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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布式纵轴式掘进机能效监测及节能

运行控制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分布式纵轴式掘进机能效

监测及节能运行控制系统，涉及控制技术领域。

本系统包括数据存储系统37、人机交互操作管理

系统38、主控制系统39、节能控制模块40、节能效

果评价系统41、数据采集系统36、显示系统42、掘

进机截割头43、掘进机回转台44、装载机构45、装

运机构46、液压系统47、切割机构48、电气系统

49、喷雾降尘机构50；对掘进机的各机构以及系

统的运行参数进行监测，并对参数进行反馈调

节，减少掘进机整机正常工作时的能源消耗，同

时提高工作效率，技术进一步开发应用于掘进机

制造生产以及应用企业，可提高企业效益，同时

符合我国建设“绿色矿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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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布式纵轴式掘进机能效监测及节能运行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数据存

储系统(37)、人机交互操作管理系统(38)、主控制系统(39)、节能控制模块(40)、节能效果

评价系统(41)、数据采集系统(36)、显示系统(42)、掘进机截割头(43)、掘进机回转台(44)、

装载机构(45)、装运机构(46)、液压系统(47)、切割机构(48)、电气系统(49)、喷雾降尘机构

(50)；

所述数据存储系统(37)包括内存芯片、系统程序存储芯片、全功能监控器、核心处理器

以及智能报警系统；所述数据存储系统(37)输出端通过网络通讯分别连接所述人机交互操

作管理系统(38)、主控制系统(39)的输入端，人机交互操作管理系统(38)的输出端通过网

络通讯分别连接至主控制系统(39)、显示系统(42)的输入端；

所述主控制系统(39)包括工业级处理器、PLC智能控制系统、全功能监视器，所述PLC智

能控制系统实现对所述工业级处理器与全功能监视器进行通讯，所述主控制系统(39)的输

出端分别连接人机交互操作管理系统(38)、节能控制模块(40)的输入端；

所述节能控制模块(40)包括切割机构反馈调速控制模块、切割机构联调控制模块、掘

进机装载机构节能控制模块、掘进机装运机构节能控制模块、掘进机液压系统节能控制模

块、掘进机喷雾降尘系统节能控制模块、电气系统(49)；

所述切割机构反馈调速控制模块包括：第一信号比较器(1)、第一信号放大器(2)、第一

转速控制器(3)、切割电机(4)、第一转速‑负载耦合器(5)；所述第一信号比较器(1)以切割

机切割负载预设值作为输入信号，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一信号放大器(2)的输入端，第一信

号放大器(2)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一转速控制器(3)的输入端，第一转速控制器(3)的输出

端连接所述切割电机(4)的输入端，切割电机(4)输出切割机滚筒转速，并作为输入信号传

入所述第一转速‑负载耦合器(5)以及掘进机截割头(43)，所述第一转速‑负载耦合器(5)的

输出端连接第一信号比较器(1)的输入端；

所述切割机构联调控制模块包括：第二信号比较器(6)、第二信号放大器(7)、第二转速

控制器(8)、第一泵电机(9)、压力‑负载耦合器(10)；所述第二信号比较器(6)以切割机切割

负载预设值作为输入信号，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二信号放大器(7)输入端，第二信号放大器

(7)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二转速控制器(8)的输入端，第二转速控制器(8)的输出端连接所述

第一泵电机(9)的输入端，第一泵电机(9)输出切割机旋转及升举速度，并作为输入信号传

入所述压力‑负载耦合器(10)以及掘进机回转台(44)，压力‑负载耦合器(10)的输出端连接

第二信号比较器(6)以及切割机构(48)的输入端；

掘进机装载机构节能控制模块包括：第三信号比较器(11)、第三信号放大器(12)、第三

转速控制器(13)、第一星轮电机(14)、第二转速‑负载耦合器(15)；所述第三信号比较器

(11)以掘进机星轮负载预设值作为输入信号，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三信号放大器(12)输入

端，第三信号放大器(12)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三转速控制器(13)的输入端，第三转速控制器

