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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智能开采领域，具体是一种基于

机器人的工作面液压支架姿态和直线度检测装

置及方法。解决了检测无人工作面液压支架姿态

和直线度的问题，包括行走装置，安装在首架以

及尾架底座上的固定参考基准激光发射装置，安

装在行走装置上部的检测作业装置，安装在行走

装置内部的控制通讯系统和电源系统以及安装

在行走装置前后的激光雷达导航装置。本发明不

改造液压支架上固有结构，以激光线为固定参考

基准，基于移动机器人，对每个液压支架的空间

姿态及整体液压支架直线度进行检测，有效地消

除了累积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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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机器人的工作面液压支架姿态和直线度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行走

装置，安装在首架以及尾架底座上的固定参考基准激光发射装置，安装在行走装置上部的

检测作业装置，安装在行走装置内部的控制通讯系统和电源系统以及安装在行走装置前后

的激光雷达导航装置；所述的检测作业装置包括底板（34）、激光接收板（6）、特征轮廓扫描

装置（5）、漫反射板（31）、摄像头（32）和气体浓度检测传感器（33），底板（34）两端安装有两

块平行设置且高低不同的激光接收板（6），高度低的激光接收板（6）下部安装有特征轮廓扫

描装置（5），另一块激光接收板（6）从上到下一次安装有漫反射板（31）、摄像头（32）和气体

浓度检测传感器（33）；所述的固定参考基准激光发射装置包括控制器（41）、活动面板（42）、

激光测距仪（43）、固定边框（44）和参考激光束发射器（45），固定边框（44）上安装有控制器

（41），固定边框（44）内部安装有活动面板（42），固定边框（44）上部安装有控制活动面板

（42）移动的活动面板调整装置（46），活动面板（42）上安装有两个参考激光束发射器（45），

两个参考激光束发射器（45）之间设置有激光测距仪（43），控制器（41）控制活动面板调整装

置（46）、参考激光束发射器（45）和激光测距仪（43）。

2.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机器人的工作面液压支架姿态和直线度检测装置的检

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00～首先让安装在首架上的固定参考基准激光发射装置开始工作，利用两点决定一

