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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井下液压钻机且具

有储杆功能的自动上杆装置，装置包括机械装置

和动力系统，机械装置包括钻杆箱和机械手机

构；钻杆箱可以一次储存多根钻杆，利用槽轮机

构旋转合适的角度并通过液压缸推出钻杆，机械

手机构通过夹紧并将钻杆取出，并利用摆动油缸

翻转至钻机钻孔同轴处，并利用直线驱动机构滑

移送到钻机中，最终完成从上杆过程的自动化。

本发明可以完成钻杆的自动装卸，不改变钻车的

原有功能，实现了对钻车的功能扩展。提高了钻

车的自动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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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井下液压钻机且具有储杆功能的自动上杆装置，包括钻臂(3)，钻机通过钻

机滑板(3 .1)安装在钻臂(3)上，钻臂(3)上端具有链板(3 .2)，钻臂(3)的两侧设有导轨

(3.3)，钻机滑板(3.1)卡装在两侧导轨(3.3)上并在链板(3.2)的带动下前后移动，其特征

在于，所述钻臂(3)的侧面设有钻杆箱(1)和机械手机构(2)，钻杆箱(1)被固定在导轨(3.3)

下方靠近钻机初始位置的一侧；

钻杆箱(1)为圆筒形，包括前盖(1.1)、后盖(1.2)和侧盖(1.3)，所述前盖(1.1)通过铰

链连接在侧盖(1.3)的前端；其中，前盖(1.1)上靠近边缘的位置开设一个钻杆孔(1.4)；后

盖(1.2)的中间安装有传动轴(1.5)，传动轴(1.5)的一端与外置的马达相连，传动轴(1.5)

的中间安装有传动机构(1.6)和槽轮机构(1.7)，槽轮机构(1.7)将钻杆箱内空间纵向均分

为若干组，槽轮机构(1.7)每个槽的边缘均开设有钻孔，钻孔内均放置有钻杆(1.8)，传动机

构(1.6)带动槽轮机构(1.7)单向、间歇旋转固定的角度，后盖(1.2)上与前盖(1.1)的钻杆

孔(1.4)同轴心的位置固定有一个伸缩推杆(1.9)，其中一个钻杆(1.8)的初始位置与钻杆

孔(1.4)、伸缩推杆(1.9)同轴心；

所述机械手机构(2)设置在钻杆箱前盖(1.1)的前端，包括机械手(2.1)、机械手固定板

(2.2)和摆动油缸(2.3)，钻臂3的两侧的导轨(3.3)上还卡装有机械手滑板(2.4)，机械手滑

板(2.4)在设置机械手的一侧安装摆动角度为180°的摆动油缸(2.3)，摆动油缸(2.3)的输

出端与机械手固定板(2.2)的上端相连，所述机械手滑板(2.4)由设置在机械手滑板(2.4)

