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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煤矿架空乘人装置是开采煤矿资源的过程中经常会

运用到的一种装置，通过该装置的应用，不单单可以减

少工人下井消耗的时间，同时还可以保障工人的安全，

促使煤矿开采更加的顺利。但是在煤矿架空乘人装置

运行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发生过速飞车事故或者牵引

钢丝绳掉绳、断轴的问题，并且还存在一些其他的安

全风险与隐患，一旦引发这些安全隐患，将极大地威

胁开采人员的安全。

1    煤矿架空乘人装置的特点及优势

煤矿架空乘人装置是在进行煤矿开采活动时，经常会

运用到的一种运输装置，该装置不单单具有安全可靠的特

点，同时还具有方便工人上下井的特点，并且可以随时地

使用，不需要等待。煤矿架空乘人装置的操作和维护也非

常的便捷。煤矿架空乘人装置具有很多的优势，主要表现为：

第一，煤矿架空乘人装置的成本费用较低，与以往煤矿开

采中使用的较为笨重的大型设备相比，煤矿架空乘人装置

不仅结构简单，同时体积也比较小，不需要占有过多的施

工场地；第二，该乘人装置一次可以运送较多的工人，极大

地减少了工人上下井的时间，提高了煤矿开采的效率；第三，

牵引钢丝绳（吊椅）循环运行，工人不需要等候过多的时间，

随时都可以搭乘；第四，该乘人装置安全性较高，安全保护

核装置较为完善，可以很好地保障运送工人的安全。

2    煤矿架空乘人装置存在的问题及安全隐患

2.1    煤矿架空乘人装置发生过速飞车事故的问题

过速飞车事故是煤矿架空乘人装置运送工人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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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过速飞车事故就是在煤矿架空

乘人装置的驱动单元已失去控制且急停开关已经合上，

但是乘人装置并未在制动器的作用下停止运行，而是受

重力作用自由加速下行，从而引发的事故，该事故的

出现势必会造成人员伤亡，其后果不堪设想。由此可见，

过速飞车事故发生时，制动器的作用并未得以发挥，这

是因为未做好驱动单元、制动及限速保护等装置的日

常运维和管理，导致其存在的问题未能够被及时发现，

从而引发制动失效，装置在惯性的作用下依旧以较高

的速度继续运行，最终引发过速飞车事故。

2.2    煤矿架空乘人装置发生牵引钢丝绳掉绳、断轴的问题

煤矿架空乘人装置牵引钢丝绳掉绳就是指牵引钢丝

绳的行走脱离于托绳轮，掉绳问题的出现，不仅会严

重影响乘人装置的运行，同时还可能对工人造成人身

伤害。出现掉绳问题的一个可能性因素是一些工人在

乘坐该装置时，并未严格地遵守相关规定，乘坐的过

程中左右摇摆，从而引发掉绳问题。还有一个可能性

因素为在坡点并非使用托绳轮组，托绳轮受力不够均

匀，最终导致掉绳问题的出现。另外也可能是因为钢

丝绳局部距离地面的高度没有达到要求标准，装置在

运送工人时存在拖地的情况，致使发生掉绳问题。煤

矿井下作业环境十分的恶劣，煤矿架空乘人装置一般

都处于高负荷、长时间运行状态，驱动主轴的荷载较大，

不仅仅如此，其通常还需要承载沿着钢丝绳方向的拉

力与大转矩，还有来自外界的冲击荷载，这些都很可

能会导致断轴间题的出现，造成装置整体垮塌引发安

全事故。

2.3    煤矿架空乘人装置存在的其他安全风险和隐患

对于煤矿架空乘人装置来说，当装置的长度、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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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角等发生变化时，驱动摩擦力通常也会随之变化。