(13)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一星轮电机(14)的输入端，第一星轮电机(14)输出掘进机星轮转

度，并作为输入信号传入所述第二转速‑负载耦合器(15)以及装载机构(45)，第二转速‑负

载耦合器(15)的输出端连接第三信号比较器(11)的输入端；

掘进机装运机构节能控制模块包括：第四信号比较器(16)、第四信号放大器(17)、第四

转速控制器(18)、第二星轮电机(19)、第三转速‑负载耦合器(20)；所述第四信号比较器

(16)以掘进机输送机负载预设值作为输入信号，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四信号放大器(17)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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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端，第四信号放大器(17)输出端连接所述第四转速控制器(18)的输入端，第四转速控制

器(18)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二星轮电机(19)的输入端，第二星轮电机(19)输出掘进机星轮

转度，并作为输入信号传入所述第三转速‑负载耦合器(20)以及装运机构(46)，第三转速‑

负载耦合器(20)的输出端连接第四信号比较器(16)的输入端；

掘进机液压系统节能控制模块包括：辅助泵(21)、单向阀(22)、变量泵(23)、回路安全

阀(24)、辅助泵溢流阀(25)、定/变量马达(26)，构成液压系统恒功率调节以及液压系统恒

扭矩调节；

所述液压系统恒功率调节通过所述辅助泵(21)对液压系统节能控制液压回路提供液

压动力，液压油经所述单向阀(22)进入所述变量泵(23)中，对液压油流量进行调节后输入

所述定/变量马达(26)，定/变量马达(26)切换变量状态输出机械能对液压系统进行恒功率

调节；

所述液压系统恒扭矩调节通过所述辅助泵(21)对液压系统节能控制液压回路提供液

压动力，液压油经所述单向阀(22)进入所述变量泵(23)中，对液压油流量进行调节后输入

所述定/变量马达(26)，定/变量马达(26)切换定量状态输出机械能作为所述液压系统(47)

的输入信号；

掘进机喷雾降尘系统节能控制模块包括：第五信号比较器(27)、第五信号放大器(28)、

控制器(29)、第二泵电机(30)、阀门(31)、喷雾降尘机构(50)；所述第五信号比较器(27)以

粉尘浓度预设值以及实时粉尘浓度值作为输入信号，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五信号放大器

(28)输入端，第五信号放大器(28)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控制器(29)的输入端，控制器(29)的

输出端分别连接所述第二泵电机(30)以及阀门(31)的输入端，第二泵电机(30)以及阀门

(31)协同工作，共同控制经所述喷雾降尘机构(50)输出的流量和水压并作为所述电气系统

(49)的输入信号；

掘进机设备管理系统节能控制模块包括：第六信号比较器(32)、第六信号放大器(33)、

设备管理控制系统(34)、整机系统(35)；所述第六信号比较器(32)以各系统实时负载值与

切割负载预设值作为输入信号，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六信号放大器(33)的输入端，第六信

号放大器(33)的输出端连接所述设备管理控制系统(34)的输入端，设备管理控制系统(34)

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整机系统(35)的输入端；

所述数据采集系统(36)接收来自所述切割机构(48)、装载机构(45)、装运机构(46)、液

压系统(47)、喷雾降尘机构(50)、电气系统(49)、设备管理控制系统(34)以及节能效果评价

系统(41)的数据参数，数据参数经网络通讯传入数据存储系统(37)；

所述节能控制模块(40)通过网络通讯连接节能效果评价系统(41)的输入端，同时通过

数据采集监测装置连接所述数据采集系统(36)的输入端；所述节能效果评价系统(41)为

PLC控制系统，包括电机负载效率参数评价系统、液压效率参数评价系统、功耗效率参数评

价系统、切割比能耗参数评价系统以及节能量参数评价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布式纵轴式掘进机能效监测及节能运行控制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内存芯片对掘进机各机构以及系统运行状态数据进行储存，所述核心处理

器对存储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以获取累计量统计、瞬时量统计，所述全功能监控器用于监测

