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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气雾化湍流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

作面粉尘装置，属于矿山安全生产领域，适用于

矿井综采工作面生产过程中所伴生的粉尘治理

工作。其特征在于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既

实现了回采过程安全生产这一主要目的的，也解

决了粉尘在煤体破碎变化情况下不断逸出的治

理难题。治理效果明显，效率高，为矿山安全生产

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将粉尘逸出治理难题得以

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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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雾化湍流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粉尘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由压力空

气（1）、压力水（2）、压力空气管路（3）、压力水液体管路（4）、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

理器（5）、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

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

雾单元（10）、采煤机（11）、采煤机前摇臂（12）、采煤机后摇臂（13）、工作面煤壁（14）、工作面

管缆底托架（16）、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和采煤机机身管缆槽（18）组成，采煤机（11）作为

采煤工作面重要的设备，其面向工作面煤壁（14）布置，依托采煤机（11）上采煤机前摇臂

（12）和采煤机后摇臂（13）上的滚筒的截齿将煤壁破碎，并经下托架即刮板输送机将破碎的

煤运出，这一过程是连续的，采煤机（11）沿煤壁行走并完成采煤过程；采煤机（11）上通过螺

栓连接方式固定有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

（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

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煤

壁工作压力为0.3-0.8Mpa的压力空气（1）经压力空气管路（3），通过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

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接入到采煤机（11）机身上，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面向煤壁远离

煤壁另一侧布置，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远离煤壁一侧布置，面向煤壁采煤机管缆收放架

（17）相距250---350毫米处安装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治理粉尘气雾化湍

流流体预处理器（5）左下侧为压力气接入口；工作压力为0.3-0.5Mpa的压力水（2）经压力水

液体管路（4），通过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接入到治理粉尘气雾

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左上侧的压力水液体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

（5）右上侧输出相对独立三路压力水（2），压力水（2）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

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水液

体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右下侧输出相对独立的三路压力空气

（1），三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

能喷雾单元（7）和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

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左侧输出相对独立的两路压力水（2），压力水液体（2）分别接

入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水

液体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右侧输出独立两路压力空

气（1），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

（9）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

雾单元（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和后截割

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上分别有一路压力空气输入口和压力水液体接入口，分别通过

采煤机机身管缆槽（18）布置管路完成连接；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布置于采煤

机前摇臂（12）上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

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粉尘与湍流气水雾滴碰撞沉降，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过程中的粉尘直

接治理；采煤机（11）上前截割动力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250-300毫米的预焊接凸

台，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布置于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

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前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

出的粉尘与湍流气水雾滴碰撞沉降，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粉尘治理；采煤机（11）上

牵引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250-35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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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布置于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气雾智能喷雾流体

喷射到牵引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与湍流气水雾滴碰撞沉降，实现牵引

部正对煤壁逸出的粉尘直接治理；后截割动力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200-300毫米

的预焊接凸台，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布置于后截割动力部平面的预焊接

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后截割动

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与湍流气水雾滴碰撞沉降，实现后截割部截割

煤壁中的粉尘直接治理；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布置于采煤机后摇臂（13）上平

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逸出的

粉尘与湍流气水雾滴碰撞沉降，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产生的粉尘直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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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气雾化湍流流体治理井下采煤工作面粉尘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气雾化湍流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粉尘装置，属于矿山安全生产领

域，适用于矿山综采工作面生产过程中所伴生的粉尘治理工作。

背景技术

[0002] 矿井粉尘是煤矿五大自然灾害之一，粉尘除具有爆炸危险性的同时，还会导致井

下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和精度减少，降低作业环境的能见度，易自燃且导致工作人员患尘

肺病等危害，不仅影响矿井的安全生产，还严重地影响矿工的身心健康，甚至带来生命危

险。

[0003] 采煤机割煤是综采工作面的主要尘源，为此，该领域内的工程技术人员对综采工

作面的除尘装置作了大量研究，采用采煤机内外喷雾、液压支架自动喷雾装置等方法降低

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并研制了各种高压水雾化除尘设备，而雾化除尘喷嘴对水质要求