条直线原理，控制器控制调整装置调好活动面板的方向并发出激光束，然后开始让本装置

在液压支架上从第二架开始依次移动；

S200～在移动过程中，利用两个平行激光接收板接收两束激光的坐标以及从固定参考

基准激光发射装置测到的机器人距离，确定机器人相对固定参考基准的姿态，同时利用特

征轮廓扫描仪，测得代表液压支架姿态的特征表面形状，从而计算出待测支架相对扫描仪

的相对位置，得到每个液压与固定参考基准的相对姿态及所测支架的直线度；

S300～液压支架姿态及直线度具体计算模型如下，支架共有N+1架，选取液压支架底座

上一个特征轮廓中的特征点为统一测量点，上行时，编号为0的首架为固定参考基准，设其

坐标为绝对零点T0=（a0，b0，c0，d0，e0，f0）=（X移，Y移，Z移，X转，Y转，Z转）=（0，0，0，0，0，0）；下

行时，编号为N的尾架为固定参考基准；

第一步，测量移动机器人上扫描仪相对首架特征点坐标：首先开启固定基准参考激光

发射装置并发射出两束形状均为十字形的平行激光，同时其上的激光测距仪开始检测行走

装置与首架的距离值并通过无线方式向机器人发射；当行走装置行走到编号为1的待测支

架上并调整好位置时，用自身携带的两个平行激光接收板测量两束激光在其上的坐标，同

时接收激光测距仪发来的距离值，通过三平面投影及解平面三角形等几何推算，得出扫描

仪相对首架特征原点的坐标T1’=（a1’，b1’，c1’，d1’，e1’，f1’）；

第二步，在测量扫描仪空间位置的同时测量编号为1的待测支架上特征点相对扫描仪

的坐标，利用三维扫描仪扫描出特征轮廓的空间位置和形状，然后根据其位置和形状提取

出特征点相对于扫描仪的坐标T1’’=（a1’’，b1’’，c1’’，d1’’，e1’’，f1’’）；

第三步，计算待测支架的姿态和直线度，待测支架1的姿态为T1=（a，b，c，d，e，f）=（a1’，

b1’，c1’，d1’，e1’，f1’）+（a1’’，b1’’，c1’’，d1’’，e1’’，f1’’）=  T1’+  T1’’，待测支架i的姿态为

Ti=  Ti’+Ti’’；整个支架群(0—N)的直线度为f水平=max(b0~bN)-  min(b0~bN)，f垂直=max(c0~
cN)-  min(c0~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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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00～工作面巡检，安装在检测作业机构上的摄像头和气体浓度传感器时时把工作面

各设备图像信息和气体浓度信息传递给地面工作人员，以监测工作面各设备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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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器人的工作面液压支架姿态和直线度检测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智能开采领域，具体是一种基于机器人的工作面液压支架姿态和直线

度检测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煤矿开采正由综合机械化开采向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其追求的目标

是少人化和无人化。但无人工作面直线度检测和控制问题极大地困扰着国内无人工作面的

智能化进程，由于一些原因经常出现推移刮板输送机和拉移液压支架不到位，所以两三刀

后就会出现支架错位歪斜扭曲，导致无法正常生产下去而必须人工检测支架姿态和直线度

并调整才能继续工作，极大的降低了无人工作面的生产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了解决检测无人工作面液压支架姿态和直线度的问题，提供一种基于机

器人的工作面液压支架姿态和直线度检测装置及方法。

[0004] 本发明采取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基于机器人的工作面液压支架姿态和直线度检测

装置，包括行走装置，安装在首架以及尾架底座上的固定参考基准激光发射装置，安装在行

走装置上部的检测作业装置，安装在行走装置内部的控制通讯系统和电源系统以及安装在

行走装置前后的激光雷达导航装置。

[0005] 进一步的，检测作业装置包括底板、激光接收板、特征轮廓扫描装置、漫反射板、摄

像头和气体浓度检测传感器，底板两端安装有两块平行设置且高低不同的激光接收板，高

度低的激光接收板下部安装有特征轮廓扫描装置，另一块激光接收板从上到下一次安装有

漫反射板、摄像头和气体浓度检测传感器。

[0006] 进一步的，固定参考基准激光发射装置包括控制器、活动面板、激光测距仪、固定

边框和参考激光束发射器，固定边框上安装有控制器，固定边框内部安装有活动面板，固定

边框上部安装有控制活动面板移动的活动面板调整装置，活动面板上安装有两个参考激光

束发射器，两个参考激光束发射器之间设置有激光测距仪，控制器控制活动面板调整装置、

参考激光束发射器和激光测距仪。

[0007] 一种基于机器人的工作面液压支架姿态和直线度检测装置的检测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08] S100～首先让安装在首架上的固定参考基准激光发射装置开始工作，利用两点

（首尾两架）决定一条直线原理，控制器控制调整装置调好活动面板的方向并发出激光束，

然后开始让本装置在液压支架上从第二架开始依次移动。

[0009] S200～在移动过程中，利用两个平行激光接收板接收两束激光的坐标以及从固定

参考基准激光发射装置测到的机器人距离，确定机器人相对固定参考基准的姿态，同时利

用特征轮廓扫描仪，测得代表液压支架姿态的特征表面形状，从而计算出待测支架相对扫

描仪的相对位置，得到每个液压与固定参考基准的相对姿态及所测支架的直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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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S300～液压支架姿态及直线度具体计算模型如下，支架共有N+1架，选取液压支架

