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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面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协同自适应控制模型设计
付 翔，王然风
( 太原理工大学 矿业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

摘

030024 )

要：液压支架跟机与乳化液泵供液系统协同控制是工作面综采设备智能化的重要体现，根

据液压支架群组跟机时顺序动作对乳化液泵供液流量的多变性和时效性要求，设计了工作面
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协同自适应控制模型。以适应液压支架动作的稳压供液原理为研究思
路，根据多泵+变频供液系统的流量调节特点，提出了交叠关系的供液与液压支架协同动作控
制逻辑。基于机制主义人工智能理论和多响应优化满意度函数法，设计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
的协同自适应控制模型及其智能生成机制。应用Matlab与AMESim联合仿真进行验证，取得预
期效果。
关健词：液压支架；乳化液泵；稳压供液；自适应控制；协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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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ve self-adaptive control model of fluid feeding system and
hydraulic supports in working face
FU Xiang，WANG Ranfeng
( College of Mining Engineering，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aiyuan 030024，China )

Abstract：The cooperative control for the hydraulic support following and the emulsion pumps fluid feeding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intelligentization of the fully mechanized mining equipment in the working face. According to the variability and timeliness requirements of hydraulic supports group’s sequential action for the emulsion pump fluid feeding flow，the cooperative self-adaptive control model of fluid feeding system and hydraulic supports in working face has been design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fluid feeding method with steady pressure adapted
to the operation of hydraulic support，and according to the flow reg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ump and variablefrequency fluid supply system，the control logic of the overl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fluid feeding system and hydraulic supports cooperative action is put forward. Based on mechanisti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ory and multiresponse optimization satisfaction function method，a cooperative adaptive control model for hydraulic support and its
intelligent generation mechanism are designed. The joint simulation of Matlab and AMESim is used to verify the results，and the expected results are achieved.
Key words：hydraulic support；emulsion pump；fluid feeding with steady pressure；self-adaptive control；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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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煤矿智能化、少人化甚至无人化开采技术与装

作所需的稳压供液流量不尽相同，尤其是前后顺序



。综采工作面各装备系

液压支架动作的供液流量差别较大，供液流量调节

统协同、耦合、有序、系统的控制运行是智能开采亟

受到供液系统驱动方式和执行机构的影响，可能无

备仍需持续攻关与突破



待研究和发展的重要目标 。其中，液压支架系统

法及时完成流量调节任务。因此，尽管稳压供液可

与乳化液泵供液系统共同组成了工作面液压系统，

实现液压支架单个动作过程快速稳定运行，但液压

两者密不可分。实际生产中液压支架控制策略的

支架群组跟机快速稳定运行则需考虑液压支架与

常态化应用受到液压动力的制约，乳化液泵供液系

供液2者的协作逻辑和控制参数。

统的供液能力直接影响液压支架执行动作的驱动

鉴于此，本文将以适应液压支架动作的稳压供

力、速度、稳定性等。充足稳定的供液流量是液压

液方法为研究起点，通过对液压支架与供液协同控

支架快速跟机移架的基本动力保障，不仅可以保证

制的逻辑设计、控制系统建模、仿真验证等方法，深

液压支架跟随采煤机快速推进，提高工作面生产效

入研究供液与液压支架协同自适应控制模型与机

率，而且可以降低时间因素导致的围岩体刚度下

制。



降，提高顶板岩层结构的自承能力 。然而，不同类
型和数量的液压支架动作对供液流量的需求差别

1

适应液压支架动作特征的稳压供液原理

较大，液压支架动作时系统压力变化表征了当前动

衡量供液动力的主要指标是供液流量和系统

作的供液流量是否充足稳定。实际生产中，2类压

压力，液压支架动作时系统压力变化表征了当前动

力特征制约了液压支架控制策略的常态化应用：压

作的供液流量是否充足稳定。图1为井下工作面液

力下降造成液压支架动作迟缓，甚至无法克服负

压支架跟机循环动作过程的实测压力数据，压力传

载，控制策略的执行目标难以有效完成；压力波动

感器设置在供液系统总管压力测点处，其供液流量

造成液压支架动作颤动，影响液压支架控制精度，

为额定400 L/min。

且长期压力波动容易损坏液压元件，增加液压系统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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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等采用多个乳化液泵并联加卸载驱动方

压力/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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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工作面液压支架跟机运行过程中液压系