高，作业过程中极易堵孔，导致除尘系统失效，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生产过程中粉尘超标现

象依然频繁发生，不能有效解决生产过程中粉尘浓度超标的现象。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气雾化湍流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粉尘装置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

中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可靠、动态气体----气雾化湍流流体治理井

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粉尘的装置。

[0005] 本发明气雾化湍流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粉尘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

由压力空气1、压力水2、压力空气管路3、压力水液体管路4、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前

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

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采煤机11、

采煤机前摇臂12、采煤机后摇臂13、工作面煤壁14、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采煤机管缆收放

架17和采煤机机身管缆槽18组成，采煤机11作为采煤工作面重要的设备，其面向工作面煤

壁14布置，依托采煤机11上采煤机前摇臂12和采煤机后摇臂13上的滚筒的截齿将煤壁破

碎，并经下托架即刮板输送机将破碎的煤运出，这一过程是连续的，采煤机11沿煤壁行走并

完成采煤过程；采煤机11上通过螺栓连接方式固定有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

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

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采煤机

管缆收放架17；煤壁工作压力为0.3-0.8Mpa的压力空气1经压力空气管路3，通过工作面管

缆底托架16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接入到采煤机11机身上，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面向煤壁

远离煤壁另一侧布置，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远离煤壁一侧布置，面向煤壁采煤机管缆收放

架17相距250---350毫米处安装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

流体预处理器5左下侧为压力气接入口；工作压力为0.3-0.5Mpa的压力水2经压力水液体管

路4，通过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接入到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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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器5左上侧的压力水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右上侧输出相对独立

三路压力水2，压力水2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

单元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水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

右下侧输出相对独立的三路压力空气1，三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

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和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空气接

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左侧输出相对独立的两路压力水2，

压力水2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

上的压力水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右侧输出独立两路压

力空气1，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

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

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和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

喷雾单元10上分别有一路压力空气输入口和压力水接入口，分别通过采煤机机身管缆槽18

布置管路完成连接；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布置于采煤机前摇臂12上平面的预焊

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逸出的粉尘被直接

笼罩、碰撞、沉降，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中的粉尘直接治理；采煤机11上前截割动力部平面

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250-30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布置

于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前

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破碎产生粉尘被直接抑制、沉降，实现前截割部截割

煤壁中的粉尘直接治理；采煤机11上牵引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250-350毫米的预焊

接凸台，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布置于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

喷雾，使得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牵引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被直接

消除，实现牵引部正对煤壁中逸出粉尘的治理；后截割动力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

200-30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布置于后截割动力部平面

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后

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被抑制、沉降，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壁中

的粉尘治理；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布置于采煤机后摇臂13上平面的预焊接凸台

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逸出的粉尘经多次反复碰

撞，沉降于地表，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过程产生的粉尘直接治理  。

[0006] 上述气雾化湍流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粉尘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

于，

第一步，工作压力为0.3-0.8Mpa压力空气1经压力空气管路3接入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

流体预处理器5左下侧的压力气接入口；工作压力为0.3-0.5Mpa压力水2经压力水液体管路

4，接入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左上侧的压力水液体接入口；

第二步，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右上侧输出独立三路压力水2，分别接入

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

雾单元8上的压力水液体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右下侧输出独立三路

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

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正

上方侧面左侧输出独立两路压力水2，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后截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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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水液体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正

上方侧面右侧输出独立两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后截割

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

第三步，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布置于采煤机前摇臂12上平面的预焊接凸台

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粉尘被直接抑制、

沉降，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过程中的粉尘直接治理；

第四步，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

使得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前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被气雾

湍流流体包裹，并在其中与液滴反复碰撞沉降，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粉尘直接治理；

