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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煤矿大型液压支架快速安装技术

张斌斌
（山寨煤矿， 甘肃 华亭　 ７４４１００）

　 　 摘　 要： 针对液压支架安装期间存在的问题， 以山寨煤矿 １１０５２ 工作面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液

压支架结构， 采区地质条件分析、 采用方案对比、 模拟运输、 模拟转向等方法， 确定支架解体运输

方案， 解决了小煤柱施工绞车硐室困难， 优化开切眼断面确保支架能够顺利运输并进行转向。 实践

证明， ＺＦ１００００ ／ ２０ ／ ３２Ｈ 型支架解体为三部分， 能够满足支架部件在巷道运输； 支架顶盖采用专用

装车平台进行快速安全运输； 开切眼断面设计为宽 ８ｍ， 高 ３ ２ｍ， 切眼上部车场设计为长 ７０ｍ， 满

足支架调向及快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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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矿井开采深度的增加， 矿压显现逐渐增强，
原有的液压支架在支撑力等方面难以满足工作面需

求， 新支架外形参数方面将比原有的支架增长、 增

高、 增重， 由于受主运输井筒断面及绞车提升能力

限制， 新支架难以整架运输， 为提高支架安装速度，
确保矿井正常接续， 通过对目前国内外液压支架的

拆装及运输设备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并在此基础

上结合实际运输安装环境， 根据山寨煤矿特有的地

质条件， 对支架解体参数、 支架运输方式、 开切眼

断面、 切眼上部车场断面及参数进行优化设计［１］。

１　 工程概况

山寨煤矿 １１０５２ 工作面设计开采煤层为煤 ５ 层，
该煤层倾角 ８° ～ ９°， 平均倾角 ８ ５°， １１０５２ 工作面

走向长度 ４７５ｍ， 采用分层开采， １１０５２ 为 １１０５１ 工

作面下分层开采工作面。

２　 支架快速安装方案

２ １　 支架解体方案

受井筒断面及绞车提升能力限制， 大型支架入

１０１

第５１卷第５期
　 　 　 　 　 　 　 　 　 　 　 　

煤　 炭　 工　 程
ＣＯ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Ｖｏｌ ５１， Ｎｏ ５



井前先采取解体后运输， 分装分运至组装位置， 在

支架组装硐室进行组装， 然后运至 １１０５２ 开切眼进

行安装。 通过对井筒断面及采区巷道高度、 宽度等

参数分析， 确定将普通支架解体为三部分， 即底座、
尾梁、 顶盖； 过渡架解体为四部分， 即底座、 尾梁、
立柱、 顶盖。
２ ２　 支架运输方案

支架长 ７ ４ｍ， 宽 １ ５ｍ， 重量为 ２７ｔ， 支架解体

后顶盖比平板车长， 在倾斜巷道运输时存在绳头与

平板车连接的问题， 根据矿井倾斜巷道倾角及设备

参数分析， 满足支架顶盖运输时， 支架顶盖需高于

平板车 ０ ５ｍ， 支架运输时绞车绳头与运输车顶盖末

端不会接触， 能确保支架顶盖运输安全， 防止支架

顶盖运输时翻车， 根据支架参数研究设计了支架顶

盖运输平台［２，３］， 解决了支架运输困难的问题。 支架

