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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

涉及矿井提升系统维护检修领域。本发明矿井主

提升绳更换方法将所有主提升绳分为至少两组，

将各组主提升绳依次进行更换；在井口位置固定

安装若干台收绳车、放绳车以及分别对应各收绳

车、放绳车的井口导向轮；利用主绞车、收绳车、

放绳车进行旧绳的回收和新绳的更换。本发明的

优点在于：该方法仅需在井口及天轮平台施工，

减少了高空作业及人员投入，提高了更换矿井主

提升绳的安全性及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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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有主提升绳分为至少两组，将各组主

提升绳依次进行更换；

在井口位置固定安装若干台收绳车、放绳车以及分别对应各收绳车、放绳车的井口导

向轮；

每组主提升绳的更换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开动主绞车，使第一容器运行至井口，第二容器运行至井底；

步骤二：将收绳车的引绳与第一容器侧的待换旧绳连接，然后将待换旧绳从其与引绳

的连接处的下方开断；

步骤三：同时开动主绞车、收绳车，使第一容器运行至井底，第二容器运行至井口，第二

容器上升的过程中收绳车收旧绳；

步骤四：将放绳车的新绳与第一容器侧的待换旧绳连接，将收绳车的引绳与第二容器

侧的待换旧绳连接，然后将待换旧绳再分别从其与引绳的连接处的下方开断；

步骤五：同时开动主绞车、收绳车、放绳车，使第一容器运行上行，第二容器运行下行，

第二容器下落的过程中收绳车收旧绳带动放绳车的新绳依次翻过下天轮、主绞车、上天轮

后到达第二容器侧的井口上方；

步骤六：在天轮平台设置手拉葫芦连接对应新绳的下天轮轮毂、上天轮轮毂，使对应的

轮毂不得转动，在绞车房设置手拉葫芦连接新绳，使新绳脱离主绞车的滚筒，然后开动主绞

车，使第一容器运行至井底，第二容器运行至井口；

步骤七：量取新绳的做头长度，开断多余的部分，将新绳与第二容器的本体连接；

步骤八：开动主绞车，使第一容器运行至井口，第二容器运行至井底；

步骤九：量取新绳的做头长度，开断多余的部分，将新绳与第一容器的本体连接；

重复上述步骤一至步骤九，完成其他各组主提升绳的更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第二容器下落

的过程中施工人员在第二容器上方每隔一定距离设置一副复合板卡将所有旧绳卡设在一

起，直到第一容器上升至井口。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八中，第二容器下落

的过程中施工人员在第二容器上方每隔一定距离设置一副复合板卡将所有旧绳卡设在一

起，直到第一容器上升至井口。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八中，在天轮平台设

置拉紧装置，在绞车房、天轮平台分别设置紧绳器，第二容器下落的过程中天轮平台的拉紧

装置每当主提升绳移动一定距离收紧一次新绳，直到第一容器上升至井口。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九中，新绳连接好之

后，观察新绳的松紧度，如发现新绳未全部承载第一容器、第二容器的重量，现场重新进行

窜绳，确保新绳能够全部承载第一容器、第二容器的重量。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四根主提升绳分为两

组，每组各两根主提升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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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矿井提升系统维护检修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更换矿井主提升绳主要采用在井口利用旧绳带新绳下放的方法，这种换绳

方法对主提升绳的损伤较大，并且工序繁多，施工时间长，劳动组织复杂，需要多点操作，特

别是在新旧绳置换时难度大，危险性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提高更换矿井主提升绳的安全性及

工作效率的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将所

有主提升绳分为至少两组，将各组主提升绳依次进行更换；

[0005] 在井口位置固定安装若干台收绳车、放绳车以及分别对应各收绳车、放绳车的井

口导向轮；

[0006] 每组主提升绳的更换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一：开动主绞车，使第一容器运行至井口，第二容器运行至井底；

[0008] 步骤二：将收绳车的引绳与第一容器侧的待换旧绳连接，然后将待换旧绳从其与

引绳的连接处的下方开断；

[0009] 步骤三：同时开动主绞车、收绳车，使第一容器运行至井底，第二容器运行至井口，

第二容器上升的过程中收绳车收旧绳；

[0010] 步骤四：将放绳车的新绳与第一容器侧的待换旧绳连接，将收绳车的引绳与第二

容器侧的待换旧绳连接，然后将待换旧绳再分别从其与引绳的连接处的下方开断；

[0011] 步骤五：同时开动主绞车、收绳车、放绳车，使第一容器运行上行，第二容器运行下

行，第二容器下落的过程中收绳车收旧绳带动放绳车的新绳依次翻过下天轮、主绞车、上天

轮后到达第二容器侧的井口上方；

[0012] 步骤六：在天轮平台设置手拉葫芦连接对应新绳的下天轮轮毂、上天轮轮毂，使对

应的轮毂不得转动，在绞车房设置手拉葫芦连接新绳，使新绳脱离主绞车的滚筒，然后开动

主绞车，使第一容器运行至井底，第二容器运行至井口；

[0013] 步骤七：量取新绳的做头长度，开断多余的部分，将新绳与第二容器的本体连接；

[0014] 步骤八：开动主绞车，使第一容器运行至井口，第二容器运行至井底；

[0015] 步骤九：量取新绳的做头长度，开断多余的部分，将新绳与第一容器的本体连接；

[0016] 重复上述步骤一至步骤九，完成其他各组主提升绳的更换。

[0017] 作为优化的技术方案，步骤一中，第二容器下落的过程中施工人员在第二容器上

方每隔一定距离设置一副复合板卡将所有旧绳卡设在一起，直到第一容器上升至井口。

[0018] 作为优化的技术方案，步骤八中，第二容器下落的过程中施工人员在第二容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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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每隔一定距离设置一副复合板卡将所有旧绳卡设在一起，直到第一容器上升至井口。