第五步，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气雾

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牵引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被气雾湍流流体包裹，

并在其中与液滴反复碰撞沉降，实现牵引部正对煤壁中的粉尘直接治理；

第六步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

得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后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被气雾湍

流流体包裹，并在其中与液滴反复碰撞沉降，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粉尘直接治理；

第七步，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

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粉尘被气雾湍流流体包裹，并在其中与液滴反复碰撞沉降，实现

后截割部截割煤过程中粉尘直接治理；

第八步，随采煤机11的不断移动，不仅完成了煤炭开采工作，而且使得采煤作业过车中

产生的粉尘在第一时间，得以在采煤机前摇臂12和采煤机后摇臂13之间沿工作面煤壁14形

成一个动态的气雾化湍流流体笼罩带，实时地将采煤工作面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予以治

理，满足煤矿安全生产需要。

[0007] 本发明气雾化湍流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粉尘装置，其优点在于：

（1）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和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治理回采过程

中煤壁破碎产生的粉尘，这样第一时间将截割过程中逸出的粉尘予以治理达标，保证生产

正常进行。

[0008] （2）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

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将气雾化湍流流体喷出到工作面煤壁14上，工作面煤壁14受采动

破坏影响，工作面煤壁14逸出大量粉尘，使得粉尘被喷出的气雾湍流流体包裹，并在其中与

液滴反复碰撞沉降，使得粉尘对工作面采煤工作没有影响。

[0009] （3）随着采煤机11沿工作面煤壁14推进完成采煤的同时，在采煤机前摇臂12和采

煤机后摇臂13之间沿工作面煤壁14形成一个动态的气雾化湍流流体笼罩带，实时地将采煤

生产工作面粉尘予以治理，使得采煤过程安全生产得以保障。

[0010] 总而言之，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既实现了回采过程安全生产这一主要目

的，也解决了粉尘随采煤机移动动态变化情况下不断逸出的治理难题。治理效果明显，效率

高，为矿山安全生产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将粉尘治理难题得以根本解决。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气雾化湍流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粉尘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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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标号为：

1、压力空气

2、压力水

3、压力空气管路

4、压力水液体管路

5、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

6、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

7、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

8、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

9、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

10、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

11、采煤机

12、采煤机前摇臂

13、采煤机后摇臂

14、工作面煤壁

15、工作面管缆底托架

16、采煤机管缆收放架

17、采煤机机身管缆槽。

[0012] 实施方式1

该装置由压力空气1、压力水2、压力空气管路3、压力水液体管路4、治理粉尘气雾化湍

流流体预处理器5、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

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

雾单元10、采煤机11、采煤机前摇臂12、采煤机后摇臂13、工作面煤壁14、工作面管缆底托架

16、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和采煤机机身管缆槽18组成，采煤机11作为采煤工作面重要的设

备，其面向工作面煤壁14布置，依托采煤机11上采煤机前摇臂12和采煤机后摇臂13上的滚

筒的截齿将煤壁破碎，并经下托架即刮板输送机将破碎的煤运出，这一过程是连续的，采煤

机11沿煤壁行走并完成采煤过程；采煤机11上通过螺栓连接方式固定有治理粉尘气雾化湍

流流体预处理器5、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

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

雾单元10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煤壁工作压力为0.8Mpa的压力空气1经压力空气管路3，

通过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接入到采煤机11机身上，采煤机管缆收放

架17面向煤壁远离煤壁另一侧布置，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远离煤壁一侧布置，面向煤壁采

煤机管缆收放架17相距350毫米处安装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治理粉尘气雾

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左下侧为压力气接入口；工作压力为0.5Mpa的压力水2经压力水液体

管路4，通过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接入到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

预处理器5左上侧的压力水液体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右上侧输出相

对独立三路压力水2，压力水2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

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水液体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