另一侧的直线驱动机构(2.5)带动其前后移动，机械手固定板(2.2)下端与机械手(2.1)相

连；

机械手(2.1)包括固定爪(2.1.1)、活动爪(2.1.2)和连接板(2.1.3)，固定爪(2.1.1)固

定在机械手固定板2.2的下端，连接板(2.1.3)的一端与固定爪(2.1.1)相连，另一端与机械

手固定板(2.2)相连，活动爪(2.1.2)上开有通槽(2.1.4)并通过此通槽滑动套装在连接板

(2.1 .3)上，固定爪(2.1 .1)上固定有伸缩缸(2.1 .5)，伸缩缸(2.1 .5)的伸缩杆与活动爪

(2.1 .2)相连使活动爪(2.1 .2)沿着连接板(2.1 .3)上下移动；固定爪(2.1 .1)和活动爪

(2.1.2)的夹持部均为圆弧形，且其圆弧半径与钻杆(1.8)半径相同，固定爪(2.1.1)初始位

置的圆弧中心与钻杆箱前盖(1.1)上的钻杆孔(1.4)同轴心；

钻杆箱内的传动机构(1.6)包括固定在传动轴(1.5)中间的大齿轮(1.6.1)，通过销轴

固定的小齿轮(1.6.2)，小齿轮(1.6.2)与大齿轮(1.6.1)相互啮合；槽轮机构(1.7)包括大

槽轮(1.7.1)和槽轮驱动板(1.7.2)，槽轮驱动板(1.7.2)与大槽轮(1.7.1)上的槽相互配合

带动大槽轮(1.7.1)间歇式旋转，槽轮驱动板(1.7.2)与小齿轮(1.6.2)同轴安装并在小齿

轮(1.6.2)的驱动下作旋转运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井下液压钻机且具有储杆功能的自动上杆装置，其特征

在于，钻机滑板(3.1)上设置钻杆箱(1)的一侧设有另一组机械手机构(2)，同样包括机械手

(2.1)、机械手固定板(2.2)和摆动油缸(2.3)，摆动油缸(2.3)安装在钻机滑板(3.1)上端，

其余结构以及安装方式均与设在在机械手滑板(2.4)上的机械手机构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井下液压钻机且具有储杆功能的自动上杆装置，其特征

在于，机械手滑板(2.4)另一侧的直线驱动机构(2.5)包括固定在机械手滑板(2.4)上的马

达(2.5 .1)、与马达(2.5 .1)输出轴相连的齿轮(2.5 .2)以及固定在钻臂3一侧且与齿轮

(2.5.2)相互啮合的齿条(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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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井下液压钻机且具有储杆功能的自动上杆装置，其特征

在于，传动轴(1.5)后端通过轴承(1.10)与钻杆箱的后盖(1.2)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井下液压钻机且具有储杆功能的自动上杆装置，其特征

在于，机械手固定爪(2.1.1)的夹持部下端为固定部，固定部上开有凹槽(2.1.6)，所述伸缩

缸(2.1.5)被嵌入固定在凹槽(2.1.6)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井下液压钻机且具有储杆功能的自动上杆装置，其特征

在于，钻臂(3)上安装机械手机构(2)的一端安装有行程开关一，行程开关一与机械手滑板

上的马达信号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用于井下液压钻机且具有储杆功能的自动

上杆装置，其特征在于，伸缩推杆(1 .9)的推杆顶部固定有直径大于钻杆直径的推板

(1.11)，推板(1.11)的顶部安装有行程开关二，行程开关二与伸缩推杆信号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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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井下液压钻机且具有储杆功能的自动上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井下液压钻机的加接钻杆的装置，具体涉及一种用于井下液

压钻机且具有储杆功能的自动上杆装置，属于煤炭开采巷道掘进工程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煤矿开采、隧道挖掘等工程施工过程中，经常使用液压钻车对岩层钻孔或者进

行地质探测、瓦斯勘探、钻爆破孔等，而在钻车钻孔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加接钻杆，以达到

钻孔的深度要求。加接钻杆的过程，包括钻杆的搬运、对准、预紧等动作，由于钻车大多比较

笨重，高度较高，而换钻杆过程多采用手动装卸，或者半自动装卸，在矿井或隧道中空间狭

小、光线阴暗，导致加接钻杆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过程。如果工人手动加接钻杆，一般需

要2～3人协作，花费3～5分钟。如果遇到钻孔位置较高时，工人还需要攀爬钻车或者利用其

它辅助器械，这不仅加大了换杆的难度，而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此外，钻车工作时一般距

离断面较近，落石、粉尘、噪音等因素也对工人存在极大的安全威胁。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各种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井下液压钻机且具有储

杆功能的自动上杆装置，在不改变液压钻机原有功能的前提下，自动完成加接钻杆的动作，

同时兼具储杆功能，提高施工效率，减轻工人劳动强度，降低安全风险。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一种用于井下液压钻机且具有储杆功能的自动上杆装