各路电源供电的实时状态，所述智能报警系统，用于对数据进行整合对比并发出报警信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布式纵轴式掘进机能效监测及节能运行控制系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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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在于，所述整机系统(35)输出各系统实时负载值并根据信号对整机系统(35)各机构和

系统依次进行停机处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布式纵轴式掘进机能效监测及节能运行控制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数据采集系统(36)接收的数据参数包括负载、转速、链速、水压、油压、速度、

流量、粉尘浓度、电机电压、电流、电阻、功率。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布式纵轴式掘进机能效监测及节能运行控制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电机负载效率参数评价系统、液压效率参数评价系统、功耗效率参数评价系

统、切割比能耗参数评价系统以及节能量参数评价系统，分别对电机负载效率、液压效率、

功耗效率、切割比能耗以及节能量进行检验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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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布式纵轴式掘进机能效监测及节能运行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控制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分布式纵轴式掘进机能效监测及节能运

行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煤炭生产大国，随着自动化技术的进步，煤矿掘进效率以及掘进长度都有

了较大的突破，但由于我国地质条件复杂，使得我国煤炭采掘的矿井条件变得十分复杂，采

掘伴随着的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与日俱增。

[0003] 从现有的技术来看，我国煤巷掘进技术主要分为：煤巷综合机械化掘进、连续采煤

掘进技术、掘锚一体化掘进技术三大类，在提升掘进效率的同时所产生的能源消耗以及粉

尘、噪声污染较为严重。

[0004] 当前，国内外对于机器设备运行过程中，基于数据驱动的监测系统技术发展迅速，

但应用领域在通信、医疗、船舶及电力等方面较为广泛，因煤矿井巷所存在着工作环境恶

劣、供电、通信较难等问题，监测系统在机械制造方面，尤其是矿山机械方面应用相对较少。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对掘进机的各机构以及系统的运行参数进行监测，

并对参数进行反馈调节，提供一种分布式纵轴式掘进机能效监测及节能运行控制系统。

[0006] 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分布式纵轴式掘进机能效监测及节能运行控制

系统，包括：包括数据存储系统37、人机交互操作管理系统38、主控制系统39、节能控制模块

40、节能效果评价系统41、数据采集系统36、显示系统42、掘进机截割头43、掘进机回转台

44、装载机构45、装运机构46、液压系统47、切割机构48、电气系统49、喷雾降尘机构50；

[0007] 所述数据存储系统37包括内存芯片、系统程序存储芯片、全功能监控器、核心处理

器以及智能报警系统；所述内存芯片对掘进机各机构以及系统运行状态数据进行储存，所

述核心处理器对存储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以获取累计量统计、瞬时量统计，所述全功能监控

器用于监测各路电源供电的实时状态，所述智能报警系统，用于对数据进行整合对比并发

出报警信号；所述数据存储系统37输出端通过网络通讯分别连接所述人机交互操作管理系

统38、主控制系统39的输入端，人机交互操作管理系统38的输出端通过网络通讯分别连接

至主控制系统39、显示系统42的输入端；

[0008] 所述主控制系统39包括工业级处理器、PLC智能控制系统、全功能监视器，所述PLC

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对所述工业级处理器与全功能监视器进行通讯，所述主控制系统39的输

出端分别连接人机交互操作管理系统38、节能控制模块40的输入端；

[0009] 所述节能控制模块40包括切割机构反馈调速控制模块、切割机构联调控制模块、

掘进机装载机构节能控制模块、掘进机装运机构节能控制模块、掘进机液压系统节能控制

模块、掘进机喷雾降尘系统节能控制模块、电气系统49；

[0010] 所述切割机构反馈调速控制模块包括：第一信号比较器1、第一信号放大器2、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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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控制器3、切割电机4、第一转速‑负载耦合器5；所述第一信号比较器1以切割机切割负

载预设值作为输入信号，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一信号放大器2输入端，第一信号放大器2输

出端连接所述第一转速控制器3的输入端，第一转速控制器3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切割电机4