式，提出多泵联动供液控制方法：通过设定阈值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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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采用单台乳化液泵变频驱动方式，分别提出基于

液压支架跟机过程的液压系统压力变化特征
Pressure characteristics of hydraulic system in
hydraulic support following process

PID、模糊、Elman神经网络等算法的变频恒压供液

由图1可知：当前井下400 L/min额定供液方式

控制方法：通过判断系统压力状态及其变化规律，
控制变频改变乳化液泵转速，调节供液流量以控制

存在压力下降和压力波动2类特征。液压支架跟机

系统压力在目标值附近。上述研究中，多泵联动方

过程的负载特性为：不同类型和数量的液压支架动

法控制精度较低，变频恒压方法响应速率较慢，且2

作对供液流量的需求不同，造成压力特征差异明

者仅以压力为控制条件和目标，缺乏与液压支架动

显；液压支架跟机控制流程可能会造成前后顺序液

作协同关联，控制方法难以适应液压支架群组跟机

压支架动作供液流量的需求差异较大，压力阶跃突

过程组合动作多变、时效的供液要求。

变性明显；液压支架按照一定控制流程动作，造成

供液系统针对不同液压支架组合动作输出相

压力特征按照此流程规律性变化。
根据液压支架动作的负载特性，笔者提出适应

应充足稳定的供液流量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
基于此，笔者团队

 

提出适应液压支架动作的稳

压供液方法。然而，不同类型和数量的液压支架动

液压支架动作的稳压供液原理

 

，即供液系统根

据液压支架不同动作特征，输出相应的稳压供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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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使整个液压支架动作过程的液压系统压力在限

进入液压支架系统，液压支架的各个动作液压缸通

定范围内趋于平稳，不出现波动。理想的稳压供液

过相应的电液换向阀控制，使液压缸注液或排液，

压力特征曲线如图2所示。

借助液压能推动负载，完成各个支架动作，液压缸
排出的乳化液经过回液管路返回供液系统的液压

p
p
p

箱，形成液压循环。工作面支架液压系统原理如图
3所示。

稳压供液

3
2

4
56

1
p
支架
不动作

支架动作过程

p—卸载压力设定；p —加载压力设定
p—支架动作开始时的压力值

图2
Fig. 2

支架
不动作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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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稳压供液过程的压力曲线

Ideal process curve of fluid feeding with steady pressure

14
15

供液系统输出稳压供液流量可使液压支架动
作过程的压力在卸载-加载压力限定范围内缓慢变

16

19

化，低于该流量会导致压力下降( 供液不足 )，高于该

17

流量会导致压力波动( 供液过足 )，因此稳压供液流

18

量是适应液压支架动作负载的最大有效流量。稳

图3
Fig. 3

压供液原理是一种适应负载的液压控制思路，特点

Schematic diagram of supports hydraulic
system system in working face

是以液压支架动作特征作为负载特性，其目标是构
建液压支架动作特征-供液流量的自适应负载系

工作面支架液压系统原理

1—刮板输送机；2—支架底座；3—支架顶梁；4—支架立柱；5，19—安全
阀；6—液控单向阀；7—电液换向阀；8—推移千斤顶；9—进液管路；10—

统。与压力闭环控制相比，稳压供液可根据液压支

回液管路；11—蓄能器；12—压力传感器；13—卸荷阀；14—高压过滤器；

架动作流程提前适配供液流量并保持定量，具有一

15—单向阀；16—乳化液泵；17—吸液过滤器；18—供液箱

定的超前控制特性。
然而，稳压供液的应用仍然受到供液系统执行
机构动作速率的制约。由于不同液压支架动作类
型所需的稳压供液流量不尽相同，尤其是前后顺序
液压支架动作的稳压供液流量差别可能较大，这同
样要求供液系统的流量调节应快速、准确地响应。

为满足液压支架不同运行阶段的多变动作的
充足供液动力需求，供液系统应当具备大范围、高
精度的流量调节功能和卸载-恢复压力限制电控功
能。因此，目前主流为液压支架配套的供液系统多

