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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立井提升设备的位姿检测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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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ＬｅｉｃａＡｘｙｚ经纬仪工业测量系统与测量机器人ＴＣＡ２００３联合作业的模式，通过矿区控制测量

坐标系和经纬仪工业测量系统所建立的测站坐标系的联测与转换，实现测量成果坐标系统的统一，完成对矿

山立井提升设备的空间位置与姿态的高精度检测，并借助Ａｘｙｚ软件对各提升设备的空间位姿进行分析。工

程实践表明，该项技术可以有效地解决常规测量方法难以完成的特征点不可见、控制点缺失、空间分析计算复

杂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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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大部分矿山企业对于矿井提升系

统的检查与维修工作较多地局限于其机械性能和

机电控制系统的检测［１４］，而忽视各种设备空间位

置与姿态方面的检测。实际上，提升系统在长期

使用过程中，由于受到超重负荷、机械磨损、地表

不均匀沉降、帷幕注浆造成的不均匀地表抬升等

因素的影响，其空间位置与姿态也会产生变形。

如提升机滚筒主轴发生倾斜或扭转、井架产生倾

斜、罐道出现扭曲变形、钢丝绳最大偏角超出额定

值（１°３０′）导致咬绳或跳绳等，这些都会对提升系

统的日常运行造成安全隐患。本文结合煤矿立井

提升设备位姿检测的工程实践，探讨了经纬仪工

业测量系统与测量机器人ＴＣＡ２００３联合作业的

测量方案，实现了提升设备的空间位置与姿态的

高精度检测与分析。

１　检测内容与方法

立井提升设备包括绞车、天轮、井架、罐梁、罐

道、装载设备和钢丝绳等［５］，均应作为空间位姿检

测的对象。对于罐道竖直程度的检查测量、井架

倾斜及挠度测量、天轮主轴水平程度和天轮平面

竖直程度检测等内容可采用常规的大地测量仪器

及工具，且已形成了一套完备、应用普遍的方法体

系［５，６］。但是对于绞车主轴姿态、钢丝绳偏角的

检测，常常受到特征点位不可见、绞车房内控制点

缺失、空间要素计算与分析复杂等因素的制约，常

规的测量方法是无法胜任的。因此，为求取绞车

主轴方位角、倾斜率及钢丝绳最大内、外偏角等位

姿参数，必须采用有别于常规测量方法的技术手

段，精确测定图１中绞车主轴线端点（ＪＮ，ＪＳ）、钢

丝绳在天轮上的出绳点（ＴＬＮ，ＴＬＳ）以及钢丝绳

在绞车滚筒上最外和最内位置时出绳点（ＪＮ１，

ＪＮ２，ＪＳ１，ＪＳ２）的三维坐标。

图１　提升系统位姿检测的内容

Ｆｉｇ．１　Ｐｏｓ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Ｅｌｅｖａ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

立井提升设备位姿检测的对象显然隶属于表

面纹理缺乏、特征点不明显的工业目标，宜采用基

于测角仪器或测距测角设备的测量方法［７，８］。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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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项工作的特点及要求，采用ＬｅｉｃａＡｘｙｚ经纬

仪工业测量系统与测量机器人联合作业的工作模

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２　工业测量与测量机器人联合作业

２．１　技术路线

天轮位于井架之上的天轮平台，与矿区内的

已知控制点（井筒十字线点）的通视条件较好，可

借助测量机器人配合微型棱镜直接观测出绳点。

此时，测量机器人 ＴＣＡ２００３安置在井筒十字中

线点上，还可以将十字中线精确地转投标设在天

轮平台上，作为天轮位姿检测的基准线。

经纬仪工业测量系统基本的测量原理为空间

前方交会，具有实时性、非接触性、机动性的特

点［９，１０］。在实际工作中，可以根据检测对象的具

体情况随意安置测站，依两经纬仪的相对位置关

系建立测站坐标系，测定绞车房内临时控制点、对

象目标点的三维坐标。通过矿区控制测量坐标系

和经纬仪工业测量系统所建立的测站坐标系的联

测与转换，将工业测量获得的坐标成果转换为统

一的矿区控制测量坐标系下的三维坐标，利用

Ａｘｙｚ软件，针对各检测对象的特性，拟合计算空

间直线、圆、圆柱、平面等几何要素，并进行空间几

何关系的分析，对绞车、钢丝绳的空间位置与姿态

进行判断。具体的技术路线如图２所示。

图２　经纬仪工业测量系统与测量机器人的联合作业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ｏｒｋ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ｂｏｔｈＬｅｉｃａＡｘｙｚＴｈｅｏｄｏｌｉｔ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Ｇｅｏｒｏｂｏｔ

２．２　经纬仪测量系统与测量机器人的联测

图３为实现经纬仪工业测量系统的测站坐标

系向测量机器人测量所在的矿区坐标系的转换，

可将两台电子经纬仪分别安置于１和２点，测量

机器人安置在井筒十字线点ＦＮ３（位于楼顶）。由

于经纬仪工业测量系统的测站位置可以随意选定，

故可以保证测站１或２至少有一点与ＦＮ３通视。

图３　坐标系统的转换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首先在２号测站安置棱镜，可通过测量机器

人观测获取该点在矿区坐标系下的坐标（犡２，

犢２）。取下２号测站上的棱镜（保持基座不动），

安置电子经纬仪，并同时在ＦＮ３点安置觇标，以

１号测站的另一台电子经纬仪的内觇标为观测标

志，精密观测水平角β。于是，可以推算出２到１

的坐标方位角α２－１和１号测站点在统一坐标系下

的坐标为（犡１，犢１）。两套坐标系的转换公式为：

犡犻＝犡１＋狓犻ｃｏｓα２－１－狔犻ｓｉｎα２－１

犢犻＝犢１＋狓犻ｓｉｎα２－１＋狔犻ｃｏｓα２－
｛

１

２．３　绞车房内临时控制点的设置与计算

为便于对绞车进行全方位检测，在绞车房内

的四面墙体及墙柱上粘贴了若干临时控制点标

志。依据上述联测及坐标系转换方法，可得到各

点在矿区坐标系下的坐标成果。此后，对绞车、钢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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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绳等对象进行检测时，均可利用这些控制点的