的输入端，切割电机4输出切割机滚筒转速，并作为输入信号传入所述第一转速‑负载耦合

器5以及掘进机截割头43，所述第一转速‑负载耦合器5的输出端连接第一信号比较器1的输

入端；

[0011] 所述切割机构联调控制模块包括：第二信号比较器6、第二信号放大器7、第二转速

控制器8、第一泵电机9、压力‑负载耦合器10；所述第二信号比较器6以切割机切割负载预设

值作为输入信号，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二信号放大器7输入端，第二信号放大器7输出端连

接所述第二转速控制器8的输入端，第二转速控制器8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一泵电机9的输

入端，第一泵电机9输出切割机旋转及升举速度，并作为输入信号传入所述压力‑负载耦合

器10以及掘进机回转台44，压力‑负载耦合器10的输出端连接第二信号比较器6以及切割机

构48的输入端；

[0012] 掘进机装载机构节能控制模块包括：第三信号比较器11、第三信号放大器12、第三

转速控制器13、第一星轮电机14、第二转速‑负载耦合器15；所述第三信号比较器11以掘进

机星轮负载预设值作为输入信号，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三信号放大器12输入端，第三信号

放大器12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三转速控制器13的输入端，第三转速控制器13的输出端连接所

述第一星轮电机14的输入端，第一星轮电机14输出掘进机星轮转度，并作为输入信号传入

所述第二转速‑负载耦合器15以及装载机构45，第二转速‑负载耦合器15的输出端连接第三

信号比较器11的输入端；

[0013] 掘进机装运机构节能控制模块包括：第四信号比较器16、第四信号放大器17、第四

转速控制器18、第二星轮电机19、第三转速‑负载耦合器20；所述第四信号比较器16以掘进

机输送机负载预设值作为输入信号，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四信号放大器17输入端，第四信

号放大器17输出端连接所述第四转速控制器18的输入端，第四转速控制器18的输出端连接

所述第二星轮电机19的输入端，第二星轮电机19输出掘进机星轮转度，并作为输入信号传

入所述第三转速‑负载耦合器20以及装运机构46，第三转速‑负载耦合器20的输出端连接第

四信号比较器16的输入端；

[0014] 掘进机液压系统节能控制模块包括：辅助泵21、单向阀22、变量泵23、回路安全阀

24、辅助泵溢流阀25、定/变量马达26，构成液压系统恒功率调节以及液压系统恒扭矩调节；

[0015] 所述液压系统恒功率调节通过所述辅助泵21对液压系统节能控制液压回路提供

液压动力，液压油经所述单向阀22进入所述变量泵23中，对液压油流量进行调节后输入所

述定/变量马达26，定/变量马达26切换变量状态输出机械能对液压系统进行恒功率调节；

[0016] 所述液压系统恒扭矩调节通过所述辅助泵21对液压系统节能控制液压回路提供

液压动力，液压油经所述单向阀22进入所述变量泵23中，对液压油流量进行调节后输入所

述定/变量马达26，定/变量马达26切换定量状态输出机械能作为所述液压系统47的输入信

号；

[0017] 掘进机喷雾降尘系统节能控制模块包括：第五信号比较器27、第五信号放大器28、

控制器29、第二泵电机30、阀门31、喷雾降尘机构50；所述第五信号比较器27以粉尘浓度预

设值以及实时粉尘浓度值作为输入信号，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五信号放大器28输入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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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号放大器28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控制器29的输入端，控制器29的输出端分别连接所述第

二泵电机30以及阀门31的输入端，第二泵电机30以及阀门31协同工作，共同控制经所述喷

雾降尘机构50输出的流量和水压并作为所述电气系统49的输入信号；

[0018] 掘进机设备管理系统节能控制模块包括：第六信号比较器32、第六信号放大器33、

设备管理控制系统34、整机系统35；所述第六信号比较器32以各系统实时负载值与切割负

载预设值作为输入信号，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六信号放大器33的输入端，第六信号放大器

