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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煤矿采空区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系

统，包括矸石运输系统、聚合物混合系统和喷洒

系统，搅拌系统包括动力系统和搅拌部，喷洒系

统包括喷头和喷头调节系统，喷头固定在底卸式

刮板运输机卸料口的上方。一种煤矿采空区聚合

物与矸石混合充填系统方法，包括步骤：布置充

填采煤液压支架，安装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系

统，开启矸石运输系统、聚合物混合系统和喷洒

系统实现矸石与聚合物的混合与即混即填。本发

明的一种煤矿采空区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系

统及方法，充填速度快，不影响回采速度，克服了

矸石与聚合物混合充填运输难的难题，充填效果

好，在煤炭行业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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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煤矿采空区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矸石运输系统、聚合

物混合系统和喷洒系统，矸石运输系统包括依次相接的矸石运输机、转载运输机和底卸式

刮板运输机；聚合物混合系统为移动搅拌车，移动搅拌车上具有料仓、搅拌箱、搅拌系统和

压气系统，料仓为两个，两个料仓内分别装有聚酯多元醇和异氰酸酯，料仓位于搅拌箱上

方，料仓下部具有料斗出料口，料斗出料口伸入搅拌箱内，搅拌系统包括动力系统和搅拌

部，搅拌部的上端与动力系统相连，搅拌部位于搅拌箱内，压气系统通过气压管与搅拌箱的

上部相连，喷洒系统包括喷头和喷头调节系统，运料管的一端与搅拌箱的底部相连，运料管

的另一端与喷头相连，喷头固定在底卸式刮板运输机卸料口的上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矿采空区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料仓上方具有料斗，料斗下部具有料仓控制开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矿采空区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料斗出料口上具有卸料口控制阀。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矿采空区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动力系统包括依次相连的传动电机、联动轴和传动接头，搅拌部的上端固定在传动接头

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矿采空区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运料管为PA铠装尼龙软管，内径为20mm，外径25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矿采空区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聚酯多元醇与异氰酸酯的体积比为1:1～1:1.2，聚合物掺量为10％～12％。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的一种煤矿采空区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喷头调节系统包括位置调节器和喷头控制阀，所述喷头为自动调节多孔喷头，自

动调节多孔喷头位于位置调节器的下端，位置调节器的上端铰接在采空区充填液压支架后

顶梁上，喷头控制阀位于所述运料管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煤矿采空区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系统，其特征在于，移

动搅拌车上还具有智能感应控制器，矸石运输机上具有皮带秤，喷头控制阀和皮带秤通过

无线传输装置与智能感应控制器相连。

9.一种煤矿采空区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在工作面布置多个六柱支撑式充填采煤液压支架，安装权利要求1中的聚合物与矸

石混合充填系统，底卸式刮板运输机位于充填工作面端头，将底卸式刮板运输机上的卸料

口相对于矸石运输机由远及近依次编号；

S2：开启矸石运输系统、聚合物混合系统和喷洒系统，当底卸式刮板运输机将矸石运至

3号卸料口的位置时即通过智能感应控制器打开1号、2号、3号卸料口上方的喷头控制阀进

行喷洒；

S3：当1号、2号、3号卸料口下方充满矸石后，关闭1号、3号卸料口及上方的喷头控制阀，

同时打开4号、5号卸料口及上方的喷头控制阀，并对1号、2号、3号卸料口下的充填料及时进

行夯实，2号卸料口及上方的多孔喷头持续卸料喷洒为夯实过程供给聚合物和矸石；

S4：当2号、4号、5号卸料口下充填满后，关闭2号、5号卸料口及上方的喷头控制阀，同时

打开6号、7号卸料口，对2号、4号、5号卸料口下的充填料及时进行夯实，4号卸料口及上方的

多孔喷头持续卸料喷洒为夯实过程供给聚合物和矸石，依次循环，完成整个采空区的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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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种煤矿采空区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方法，其特征在于，聚合物喷洒量与矸石充

填效率的通过智能感应控制器实现智能联动控制，控制方程为

a＝kb

其中，a为聚合物喷洒量，单位t/h；b为矸石充填效率，单位t/h；k为控制比例系数，0.1

≤k≤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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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煤矿采空区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固体充填采煤、高分子材料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煤矿采空区聚合物与

矸石混合充填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煤炭资源的不断开发和开采技术的不断提高，固体充填采煤技术已

成为回收“三下”压煤的关键技术之一。传统的矸石充填存在堆积空隙率大、欠接顶量大、充

填效果差、服务年限短等问题。灾害防治过程中提出的聚合物粘合剂等聚材料，可以配合矸

石进行采空区充填，但是矸石与聚合物混合后存在运输困难的问题。因此，迫切需要一种聚

合物与矸石混合的新型充填系统与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煤矿采空区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系统及方法，以实

现矸石与聚合物的即混即填。

[0004]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体如下：

[0005] 一种煤矿采空区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系统，包括矸石运输系统、聚合物混合系