此外，工作面智能化目标旨在实现多约束条件
下的设备群组动作工艺生成逻辑与动态决策





采用多泵+变频供液方式

，这

要求液压支架跟机自动化程序能够与设备、环境相

，如图4所示。

多泵+变频供液系统
电控回路
工频+变频泵控柜
管液回路
400 L/min
乳化液泵

液压支架
防爆
计算机

耦合，最大限度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面条件、设
备、工艺



。因此，供液系统自适应控制方法应协

出
液
口
吸
液
口

同多变的液压支架跟机动作流程，实现液压支架跟
机过程的稳压工况供液动力的动态适配。

2

液压支架与供液系统协同逻辑

2.1

多泵+变频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配套
工作面液压系统的工作原理为：供液系统输出

一定流量的高压动力乳化液，压力液经过进液管路
036031-3

图4
Fig. 4

乳化液供液箱

回
液
口

液压支架配套多泵+变频供液系统
A fluid feeding system with multi pump and
frequency for the hydraulic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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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4所示，多泵+变频供液系统由1台工频+变



；每台乳化液泵上安

循
环
动
作

装电控卸载阀，可一定范围内控制调整卸载-恢复
压力限制。该供液系统可实现供液流量的多级粗



Δt i , i +

频与工频可以实现同步切换

ti

用“1拖4”的方式驱动4台400 L/min乳化液泵，变

调+无级精调，兼顾了流量调节的快速和精确。
交叠关系的供液与液压支架协同动作控制



ti+

2.2

逻辑
综采工作面中的采煤机、液压支架、刮板输送

支
架
动
作
SZi

,i

ti
Δti

5 000 L乳化液箱组成。其中，1台400 kW变频器采



Qi
meet by
供
液
调
控





ti,i+

路 ) 、1 台 防 爆 计 算 机 、4 台 400 L/min 乳 化 液 泵 和

供
液
调
控
SGi

Δt i +

频泵控柜( 内含1台400 kW变频器和4路工变频回

支 SGi+
架 overlap
动
作
SZi+

机的“三机”联动工艺过程本质上来说是：随着采
煤机的割煤过程，液压支架进行及时的联动支护及

图5

推溜。液压支架的跟机支护工艺为：立柱升柱支

Fig. 5

交叠关系的供液与液压支架协同动作顺序
Synergistic action sequence of fluid feeding and

hydraulic supports with overlapping relationship

撑，以液压支架为支点，推溜；降柱，以输送机为支
点，拉架。从控制角度讲，液压支架跟机支护控制

协同动作逻辑为供液调控动作SG →液压支架动作

工艺为：以采煤机为参照，液压支架多种动作的顺

SZ→…→供液调控动作SGi→液压支架动作SZi→供

序循环控制。以工作面中部液压支架的及时支护

液调控动作SGi→液压支架动作SZi→…→供液调

方式为例，当采煤机处于K号液压支架处，液压支架

控动作SGn→液压支架动作SZn( 依次循环 )。根据时

跟机控制动作工艺为：K+a号液压支架收护帮板

间世界模型，定义供液调控动作与前组液压支架动

→K-b号液压支架降柱→K-b号液压支架拉架→K-b

作的时间关系为meet by( 相遇关系 )，与后组液压支

号液压支架升柱→K-b-c号液压支架伸护帮板→K-

架动作( 调控对象 )的时间关系为overlap ( 交叠关

b-d号液压支架成组推溜→K+1+a收护帮板( 依次循

系 )。SZi 为第i个液压支架动作，SGi 为SZi 之前的供

环 )。其中，a，b，c，d为液压支架数量，根据安全距离

液流量调节动作；Qi为供液系统调控SGi的供液输出

要求分别计算。

流量；ti 为SZi 的动作时间；ti i 为SGi 的动作时间；Δti

上述液压支架动作跟机采煤机位置由不同液
压支架配合完成、循环运行，但对于供液动力的需

为SGi 与SZi 的供液与液压支架动作交叠时间；Δti i
为SZi与SZi的液压支架动作间隔时间。
供液与液压支架交叠协同逻辑充分利用多泵+

求，同一动作类型不同液压支架并无差异。因此，
可设液压支架跟机控制动作工艺共有n个液压支架

变频供液系统先快速粗调( 工频加卸载 )再精调( 变