顶盖运输平台设计示意图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支架顶盖装车平台示意图（ｍｍ）

２ ３　 大型液压支架快速安装方案

根据支架运输方式， 结合矿井巷道布置情况及

采区巷道分布情况， 提出以下两种方案： ①方案一，
支架解体后分件运至 １１５０ 车场进行组装， 然后整架

运至 １１０５２ 开切眼进行安装； ②方案二， 支架解体

后运至 １１０５２ 开切眼进行组装， 组装后进行安装。
现就两种方案进行比较， 结果见表 １。 通过方

案比较， 结合采区巷道布置情况， 方案二优于方案

一， 方案一需要人员较多， 人员分布分散， 作业点

较多， 且方案一不利于车辆调度， 综合考虑， 最终

选择方案二。
表 １　 方案比较表

比较项目 方案一 方案二

前期工程
扩掘支架组装硐室： 长×宽
×高＝ １０ｍ×４ｍ×４ ２ｍ

１１０５２ 回风巷扩掘支架组
装硐室及调度车场 ８０ｍ

设备运输
支架分件运输至 １１５０ 车
场， 组装后整架运至切眼
上口

支架需要分件运输至切
眼上口

组装工艺 组装硐室进行组装 组装硐室进行组装

工期
安装一台支架需要 ３ ５ｈ，
每天可安装 ６ 台支架

安装一台支架需要 ４ｈ，
每天可安装 ６ 台支架

３　 快速安装关键技术

３ １　 开切眼优化设计

ＺＦ１００００ ／ ２０ ／ ３２Ｈ 大型液压 支 架 长 ７ ４ｍ， 高

２ｍ， 根据支架在安装叉车上面的位置关系， 进行模

拟调向， 模拟调向示意图如图 ２ 所示。 通过调向模

拟图分析， 切眼宽度需要达到 ８ ０ｍ 才能满足支架在

切眼顺利调向［４，５］， 根据支架高度， 最终将切眼断面

设计为高 ３ ２ｍ， 净断面宽度为 ８ ０ｍ。

图 ２　 支架切眼模拟调向示意图（ｍｍ）

按照初期设计， 开切眼坡度为 ３°， 支架安装期

间， 坡度平缓存在设备在切眼运输困难的问题， 容

易出现卡道， 运输不畅， 严重影响支架安装进度，
为满足切眼顺利运输， 在开切眼设计时将 １１０５２ 运

输巷最后 ２０ｍ 整体底板进行挖底， 挖底量为 １ｍ， 此

时切眼坡度调整为 ５°， 满足设备运输［６，７］。
３ ２　 切眼上部调度车场优化设计

通过分析开切眼上口巷道状况， 结合设备运输

距离及长度等参数， 支架组装位置设计在 １１０５２ 开

切眼距离煤壁 １０ｍ 处， 采用液压支架起吊装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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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组装， 根据设备安装要求， 需要在切眼上部布

置一个临时调度车场， 实现支架连续运输， 提高工

作效率， 通过分析， １１０５２ 回风巷最后 ７０ｍ 设计为

大断面， 巷道宽度由 ５ｍ 增加为 ６ ｍ， 然后在 ７０ｍ 大

断面巷道处铺设双轨道， 安装渡线道岔， 形成闭合

车场［８］。
１１０５２ 回风巷与原 １１０４ 运输巷间留有 ６ｍ 煤柱，

开切眼上口绞车硐室茬面距离十字道中心线距离不

得小于 １０ｍ， 按照正常掘进将损坏煤柱， 通过分析，
在 １１０５２ 回风巷距离开切眼最后 １０ｍ 距离掘进时将

巷道中线向下偏移 ２ｍ， 角度为 １１°， 即在距离切眼

上帮 １０ｍ 处转弯掘进， 掘进 １０ｍ 后开始正常掘进。
上部车场示意图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上部车场示意图（ｍ）

