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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枣泉煤矿 22 采区首采工作面特点,设计采用长距离供液方案,通过技术论证、计算和实践,证明了其可行性。

该项目对枣泉煤矿复杂地质条件下实现工作面的长距离供电供液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综采工作面；长距离供液；压降
引言

22 采区薄煤层首采面 220602 综采工作面巷道布置有利于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枣泉煤矿,22 采区范

长距离供电供液方式,其优点为：

围内 6 煤层除在 24 勘探线以南区域,煤层厚度由北向南有

(1)因 22 采区巷道煤层稳定,改变传统大断面巷道(巷道

一定变化,总体呈北部、中部区域相对较厚,南部区域相对较

净宽均为 5400mm,净高均为 3950mm)。现 220602 综采工作

薄的趋势,煤层厚 0～2.45m 之间,平均厚 1.45m 左右。对于

面布置三条巷道,即回风巷、运输和辅运巷各一条,其中辅运

费用,因此电梯安装价格浮动比较大,例如一栋 7 层楼房,加

方法；低层业主也要考虑高层业主的想法,高层业主可以多

装电梯的土建费大概在 20-30 万元之间, 再加上一台质量

分摊一些相关费用,减少低楼层业主的负担,以获取他们的

较高的电梯,可能也会花费 20-30 万元,这需要花费 40-60

认可。

万元,如果楼房结构复杂或者选用更好的电梯,花费就会更
高。

3.3 减少采购电梯的中间环节,节约费用
电梯费用对普遍居民来说仍旧偏高, 在小区的住户大

即使业主们愿意承担相应费用, 但是由于旧楼的环境

部分是中低端收入的家庭, 这部分家庭的承受能力较低,所

较为复杂,如果在修建电梯井时发现电线,煤气管道,电缆,自

以政府应该利用相应政策, 采用集中采购品牌电梯的方法,

来水等管线,业主们还需向相关部门申请迁移,如果无法迁

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与电梯制造商进行沟通, 从原厂直接采

移或者住宅楼无法修建电梯井,电梯加装工作就无法进行。

购,减少中间销售环节的费用,减轻业主的压力。

2.4 加装电梯后设备的使用和维护费用问题

3.4 做好电梯的后续维修保养

旧楼在加装电梯后并不能一劳永逸, 电梯还需要进行

业主可以直接联系在电梯改装、改造、维修上有经验的

日常管理和维护保养, 运行费和维护费大概在每月 400 元,

公司对电梯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保养, 设立相应的业主管

电梯是一种特种设备,需要进行电梯年检和日常维护保养、

理团队,对旧楼电梯进行管理,安排值班人员,保障电梯正常

修缮等工作, 电梯设备的维护费和使用费主要包括正常维

安全的运行。

修、年检费用、零部件更换费用、相关电梯耗材和使用的电

4 总结

费,电梯的维护应该由专业的电梯公司进行,年检费用要每

在物业小区旧楼加装电梯是一项繁琐的工程, 不仅需

年按时缴纳,零部件更换费用根据实际结算,电费可以按照

要小区内业主的齐心协力,也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虽然目

用户数量平均分摊, 电梯相关费用可以委托小区物业进行

前我国在旧楼加装电梯的实例较少, 政府还未完善相应的

代收,电梯的保洁、维修、保养等费用仍需业主们进行协商。

政策,加装电梯的难度也较大,但是为了给小区业主的出行

3 如何使旧楼加装电梯工程顺利实施

带来便利,就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使小区旧楼向小康型住

3.1 设立快速审批机制

房发展,这不仅改善了旧楼住户的出行方式,同时也保障了

旧楼加装电梯手续复杂, 为解决此问题要组建相应的

老年住户的人身安全。

问题协调小组,提供“一站式”服务,政府可以组建一个联合
小组,由相关部门的人员组成,协调、帮助旧楼小区加装电
梯,建立从申请到审批能够快速进行的机制,减少业主办理
手续的时间, 同时也可以解答业主们对加装电梯方面的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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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问题。
3.2 合理分摊电梯加装费用
加装旧电梯要维护好业主之间的关系, 通过沟通使问

[3]高起鹏.旧楼房加装电梯刍议与思考[J].科技创新
导报,2017,14(27):49+51.