动作类型，SZi 为第i个液压支架动作。则液压支架

频调速 )的流量调节特点，可在控制执行方面均衡供

跟机控制工艺为：SZ→SZ →…→SZi→…→SZn→

液动力响应快速性和精确性。

SZ( 依次循环 )。基于稳压供液原理的适应液压支
架动作特征的供液动力控制思路，以先调控供液动

3

力、后执行液压支架动作为交替动作顺序，可设SG

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协同自适应控制模
型与机制

为与液压支架跟机控制策略SZ协同的供液系统控

根据机制主义人工智能理论中目标导控-信息

制逻辑，其中满足液压支架动作SZi之前执行供液调

转换-知识驱动-综合决策的智能生成机制，根据多

控动作SGi使供液系统输出流量Qi，设计交叠关系的

响应优化方法，以交叠关系的供液与液压支架协同

供液与液压支架协同动作控制逻辑，如图5所示。

动作顺序为控制逻辑，以采煤机状态、液压支架群

如图5所示，准确定义交叠关系的供液与液压

组控制策略为输入，以供液控制策略为输出，构建

支架协同动作顺序为：包含n种液压支架动作类型

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协同自适应控制模型，如图6

的一轮液压支架循环动作中，液压支架与供液调控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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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
gp'i , v"
采煤机
数据

采煤机
液压
支架系统
供液系统

液压支架
系统数据
供液系统
数据

信
息
采
集
与
传
输

M,H,Ni,Ai,
Li,T,Δtii,
Q,Qi
E,V,p,p ,
Ai,Bi,Fi,θ,
p!,V!

图6
Fig. 6

液压支架跟机响应变量望目特性参数生成
g, u, l
液压支架跟机
速度函数生成

fv(QN)

液压支
架跟机
D(QN)
总体满
意度生
液压系统压力 fp(Qi)
成
变化率函数生成

规
划
计
算

Q

综
合
决
策

SG

供
液
系
统

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协同自适应控制模型

Cooperative self-adaptive control model of fluid feeding system and hydraulic supports

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协同控制模型的各个单
元运行机制如下。

)

作SZi的稳压流量Q i( 计算方法见文献[5] )。液压支
架系统数据包含：液压支架跟机动作控制顺序SZ、

( 1 ) 信息采集与传输单元：采集采煤机、液压支

液压支架n种动作类型的进液作用面积Ai( i=1，2，…，

架系统和供液系统的数据，并将相关数据分别传输

n )、出液作用面积Bi( i=1，2，…，n)、液压支架动作间

至其他相应单元。

隔时间Δti i(i=1，2，…，n )、液压支架动作所需克服

具体的采煤机数据包含：采煤机速度v#；供液系

阻力与动作速度之间的线性比例系数θ、液压缸活

统数据包含：变频调速额定时间T$、单台乳化液泵额

塞行走距离Li(i=1，2，…，n )、液压支架动作负载力

定流量Q%、供液系统加载压力设定值p&、供液系统卸

Fi(i=1，2，…，n )、液压支架架间距H、液压支架同时跟

载压力设定值p' 、蓄能器的额定压力p( 、V0蓄能器的

机移架支护的数量M。
( 2 ) 液压支架跟机速度函数生产单元：利用Ni，

额定体积V(、从泵的高压腔、联接管道容纳的乳化液

)

的容积V、乳化液的实际弹性模量E、液压支架动作

Ai，Li，Q%，T$，Δti i，Q i等数据，根据式( 1 )实时生成液

SZi 时液压系统压力变化率目标值gp'i 、液压支架动

压支架系统跟机速度函数。

MH

2
 

  N A L  Qe sgn   Qi    Qi 1     Qi    Qi 1  T  t 













i
i
i
i

1
i
f
,
 n 
2Tf

 Qe   Qe     Qe   Qe 



 ti, i1 
Q
 i1
i

vz   


 


MH

 n  Ni Ai Li

 ti, i1 

*

 i1  Qi

式( 1 )为交叠协同逻辑下理论推导的液压支架


(Qi ≤ Qi* )

(1)
(Qi*Qi* )

