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0〇

(12)
77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所公布的国际申请
21 (19) 世 界知识 组织

国 际 局

(43) 国际公布日
(10) 国际公布号

2014 年 1月 16 日 （16.01.2014) W O 2014/008716 A 1
W P O P C T

(51) 国转 利分类号： (ZHAO, Jiyun) [CN/CN]; 中 国江 苏省徐州 市 中国矿
E21D 23/04 (2 6 E21D 23/16 (2006.01) 业 大 学 ，Jiangsu 221008 (CN) 。 陈世其 (CHEN,

Shiqi) [CN/CN]; 中 国江 苏 省徐州 市 中 国矿 业 大 学 ,(21) 国际申请号： PCT/CN20 12/082 163
Jiangsu 221008 (CN) 。 王启广 (WANG, Qiguang)

(22) 国际申请日： 2012 年 9 月 27 日 （27.09.2012) [CN/CN]; 中国江 苏省徐州 市 中国矿 业大 学 ，Jiangsu
221008 (CN(25) 申飾 言： 中文 ) 。 陈为民 （CHEN, Weimin) [CN/CN];
中 国江 苏 省 徐 州 市 中 国矿 业 大 学 ，Jiangsu 221008

(26) 公布语言： 中文 (CN)

(30) 优先权： (81) 指定国（除另有指 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 的国家保
2012 10235 137.6 2012 年 7 月 9 日 (09.07.2012) CN 护 ）：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G,

BH, BN, BR, BW, BY, BZ, CA, CH, CL, CN, CO, CR,
(71) 申请人 (对 除美 国外 的所有指定 国 ) : 中国矿 fc fe学 CU, CZ, DE,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CHINA UNIVERSITY O F MINING AND TECHNO GD,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S, JP,
LOGY) [CN/CN]; 中国江 苏省徐州 市 中国矿业大 学 , KE, KG, KM,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LT,
Jiangsu 221008 (CN ) 。 LU, LY, MA, MD, ME, MG, MK, MN, MW, MX, MY,

MZ, NA, NG, NI, NO, NZ, OM, PA, PE, PG, PH, PL, PT,发明人；及 QA, RO, RS, RU, RW, SC, SD, SE, SG, SK, SL, SM, ST,申请人 （仅对美 国)：李炳文 （LI, Bingwen) [CN/CN]; SV, SY, TH, TJ, TM, TN, TR, TT, TZ, UA, UG, US, UZ,
中 国江 苏 省 徐 升I市 中 国矿 业 大 学 ，Jiangsu 221008 VC, VN, ZA, ZM, Z
(CN )。 王建武 (WANG, Jianwu) [CN/CN]; 中 国江
苏 省 徐 ；'l 市 中 国矿 业 大 学 ，Jiangsu 221008 (CN) 。 (84) 指定国（除另有指 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 的地 区保
洪建云 （HONG, Jianyun) [CN/CN]; 中国江苏省徐 | 护）：ARIPO (BW, GH, GM, KE, LR, LS, MW, MZ, NA,

市 中 国矿 业 大 学 ，Jiangsu 2 2 1008 (CN ) 。 赵继云 RW, SD, SL, SZ, TZ, UG, ZM, ZW), 亚 （AM, AZ,

[见续页 ]

(54) Title: UNIVERSAL STATICALLY INDETERMINATE HYDRAULIC SUPPORT

(54) 发明名称 ：通用型超静定液压支架

(57) Abstract: A universal statically indeterminate hydraulic
support mainly consists of a top beam (5), a base (1), eight
hydraulic stand columns (4), a front beam (7), a telescopic
beam (9), a tail beam (3), a connection plate (2), a hydraulic
control valve component (12), and a push device (14). The
eight hydraulic stand columns (4) are symmetrically arranged
between the top beam (5) and the base (1) in a meshed man
ner. Upper ends of the eight hydraulic stand columns (4) are
connected with the top beam (5) in a hinged manner, and
lower ends of the eight hydraulic stand columns (4) are con
nected with the base (1) in a hinged manner. The front beam
(7) i s connected with the top beam (5) in a hinged manner.
The telescopic beam (9) i s disposed in the front beam (7). A
sprag ( 11) i s connected with the telescopic beam (9) in a
hinged manner. A n upper end of the tail beam (3) i s connec
ted with the top beam (5) in a hinged manner, and a lower end
of the tail beam (3) i s connected with an upper end of the con
nection plate (2) in a hinged manner. A lower end of the con
nection plate (2) i s connected with a lifting ：frame (15) in a
hinged manner. The lifting ：frame (15) i s welded with the base
(1) integrally. The hydraulic control valve component (12) i s
arranged on an over-bridge box (13) which i s welded with the
base (1) integrally; the front and rear ends of the push device
(14) are connected with the base (1) and a scraper conveyor
(16) in a hinged manner respectively. The support i s simple in
structure and process, good in stability, safe and reliable in