题得到解决。高层业主要为低层业主着想,采用换位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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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作为下区段的回风巷。三条巷道均为矩形断面,巷道净宽

路的选择与布置问题。220602 工作面泵站布置在措施巷内,

均为 4600mm,净高均为 2800mm。

距离工作面约 700m。经过计算,选用 3 台 BRW400/37×4A

(2)巷道的作用更加优化。其中回风巷用于工作面回风、

型乳化液泵, 配备 1 个型号为 TMYX7000/150 的乳化液箱,

行人、用料及工作面设备安装通道；运输巷用于工作面进

该泵流量为 400L／min, 额定压力为 31．5MPa, 电机功率

风、行人、用料及机巷设备安装通道；辅运巷用于工作面进

280kW,液箱容积 7000L。经过对材料的分析对比,决定选用

风、行人、用料、排水及安装设备列车。

2 路 DN65 高压胶管进液,2 路 DN75 高压胶管回液, 使用

(3)运输巷可作为 7 煤层某掘进面出煤出渣巷道。利用

BRW400/37 型乳化液泵实行长距离供液。

现有巷道解决下一煤层掘进出渣通道,对 22 采区优化设计

2.2 液系统压力损失校验

起到重要作用。

为确保高压液从泵站流经管路到达工作面支架时,压

但是 220602 综采工作面断层对工作面回采有较大影

力不低于工作面机尾支架所要求的压力, 必须计算管路损

响,影响工作面走向长度约 460m。如果采用传统近距离供

失,校验到达支架的高压液是否满足支架的工作要求。管路

电供液方式,会出现以下问题：

压力损失主要表现为沿程压力损失, 圆管的压力损失计算

(1)拉移变电站的过程中,危险性增加。由于巷道压力大,
极可能发生变电站断绳跑车或翻车事故, 危及设备和人员
安全。
(2)作业人员工作量增大。由于变电站列车经常移动,必
须随移动变电站列车挪移电缆及供水、供液管路,增大了工
人的工作量。
(3)对复杂巷道条件的适应能力较差。矿井地质构造较

公式如下：
胶管中的管路压力损失主要表现为沿程压力损失,圆
管的压力损失计算公式如下：
Δpf=λ·L/d·ρν2/2
式中 λ—沿程阻力系数, 它是雷诺数 Re 和相对粗糙
度 Δ/d 的数；
L—圆管的沿程长度；

多,且 22 煤层厚度变化相对较大,煤层起伏较大,工作面生

d—圆管内径；

产过程中,人员在架前作业或行走,架前可加装防护设施的

ρ—流体密度；

空间较小,安全管理难度较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打破传统

ν—管内平均流速；

的工作面移动变电站布置方式,改变为分离远距离布置。即

Q—管内流量

将设备列车(移动变电站、乳化液泵及泵箱)布置在离工作面

已知 L=1000m,d=65mm,ρ=990-1000Kg/m3

较长距离处；从而控制工作面采煤机、刮板输送机、转载机
和破碎机。
1 长距离供液技术需要解决的问题
1.1 工作面配套设备
工 作 面 配 套 选 用 ZY5200/12/28D 型 液 压 支 架 、

BRW400/37 型乳化液泵的公称流量为 400L/min, 两台
乳化泵工作, 由两路 DN65 高压胶管供液为工作面供液,则
管内流速为：
ν=4Q/ПD2= (4 ×400 ×1000/3.14 ×6.52)cm/min ≈
12060cm/min=120.6m/min=2.01m/s

MG500/1180-WD 型采煤机、SGZ960/1400(2×700)型刮板输

对于圆管流动 Re=vd/v

送 机 、SZZ-1000/400 型 转 载 机 、PLM3000 破 碎 机 、

式中 ν—管内平均流速；

BRW400/37×4A 型乳化液泵站、BPW500/16 型喷雾泵站和

d—圆管内径；

DSJ120／2×450 型胶带输送机等设备。

v—乳化液运动黏度查手册（取 1.2mm2/s）

1.2 长距离供液技术难题
煤矿综采工作面的乳化液泵和喷雾泵的流量和压力损
失应符合要求,满足支架和采煤机等设备的正常使用。因此,
工作面长距离供电、供液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1)将电站、泵站移出工作面,供液线路加长,因此必须采

则 Re=vd/v=2.01 ×0.065m/1.2 ×10-6m2/s=108875 ＞
Re=2000
液压胶管的临界雷诺数 Re 为 2000,若 Re＞2000 时为
紊流,以上计算结果故断定乳化液在胶管中的流动为紊流。
一般而言, 沿程阻力系数 λ 是雷诺数 Re 和相对粗糙