33的输出端连接所述设备管理控制系统34的输入端，设备管理控制系统34的输出端连接所

述整机系统35的输入端，整机系统输出各系统实时负载值并根据信号对整机系统35各机构

和系统依次进行停机处理；

[0019] 所述数据采集系统36接收来自所述切割机构48、装载机构45、装运机构46、液压系

统47、喷雾降尘机构50、电气系统49、设备管理控制系统34以及节能效果评价系统41的数据

参数，包括负载、转速、链速、水压、油压、速度、流量、粉尘浓度、电机电压、电流、电阻、功率，

数据参数经网络通讯传入数据存储系统37；

[0020] 所述节能控制模块40通过网络通讯连接节能效果评价系统41的输入端，同时通过

数据采集监测装置连接所述数据采集系统36的输入端；节能效果评价系统41为PLC控制系

统，包括电机负载效率参数评价系统、液压效率参数评价系统、功耗效率参数评价系统、切

割比能耗参数评价系统以及节能量参数评价系统，分别对电机负载效率、液压效率、功耗效

率、切割比能耗以及节能量进行检验和评价。

[0021]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2] 本发明的一种分布式纵轴式掘进机能效监测及节能运行控制系统，可通过对掘进

机各系统及机构的节能控制，减少掘进机整机正常工作时的能源消耗，同时提高工作效率，

技术进一步开发应用于掘进机制造生产以及应用企业，可提高企业效益，同时符合我国建

设“绿色矿山”的理念。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掘进机整机控制原理图；

[0024] 其中36‑数据采集系统、37‑数据存储系统、38‑人机交互操作管理系统、39‑主控制

系统、40‑节能控制模块、41‑节能效果评价系统、42‑显示系统；

[0025]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掘进机整机控制结构图；

[0026] 其中43‑掘进机截割头、44‑回转台、45‑装载机构、46‑装运机构、47‑液压系统、48‑

切割机构、49‑电气系统、50‑喷雾降尘机构；

[0027] 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切割机构反馈调速控制模块原理图；

[0028] 其中1‑第一信号比较器、2‑第一信号放大器、3‑第一转速控制器、4‑切割电机、5‑

第一转速‑负载耦合器；

[0029] 图4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切割机构联调控制模块原理图；

[0030] 其中6‑第二信号比较器、7‑第二信号放大器、8‑第二转速控制器、9‑第一泵电机、

10‑压力‑负载耦合器；

[0031] 图5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掘进机装载机构节能控制模块原理图；

[0032] 其中11‑第三信号比较器、12‑第三信号放大器、13‑第三转速控制器、14‑第一星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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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15‑第二转速‑负载耦合器；

[0033] 图6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掘进机装运机构节能控制模块原理图；

[0034] 其中16‑第四信号比较器、17‑第四信号放大器、18‑第四转速控制器、19‑第二星轮

电机、20‑第三转速‑负载耦合器；

[0035] 图7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掘进机液压系统节能控制模块原理图；

[0036] 其中21‑辅助泵、22‑单向阀、23‑变量泵、24‑回路安全阀、25‑辅助泵溢流阀、26‑

定/变量马达；

[0037] 图8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掘进机喷雾降尘系统节能控制模块原理图；

[0038] 其中27‑第五信号比较器、28‑第五信号放大器、29‑控制器、30‑第二泵电机、31‑阀

门；

[0039] 图9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掘进机设备管理系统节能控制模块原理图；

[0040] 其中，  32‑第六信号比较器、33‑第六信号放大器、34‑设备管理控制系统、35‑整机

系统；

[0041] 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人机交互操作管理系统显示界面示意图；

[0042] 图11为本发明实施例节能效果评价系统掘进机功耗效率运算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加以详细的说明。

[0044] 一种分布式纵轴式掘进机能效监测及节能运行控制系统，如图1、图2所示，包括：

包括数据存储系统37、人机交互操作管理系统38、主控制系统39、节能控制模块40、节能效

果评价系统41、数据采集系统36、显示系统42、掘进机截割头43、掘进机回转台44、装载机构

45、装运机构46、液压系统47、切割机构48、电气系统49、喷雾降尘机构50；

[0045] 所述数据存储系统37包括内存芯片、系统程序存储芯片、全功能监控器、核心处理

器以及智能报警系统；所述内存芯片对掘进机各机构以及系统运行状态数据进行储存，所

述核心处理器对存储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以获取累计量统计、瞬时量统计，所述全功能监控