统和喷洒系统，矸石运输系统包括依次相接的矸石运输机、转载运输机和底卸式刮板运输

机；聚合物混合系统为移动搅拌车，移动搅拌车上具有料仓、搅拌箱、搅拌系统和压气系统，

料仓为两个，两个料仓内分别装有聚酯多元醇和异氰酸酯，料仓位于搅拌箱上方，料仓下部

具有料斗出料口，料斗出料口伸入搅拌箱内，搅拌系统包括动力系统和搅拌部，搅拌部的上

端与动力系统相连，搅拌部位于搅拌箱内，压气系统通过气压管与搅拌箱的上部相连，喷洒

系统包括喷头和喷头调节系统，运料管的一端与搅拌箱的底部相连，运料管的另一端与喷

头相连，喷头固定在底卸式刮板运输机卸料口的上方。

[0006] 作为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料仓上方具有料斗，料斗下部具有料仓控制开

关。

[0007] 作为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料斗出料口上具有卸料口控制阀。

[0008] 作为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动力系统包括依次相连的传动电机、联动轴和

传动接头，搅拌部的上端固定在传动接头上。

[0009] 作为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运料管为PA铠装尼龙软管，内径为20mm，外径

25mm。

[0010] 作为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聚酯多元醇与异氰酸酯的体积比为1:1～1:

1.2，聚合物掺量为10％～12％。

[0011] 作为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喷头调节系统包括位置调节器和喷头控制阀，

所述喷头为自动调节多孔喷头，自动调节多孔喷头位于位置调节器的下端，位置调节器的

上端铰接在采空区充填液压支架后顶梁上，喷头控制阀位于所述运料管上。

[0012] 作为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移动搅拌车上还具有智能感应控制器，矸石运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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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具有皮带秤，喷头控制阀和皮带秤通过无线传输装置与智能感应控制器相连。

[0013] 一种煤矿采空区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4] S1：在工作面布置多个六柱支撑式充填采煤液压支架，安装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

填系统，底卸式刮板运输机位于充填工作面端头，将底卸式刮板运输机上的卸料口相对于

矸石运输机由远及近依次编号；

[0015] S2：开启矸石运输系统、聚合物混合系统和喷洒系统，当底卸式刮板运输机将矸石

运至3号卸料口的位置时即通过智能感应控制器打开1号、2号、3号卸料口上方的喷头控制

阀进行喷洒；

[0016] S3：当1号、2号、3号卸料口下方充满矸石后，关闭1号、3号卸料口及上方的喷头控

制阀，同时打开4号、5号卸料口及上方的喷头控制阀，并对1号、2号、3号卸料口下的充填料

及时进行夯实，2号卸料口及上方的多孔喷头持续卸料喷洒为夯实过程供给聚合物和矸石；

[0017] S4：当2号、4号、5号卸料口下充填满后，关闭2号、5号卸料口及上方的喷头控制阀，

同时打开6号、7号卸料口，对2号、4号、5号卸料口下的充填料及时进行夯实，4号卸料口及上

方的多孔喷头持续卸料喷洒为夯实过程供给聚合物和矸石，依次循环，完成整个采空区的

充填。

[0018] 作为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聚合物喷洒量与矸石充填效率的通过智能感应控制

器实现智能联动控制，控制方程为a＝kb

[0019] 其中，a为聚合物喷洒量，单位t/h；b为矸石充填效率，单位t/h；k为控制比例系数，

0.1≤k≤0.25。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的一种煤矿采空区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系统及方法，设备结构简单、拆

装方便、工艺简便、充填速度快，不影响回采速度，克服了矸石与聚合物混合充填运输难的

难题，充填效果好；通过无线电信号控制喷洒系统，满足安全高效生产的要求，在煤炭行业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工作面布置图；

[0023] 图2是喷洒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是移动搅拌车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是移动搅拌车的俯视图；

[0026] 图1-4中：1-自动调节多孔喷头，2-位置调节器，3-运料管，4-喷头控制阀，5-自移

式转载输送机，6-矸石带式输送机，7-料斗，8-料仓控制开关，9-料仓A，10-料仓B，11-压气

系统，12-传动电机，13-联动轴，14-传动转头，15-搅拌部，16-气压管，17-气压计，18-压力

控制阀，19-移动搅拌车，20-支架，21-料斗出料口，22-卸料口控制阀，23-搅拌箱，24-智能

感应控制器，25-卸料口，26-带式输送机，27-采空区，28-底卸式刮板运输机，29-充填液压

支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参照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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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实施例

[0029] 如图1-4所示，一种煤矿采空区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系统，包括矸石运输系统、