置，包括钻臂，钻机通过钻机滑板安装在钻臂上，钻臂上端具有链板，钻臂的两侧设有导轨，

钻机滑板卡装在两侧导轨上并在链板的带动下前后移动，所述钻臂的侧面设有钻杆箱和机

械手机构，钻杆箱被固定在导轨下方靠近钻机初始位置的一侧；

[0005] 钻杆箱为圆筒形，包括前盖、后盖和侧盖，所述前盖通过铰链连接在侧盖的前端；

其中，前盖上靠近边缘的位置开设一个钻杆孔；后盖的中间安装有传动轴，传动轴的一端与

外置的马达相连，传动轴的中间安装有传动机构和槽轮机构，槽轮机构将钻杆箱内空间纵

向均分为若干组，槽轮机构每个槽的边缘均开设有钻孔，钻孔内均放置有钻杆，传动机构带

动槽轮机构单向、间歇旋转固定的角度，后盖上与前盖的钻杆孔同轴心的位置固定有一个

伸缩推杆，其中一个钻杆的初始位置与钻杆孔、伸缩推杆同轴心；

[0006] 所述机械手机构设置在钻杆箱前盖的前端，包括机械手、机械手固定板和摆动油

缸，钻臂的两侧的导轨上还卡装有机械手滑板，机械手滑板在设置机械手的一侧安装摆动

角度为180°的摆动油缸，摆动油缸的输出端与机械手固定板的上端相连，所述机械手滑板

由设置在机械手滑板另一侧的直线驱动机构带动其前后移动，机械手固定板下端与机械手

相连；

[0007] 机械手包括固定爪、活动爪和连接板，固定爪固定在机械手固定板的下端，连接板

的一端与固定爪相连，另一端与机械手固定板相连，活动爪上开有通槽并通过此通槽滑动

套装在连接板上，固定爪上固定有伸缩缸，伸缩缸的伸缩杆与活动爪相连使活动爪沿着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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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板上下移动；固定爪和活动爪的夹持部均为圆弧形，且其圆弧半径与钻杆半径相同，固定