器用于监测各路电源供电的实时状态，所述智能报警系统，用于对数据进行整合对比并发

出报警信号；所述数据存储系统37输出端通过网络通讯分别连接所述人机交互操作管理系

统38、主控制系统39的输入端，所述人机交互操作管理系统38的输出端通过网络通讯分别

连接至主控制系统39、显示系统42的输入端；

[0046] 所述主控制系统39包括工业级处理器、PLC智能控制系统、全功能监视器，所述PLC

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对所述工业级处理器与全功能监视器进行通讯，所述主控制系统39的输

出端分别连接人机交互操作管理系统38、节能控制模块40的输入端；

[0047] 所述节能控制模块40包括切割机构反馈调速控制模块、切割机构联调控制模块、

掘进机装载机构节能控制模块、掘进机装运机构节能控制模块、掘进机液压系统节能控制

模块、掘进机喷雾降尘系统节能控制模块、电气系统49；

[0048] 所述切割机构反馈调速控制模块如图3所示，包括：第一信号比较器1、第一信号放

大器2、第一转速控制器3、切割电机4、第一转速‑负载耦合器5；所述第一信号比较器1以切

割机切割负载预设值作为输入信号，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一信号放大器2输入端，第一信号

放大器2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一转速控制器3的输入端，第一转速控制器3的输出端连接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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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电机4的输入端，切割电机4输出切割机滚筒转速，并作为输入信号传入所述第一转速‑

负载耦合器5以及掘进机截割头43，所述第一转速‑负载耦合器5的输出端连接第一信号比

较器1的输入端；

[0049] 本实施例中将切割电机转速耦合变换后的切割负载值与系统切割负载预设值比

较并作为反馈信号，对切割头转速进行调整。当切割头负载超过预设负载时，降低滚筒转

速，直至达到或低于切割头预设负载。

[0050] 所述切割机构联调控制模块如图4所示，包括：第二信号比较器6、第二信号放大器

7、第二转速控制器8、第一泵电机9、压力‑负载耦合器10；所述第二信号比较器6以切割机切

割负载预设值作为输入信号，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二信号放大器7输入端，第二信号放大器

7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二转速控制器8的输入端，第二转速控制器8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一泵

电机9的输入端，第一泵电机9输出切割机旋转及升举速度，并作为输入信号传入所述压力‑

负载耦合器10以及掘进机回转台44，压力‑负载耦合器10的输出端连接第二信号比较器6以

及切割机构48的输入端；

[0051] 本实施例中将泵电机油压压力耦合变换后的切割负载值与系统切割负载预设值

比较并作为反馈信号，对旋转台的旋转、举升速度进行调整。当切割头负载超过预设负载

时，降低旋转台水平转速或举升速度，直至达到或低于切割头预设负载。

[0052] 掘进机装载机构节能控制模块如图5所示，包括：第三信号比较器11、第三信号放

大器12、第三转速控制器13、第一星轮电机14、第二转速‑负载耦合器15；所述第三信号比较

器11以掘进机星轮负载预设值作为输入信号，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三信号放大器12输入

端，第三信号放大器12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三转速控制器13的输入端，第三转速控制器13的

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一星轮电机14的输入端，第一星轮电机14输出掘进机星轮转度，并作为

输入信号传入所述第二转速‑负载耦合器15以及装载机构45，第二转速‑负载耦合器15的输

出端连接第三信号比较器11的输入端；

[0053] 本实施例中将星轮电机转速耦合变换后的星轮负载值与系统星轮负载预设值比

较并作为反馈信号，对星轮转速进行调整。当星轮负载超过预设负载时，降低星轮转速，直

至达到或低于星轮预设负载。

[0054] 掘进机装运机构节能控制模块如图6所示，包括：第四信号比较器16、第四信号放

大器17、第四转速控制器18、第二星轮电机19、第三转速‑负载耦合器20；所述第四信号比较

器16以掘进机输送机负载预设值作为输入信号，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四信号放大器17输入