应的供液流量数列为QN=[Q，Q ，…，Qn]，以QN为自

，其中，Ni 为SZ+ 的液压缸同时动作

变量，可将式( 1 )记为vz=fv( QN )，以此构建了当前液压

数量；Ai 为SZi 的液压缸进液作用面积；Li 为SZi 的液

支架控制策略条件下，供液流量调控策略与液压支

压缸活塞行走距离；sgn( )指取括号内符号；{}指取括

架系统跟机速度的函数。

跟机速度方程

号内数值的小数部分，如{Qi/Q%}可表示Qi 输出流量

( 3 ) 液压系统压力变化率函数生成单元：利用

下变频驱动泵输出流量与泵额定流量之比；Q%为单

E，V，p' ，p& ，Ai ，Bi ，Fi ，θ，p( ，V( 等数据，根据式( 2 )生成

台乳化液泵额定流量；T$为变频调速额定时间，即转

交叠协同逻辑下理论推导的液压系统压力变化率

速从零加速到额定转速所需时间，由变频器设定。

函数

-

Ni ，Ai ，Li ，Q% ，T$ ，Δti i, ，Q i 等参数由液压系统固定属
性和液压支架控制策略决定，设为定参。设包含n
种液压支架动作类型的一轮液压支架循环动作对
036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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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i为液压支架动作Si需要克服的负载力，与速

示。

度无关，考虑为常数；Ai 为Si 的液压缸进液作用面
积；Bi 为Si 的液压缸出液作用面积；θ为动作所需克
服阻力与动作速度之间的线性比例系数；E为乳化
液的实际弹性模量；V为从泵的高压腔、联接管道容
纳的乳化液的容积；p( 为蓄能器的额定压力；V( 为
蓄能器的额定体积；p&为供液系统加载压力设定值；
p' 为供液系统卸载压力设定值。E，V，p' ，p& ，Ai ，Bi ，
Fi，θ，p( ，V( 等参数由液压系统固定属性和液压支架
控制策略决定，设为 固定参数 。设Qi 为自变量。可
记式( 2 )为p'i=fp( Qi )，以此构建了当前液压支架动作

D   d11 d22    dnn11    j
1

(5)

其中，ωj为dj的权重，满足0<ωj<1且∑ωj=1，可记液压
支架跟机总体满意度函数 D=fD( QN )，其中 QN=[Q ，
Q ，…，Qn]，为包含n种液压支架动作类型的一轮液

压支架循环动作对应的供液流量数列。
( 5 ) 规划计算单元：根据总体满意度函数 D=
fD( QN )，定义-D 为目标函数( 最大化转为最小化问

题 )，QN 为决策变量，令-D 最小化，使总体满意度最
大，进行规划计算，得到最优供液流量数列QN。
( 6 ) 综合决策单元：根据SZ和 QN 转换生成供液

的 供 液 流 量与 系 统 加 载时 压 力 变 化率 的 函 数 关

自适应控制策略，并送至供液系统执行。转换方法

系。
( 4 ) 液压支架跟机响应指标望目特性参数生成

具体为：根据图5所示的交叠关系的供液与液压支

单元：将gp'i ，v# 数据转换生成液压支架跟机响应指

架协同动作控制逻辑，由液压支架跟机动作顺序SZ

标 望 目 特 性 参 数 ，包 含 响 应 指 标 的 目 标 数 组 g=

生成供液系统控制逻辑SG，将QN作为该逻辑的供液

[gp'i ，v#]( i=1，2，…，n )，规格上限设定数组u=[u ，

流量调控目标值，并转化成多泵+变频供液系统泵

u ，…，un]，规格上限设定数组l=[l ，l ，…，ln]，上

组工频数量和变频转速，转换方法见文献[20]。
基于上述设计的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协同控

述 数 组 共 n+1 参 量 。 其 中 ，u=g+a ，l=g-a ，a=[a ，
a ，…，an]，根据液压支架跟机速度与压力目标的

制模型与机制，通过输入采煤机、液压支架、供液系

控制范围要求进行设定。

统本身的状态信息，经过函数生成、规划计算、综合

( 4 ) 液压支架跟机总体满意度生成单元：根据

决策等数据处理，实现供液控制策略的自适应生

多响应优化满意度函数法，将vz=fv( QN )，p'i=fp( Qi )转换

成。

生成液压支架跟机响应变量y( x )=[p' ，p' ，…，p'n ，

4

vz]，共n+1个响应变量，则可设第j个响应变量yj( x )

控制模型的Matlab与AMESim联合仿真
验证

为

 f p  Qi 
y j  x  
 f v  QN 

 i  j  1, 2,… , n 
 j  n  1

基于工作面液压系统原理与结构，以及供液系
(3)