底座上一个特征轮廓中的特征点为统一测量点，上行时，首架（编号0）为固定参考基准，设

其坐标为绝对零点T0=（a0，b0，c0，d0，e0，f0）=（X移（mm），Y移（mm），Z移（mm），X转（度），Y转

（度），Z转（度））=（0，0，0，0，0，0）；同理，下行时，尾架（编号N）为固定参考基准。

[0011] 第一步，测量移动机器人上扫描仪相对首架特征点坐标：首先开启固定基准参考

激光发射装置并发射出两束形状均为十字形的平行激光，同时其上的激光测距仪开始检测

行走装置与首架的距离值并通过无线方式向机器人发射；当行走装置行走到编号为1的待

测支架上并调整好位置时，用自身携带的两个平行激光接收板测量两束激光在其上的坐

标，同时接收激光测距仪发来的距离值，通过三平面投影及解平面三角形等几何推算，得出

扫描仪相对首架特征原点的坐标T1’=（a1’，b1’，c1’，d1’，e1’，f1’）。

[0012] 第二步，在测量扫描仪空间位置的同时测量编号为1的待测支架上特征点相对扫

描仪的坐标，利用三维扫描仪扫描出特征轮廓的空间位置和形状，然后根据其位置和形状

提取出特征点相对于扫描仪的坐标T1’’=（a1’’，b1’’，c1’’，d1’’，e1’’，f1’’）。

[0013] 第三步，计算待测支架的姿态和直线度，待测支架1的姿态为T1=（a，b，c，d，e，f）=

（a1’，b1’，c1’，d1’，e1’，f1’）+（a1’’，b1’’，c1’’，d1’’，e1’’，f1’’）=  T1’+  T1’’，待测支架i的姿

态为Ti=  Ti’+Ti’’；整个支架群(0—N)的直线度为f水平=max(b0~bN)-  min(b0~bN)，f垂直=max(c0

~cN)-  min(c0~cN)。

[0014] S400～工作面巡检，安装在检测作业机构上的摄像头和气体浓度传感器时时把工

作面各设备图像信息和气体浓度信息传递给地面工作人员，以监测工作面各设备运行情

况。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不改造液压支架上固有结构，以激光线为固定参考基准，

基于移动机器人，对每个液压支架的空间姿态及整体液压支架直线度进行检测，有效地消

除了累积误差。在地面起伏较大或由于意外情况机器人失去激光参考时，机器人可自动切

换为检测相邻两架的相对姿态的程序。移动机器人携带摄像头及气体浓度传感器等，给工

作面外的人员提供视频图像和数据。集智能化和综合化为一体。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方法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的摇臂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的检测作业装置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的固定基准参考激光束发射装置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的液压支架特征轮廓测量点及其坐标方向示意图；

[0021] 其中，1-首架支架，2-固定基准参考激光束发射装置，3-导航用激光雷达，4-参考

激光束，5-特征轮廓扫描仪，6-激光接收板，7-机器人检测作业装置，8-机器人履带摇臂，9-

移动机器人底盘，10-待测液压支架，21-摇臂驱动轮，22-惰轮，23-麦克纳姆轮，24-履带，

25-转向轮，31-漫反射板，32-摄像头，33-气体浓度传感器，34-底板，41-控制器和电源，42-

活动面板，43-激光测距仪，44-固定边框，45-参考激光束发射器，46-活动面板调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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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使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具

