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1卷第O5期 

2010年 O5月 

煤 矿 机 械 

Coal Mine Machinery 

V0l-31 No．O5 

Mav．2010 

基于 MSP430单片机改造的乳化液泵站智能系统 
宋 鹏 。陈 爽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 辽源 136201) 

摘 要 ： 简要介绍一种适用于单井多工作面乳化液泵站基 于 MSP430单片机开发 的智能乳 

化液泵站控制 系统 ，论述此种条件的乳化液泵站集 中管理控制方案，包括 泵站 的机械部分、控制部 

分及部分软件的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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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MSP430 MCU M odified Emulsion Pump Intelligent Systems 

SONG Peng，CHEN Shuang 

(Liaoyu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Liaoyuan 13620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describes a face for more than a single well pumping emulsion developed based 

on MSP430 MCU intelligent emulsion pump station control system，discussed the conditions of emulsion 

pump station such centralized management control program，including a mechanical pump station part， 

control part and part of the software desig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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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液压支架、单体支柱是煤矿综采、普采工作面 

最主要的设备之一．乳化液泵站做为其工作的动力 

源 ．其工况 的优劣直接影响到煤矿的正常生产与安 

全 。目前 ．大部分乳化液泵站还是采用手动开启和 

关闭泵站 ，人工调节泵站压力 、配制乳化液 ，不仅无 

法达到及时 、准确的控制效果 ，而且也造成 了人力 、 

物力的巨大浪费，甚至造成设备损坏 ，影响矿井煤 

炭生产 目前市场已开发成功的乳化液泵站控制系 

统其主要适用于高产高效单一工作面的条件．而对 

于由多个中小工作面组成的矿井使用的乳化液泵 

站系统．到 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种合适的智能控制 

系统来保障该类乳化液泵站的高效低耗运行工作 

乳化液浓度有一定 的指标要求f3％～5％1。浓度 

偏高将增大乳化 油的用量 ，增加 吨煤成本 ：浓度偏 

低其防腐作用下降．支架的锈蚀加重 ．将减少支架 

的使用寿命 目前乳化液的配 比和监测一般是人工 

操作．很难保证其处于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实时 

监测和控制乳化液的配 比使其 处于合理 的范围之 

内。是保证支架运行在良好工作状况的重要条件。另 

外．乳化液泵随着工作时间的加长．内部磨损也会加 

重，其工作效率也将下降：乳化液出口压力是否达到 

额定指标 ：液压系统是否泄漏严重等类似一系列问 

题 ．在实现实时工况监测前都将是未知数 ，因此开发 

研制乳化液泵站工况监测及乳化自动配比的集中智 

能系统 ．已成为保障煤矿安全生产的迫切需要。 

我国目前煤矿开采主要由高产高效的单井单 

面开采和多水平小工作面开采 2种采煤方式构成 ． 

对于单一工作面的乳化液泵站控制．市场已有成熟 

的智能控制系统 在由多个 中小工作面组成 的矿井 

中乳化液泵 站系统 中工况监测及智能控制方面无 

法使用 ．因此．研制适合由多个中小工作面组成矿 

井的智能集中乳化液泵控制系统．是保障该类矿井 

安全、高效生产的迫切需要 

1 多工作面乳化液泵站组成及改造 

1．1 原乳化 液 泵站 系统 

持一定 的油面高度 减速器在每工作 250 h后 ．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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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源矿业集团公司西安煤业公司．这个开采近 