爪初始位置的圆弧中心与钻杆箱前盖上的钻杆孔同轴心。

[0008] 钻杆箱内存储若干根钻杆，其存储的数量与槽轮机构中槽的数量相对应，钻杆箱

外置的马达带动传动轴旋转，传动轴通过传动结构带动槽轮机构单向间歇旋转固定的角

度，从而带动槽轮机构上的钻杆旋转一定角度至前盖的钻杆孔处，然后通过伸缩推杆将与

钻杆孔同轴心的钻杆顶出，前盖前端的机械手夹持住钻杆，并通过直线驱动机构带动机械

手滑板以及与机械手滑板相连的机械手固定板和机械手远离钻杆箱，从而自动抽出钻杆，

钻杆被抽出钻杆箱后，摆动油缸动作翻转180°，将钻杆翻转至钻臂上端与钻机同轴位置处，

直线驱动机构反向运动带动机械手滑板以及机械手朝向钻机滑板方向移动直至钻杆插入

钻机中，钻机启动旋转上紧钻杆，机械手松开，摆动油缸动作带动机械手恢复原始位置等待

下一次上杆。

[0009] 进一步的，钻杆箱内的传动机构包括固定在传动轴中间的大齿轮，通过销轴固定

的小齿轮，小齿轮与大齿轮相互啮合；槽轮机构包括大槽轮和槽轮驱动板，槽轮驱动板与大

槽轮上的槽相互配合带动大槽轮间歇式旋转，槽轮驱动板与小齿轮同轴安装并在小齿轮的

驱动下作旋转运动。

[0010] 大齿轮与小齿轮同一个平面，槽轮驱动板与大槽轮同一个平面，槽轮驱动板与小

齿轮同轴安装，其动作是大齿轮带动小齿轮旋转，小齿轮同轴带动槽轮驱动板同时旋转，通

过槽轮驱动板旋转带动大槽轮间歇式旋转固定角度，大槽轮每次旋转的角度与大槽轮的结

构相关。

[0011] 进一步的，钻机滑板上设置钻杆箱的一侧设有另一组机械手机构，同样包括机械

手、机械手固定板和摆动油缸，摆动油缸安装在钻机滑板上端，其余结构以及安装方式均与

设在在机械手滑板上的机械手机构相同。

[0012] 由于大多数钻杆长度较长，为了保证抽杆、翻转等动作的稳定性，在钻机滑板上增

设一组机械手机构；当抽出钻杆时，与机械手滑板相连的机械手，其固定爪和活动爪靠近夹

紧钻杆，而与钻机滑板相连的机械手，其固定爪和活动爪处于松弛状态，只是稳定钻杆的作

用；当钻杆完全抽出后，与钻机滑板相连的机械手，其固定爪上的伸缩缸带动活动爪缩回靠

近固定爪，从而抓紧钻杆；钻机滑板与机械手滑板上的两个摆动油缸同时动作，将钻杆翻转

至钻臂上端，两个机械手在钻杆的两端对其进行夹持，稳定性更高。

[0013] 进一步的，机械手滑板另一侧的直线驱动机构包括固定在机械手滑板上的马达、

与马达输出轴相连的齿轮以及固定在钻臂一侧且与齿轮相互啮合的齿条。

[0014] 利用齿轮齿条结构将马达的旋转动作转换为机械手滑板的直线运动，结构简单，

运动稳定，同时不影响原有钻臂结构形式。

[0015] 为了使传动轴旋转更加顺畅，传动轴的后端通过轴承与钻杆箱的后盖相连。

[0016] 进一步的，机械手固定爪的夹持部下端为固定部，固定部上开有凹槽，所述伸缩缸

被嵌入固定在凹槽内。

[0017] 将伸缩缸嵌入固定爪的凹槽内，使活动爪和固定爪处于夹紧状态时贴合的更近，

因此夹持更加可靠，稳固。

[0018] 进一步的，钻臂上安装机械手机构的一端安装有行程开关一，行程开关一与机械

手滑板上的马达信号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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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进一步的，伸缩推杆的推杆顶部固定有直径大于钻杆直径的推板，推板的顶部安

装有行程开关二，行程开关二与伸缩推杆信号相连。

[0020] 通过行程开关一可以控制机械手滑板的行程，防止钻杆脱落；通过行程开关二可

以控制伸缩推杆的动作，使钻杆转动到伸缩推杆位置时，自动推出钻杆。

[0021] 本发明可以完成钻杆的自动装卸，不改变钻车的原有功能，实现了对钻车的功能

扩展。提高了钻车的自动化程度。整个装置体积小，不占空间，特别适合在井下施工的液压

钻车使用；钻杆自动装卸装置兼具钻杆存储功能，可以实现连续上杆，因此大大提高钻孔效

率，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井下施工的安全系数。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工作状态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中钻杆箱内部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图3另一个方向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图2中A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为图3和图4中传动机构和槽轮机构配合结构示意图；

[0028] 图7为本发明中机械手立体结构示意；

[0029] 图8为图7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钻杆箱；1.1、前盖；1.2、后盖；1.3、侧盖；1.4、钻杆孔；1.5、传动轴；1.6、传

动机构；1.6.1、大齿轮；1.6.2、小齿轮；1.7、槽轮机构；1.7.1、大槽轮；1.7.2、槽轮驱动板；

1.8、钻杆；1.9、伸缩推杆；1.10、轴承；1.11、推板；

[0031] 2、机械手机构；2.1、机械手；2.1.1、固定爪；2.1.2、活动爪；2.1.3、连接板；2.1.4、

通槽；2.1 .5、伸缩缸；2.1 .6、凹槽；2.2、机械手固定板；2.3、摆动油缸；2.4、机械手滑板；

2.5、直线驱动机构；2.5.1、马达；2.5.2、齿轮；2.5.3、齿条；

[0032] 3、钻臂；3.1、钻机滑板；3.2、链板；3.3、导轨。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详细的阐述。为了方便描述，将图1中上方定义为前，下