流流体预处理器5右下侧输出相对独立的三路压力空气1，三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前截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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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和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

8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左侧输出相对独立的两

路压力水2，压力水2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

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水液体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右侧输

出独立两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

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

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和后截

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上分别有一路压力空气输入口和压力水液体接入口，分别通过

采煤机机身管缆槽18布置管路完成连接；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布置于采煤机前

摇臂12上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

煤中逸出的粉尘与湍流流体经多次反复碰撞，沉降于地表，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过程中粉

尘直接治理；采煤机11上前截割动力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250-300毫米的预焊接凸

台，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布置于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

间断喷雾，使得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前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

粉尘被直接中和，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壁破碎产生的粉尘被气雾湍流流体包裹，并在其中

与液滴反复碰撞沉降；采煤机11上牵引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35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

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布置于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

得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牵引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被气雾湍流流体

包裹，并在其中与液滴反复碰撞沉降，实现牵引部正对煤壁破碎逸出粉尘的治理；后截割动

力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30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

布置于后截割动力部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气

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后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被气雾湍流流

体包裹，并在其中与液滴反复碰撞沉降，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壁生成粉尘的直接治理；后截

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布置于采煤机后摇臂13上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

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煤块产生粉尘被气雾湍流流体包裹，并在其中与

液滴反复碰撞沉降，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流中的粉尘直接治理；

上述气雾化湍流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粉尘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

第一步，工作压力为0.3-0.8Mpa压力空气1经压力空气管路3接入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

流体预处理器5左下侧的压力气接入口；工作压力为0.3-0.5Mpa压力水2经压力水液体管路

4，接入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左上侧的压力水液体接入口；

第二步，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右上侧输出独立三路压力水2，分别接入

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

雾单元8上的压力水液体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右下侧输出独立三路

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

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正

上方侧面左侧输出独立两路压力水2，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后截割动

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水液体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正

上方侧面右侧输出独立两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后截割

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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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布置于采煤机前摇臂12上平面的预焊接凸台

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粉尘被直接抑制、

沉降，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过程中的粉尘直接治理；

第四步，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

使得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前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被气雾

湍流流体包裹，并在其中与液滴反复碰撞沉降，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粉尘直接治理；

第五步，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气雾

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牵引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被气雾湍流流体包裹，

并在其中与液滴反复碰撞沉降，实现牵引部正对煤壁中的粉尘直接治理；

第六步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

得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后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被气雾湍

流流体包裹，并在其中与液滴反复碰撞沉降，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粉尘直接治理；

第七步，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

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粉尘被气雾湍流流体包裹，并在其中与液滴反复碰撞沉降，实现

后截割部截割煤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直接治理；

第八步，随采煤机11的不断移动，不仅完成了煤炭开采工作，而且使得采煤作业过车中

产生的粉尘在第一时间，得以在采煤机前摇臂12和采煤机后摇臂13之间沿工作面煤壁14形

成一个动态的气雾化湍流流体笼罩带，实时地将采煤工作面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予以治

理，满足煤矿安全生产需要。

[0013] 实施方式2

该装置由压力空气1、压力水2、压力空气管路3、压力水液体管路4、气雾化湍流流体预

处理器5、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气

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

采煤机11、采煤机前摇臂12、采煤机后摇臂13、工作面煤壁14、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采煤机

管缆收放架17和采煤机机身管缆槽18组成，采煤机11作为采煤工作面重要的设备，其面向

工作面煤壁14布置，依托采煤机11上采煤机前摇臂12和采煤机后摇臂13上的滚筒的截齿将

煤壁破碎，并经下托架即刮板输送机将破碎的煤运出，这一过程是连续的，采煤机11沿煤壁

行走并完成采煤过程；采煤机11上通过螺栓连接方式固定有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

理器5、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气雾

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

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煤壁工作压力为0.3-0.8Mpa的压力空气1经压力空气管路3，通过工