用新型的启停设备和控制器。要求启停设备和控制器体积

度 Δ/d 的函数。这里用勃拉修斯经验公式计算：

小,便于搬移和放置,保护功能完善,能及时发现故障隐患、

λ=0.3164Re-0.25=0.3164/18.16≈0.017

及时采取措施避免设备损坏,并实现自动化控制。

则主胶管的沿程压力损失为：

(2)长距离供液距离长、管路压力损失大,因此必须对液

Δpf=λ·L/d·ρν2/2

压系统进行优化,最大限度地降低管路压力损失,提高管路

=0.017×1300/0.065×1000×2.012/2×10-6

在长期长距离高压供液过程中的可靠性。

≈0.69MPa

2 长距离供液系统的设计

P=p-Δpf=(31-0.69)MPa=30.31MPa

2.1 供液系统选择

压降在允许范围内,满足工作面初撑力的的要求。

长距离供液系统能否成功应用, 关键是要解决高压管

3 长距离供液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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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机电安装工程造价的影响因素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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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造价管理在建筑机电安装工程项目管理过程中非常重要, 同样也是建设单位关心的问题。本文结合工作实际经

验,阐述了建筑机电安装工程的内容等,针对建筑机电安装工程造价当前存在的一些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重点提出了一些
控制建议,望有利于建筑机电安装工程造价管理水平有所提高。
[关键词]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造价；影响因素；建议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现代科技进步不断更新进

点和要求做好技术交底和组织协调, 如果在施工前没有沟

步,应用于建筑机电安装工程的技术、材料、设备等也不断

通完善也会造成建筑机电安装工程的施工和其他工程有所

日新月异并被推广使用。面对日益激烈的建筑机电安装市

冲突,造成总体工程损失。因此,建筑机电安装工程的重点是

场竞争,由于建筑机电安装工程系统较为复杂,因此其成本

对其造价进行控制。

较高,且控制难度较大。但是,建筑机电安装工程造价是整个

2 影响机电安装工程造价控制的因素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的重中之重。且对于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2.1 科学合理推进机电安装工程组织

来讲,具有一定的施工特殊性,其造价和成本一般较高,因此,

机电安装工程中机电设备安装的基础是施工组织设

加强建筑机电安装工程造价控制和管理显得更为必要。基

计,也是机电设备能够成功完成安装的关键。如果施工组织

于此, 本文论述了影响建筑机电安装成本的因素以及对建

设计深度不足,设备可用度可能因此大大降低,从而对整个

筑电气工程造价的控制措施, 使得建筑机电安装工程安装

机电安装工程项目的进度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在设计阶段,

成本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要重视对造价的控制。组织相关人员编制建设项目总预算,

1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造价包含情况分析

制定总体预算蓝图,指导并规划后续工作。同时,也要对建筑

我国目前的建筑机电安装工程造价由建筑安装工程

项目不断并及时修正概算。机电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时

费、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工程建成其他费、预备费和建设

还需注意,需要重视对于各种设备和材料的规格、型号参数

期贷款利息等构成。建筑机电安装的材料种类繁多,每个品

进行标注及注释, 以此作为设备采购时提供给施工单位相

种都有不同品牌,且包含不同的规格等。以上都是影响建筑

关信息的重要凭证,并科学合理推进机电安装工程组织。如

机电安装工程造价的最核心的内容。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在

果相关信息不清楚, 则会给机电设备安装施工带来一定困

科学技术不断更新,新材料,新技术等不断涌现,在进行建筑

难。

机电安装工程时必须确保现有项目与时俱进, 与社会同步

2.2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相关设备质量十分重要

发展。另外,我们还需要尽量避免安装配额比建筑领域发展

内在质量与外在质量共同组成了机电安装工程相关设

速度慢。建筑机电安装工程应当积极配合土木工程、装饰工

备的质量。内在质量包括设备相关性能、内部传动部件之间

程等, 且必须在施工前根据安装工程各级工序的的技术特

的组装等。如果机电安装工程相关设备安装到位并连接完

枣泉煤矿 220602 首采工作面长距离供液设计实施后,

用,使得整个工作面的供液、电气控制系统的可靠性、稳定

通过测试,当乳化泵的出口压力为 28MPa 时,工作面机尾支

性达到最佳状态,增强了同类地质条件下的适应性,减少了

架压力为 26.5MPa-27MPa,压力只降低了 1MPa 左右,支架

设备维护时间,降低了劳动强度,有利于安全生产。

各动作均正常,满足工作面液压系统的供液要求。其中供液
系统中高低压反冲洗过滤站的使用, 能够保证循环供液系
统中乳化液的清洁,保证供液系统可靠运行。
长距离供液系统的应用可以解决移动设备列车所带来
的安全隐患,从而使工作效率大大的提高。设备列车布置在
辅助巷内,能够使运输巷通风断面增加,从而减小通风的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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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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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枣泉煤矿 220602 首采工作面长距离供液设计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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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随着煤矿供电技术的发展,及新型煤矿设备的出现,
综采（放）工作面长距离供液技术必将得到广泛的应用。

用[J].煤矿安全,2012,(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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