方定义为后。

[0034] 如图1至图5所示，一种用于井下液压钻机且具有储杆功能的自动上杆装置，包括

钻臂3，钻机通过钻机滑板3.1安装在钻臂3上，钻臂3上端具有链板3.2，钻臂3的两侧设有导

轨3.3，钻机滑板3.1卡装在两侧导轨3.3上并在链板3.2的带动下前后移动，所述钻臂3的侧

面设有钻杆箱1和机械手机构2，钻杆箱1被固定在导轨3.3下方靠近钻机初始位置的一侧；

[0035] 钻杆箱1为圆筒形，包括前盖1.1、后盖1.2和侧盖1.3，所述前盖1.1通过铰链连接

在侧盖1.3的前端；其中，前盖1.1上靠近边缘的位置开设一个钻杆孔1.4；后盖1.2的中间安

装有传动轴1.5，传动轴1.5的一端与外置的马达相连，传动轴1.5的中间安装有传动机构

1.6和槽轮机构1.7，槽轮机构1.7将钻杆箱内空间纵向均分为若干组，槽轮机构1.7每个槽

的边缘均开设有钻孔，钻孔内均放置有钻杆1.8，传动机构1.6带动槽轮机构1.7单向、间歇

旋转固定的角度，后盖1.2上与前盖1.1的钻杆孔1.4同轴心的位置固定有一个伸缩推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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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其中一个钻杆1.8的初始位置与钻杆孔1.4、伸缩推杆1.9同轴心；