体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

[0023] 一种基于机器人的工作面液压支架姿态和直线度检测装置，包括行走装置，安装

在首架以及尾架底座上的固定参考基准激光发射装置，安装在行走装置上部的检测作业装

置，安装在行走装置内部的控制通讯系统和电源系统以及安装在行走装置前后的激光雷达

导航装置。

[0024] 如图2所示，机器人行走装置摇臂由驱动轮，转向轮，与驱动轮连接的惰轮（其中两

个摇臂为两个惰轮，另外两个为一个惰轮），与惰轮连接的麦克纳姆轮，连接驱动轮和转向

轮的履带组成。

[0025] 如图3所示，检测作业装置包括底板34、激光接收板6、特征轮廓扫描装置5、漫反射

板31、摄像头32和气体浓度检测传感器33，底板34两端安装有两块平行设置且高低不同的

激光接收板6，高度低的激光接收板6下部安装有特征轮廓扫描装置5，另一块激光接收板6

从上到下一次安装有漫反射板31、摄像头32和气体浓度检测传感器33。

[0026] 如图4所示，固定参考基准激光发射装置包括控制器41、活动面板42、激光测距仪

43、固定边框44和参考激光束发射器45，固定边框44上安装有控制器41，固定边框44内部安

装有活动面板42，固定边框44上部安装有控制活动面板42移动的活动面板调整装置46，活

动面板42上安装有两个参考激光束发射器45，两个参考激光束发射器45之间设置有激光测

距仪43，控制器41控制活动面板调整装置46、参考激光束发射器45和激光测距仪43。

[0027] 一种基于机器人的工作面液压支架姿态和直线度检测装置的检测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28] S100～首先让安装在首架上的固定参考基准激光发射装置开始工作，利用两点决

定一条直线原理，控制器控制调整装置调好活动面板的方向并发出激光束，然后开始让本

装置在液压支架上从第二架开始依次移动。

[0029] S200～在移动过程中，利用两个平行激光接收板接收两束激光的坐标以及从固定

参考基准激光发射装置测到的机器人距离，确定机器人相对固定参考基准的姿态，同时利

用特征轮廓扫描仪，测得代表液压支架姿态的特征表面形状，从而计算出待测支架相对扫

描仪的相对位置，得到每个液压与固定参考基准的相对姿态及所测支架的直线度。

[0030] S300～液压支架姿态及直线度具体计算模型如下，支架共有N+1架，选取液压支架

底座上一个特征轮廓中的特征点为统一测量点，上行时，首架（编号0）为固定参考基准，设

其坐标为绝对零点T0=（a0，b0，c0，d0，e0，f0）=（X移（mm），Y移（mm），Z移（mm），X转（度），Y转

（度），Z转（度））=（0，0，0，0，0，0）；同理，下行时，尾架（编号N）为固定参考基准。

[0031] 第一步，利用“六点定位原理”测量移动机器人上扫描仪相对首架特征点坐标：首

先开启固定基准参考激光发射装置并发射出两束有一定距离形状均为十字形的平行激光，

同时其上的激光测距仪开始检测机器人与首架的距离值并通过无线方式向机器人发射；当

机器人行走到待支架1上并调整好位置时，用自身携带的两个平行激光接收板测量两束激

光在其上的坐标，同时接收激光测距仪发来的距离值，通过三平面投影及解平面三角形等

几何推算，得出扫描仪相对首架特征原点的坐标T1’=（a1’，b1’，c1’，d1’，e1’，f1’）。

[0032] 第二步，在测量扫描仪空间位置的同时测量待测支架1上特征点相对扫描仪的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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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其原理是利用三维扫描仪扫描出特征轮廓的空间位置和形状，然后根据其位置和形状

提取出特征点相对于扫描仪的坐标T1’’=（a1’’，b1’’，c1’’，d1’’，e1’’，f1’’）。

[0033] 第三步，计算待测支架的姿态和直线度，待测支架1的姿态为T1=（a，b，c，d，e，f）=

（a1’，b1’，c1’，d1’，e1’，f1’）+（a1’’，b1’’，c1’’，d1’’，e1’’，f1’’）=  T1’+  T1’’，待测支架i的姿

态为Ti=  Ti’+Ti’’；整个支架群(0—N)的直线度为f水平=max(b0~bN)-  min(b0~bN)，f垂直=max(c0

~cN)-  min(c0~cN)。

[0034] S400～工作面巡检，安装在检测作业机构上的摄像头和气体浓度传感器时时把工

作面各设备图像信息和气体浓度信息传递给地面工作人员，以监测工作面各设备运行情

况。

[0035] 本发明基于机器人的煤矿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姿态和直线度检测方法的优点在

于：

[0036] 、以液压支架姿态和直线度为检测目标，但不改造液压支架的结构，可以实现无

累积误差检测液压支架六个自由度的姿态及所检液压支架群的直线度。

[0037] 、在失去激光参考基准时，可以智能切换为检测相邻两架液压支架的相对姿态，

从而推算出整个支架的姿态及直线度。

[0038] 、可以时时动态传回工作面图像信息和气体浓度信息，集智能化和综合化为一体。

[0039]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所述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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