当装置的最大驱动摩擦力比装置实际需求的驱动摩擦

力小时，就会导致驱动轮上发生钢丝绳打滑的问题。在

驱动轮和钢丝绳再次出现驱动摩擦力时，将会对钢丝

绳、驱动轮造成一定的磨损，并且还会增加装置运行的

能源消耗，更为关键的是其将会严重影响装置的安全运

行。因此，钢丝绳打滑也是煤矿架空乘人装置存在的一

个较为严重的安全风险与隐患，为了保证装置的安全、

稳定运行，必须对钢丝绳打滑的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

3    煤矿架空乘人装置的设计

3.1    架空乘人装置的构成与基本原理

煤矿架空乘人装置以防爆电机为动力，驱动轮通过

摩擦力拖动牵引钢丝绳移动，主要包括：驱动装置（包

括电动机、减速器或液压系统、驱动轮、制动器和机

架等）、绳轮组（包括托绳轮、压绳轮、收绳轮、导向

轮等）、上下车装置、水平转弯装置、吊椅、回绳装置（包

括回绳轮、导向装置、张紧机构和导绳轮等）、牵引钢

丝绳、安全保护装置（包括越位保护、沿途紧急停车

装置、速度保护、装置重锤限位保护、液压系统的过

压和超温保护等）、语音声光信号装置和电气控制系统

等组成。该装置运行的基本原理就是在托绳轮、压绳轮、

尾部绳轮、驱动绳轮上安装钢丝绳，配合上重锤张静

装置，以此将钢丝绳拉紧，再利用驱动装置输出动力，

以此促使减速机构上的驱动轮和钢丝绳可以进行循环

运动，吊椅便会在钢丝绳的运动下一同上行或者下行。

3.2    煤矿架空乘人装置驱动部的设计

煤矿架空乘人装置的驱动部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电

力液压制动器、电动机、机头底座、减速机、驱动绳轮等。

驱动部的所有装置的排列呈现为“一”字形，其可以

最大化地降低驱动部的宽度和尺寸。在驱动部电动机

和减速机之间设置有电力液压制动器和安装有制动轮

的联轴器。制动器的选型为失效安全型，也就是当煤

矿架空乘人装置断电时，制动器会自动抱闸，促使装

置停止运动。主驱动钢丝绳应选用规定型号的重要用

途钢丝绳，在减速机输出轴上挂接驱动绳轮，在通过

压板将其与减速机轴端压紧，不需要为驱动绳轮增加

支撑轴承座，以此缩小驱动部的体积，这样就可以减

少对巷道空间的占用。

3.3    煤矿架空乘人装置张紧机构的合理设计

煤矿架空乘人装置的张紧机构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

配重块、张紧塔架、张紧滑轮、改向滑轮等。一般情况下，

张紧机构采用重锤加滑轮组的形式，设计在架空乘人装

置的尾部，即同回绳轮等同于动滑轮，受张紧重锤的

牵引，如此使得乘人装置能够随乘坐人数（负载）的

变化，进行自适应调节回绳轮位置，确保牵引钢丝绳

不会因张紧力过大造成安全事故。相比于在机头部位

安装的张紧装置，机尾张紧结构相对简单，可靠性较高，

同时占用空间较小，在有限的巷道空间内具有较高的

空间利用率。

3.4    煤矿架空乘人装置托绳轮装置的合理设计

煤矿架空乘人装置的运行现场的条件较为复杂，设

备运行强度较高，而托绳轮属于易损易耗部件，这就

要求托绳轮装置的安装必须便捷、可靠，并且还需要

结合巷道的实际情况做出恰当的调整。托绳轮主要由

三轮摆动架、托绳轮、托轮吊架、管箍和安装底座等。

托绳轮的结构形式一般采用的都是三轮摆动式，由三

轮扣住钢丝绳的上部和下部，以此确保钢丝绳无法自

由的左右移动。在乘人装置运行的过程中，座椅在经

过托轮时，在乘坐人质量的影响下，摆动架会发生摆动，

在确保钢丝绳不掉绳的情况下，确保其可以恰好落入

下轮的轮槽中。这时牵引钢丝绳会因为摆动架的摆动

发生弯曲，乘人经过后，受反作用力的影响，钢丝绳

恢复平直，摆架随之复位，始终和钢丝绳保持紧扣状态，

确保钢丝绳不掉绳。

3.5    合理地选取钢丝绳

我国针对煤矿架空乘人装置所选取使用的钢丝绳有

着明确的规定，要求选取的钢丝绳的类型是重要用途钢

丝绳，且为右同向捻的线接触型，不可以选取交互捻

钢丝绳。为了确保驱动轮和钢丝绳之间的静摩擦力符

合驱动力的需求，要求钢丝绳表面不可以存在任何的

油，并且钢丝绳绳芯也要尽量少油。在《煤矿安全规程》

中明确规定煤矿架空乘人装置所使用钢丝绳的安全系

数必须大于或者等于 6。驱动轮的直径需要是钢丝绳直

径的 70 倍。

3.6    煤矿架空乘人装置中乘人机构的合理设计

煤矿架空乘人装置的乘人机构需要选择使用可以拆

卸的座椅，吊椅的整体高度为 1.8m，并且需要注意吊

椅的舒适性。在设计乘人机构时，一定要根据人的正

常坐姿对座椅进行优化，在保证乘人装置运行安全性

的同时，尽可能地提高乘坐的舒适性。同时在具体设

计时还需要确保抱索器的外观符合绳轮衬垫的实际需

求，保证其可以和轮衬充分地吻合，并尽可能减小对托

绳轮的冲击和磨损，同时保障在过轮时不会出现强烈

的振动。抱索器整体的铸造必须精密，同时做好防锈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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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解决煤矿架空乘人装置问题的有效对策