[0036] 所述机械手机构2设置在钻杆箱前盖1.1的前端，包括机械手2.1、机械手固定板

2.2和摆动油缸2.3，钻臂3的两侧的导轨3.3上还卡装有机械手滑板2.4，机械手滑板2.4在

设置机械手的一侧安装摆动角度为180°的摆动油缸2.3，摆动油缸2.3的输出端与机械手固

定板2.2的上端相连，所述机械手滑板2.4由设置在机械手滑板2.4另一侧的直线驱动机构

2.5带动其前后移动，机械手固定板2.2下端与机械手2.1相连；

[0037] 如图7和图8所示，机械手2.1包括固定爪2.1.1、活动爪2.1.2和连接板2.1.3，固定

爪2.1.1固定在机械手固定板2.2的下端，连接板2.1.3的一端与固定爪2.1.1相连，另一端

与机械手固定板2.2相连，活动爪2.1.2上开有通槽2.1.4并通过此通槽滑动套装在连接板

2.1.3上，固定爪2.1.1上固定有伸缩缸2.1.5，伸缩缸2.1.5的伸缩杆与活动爪2.1.2相连使

活动爪2.1.2沿着连接板2.1.3上下移动；固定爪2.1.1和活动爪2.1.2的夹持部均为圆弧

形，且其圆弧半径与钻杆1.8半径相同，固定爪2.1.1初始位置的圆弧中心与钻杆箱前盖1.1

上的钻杆孔1.4同轴心。

[0038] 钻杆箱1内存储若干根钻杆1.8，其存储的数量与槽轮机构1.7中槽的数量相对应，

钻杆箱1外置的马达带动传动轴1.5旋转，传动轴1.5通过传动结构1.6带动槽轮机构1.7单

向间歇旋转固定的角度，从而带动槽轮机构上的钻杆旋转一定角度至前盖1.1的钻杆孔1.4

处，然后通过伸缩推杆1.9将与钻杆孔1.4同轴心的钻杆1.8顶出，前盖1.1前端的机械手2.1

夹持住钻杆1.8，并通过直线驱动机构2.5带动机械手滑板2.4以及与机械手滑板相连的机

械手固定板2.2和机械手2.1远离钻杆箱1，从而自动抽出钻杆，钻杆1.8被抽出钻杆箱1后，

摆动油缸2.3动作翻转180°，将钻杆1.8翻转至钻臂3上端与钻机同轴位置处，直线驱动机构

2.5反向运动带动机械手滑板2.4以及机械手2.1朝向钻机滑板3.1方向移动直至钻杆插入

钻机中，钻杆送入的同时钻机启动旋转上紧钻杆，机械手2.1松开，摆动油缸2.3动作带动机

械手2.1恢复原始位置等待下一次上杆。

[0039] 如图3和图6所示，钻杆箱1内的传动机构1.6包括固定在传动轴1.5中间的大齿轮

1.6.1，通过销轴固定的小齿轮1.6.2，小齿轮1.6.2与大齿轮1.6.1相互啮合；槽轮机构1.7

包括大槽轮1.7.1和槽轮驱动板1.7.2，槽轮驱动板1.7.2与大槽轮1.7.1上的槽相互配合带

动大槽轮1.7.1间歇式旋转，槽轮驱动板1.7.2与小齿轮1.6.2同轴安装并在小齿轮1.6.2的

驱动下作旋转运动。

[0040] 大齿轮1.6.1与小齿轮1.6.2同一个平面，槽轮驱动板1.7.2与大槽轮1.7.1同一个

平面，槽轮驱动板1.7.2与小齿轮1.6.2同轴安装，其动作是大齿轮1.6.1带动小齿轮1.6.2

旋转，小齿轮1.6.2同轴带动槽轮驱动板1.7.2同时旋转，通过槽轮驱动板1.7.2旋转带动大

槽轮1.7.1间歇式旋转固定角度，大槽轮1.7.1每次旋转的角度与大槽轮的结构相关。

[0041] 如图1和图2所示，钻机滑板3.1上设置钻杆箱1的一侧设有另一组机械手机构2，同

样包括机械手2.1、机械手固定板2.2和摆动油缸2.3，摆动油缸2.3安装在钻机滑板3.1上

端，其余结构以及安装方式均与设在在机械手滑板2.4上的机械手机构相同。

[0042] 由于大多数钻杆长度较长，为了保证抽杆、翻转等动作的稳定性，在钻机滑板3.1

上增设一组机械手机构；

[0043] 初始状态如图1所示，钻杆抽出过程如图2所示，当抽出钻杆时，与机械手滑板2.4

相连的机械手2.1，其固定爪2.1.1和活动爪2.1.2靠近夹紧钻杆，而与钻机滑板3.1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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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手2.1，其固定爪2.1.1和活动爪2.1.2处于松弛状态，只是稳定钻杆的作用；当钻杆1.8