端，第四信号放大器17输出端连接所述第四转速控制器18的输入端，第四转速控制器18的

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二星轮电机19的输入端，第二星轮电机19输出掘进机星轮转度，并作为

输入信号传入所述第三转速‑负载耦合器20以及装运机构46，第三转速‑负载耦合器20的输

出端连接第四信号比较器16的输入端；

[0055] 本实施例中将星轮电机转速耦合变换后的输送机负载值与输送机负载预设值比

较并作为反馈信号，对星轮转速进行调整。当输送机负载超过预设负载时，降低星轮转速，

直至达到或低于输送机预设负载。

[0056] 掘进机液压系统节能控制模块如图7所示，包括：辅助泵21、单向阀22、变量泵23、

回路安全阀24、辅助泵溢流阀25、定/变量马达26，构成液压系统恒功率调节以及液压系统

恒扭矩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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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所述液压系统恒功率调节通过所述辅助泵21对液压系统节能控制液压回路提供

液压动力，液压油经所述单向阀22进入所述变量泵23中，对液压油流量进行调节后输入所

述定/变量马达26，定/变量马达26切换变量状态输出机械能对液压系统进行恒功率调节；

[0058] 所述液压系统恒扭矩调节通过所述辅助泵21对液压系统节能控制液压回路提供

液压动力，液压油经所述单向阀22进入所述变量泵23中，对液压油流量进行调节后输入所

述定/变量马达26，定/变量马达26切换定量状态输出机械能作为所述液压系统（47）的输入

信号；

[0059] 本实施例中液压系统根据掘进机工作实时负载调节变量泵排量，从而调节液压马

达转速和功率，保证掘进机液压系统恒功率/恒转矩起动。

[0060] 掘进机喷雾降尘系统节能控制模块如图8所示，包括：第五信号比较器27、第五信

号放大器28、控制器29、第二泵电机30、阀门31、喷雾降尘机构50；所述第五信号比较器27以

粉尘浓度预设值以及实时粉尘浓度值作为输入信号，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五信号放大器28

输入端，第五信号放大器28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控制器29的输入端，控制器29的输出端分别

连接所述第二泵电机30以及阀门31的输入端，第二泵电机30以及阀门31协同工作，共同控

制经所述喷雾降尘机构50输出的流量和水压并作为所述电气系统49的输入信号；

[0061] 本实施例中将泵电机水压耦合变换后的粉尘浓度值与系统粉尘浓度预设值比较

并作为反馈信号，对水压进行调整。当粉尘浓度高于预设值时，增大喷雾水流量和水压，直

至粉尘浓度达到或小于预设值。

[0062] 掘进机设备管理系统节能控制模块如图9所示，包括：第六信号比较器32、第六信

号放大器33、设备管理控制系统34、整机系统35；所述第六信号比较器32以各系统实时负载

值与切割负载预设值作为输入信号，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六信号放大器33的输入端，第六