聚合物混合系统和喷洒系统，矸石运输系统包括依次相接的矸石带式运输机6、自移式转载

运输机5和底卸式刮板运输机28。聚合物混合系统为移动搅拌车19，可移动搅拌车19可随底

卸式刮板运输机28一起移动。移动搅拌车19上具有料仓(9、10)、搅拌箱23、搅拌系统和压气

系统11。料仓为两个，分别为料仓A9和料仓B10两个料仓内分别装有聚酯多元醇和异氰酸

酯。聚酯多元醇与异氰酸酯的体积比为1:1～1:1.2，聚合物掺量为10％～12％，作为优选，

聚酯多元醇与异氰酸酯的体积比为1:1.1，聚合物掺量为10％。料仓(9、10)位于搅拌箱23上

方，料仓下部具有料斗出料口21，料斗出料口21伸入搅拌箱23内，料斗出料口21上具有卸料

口控制阀22。料仓上方具有料斗7，料斗7下部具有料仓控制开关8。搅拌系统包括动力系统

和搅拌部15，动力系统包括依次相连的传动电机12、联动轴13和传动接头14，搅拌部15的上

端固定在传动接头14上。搅拌部15位于搅拌箱23内，搅拌部15上具有为螺旋状桨叶。压气系

统11通过气压管16与搅拌箱23的上部相连。喷洒系统包括喷头和喷头调节系统，运料管3的

一端与搅拌箱23的底部相连，运料管3的另一端与喷头相连，喷头成对布置在底卸式刮板运

输机卸料口25的上方。作为优选，喷头调节系统包括位置调节器2和喷头控制阀4，喷头为多

自动调节多孔喷头1，喷头控制阀4位于运料管3上，运料管3为PA铠装尼龙软管，内径为

20mm，外径25mm，自动调节多孔喷头1位于位置调节器2的下端，位置调节器2的上端铰接在

采空区充填液压支架29后顶梁上，位置调节器2可调节自动调节多孔喷头1距离卸料口25的

高度。距卸料口25高度为10～15cm，两喷头喷射夹角可根据充填高度进行自动调节，调节范

围为50°～90°。

[0030] 移动搅拌车19上还具有智能感应控制器24，矸石带式运输机6上具有皮带秤，皮带

秤用以对矸石充填效率进行自动监测。喷头控制阀4和皮带秤通过无线传输装置与智能感

应控制器24相连，智能感应控制器24根据皮带秤获得的矸石充填效率通过调控喷头控制阀

4实现聚合物喷洒量与矸石充填效率的智能联动控制。

[0031] 实施例2

[0032] 使用实施例1中的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系统进行充填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33] 1)以某矿为例，其工作面长140m，平均厚度4.2m，平均倾角5～8°，瓦斯涌出量低，

在工作面布置94个六柱支撑式充填采煤液压支架，安装聚合物与矸石混合充填系统，底卸

式刮板运输机位于充填工作面端头，将底卸式刮板运输机上的卸料口相对于矸石运输机由

远及近依次编号为1-94号；考虑充填工作面巷道规格以及安全性，将移动式聚合物搅拌车

19布置于充填工作面端头4m的位置；在料仓A9、料仓B10内分别加入聚酯多元醇与异氰酸

酯，两者比例为1:1.1，掺量为10％，并及时开启搅拌箱进行搅拌；

[0034] 2)连通运料管3与自动调节多孔喷头1，开启压气系统11以及自移式转载输送机5，

打开1号、2号、3号卸料口；

[0035] 3)待底卸式刮板运输机28将矸石运至3号卸料口的位置时，即通过智能感应控制

器

[0036] 24打开1号、2号、3号卸料口上方的喷头控制开关4进行聚合物混合物的喷洒，同时

通过智能感应控制器实现聚合物喷洒量与矸石充填效率的智能联动控制，控制方程为a＝

kb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09882238 B

6



[0037] 其中，a为聚合物喷洒量，单位t/h；b为矸石充填效率，单位t/h；k为控制比例系数，

0.1≤k≤0.25；

[0038] 4)待1号、2号、3号卸料口下方充满矸石后，关闭1号、3号卸料口及上方的喷头控制

开关(4)，同时打开4号、5号卸料口及上方的喷头控制开关，此时对1号、2号、

[0039] 3号卸料口下的充填料及时进行夯实，2号卸料口及上方的多孔喷头持续卸料喷洒

为夯实过程供给聚合物和矸石，待2号、4号、5号卸料口下充填满后，关闭2号、5号卸料口及

上方的喷头控制开关，同时打开6号、7号卸料口，对2号、4号、5号卸料口下的充填料及时进

行夯实，4号卸料口及上方的多孔喷头持续卸料喷洒为夯实过程供给聚合物和矸石，依次循

环直到94号卸料口下完成夯实,周而复始，完成整个采空区的充填。

[0040] 由于该矿地质条件较好，矸石带式输送机6的矸石输送量较大，为了提高充填速

度，调整自动调节多孔喷头1距卸料口25高度为15cm，调整两自动调节多孔喷头1的喷射夹

角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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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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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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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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