完全抽出钻杆箱1后，与钻机滑板3.1相连的机械手2.1.、，其固定爪2.1.1上的伸缩缸2.1.5

带动活动爪2.1.2缩回靠近固定爪2.1.1，从而抓紧钻杆1.8；钻机滑板3.1与机械手滑板2.4

上的两个摆动油缸2.3同时动作，将钻杆1.8翻转至钻臂3的上端，两个机械手2.1在钻杆1.8

的两端对其进行夹持，稳定性更高。

[0044] 进一步的，机械手滑板2.4另一侧的直线驱动机构2.5包括固定在机械手滑板2.4

上的马达2.5 .1、与马达2.5 .1输出轴相连的齿轮2.5 .2以及固定在钻臂3一侧且与齿轮

2.5.2相互啮合的齿条2.5.3。

[0045] 利用齿轮齿条结构将马达的旋转动作转换为机械手滑板的直线运动，结构简单，

运动稳定，同时不影响原有钻臂结构形式。

[0046] 为了使传动轴旋转更加顺畅，如图3所示，传动轴1.5的后端通过轴承1.10与钻杆

箱的后盖1.2相连。

[0047] 如图7和图8所示，机械手固定爪2.1.1的夹持部下端为固定部，固定部上开有凹槽

2.1.6，所述伸缩缸2.1.5被嵌入固定在凹槽2.1.6内。

[0048] 将伸缩缸2.1.5嵌入固定爪2.1.1的凹槽2.1.6内，使活动爪2.1.2和固定爪2.1.1

处于夹紧状态时贴合的更近，因此夹持更加可靠，稳固。

[0049] 进一步的，钻臂3上安装机械手机构2的一端安装有行程开关一，行程开关一与机

械手滑板上的马达信号相连。

[0050] 进一步的，伸缩推杆1.9的推杆顶部固定有直径大于钻杆直径的推板1.11，推板

1.11的顶部安装有行程开关二，行程开关二与伸缩推杆信号相连。

[0051] 通过行程开关一可以控制机械手滑板的行程，防止钻杆脱落；通过行程开关二可

以控制伸缩推杆的动作，使钻杆转动到伸缩推杆位置时，自动推出钻杆。

[0052] 本发明以具有四个槽的大槽轮结构为例，对本发明上杆的方法做详细的阐述：

[0053] 如图1至图8所示，

[0054] a、打开钻杆箱1的前盖1.1，依次在大槽轮1.7.1边缘的孔中放入钻杆1.8，按照图

中实施例可以放入四根钻杆，然后合上前盖1.1，并通过锁紧机构锁紧；

[0055] b、与传动轴相连的马达启动带动传动轴1 .5开始转动，传动轴1 .5带动大齿轮

1.6.1旋转，大齿轮1.6.1与小齿轮1.6.2啮合从而带动小齿轮1.6.2旋转，小齿轮与槽轮驱

动板1.7.2同轴旋转，槽轮驱动板1.7.2带动大槽轮1.7.1单向间歇旋转固定的角度，根据本

实施例中槽轮结构的特性，每次槽轮旋转的角度为90°。

[0056] c、钻杆1.8旋转至伸缩推杆1.9处后马达停止转动，伸缩推杆1.9伸出将钻杆1.8通

过前盖上与钻杆1-8尺寸配合的钻杆孔1-4推出；

[0057] d、通过摆动油缸2.3调整两个机械手的位置，使机械手的位置便于抓紧钻杆；

[0058] e、其中与机械手滑板2.4相连的机械手机构2，其机械手2.1上的伸缩缸2.1.5缩回

使活动爪2.1.2与固定爪2.1.1靠近夹紧钻杆1.8；与钻机滑板3.1相连的机械手机构2，其机

械手2.1上伸缩缸2.1.5伸出使活动爪2.1.2远离固定爪2.1.1松开钻杆1.8，此机械手仅为

了使抽出钻杆的动作更加平稳；当行程开关一检测到机械手滑板2.4到位后，直线驱动机构

2.5上的马达2.5.1停止旋转；

[0059] f、与钻机滑板3.1相连的机械手机构2，其机械手2.1上伸缩缸2.1.5缩回使活动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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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靠近固定爪2.1.1抓紧钻杆1.8的一端；

[0060] g、两个摆动油缸2.3同时动作，带动夹持钻杆1.8的两组机械手2.1翻转180°，使得

钻杆1.8与钻机的钻杆孔同轴；与钻机滑板3.1相连的机械手机构2，其机械手2.1上伸缩缸

2.1.5伸出使活动爪2.1.2远离固定爪2.1.1松开钻杆1.8；

[0061] h、与机械手滑板2.4相连的马达2.5.1反向运动，带动夹持钻杆的机械手2.1朝向

钻机运动送入钻杆，同时钻机通电旋转，使钻杆在送入的同时完成拧紧的工作；

[0062] i、与机械手滑板2.4相连的机械手机构2，其机械手2.1上的伸缩缸2.1.5伸出使活

动爪2.1.2远离固定爪2.1.1松开钻杆1.8，钻机的链板3.2动作带动钻机远离两个机械手，

两摆动油缸2.3反向翻转180°使两组机械手机构复位；

[0063] j、钻杆箱1外置马达继续带动传动轴1.5转动90°，重复b～i步实现连续上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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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11

CN 108843249 B

11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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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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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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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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