统与液压支架协同控制模型与机制，建立工作面液
压控制系统的Matlab和AMESim联合仿真模型，如图

进一步，将g，u，l转换生成液压支架跟机单个望

7所示。

目特性满意度数组d，则第j响应变量的满意度函数dj
为

0 zzzzzzzzzzzzzzzzzz z  y j.l j 

 y  l  e1 j
 j j  zzzzzz z  l j ≤ y j ≤ g j 
 g j  l j 
dj  
e
 u j  y j  2 j
 zzzzzzz  g j ≤ y j ≤ u j 

 u j  g j 

0 zzzzzzzzzzzzzzzzzzz  y j/u j 

AMESim模型根据工作面液压原理设计，主要
包括：流量可调的供液系统、液压支架升降推移4种
基本动作模块、Matlab控制器和其他辅助液压元
件。Matlab/Simulink模型根据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
协同控制模型与机制设计，主要包括：工作区参数

(4)

设置、计算与规划、综合决策、AMESim接口等功能
模块。
通过在Matlab工作空间设置参数，实现供液系
统与液压支架协同控制的仿真实验。液压支架参

其中，ej，e j分别为单个满意度dj的下、上接近目标程

数依据ZFS6000型液压支架给定，供液系统参数依

度值，为设定值。

据多泵+变频供液控制方式给定，部分关键参数见

最后，将dj转换为总体满意度函数D，如式( 5 )所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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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cope
AMSEim interface

From Workspace

Policy Decision

Computation Planning
立柱缸1

立柱缸3

立柱缸2

拉架缸3

拉架缸2

拉架缸1

推溜缸1

推溜缸3

推溜缸5

推溜缸4

推溜缸2

推溜缸7

推溜缸6

推溜缸8

液压支架
动作机构

进液
管路

回液管路

进回液管路
电磁卸载阀

供液系统

蓄能器
总管压力

MATLAB
控制器

图7
Fig. 7
表1
Table 1

流量可调
乳化液泵

工作面液压控制系统Matlab和AMESim联合仿真模型

Matlab and AMESim co-simulation for working face hydraulic control system

Matlab工作区部分关键参数

MATLAB工作区设定液压支架与供液系统参数

Some key parameters of Matlab workspace
0

0

1

MATLAB/Simulink计算与决策

23

液压支架动作

Ai/ m

Bi/ m

Ni

Li/ m

Q i/( L·min )

降柱

0.036 7

0.138 5

1

0.2

98

移架

0.025 4

0.018 3

1

0.8

167

升柱

0.138 5

0.036 7

1

0.2

634

成组推溜

0.018 3

0.025 4

8

0.1

1 082

MATLAB生成控制策略传送至AMESim
AMESim仿真执行供液与液压支架协同控制策略
仿真完成, 生成数据

此外，液压支架架间距H=1.5，液压支架同时跟
图8

机移架支护的数量M=1，根据液压支架控制规则各
Fig. 8

个液压支架动作间隔时间均为Δti i=2 s。

Procedure of Matlab and AMESim co-simulation

液压支架控制逻辑采用及时支护中部跟机循

在上述联合仿真模型上进行仿真实验，具体步
骤如图8所示。

Matlab和AMESim联合仿真步骤

环方式：成组推溜SZ→供液Q流量SG→降柱S→供
036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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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Q 流量 SG →移架 SZ →供液 Q 流量 SG →升柱 SZ

精度高；由图9( c )可知，本文所述控制模型应用多

→供液 Q 流量 SG →成组推溜 SZ ，得到仿真结果如

泵+变频系统的供液流量调节方式，先多级阶跃再

图9所示。

无级升降，实现了流量先快速粗调再精调。

5

压力/MPa

30
升柱

降柱

成组
推溜

25

移架

成组
推溜

( 1 ) 根据液压支架动作多变的负载特性和多泵+
变频供液系统特点，设计了液压支架与供液系统交

20

叠协同控制工艺。
15

( 2 ) 基于机制主义人工智能理论和多响应优化

10
0

5

10

15
时间/s
(a)

20

25

原理，设计了供液系统与液压支架协同控制模型架

30

构和模型内各单元的运行与关联机制，构建了以液

0.9

压支架适速精稳跟机为目标的供液动力自适应适

0.7

配模式与方法。
( 3 ) 通过Matlab和AMESim仿真对上述方法进行

L/m

0.5

验证，结果表明：液压支架与供液协同控制不仅保

0.3

证液压支架跟机速度，同时使液压支架跟机过程系

S7&S9
S8

0.1

统压力整体工况稳定，且液压支架动作精确到位。

S7

-0.1
0

5

10

15
时间/s
(b)

20

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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