作面管缆底托架16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接入到采煤机11机身上，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面

向煤壁远离煤壁另一侧布置，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远离煤壁一侧布置，面向煤壁采煤机管

缆收放架17相距250---350毫米处安装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治理粉尘气雾

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左下侧为压力气接入口；工作压力为0.3-0.5Mpa的压力水2经压力水

液体管路4，通过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接入到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

流体预处理器5左上侧的压力水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右上侧输出相

对独立三路压力水2，压力水2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

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水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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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器5右下侧输出相对独立的三路压力空气1，三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气雾

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和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

力空气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左侧输出相对独立的两路

压力水2，压力水2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

雾单元9上的压力水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右侧输出独立

两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

雾单元9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

喷雾单元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和后截割滚筒

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上分别有一路压力空气输入口和压力水接入口，分别通过采煤机机身

管缆槽18布置管路完成连接；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布置于采煤机前摇臂12上平

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逸出的粉

尘被直接笼罩、碰撞、沉降，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流中的粉尘直接治理；采煤机11上前截割

动力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250-30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

雾单元7布置于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气雾智能喷雾流

体喷射到前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破碎产生粉尘被直接抑制、沉降，实现前

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粉尘直接治理；采煤机11上牵引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250-350

毫米的预焊接凸台，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布置于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

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牵引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

粉尘被直接消除，实现牵引部正对煤壁中逸出粉尘的治理；后截割动力部平面靠近作面煤

壁14距离200-30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布置于后截割动

力部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气雾智能喷雾流体

喷射到后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被抑制、沉降，实现后截割部截

割煤壁中的粉尘治理；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布置于采煤机后摇臂13上平面的预

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逸出的粉尘经多

次反复碰撞，沉降于地表，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过程产生的粉尘直接治理  。

[0014] 上述气雾化湍流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粉尘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

于，

第一步，工作压力为0.3Mpa压力空气1经压力空气管路3接入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

预处理器5左下侧的压力气接入口；工作压力为0.3Mpa压力水2经压力水液体管路4，接入治

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左上侧的压力水液体接入口；

第二步，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右上侧输出相对独立三路压力水2，压力

水2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气雾

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水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右下侧输出相对独

立的三路压力空气1，三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

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

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左侧输出相对独立的两路压力水2，压力水2分别接入后

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水接入口；

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右侧输出独立两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后

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空气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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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第三步，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布置于采煤机前摇臂12上平面的预焊接凸台

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逸出的粉尘被直接笼罩、碰

撞、沉降，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中的粉尘直接治理；

第四步，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

使得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前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被直接

笼罩、碰撞、沉降，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粉尘直接治理；

第五步，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气雾

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牵引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被直接笼罩、碰撞、沉

降，实现牵引部正对煤壁破碎逸出粉尘的直接治理；

第六步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

得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后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被直接笼

罩、碰撞、沉降，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粉尘直接治理；

第七步，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

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粉尘被直接笼罩、碰撞、沉降，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逸出的粉尘直

接治理；

第八步，随采煤机11的不断移动，不仅完成了煤炭开采工作，而且使得回采过程中产生

的粉尘在第一时间，得以在采煤机前摇臂12和采煤机后摇臂13之间沿工作面煤壁14形成一

个动态的气雾化湍流流体笼罩带，实时地将采煤生产工作面粉尘予以治理，满足煤矿安全

生产需要。

[0015] 实施方式3

该装置由压力空气1、压力水2、压力空气管路3、压力水液体管路4、治理粉尘气雾化湍

流流体预处理器5、前截割滚筒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

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

元10、采煤机11、采煤机前摇臂12、采煤机后摇臂13、工作面煤壁14、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

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和采煤机机身管缆槽18组成，采煤机11作为采煤工作面重要的设备，