百年的老矿区．自2006年开始推广残煤上综采新 

工艺 ．至今已在 4个采煤 区 10个综采工作面，根据 

3 a多实际运行．发现其工作面长度在 15～50 ITI．每个 

工作面布置的液压支架在 10 40架 ．每个采煤 区有 

2～3个工作面．在没有改造前，每个工作面均布置由 

2台 BR125／31液压泵 ．两泵一箱组成的乳化液泵 

站．一用一备。互为联锁。由 1个班组进行维护。这 

样的布置方式 ．在平时期 间 ．泵站为维持泵压大部 

时间在空转。而在用液期间，又造成供液量不足，对 

作业速度、初撑力造成不良影响。而一旦乳化液泵 

站出现故障．就会造成工作面停产 而每一个无论 

大小的工作面均配备由两泵一箱组成的乳化液系 

统 ．因为工作面太小 ，用液量不大 ，泵站 为保证 压 

力．大部分时间在卸荷状态下工作，不仅使泵站的 

供液能力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而且造成能源、设 

备及人员的较大浪费 

1．2 对乳化液 泵 系统 改造 

为降低能耗、保障乳化液供液系统安全、可靠 

运行．经研究论证采用将两泵与支架系统组网的运 

行方案。经测算．根据本矿工作面的支架数量，最多 

2台泵并联供液即可．由一泵一箱一组。2组泵站联 

网运行．一台乳化泵在工频状态下正常运行．另一 台 

乳化泵变频运行以保证维持一定的压力 为消除外 

围的供水 、供 电及其他不可控 因素的影响 ．将 2组 

泵站分别放在 2个不同的工作水平 ．供 电系统采用 

两路独立系统。经试运行，系统改造成功，与原泵站 

系统相比。乳化液泵台数减少．节省资金，系统可靠 

性提高．维修维护工作量减少。 

2 泵站智能集中控制系统的应用 

2．1 智能控制系统硬件组成 

该智能系统以 32位高效 MSP430单片机为核 

心，具有标准485通信接口，配接压力、流量、液位、 

浓度、温度等传感器、高压电磁阀及混容器。配有电 

源模块、触屏液晶显示模块。各路信号经主控制器 

处理，完成通信、显示和控制功能．其智能控制系统 

结构方框图如图 l所示 

图 1 智能控制 系统结构方框图 

2．2 集中智能控制 系统主要功能 

该系统通过对工作面的系统压力、流量及泵站 

的水箱液位 、浓度 、温度 、曲轴箱油温等参数的采 

集．通过对数据进行处理后与存在其内部存储器的 

标准数据进行比较后 ，自动控制主泵、副泵的运行 

方式及实现对故障判断 、加水 、配液 、反冲洗过滤站 

等功能．完全实现了泵站的无人值守运行。 

主要实现以下功能：① 实现自动换泵、恒压供 

液。② 根据压力及流量的变化趋势提供故障报警、保 

护功能。③ 根据液位传感器及浓度传感器的采集数 

据，控制相应输出模块实现自动加水、配液及低液位 

保护、超温保护功能。④根据曲轴箱温度实现自动停 

机、报警及切换工作泵功能。⑤ 根据反冲洗过滤站监 

测的压差值控制反冲洗电磁阀实现过滤器自动清洗 

功能。⑥ lO寸触摸液晶屏实现数据显示、参数设置 

及报警功能。并根据内部存储的大量故障代码。给出 

最佳的处理方案 

2．3 集中智能控制 系统主要控制方式 

(1)手动控制方式 当联网的供液系统出现故 

障或维修需要单独启动某一台泵时．可以选择该运 

行方式 联网中的任一台泵均可通过该系统操作面 

板上的控制键实现单台启停。此时．各类保护中除 

曲轴箱温度及吸空保护外。其他保护均无效．但各 

项参数均在线实现监测 

(2)自动运行方式 在各项系统均正常的状态 

下．按下触摸屏上的 自动键 ，选择该运行方式 ，系统 

会根据系统压力的大小 、工作面用液量的变化趋势 

及各项监测数据 自动进行调节控制．正常状态下 ， 

系统只有一 台主泵变频运行 ．当压力不足(与设 定 

压力相比)时。辅助泵投入运行 ．当系统压力达到设 

定压力后 ．辅助泵运行一段时间后停止 。主泵变频 

运行。多泵可互为主泵，循环工作．作主泵时变频运 

行．作辅助泵时工频运行 

3 结语 

基于 MPS430的多工作面集中控制系统适用于 

由多个中小工作面构成矿井的乳化液泵智能控制． 

实现了乳化液泵站系统的无人值守自动运行。泵站 

的布置方式上采用了多水平多工作面均布置．由原 

来的二泵一箱改为一泵一箱 ．根据支架对流量的需 

求．可灵活组成 2台泵站联网或 3台泵站联网．在原 

有电气系统 、泵站系统的基础上稍做改动即可投入 

运行 。利用该套控制系统。实现泵站的自动控制，提 

高了支架供液质量减少了支架的维护量 ．并增加了 

泵站的使用寿命．达到了节能减排的效果．还降低了 

泵站操作及维护人员的劳动强度．适合进人回采期 

的老矿残煤综采工作面的供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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