[0019] 作为优化的技术方案，步骤八中，在天轮平台设置拉紧装置，在绞车房、天轮平台

分别设置紧绳器，第二容器下落的过程中天轮平台的拉紧装置每当主提升绳移动一定距离

收紧一次新绳，直到第一容器上升至井口。

[0020] 作为优化的技术方案，步骤九中，新绳连接好之后，观察新绳的松紧度，如发现新

绳未全部承载第一容器、第二容器的重量，现场重新进行窜绳，确保新绳能够全部承载第一

容器、第二容器的重量。

[0021] 作为优化的技术方案，将四根主提升绳分为两组，每组各两根主提升绳。

[0022]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该方法仅需在井口及天轮平台施工，减少了高空作业及人员

投入，提高了更换矿井主提升绳的安全性及工作效率；更换过程对主提升绳的损伤较小，提

高了主提升绳的更换质量；引入了机械化装备减轻了施工劳动强度。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中步骤一对应的状态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中步骤二对应的状态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中步骤三对应的状态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中步骤四对应的状态示意图。

[0027] 图5是本发明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中步骤五对应的状态示意图。

[0028] 图6是本发明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中步骤六对应的状态示意图。

[0029] 图7是本发明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中步骤七对应的状态示意图。

[0030] 图8是本发明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中步骤八对应的状态示意图。

[0031] 图9是本发明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中步骤九对应的状态示意图。

[0032] 图中，1、主绞车；2、下天轮；3、上天轮；4、第一容器；5、第二容器；6、收绳车；7、放绳

车；8、旧绳；9、引绳；10、新绳。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如图1-9所示，矿井主提升绳更换方法，将1-4号主提升绳分为两组，其中1、4号绳

为一组，2、3号绳为另一组，首先更换1、4号绳，然后更换2、3号绳；

[0034] 在井口位置固定安装两台收绳车6、两台放绳车7以及分别对应各收绳车6、放绳车

7的井口导向轮；

[0035] 1、4号绳的更换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步骤一：开动主绞车1，使第一容器4运行至井口，第二容器5运行至井底；第二容器

5下落的过程中施工人员在第二容器5上方1m位置处设置第一副复合板卡将四根旧绳8卡设

在一起，然后每隔40m设置一副复合板卡，直到第一容器4上升至井口。

[0037] 步骤二：将两台收绳车6的引绳9分别与第一容器4侧的两根待换旧绳8连接，然后

将两根待换旧绳8分别从其与引绳9的连接处的下方开断。

[0038] 步骤三：同时开动主绞车1、收绳车6，使第一容器4运行至井底，第二容器5运行至

井口，第二容器5上升的过程中施工人员依次拆除旧绳8上的复合板卡，同时两台收绳车6分

别收两根旧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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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步骤四：将两台放绳车7的新绳10分别与第一容器4侧的两根待换旧绳8连接，将两

台收绳车6的引绳9分别与第二容器5侧的两根待换旧绳8连接，然后将两根待换旧绳8再分

别从其与引绳9的连接处的下方开断。

[0040] 步骤五：同时开动主绞车1、收绳车6、放绳车7，使第一容器4运行上行，第二容器5

运行下行，第二容器5下落的过程中两台收绳车6分别收两根旧绳8带动两台放绳车7的新绳

10依次翻过下天轮2、主绞车1、上天轮3后到达第二容器5侧的井口上方。

[0041] 步骤六：在天轮平台设置手拉葫芦连接对应两根新绳10的下天轮2轮毂、上天轮3

轮毂，使对应的轮毂不得转动，在绞车房设置手拉葫芦连接两根新绳10，使两根新绳10脱离

主绞车1的滚筒，然后开动主绞车1，使第一容器4运行至井底，第二容器5运行至井口。

[0042] 步骤七：量取新绳10的做头长度，开断多余的部分，将两根新绳10分别与第二容器

5的本体连接。

[0043] 步骤八：开动主绞车1，使第一容器4运行至井口，第二容器5运行至井底；第二容器

5下落的过程中施工人员在第二容器5上方1m位置处设置第一副复合板卡将四根旧绳8卡设

在一起，然后每隔40m设置一副复合板卡，直到第一容器4上升至井口；在天轮平台设置拉紧

装置，在绞车房、天轮平台分别设置紧绳器，第二容器5下落的过程中天轮平台的拉紧装置

每当主提升绳移动40m收紧一次新绳10，直到第一容器4上升至井口。

[0044] 步骤九：量取新绳10的做头长度，开断多余的部分，将两根新绳10分别与第一容器

4的本体连接；新绳10连接好之后，观察两根新绳10的松紧度，如发现两根新绳10未全部承

载第一容器4、第二容器5的重量，现场重新进行窜绳，确保两根新绳10能够全部承载第一容

器4、第二容器5的重量。

[0045] 重复上述步骤一至步骤九，完成2、3号绳的更换。

[004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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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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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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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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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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