其面向工作面煤壁14布置，依托采煤机11上采煤机前摇臂12和采煤机后摇臂13上的滚筒的

截齿将煤壁破碎，并经下托架即刮板输送机将破碎的煤运出，这一过程是连续的，采煤机11

沿煤壁行走并完成采煤过程；采煤机11上通过螺栓连接方式固定有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

体预处理器5、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

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后截割滚筒湍流气雾智能喷

雾单元10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煤壁工作压力为0.5Mpa的压力空气1经压力空气管路3，

通过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接入到采煤机11机身上，采煤机管缆收放

架17面向煤壁远离煤壁另一侧布置，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远离煤壁一侧布置，面向煤壁采

煤机管缆收放架17相距300毫米处安装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治理粉尘气雾

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左下侧为压力气接入口；工作压力为0.4Mpa的压力水2经压力水液体

管路4，通过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接入到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

预处理器5左上侧的压力水液体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右上侧输出相

对独立三路压力水2，压力水溶2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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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水液体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

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右下侧输出相对独立的三路压力空气1，三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前截

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和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

元8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左侧输出相对独

立的两路压力水2，压力水2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部位气

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水液体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

右侧输出独立两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部

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

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

和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上分别有一路压力空气输入口和压力水液体接入口，分

别通过采煤机机身管缆槽18布置管路完成连接；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布置于采

煤机前摇臂12上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

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粉尘被气雾湍流流体笼罩并反复碰撞沉降，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过程中

的粉尘直接治理；采煤机11上前截割动力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280毫米的预焊接凸

台，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布置于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

间断喷雾，使得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前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

粉尘被气雾湍流流体笼罩并反复碰撞沉降，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粉尘直接治理；采

煤机11上牵引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30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

元8布置于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

射到牵引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被气雾湍流流体笼罩并反复碰撞沉降，

实现牵引部正对煤壁逸出粉尘被气雾湍流流体笼罩并反复碰撞沉降；后截割动力部平面靠

近作面煤壁14距离25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布置于后截

割动力部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气雾智能喷雾

流体喷射到后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被气雾湍流流体笼罩并反

复碰撞沉降，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粉尘直接治理；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

布置于采煤机后摇臂13上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

得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粉尘被气雾湍流流体笼罩并反复碰撞沉降，实现后截割部截割

煤产生的粉尘直接治理；

上述气雾化湍流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粉尘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

第一步，工作压力为0.5Mpa压力空气1经压力空气管路3接入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

预处理器5左下侧的压力气接入口；工作压力为0.4Mpa压力水2经压力水液体管路4，接入治

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左上侧的压力水液体接入口；

第二步，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右上侧输出独立三路压力水2，分别接入

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

雾单元8上的压力水液体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右下侧输出独立三路

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

7、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正

上方侧面左侧输出独立两路压力水2，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后截割动

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水液体接入口；治理粉尘气雾化湍流流体预处理器5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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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侧面右侧输出独立两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后截割

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

第三步，前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布置于采煤机前摇臂12上平面的预焊接凸台

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粉尘与湍流气水

雾滴碰撞沉降，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流中的粉尘直接治理；

第四步，前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

使得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前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与湍流

气水雾滴碰撞沉降，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粉尘直接治理；

第五步，牵引部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气雾

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牵引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与湍流气水雾滴碰撞沉

降，实现牵引部正对煤壁的粉尘直接治理；

第六步后截割动力部位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

得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后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粉尘与湍流气

水雾滴碰撞沉降，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粉尘直接治理；

第七步，后截割滚筒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

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粉尘与湍流气水雾滴碰撞沉降，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流中的粉尘

直接治理；

第八步，随采煤机11的不断移动，不仅完成了煤炭开采工作，而且使得工作面煤层开采

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在第一时间，得以在采煤机前摇臂12和采煤机后摇臂13之间沿工作面煤

壁14形成一个动态的气雾化湍流流体笼罩带，实时地将采煤生产工作面粉尘予以治理，满

足煤矿安全生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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