坐标成果，利用公共点转换法［９］将经纬仪测站坐

标系下的测量成果转换到统一坐标系下。

３　位姿分析及成果

３．１　位姿分析的基本思路

提升设备位姿分析的基本过程是：首先利用

上述作业模式下采集到的所有可视点三维坐标，

依据空间解析几何的相关知识求取图１中关键特

征点的三维坐标，再据此构建特征线与特征面，求

解各类位姿参数，作出必要的分析和判断。

由于绞车房内电机设备的遮挡，绞车主轴的

中心点无法直接观测，但绞车侧面上有明显而规

则的圆形刹车痕，因此可以直接观测刹车痕上一

系列的目标点，再进行圆心的拟合计算［９］。两侧

圆心的连线即为绞车主轴中线，继而对其空间姿

态进行分析和判断，如绞车主轴的水平程度、与井

筒十字中线（提升中线）的垂直关系等。

钢丝绳在绞车滚筒上的出绳点ＪＮ１、ＪＮ２、ＪＳ１

和ＪＳ２ 应在钢丝绳最靠边时获取，此时提升容器

应达到井筒底处或最大提升高度。如果该出绳点

位于滚筒上部，可以直接设置标志点进行观测。

但对于位于滚筒下部的出绳点，需要在钢丝绳上

设置一系列标志点，然后拟合出一条空间直线，再

通过绞车滚筒上的观测点拟合计算圆柱，求取直

线与圆柱的切点。但是，由于测量误差的存在及

钢丝绳粗糙度的影响，直线与圆柱一般会相交或

相离，因此，比较实用的做法是根据直线、圆柱以

及绞车主轴线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按图４所示

的方法求解。

在求取钢丝绳出绳点后，就可以构建图１中

的４条空间直线和分别垂直于绞车主轴线、天轮

主轴线的竖直面，则直线与相应竖直面所成的线

面角即为钢丝绳的最大偏角。

图４　绞车上出绳点的计算流程

Ｆｉｇ．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ＷｉｒｅＲｏｐｅＹａｎｇｅｎｃｙ

ＰｏｉｎｔｓｏｎＷｉｎｃｈＤｒｕｍ

３．２　检测成果

依赖上述位姿分析方法，可获取绞车主轴方

位角、倾斜率及钢丝绳偏角等位姿参数。由表１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主井、副井主轴线的水平度尚

可，钢丝绳最大内、外偏角均未超过限定值１°３０′。

表１　某矿立井提升设备位姿检测的部分成果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ｔｉ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ｉｎｅＳｈａｆｔＥｌｅｖａｔｏｒ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Ｐｏｓ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检测

对象

绞车主轴 钢丝绳偏角

方位角

／（°′　″）

两侧间距

／ｍ

高差

／ｍｍ

倾斜率 最大内偏角

／（°′″）

最大外偏角

／（°′″）

主井 ３５９５６５６．９ ３．４６７ －０．０１ １／３１５１７８
１０３１０．４（α犖

２
）

０５９４２．６（α犛
１
）

０３８２１．２（α犖
１
）

０２８２１．３（α犛
２
）

副井 ００３１９．１ ３．２９９ －１．４９ １／２２１３
０５５５４．６（α犖

２
）

０５５２２．６（α犛
１
）

０１５２３．０（α犖
１
）

０１６０４．０（α犛
２
）

３．３　检测精度

经纬仪工业测量系统的单测站测量精度较

高，在绞车房狭小的空间内，点位中误差可控制在

±０．０５ｍｍ以内。在进行搬站测量时，通过改善

照明条件、顾及交会图形、避免震动影响等措施，

可将公共点转换的误差控制在±０．５ｍｍ以内。

对于绞车检测，还应顾及求取主轴中心点时

圆心拟合误差的影响。依工程经验，在绞车侧面

刹车痕上所选取的观测点数量应不少于１０个，拟

合计算误差约为±０．２～０．４ｍｍ（见表２）。

表２　绞车主轴检测信息

Ｔａｂ．２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Ｃｉｒｃｌ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位置 测点数／个 半径／ｍｍ 拟合误差／ｍｍ

主井 北端点 １１ １０７４．８４６ ０．４０９

主井 南端点 １３ １０７２．１３５ ０．２７９

副井 北端点 １１ １２４８．７７６ ０．３６２

副井 南端点 １０ １２４７．８７６ ０．４２０

　　为考察上述误差的综合影响，对绞车主轴高

差独立进行了两次观测，所得较差为１．２ｍｍ，说

明经纬仪工业测量系统可达到较高的精度水平。

测量机器人 ＴＣＡ２００３全站仪具有马达驱

动、目标自动识别与照准功能，角度测量和距离测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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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标称精度分别为±０．５″和１ｍｍ＋１×１０－６。

与经纬仪工业测量系统联合作业，可使位姿检测

的整体精度达到ｍｍ级。

４　结　语

工业测量系统与测量机器人的联合作业是实

现高精度位姿检测的有效方法。经纬仪工业测量

系统与测量机器人的联合作业模式已在山东省多

家煤矿企业的立井设备位姿检测工作中得到应

用。工程实践表明，该项技术能够有效地解决常

规测量方法无法突破的测量难题，可以为矿井提

升设备的维护与检修、保障其运行安全提供可靠

的高精度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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