３ ３　 支架运输方案

根据支架解体后的部件， 对支架顶盖加工装车

平台， 由于 １１０５２ 工作面共安装 ９３ 台普通架及 ５ 台

过渡架， 为满足支架顶盖运输需要， 设计加工 １２ 辆

支架顶盖运输平台； 支架部件运输至二采区回风大

巷无极绳绞车机头处， 根据无极绳绞车运输能力，
将支架顶盖与尾梁整体运输， 然后运输支架底座，
每天可节约 ６ｈ。
３ ４　 支架快速安装技术

支架组装采用液压支架起吊装置， 将支架尾梁

及顶盖运输至支架组装硐室下方， 利用液压支架起

吊装置将支架顶盖与尾梁起吊后进行对位安装， 利

用切眼上部运输绞车将支架底座拉移至顶盖下方，
进行对位安装， 完善管路及其余部件， 即完成支架

组装工作。
支架安装时采用 ＮＣ－２０ ／ ３０ 安装叉车［９，１０］， 支

架组装完成后， 利用上口运输绞车将支架整体运输

至切眼上口十字道位置， 操作安装叉车使之与运输

支架平板车平齐， 开启回风巷末端安装的小绞车，
慢速将支架和大平板一起拽拉到四角道岔处停稳，
用木楔将大平板刹稳， 再调整安装叉车与大平板车

的位置， 使安装叉车的前沿正对准大平板车的侧面，
便于支架的二次卸装， 即将支架从大平板车上滑移

到安装叉车上； 操作安装叉车左右两侧操纵阀组使

安装叉车两侧防倒张紧装置的油缸伸出， 采用双股

１８ｍｍ 的钢丝绳围绕支架立柱缠绕一圈， 钢丝绳绳头

与安装叉车油缸连接， 防止支架向下方倾倒， 然后

剪开捆绑支架的钢筋并卸下固定螺栓； 操作左、 右

两侧操纵阀使推架装置的油缸前段的椭圆形拉块与

液压支架的椭圆形孔连接好， 收缩推拉缸， 将液压

支架拉上安装叉车， 完成支架的卸车跟装车， 再撤

走平板车； 操作安装叉车紧缩缸阀组， 将液压支架

固定在安装叉车上， 开启 ３０ｔ 安装绞车， 缓慢将安

装叉车向下移动 ２ｍ， 便于支架进行转向； 操作转盘

控制阀组， 调整推拉缸配合转盘， 使液压支架在安

装叉车上逆时针旋转 ９０°， 此时支架头部朝下， 尾梁

朝绞车硐室方向。 将液压支架与叉车横梁上的锁紧

缸锁紧， 将安装叉车的两个油缸牵引链挂在液压支

架底座的吊装孔上； 发送绞车开车信号， 缓慢开启

绞车， 将支架运输至距支架安装位置 ５ｍ 处（即支架

前梁距上一台安装好的支架顶盖 １ ０ｍ 处）； 操作安

装叉车左右两侧阀组， 调整升降板的高度， 确保支

架在此处能够顺利转向， 操作安装叉车升降板转向

阀组， 使支架连同升降板顺时针旋转 ９０°， 此时支架

前梁朝开切眼煤壁侧， 尾梁朝切眼老塘侧； 连接液

压支架管路， 操作阀组， 使支架升起接顶， 人员撤

入安全区域后， 由专人松开紧锁缸， 推出推拉缸，
将液压支架推下叉车， 然后利用单体柱配合操作，
将支架打移至安装位置， 升起支架与顶部紧贴， 伸

出前探梁和侧护板， 伸出推拉杆与前部输送机连接，
即完成普通支架安装工艺。
３ ５　 上口 ３ 台过渡架快速安装技术

上口 ３ 台过渡架安装前回撤安装绞车、 安装叉

车、 四角道岔， 支架安装时采用插序的方式， 即 ３
号过渡架→５ 号过渡架→４ 号过渡架， 过渡架组装采

用液压支架起吊装置进行组装， 安装前重新铺设轨

道至 ４ 号过渡架安装位置正下方， 在正上方打设起

吊锚索， 每个起吊点打设 ４ 根起吊锚索， 采用 ４ 台

１０ｔ 倒链对 ３ 号过渡支架进行起吊卸车， 然后利用单

体柱将支架运移至 ３ 号过渡架安装位置。
５ 号过渡架运输至切眼上部车场后， 利用上口

１４ｔ 绞车拉移至 ４ 号过渡架安装位置， 利用 ４ 台 １０ｔ
倒链起吊的方式卸车， 然后利用单体柱将 ５ 号支架

向上口安装绞车硐室运移 ２ｍ， 留足 ４ 号支架安装

位置。
４ 号过渡支架运至切眼上部车场后， 利用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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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ｔ 绞车拉移至安装位置， 利用 ４ 台 １０ｔ 倒链起吊的

方式进行卸车， 然后利用单体柱将支架进行调整至

最终安装位置， 待 ４ 号过渡架安装完成后将 ５ 号过

渡架利用单体柱移至具体安装位置， 完成支架安装。

４　 结　 论

１） 通过实践， 将支架解体后分件打运， 解决了

支架整架运输困难的问题， 通过专用装车平台确保

支架顶盖安全顺利运输。
２） 切眼上部车场， 解决了存车与倒车、 支架组

装与无极绳绞车运输并列的问题， 上部车场设计为

７０ｍ， 采用闭合车场， 支架组装与运输能够接替

进行。
３） 通过模拟分析优化后的开切眼设计， 实现了

支架顺利运输及调向， 正常每天安装 ６ 台支架， 最

快一天安装 ９ 台支架， 单班安装 ３ 台支架， 实际比

计划节约 ３ｄ 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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