信号放大器33的输出端连接所述设备管理控制系统34的输入端，设备管理控制系统34的输

出端连接所述整机系统35的输入端，整机系统输出各系统实时负载值并根据信号对整机系

统35各机构和系统依次进行停机处理；

[0063] 本实施例中当掘进机实时切割负载长时间为零、设备检修等需要关停掘进机进行

作业时，关停与之相关的所有掘进设备，当各运输设备完成运输任务后，依次关停运输设

备。

[0064] 所述数据采集系统36接收来自所述切割机构48、装载机构45、装运机构46、液压系

统47、喷雾降尘机构50、电气系统49、设备管理控制系统34以及节能效果评价系统41的数

据，包括负载、转速、链速、水压、油压、速度、流量、粉尘浓度、电机电压、电流、电阻、功率；参

数经网络通讯传入所述数据存储系统37；

[0065] 所述节能控制模块40通过网络通讯连接节能效果评价系统41的输入端，同时通过

数据采集监测装置连接所述数据采集系统36的输入端；节能效果评价系统41为PLC控制系

统，包括电机负载效率参数评价系统、液压效率参数评价系统、功耗效率参数评价系统、切

割比能耗参数评价系统以及节能量参数评价系统，分别对电机负载效率参数、液压效率参

数、功耗效率参数、切割比能耗参数以及节能量参数进行检验和评价。

[0066] 本实施例以悬臂式掘进机作为实验对象，搭载以SDN(Software  Defined 

Network)技术为支撑，基于网络通讯，对所述控制系统建立通讯数据融合决策，实现接收数

据整合分析，通过开发以元数据为核心，实现掘进机状态感知与外界有线无线连接，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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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采用ARM  Cortex‑A8  CPU  架构的处理器，信号比较器采用电压信号比较器，运用LM393

双电压比较器集成电路；信号放大器采用FBX矿用隔爆型信号放大器；转速控制器采用

RS485总线控制微型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器一体机；所述耦合器采用KTA10系列矿用光电安

全耦合器。另外，本系统中提出的元器件应符合矿用本安防爆型要求。

[0067] 本实施例中人机交互操作管理系统38包括操作键盘与数据显示屏，进一步的，操

作键盘与所述主控制系统39相连接，数据显示屏采用320*240的液晶显示屏，人机交互操作

管理系统38显示界面示意图如图10所述：

[0068] 数据采集系统36得到掘进机各机构运行参数，通过节能效果评价系统41的PLC对

所述切割电机负载效率、液压效率、掘进机功耗效率、切割比能耗和节能量进行运算，并与

同类型未使用本发明节能调控方案掘进机进行对比，得出掘进机各机构以及整机节能效

果，并加以评价。本实施例中内置PLC选用S7‑300PLC型号，其中以掘进机功耗效率的计算为

例，计算流程图如图11所示，其它各参数运算流程与其相同。

[0069] 本实施例中一种分布式纵轴式掘进机能效监测及节能运行控制系统，通过以下步

骤运行：

[0070] 步骤1：切割机构反馈调速控制模块将切割电机转速耦合变换后的切割负载值与

系统切割负载预设值比较并作为反馈信号，对切割头转速进行调整。当切割头负载超过预

设负载时，降低滚筒转速，直至达到或低于切割头预设负载。

[0071] 步骤2：切割机构联调控制模块将泵电机油压压力耦合变换后的切割负载值与系

统切割负载预设值比较并作为反馈信号，对旋转台的旋转、举升速度进行调整。当切割头负

载超过预设负载时，降低旋转台水平转速或举升速度，直至达到或低于切割头预设负载。

[0072] 步骤3：掘进机装载机构节能控制模块将星轮电机转速耦合变换后的星轮负载值

与系统星轮负载预设值比较并作为反馈信号，对星轮转速进行调整。当星轮负载超过预设

负载时，降低星轮转速，直至达到或低于星轮预设负载。

[0073] 步骤4：掘进机装运机构节能控制模块将星轮电机转速耦合变换后的输送机负载

值与输送机负载预设值比较并作为反馈信号，对星轮转速进行调整。当输送机负载超过预

设负载时，降低星轮转速，直至达到或低于输送机预设负载；

[0074] 步骤5：液压系统根据掘进机工作实时负载调节变量泵排量，从而调节液压马达转

速和功率，保证掘进机液压系统恒功率/恒转矩起动；

[0075] 步骤6：喷雾降尘系统节能控制模块将泵电机水压耦合变换后的粉尘浓度值与系

统粉尘浓度预设值比较并作为反馈信号，对水压进行调整。当粉尘浓度高于预设值时，增大

喷雾水流量和水压，直至粉尘浓度达到或小于预设值；

[0076] 步骤7：在满足供电电压的情况下，提高供电电压等级；

[0077] 步骤8：当掘进机实时切割负载长时间为零、设备检修等需要关停掘进机进行作业

时，关停与之相关的所有掘进设备，当各运输设备完成运输任务后，依次关停运输设备；

[0078] 步骤9：节能效果评价系统对掘进机节能性能采用掘进机切割电机负载效率、液压

效率、掘进机功耗效率、切割比能耗和节能量评价。

[0079]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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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权利要求所限

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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