4.1    解决煤矿架空乘人装置牵引钢丝绳掉绳、断轴的有

效对策

首先，要求所有乘坐乘人装置的工人必须严格地遵

守乘坐规定，不可以在乘坐的过程中左右摇摆。其次，

在边坡点位置必须安装托绳轮组，以此确保托绳轮均

匀地受力。再次，及时对巷道底板维护修整，确保钢

丝绳与地面之间距离符合要求标准，避免在乘人装置

运送工人时出现拖地的情况。对于煤矿架空乘人装置

来说，一旦发生断轴的问题，将严重威胁工人的人身

安全。为了解决乘人装置断轴的问题，可以按要求在

乘人装置上安装具有较高安全性与可靠性的保护装置。

例如：在煤矿架空乘人装置轴承座下方装置一块拥有较

大直径的挂盘，同时在驱动轮上安装 6 ～ 8 个 Z 型钩，

并将磁钢安装在 Z 型钩上。在乘人装置正常运行的过

程中，Z 型钩和挂盘之间存在一定的间隙，以此保证驱

动轮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4.2    构建完善的煤矿架空乘人装置检测方法与制度

为了保证煤矿架空乘人装置的安全、稳定运行，就

需要定期地检测乘人装置，为了规范检测工作行为，不

单单要对检测工作人员进行岗前培训，优化检测人员的

专业知识体系，促使其灵活地掌握最前沿的检测方法，

并通过岗前培训促使检测人员认识到检测乘人装置的

重要性。同时，在乘人装置检测制度中，明确检测人员

的岗位要求标准，要求其不但要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

和专业素养，同时还积累有丰富的乘人装置检测经验。

并通过岗前培训，强化检测人员的风险意识，促使其可

以在工作中自觉地检测乘人装置。在检测乘人装置时，

可以通过认真观察，保证所有铸件均不存在裂纹、砂眼、

气孔和松动的情况，避免因为铸件自身存在缺陷而影响

乘人装置的性能。同时还需要通过检测，保证铸件不

存在夹层、氧化层、结疤等问题，以此确保铸件的强

度。并且还需要检测基座的刚度，确保其可以频繁地承

受装置的制动与启动，托轮的轮衬内径需要比轮体小，

完成压装处理后，凭借自身的紧缩力度在轮体上固定。

另外，在检测乘人装置时，还需要利用超声波探伤检

测法检测主轴是够存在缺陷，以此保证主轴的性能。

4.3    构建完善的煤矿架空乘人装置检修与维护制度

为了避免煤矿架空乘人装置安全风险与隐患的出现，

就必须构建完善的乘人装置检修与维护制度，以此加强对

乘人装置检修与维护工作的规范。在具体构建乘人装置检

修与维护制度时，要明确检修与维护的具体操作流程，同

时构建与之相应的试验制度，以此进一步保障乘人装置的

安全、稳定运行。在完成乘人装置检修与维护制度的构建

后，还需要加大执行的力度，将制度付诸实际行动，明确

各相关岗位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所有检修与维护人员都

需要持证上岗，并且在正式开展工作前，均需要接受岗前

培训。另外，相关工作人员交接班时都需要检查一次整个

乘人装置，确保乘人装置一直处于灵敏、可靠的运行状态，

同时每天都需要针对乘人装置上的脱绳保护装置、越位保

护装置、急停拉线保护装置做一次试验，并做好记录。

5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在进行煤矿资源开采的过程中，通

常都会使用到煤矿架空乘人装置，该装置的运用具有很

多的优势，但是在乘人装置运行的过程中，很可能会

发生过速超车的事故、钢丝绳掉绳和断轴的问题，并

且其中还存在着一些其他安全风险和隐患，一旦乘人

装置出现问题，很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其后果非常

得严重。因此，一定要对煤矿架空乘人装置检测与维

护工作引起高度的重视，并通过各种有效对策避免这

些问题和安全隐患的出现，以此保证乘人装置可以保

持稳定、安全运行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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