患 ，在加快生产效率的同时，也要重视生产 

的安全，安全生产是]二业生产最基本的任务。现 

在，煤矿业越来越机械化，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 

的安全隐患也越来越多，这就需要设计出可行的 

安全 防护装置 ，实现安全生产 。 

1 综采工作面转载机安全防护装置 

1．1 存存 的安全隐患 

综采工作面原本采用的转载机落地段的保护 

装置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工作人员不慎掉人中 

部的槽中或者是转载机 的尾处掉人 了杂物 ，而转 

载机落地段没有采用专用的闭锁装置，造成杂物 

无法取 ，工作人员也没有办法及时被救 出，这就 

造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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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安全防护装置改造方案 

通过对施工现场 的实际勘察，对综采工作面 

转载机安全防护装置的改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 

方面：在转载机的落地段中部槽上加设钢板 ，作为 

工作人员 的工作台；在转载机的落地段加设 2个 

急停装置的开关，这 2个急停开关都可 以控制转 

载机、破碎机 的工作；缩短转载机的防护网长度， 

增加防护钢丝的数量，增大防护的实用性；急停开 

关闭锁设备所用的时间要 比工作人员遇到危险后 

拉到危险区所用的时间短_】]。 

1．3 安 伞防护装置应刖效果 

在综采工作面转载机的落地段采用安全防护 

装置 ，可以有效地实现安全生产 ，它的应用效果在 

以下几个方面的体现最为突出。 

1)在转载机落地段中槽部加设钢板 ，可以作 

为工作人员在进行挑棚作业时的工作平台，这样 

的装置保护了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2)在转载机落地段加设 2个急停开关，遇到 

转载机掉人杂物时，附近的人员就可以通过急停 

开关操作转载机停止运行。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 

设备 的安全 。 

3)在遇到工作人员不慎掉人转载机的中槽时， 

附近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快速操作急停开关闭锁设 

备，而且遇到危险的人也可以伸手拉动急停开关，这 

样就可以使遇险人员及时被救出，减少安全隐患。 

2 综采工作面转载机液压 自移装置的应用 

2．1转载机设备的现状 

转载机是综采工作面的主要生产运输设备之 



2015年 第 8期 
郝建国：综采工作面转载机液压自移装置的应用研究 

一

，有利于安全高效地完成工作面的生产。但是 

矿井地质和采掘通道是非常复杂的，转载机运输 

过程中就会遇到很多障碍。同时还会增加工作人 

员的劳动量，降低安全系数。 

转载机本身的整体性能非常好 ，所 以再对其 

进行改造时，可以不另加结构 ，直接在转载机上进 

行，这样就可以在其整体性能得到保证的同时又 

提高其工作能力。 

2．2 转载机 的改造方案 

对转载机的改造需要结合其整体性能制定改 

造方案，本文主要是对其液压操作系统进行改造。 

液压操作系统主要是以高压乳化液为动力源，通过 

控制转载机和破碎机的支撑缸、推移缸、液压缸工作 

进行。为了保证整体的需求状态，不会因重力而下 

落，支撑缸的进液回路设置有液控单向阀；为了机身 

不沿轨道下落，推移缸的进液回路也设置有液控单 

向阀。所以，转载机的改造必须同时对支撑缸、推移 

缸、导轨等部件进行改造。具体的改造内容可以分 

为以下几个方面_2]：支撑缸底座用锰板整体焊接的 

箱式结构；去除调节板，整体封焊。这样能有效减轻 

整机重量，缩短转载机运输距离；对传动装置进行侧 

挂布置，驱动机采用双速电机；通过转载机的电缆钩 

使转载机和破碎机 自移系统管路到达安装位置；改 

造中可以使用液压紧链器和伸缩机。 

2．3 转 载机 液压 [{移装置的操作方法 (如冈 1) 

图 1 转载机液压 自移装置示意图 

综采工作面转载机液压 自移装置可以自动推 

移，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 了工作人员 的劳动量。 

其操作方法具体如下 ]： 

1)推出支撑杆缸的活塞杆，抬起转载机、破碎 

机的落地段。 

2)把地面作为支点，通过利用导轨和地面的 

摩擦力，推出推移缸 的活塞杆。转载机和破碎机 

会在这个推力下，沿着导轨前行一个进程。 

3)缩回支撑缸的活塞杆，把转载机和破碎机 

落回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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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用导 向轮架 将导轨 抬离 地面 ，缩 回推移 

缸的活塞杆 ，使导轨前行一个进程。 

5)对以上过程进行往复循环 ，实现综采工作 

面转 载机液压 自移装置 的 自动推移 。 

在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推出支撑 

缸的活塞杆，抬起转载机和破碎机的落地段之后 

才能推移转载机 ，不然，可能会对整个系统造成一 

定程度的损坏。 

2．4 载机液压白移装置的使 效果 

经过改造的转载机采用的是液压 自移装置，可 

以实现高产量、高效率的综采工作面转载机和破碎 

机的快速推移，满足了综采工作面快进度、高生产的 

需求。综采工作面转载机液压 自移装置有 自动推 

移的功能，打破了传统的拉移装置，可以有效实现转 

载机和破碎机的快速推移，而且它还能够适应软煤 

层、水煤泥、坡度不大的设备自动推移。 

综采工作面转载机液压 自移装置的工作原理 

就是充分利用互为支点、摩擦力，以高压乳化液为 

动力源实现 自动推移。它的操作十分方便 ，而且 

也很简单，同时也减少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提高 

了生产效率 。 

2．5 转载机液 F1移装置的维护 

综采工作面转载机液压 自移装置的维护具体 

体现在以下几点：保证导轨问连接面的定位销紧 

固；每天检查各个油缸间的定位销是否紧固；定期 

对支撑缸与导 向套之间添加润滑脂，每天向导向 

套内注满润滑脂；定期 向滚轮与销轴之间添加润 

滑脂 ，每天向滚轮中注满润滑脂。 

3 结语 

综采工作面转载机必须采用有效的安全防护 

装置，以便更好地保护工作人员的安全和设备的 

安全 ，进而更好地实现安全生产。综采工作面转 

载机液压 自移装置的出现，解决了推移速度慢、安 

全系数低等方面的问题 ，同时还减轻了工作人员 

的劳动量 ，保证了转载机和破碎机安全快速的推 

移，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推移系统的 

安全性能，加快 了安全生产的发展。但是这次的 

改造也存在不足之处，所以还需要不断完善转载 

机液压 自移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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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rstly，the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management，and 

then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min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maintenance quality of th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management． 

[Key words]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management；maintenance；measure 

(上接第 83页) [2] 

厂0] 参考文献 L。 

[1] 刘仕磊，王向阳．机尾自移装置在翟镇煤矿综采工作面 

的推广与应用[j]．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3(2)：120． 

李 庚．综采T作 面转 载尾进 料 口液压 自动安全 防护 装 

置[J]．科学之友，2013(7)：9 10． 

夏护国 ，宋卫军 ，杨宪 围．综采工作面 自动化系统 集成 

研究[J_]．工矿 自动化，2014(6)：31 33． 

(编辑 ：贾娟 ) 

Application Analysis on Hydraulic Self_advancing Device of Reversed Loader 

for Fully M echanized Coal M ining Face 

Hao Jianguo 

(Yongdingzhuang Coal Industry of Datong Coal Mine Group，Datong Shanxi 048000))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produced machine safety problems of fully mechanized working face，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fully mechanized coal face reproduced hydraulic self shifter method，effect and maintenance，ete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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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different technology of coal mining，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esent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al rain 

ing teehnology and the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coal mining technology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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