1 / Fig. 1 use, and practical in a wide range.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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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通用型超静定液压支架，主要 由顶梁 （5 ) 、底座 （1) 、八根液压立柱 （4 ) 、前梁 （7 ) 、伸缩梁
( 9 ) 、尾梁 （3 ) 、连板 （2 ) 、液压控制阔组件 （12 ) 和推移装置 （14 ) 等组成。八根液压立柱 （4 ) 网状
交叉对称布置于顶梁 （5 ) 和底座 （1) 之间，其上端与顶梁 （5 ) 铰接、下端与底座 （1) 铰接；前梁 （7 ) 与
顶梁 （5) 铰接，在前梁 （7) 内设有伸缩梁 （9) ，护帮板 （11) 与伸缩梁 （9 ) 铰接：尾梁 （3 ) 上端与顶梁
( 5 ) 铰接，下端与连板 （2 ) 上端铰接，连板 （2 ) 下端与抬高架 （15 ) 铰接，抬高架 （15 ) 与底座 （1) 焊

接为一体；液压控制阀组件 （12 ) 安设于过桥箱 （13 ) 上，过桥箱 （13 ) 与底座 （1) 焊接为一体；推移装置
( 14 ) 前、后两端分别与底座 （1) 和刮板输送机 ( 16 ) 铰接。该支架结构工艺简单，稳定性好，使用安全可
靠，具有广泛的实用性。



说明书

发 明名称 ：通用型超静定液压 支架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通用型超静定液压支架，尤其适用于煤矿井下釆煤工作面的顶板

支护，也适用于其它需要支护 的场合。

背景技术

矿 山支护设备是煤矿井下必不可少的设备之一。煤矿中使用的支护设备主要有

四连杆机构的液压支架 ，也称四连杆液压支架 ，四连杆液压支架顶梁上、下的

运动轨迹为一条双钮线 ，具体见煤炭工业出版社于 1993年 出版 的 《煤矿支护手

册》第五篇第三章第三节内容和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于2010 年 出版 的"十一五"高

等学校国家规划教材 《矿 山机械》一书中关于支护设备内容。四连杆液压支架

起始于上世纪 50年代 ，60年代技术进入成熟阶段 ，70年代末开始引入我国煤矿

行业。四连杆液压支架存在的问题：一 ： 由于其顶梁为一双钮线运动轨迹 ，每

次使用吋要进行一对一重新设计 ，并进行样架 的试制和性能检测 ，通过检测合

格后 ，才能取得安标证书，最后才能进行液压支架 的生产制造 ，这样一个循环

过程 ，少则半年 ，多则一年 以上才能把设备交给煤矿使用 ，效率相当低下；二

：由于四连杆液压支架 的结构特点 ，其无法实现模块化设计 ，只能进行一对一

单套设计和生产 ，设计工作量繁重 ，生产周期长 ，劳动强度大 ，生产成本高 ，

中间环节的附加成本更高 ，严重影响了我国液压支架 的推广速度和推广使用面

。三：由于四连杆液压支架必须进行一对一单套设计和生产制造 ，给模块化、

标准化、系列化、集成化生产带来很大的困难 ，无法进行零部件的规模化生产

，更不可能进行集成化装配。因此 ，基于现有四连杆液压支架 的问题 ，改变现

有液压支架 的技术原理和技术结构 ，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对 发 明的公开

技术问题

本发明的 目的是针对 已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提供一种结构紧凑、减轻矿工劳

动强度、提高矿工安全性 、降低生产成本、易于推广、支撑效果好的通用型超



静定液压支架。

问题的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

[4] 本发明一种通用型超静定液压支架，其特征在于：它包括顶梁、底座、八根液

压立柱、前梁、伸缩梁千斤顶、尾梁、连板、推移装置、抬高架；所述的八根

液压立柱呈网状交叉对称布置在顶梁和底座之间，八根液压立柱的上端与顶梁

铰接，下端与底座铰接；所述的前梁与顶梁铰接，前梁与顶梁的下方设有两端

分别铰接在顶梁和前梁上的前梁千斤顶，前梁内设有伸缩梁，前梁下设有与伸

缩梁相连的伸缩梁千斤顶，伸缩梁千斤顶两端分别与伸缩梁和前梁铰接；伸缩

梁下设有护帮板，护帮板上设有使其摆动的护帮板千斤顶，护帮板千斤顶分别

与护帮板和伸缩梁铰接；所述的尾梁上端与顶梁铰接，下端与连板的上端铰接

，连板的下端与抬高架铰接，抬高架固定在底座上；所述的底座上焊接有过桥

箱，过桥箱上安装有液压控制阀组件；所述推移装置设在底座内，其两端分别

与底座和釆煤工作面内的刮板输送机铰接。

[5] 所述的顶梁、前梁、伸缩梁、护帮板、尾梁、连板、底座、过桥箱、抬高架由

钢板或型钢焊接而成；所述的液压控制阀组件由一组手动操作阀或电液远程控

制阀、单向阀、管件及密封件组成；所述的护帮板为一级护帮板、二级护帮板

或多级护帮板。

发明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

[6] 本发明通用型超静定液压支架顶梁上、下的运动轨迹为一条直线，可实现模块

化设计，系列化、标准化生产、集成化装配，模块内最大高度液压支架可以覆

盖较小高度的液压支架，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可实现液压支架的快速推广。根据煤矿顶板压力和高度设置若干模块，每一

个模块设计若干相同工作阻力但高度不同的液压支架规格，而且高度规格符合

系列化标准，以最高支架覆盖较低高度支架的原则，对最大高度规格样架试制

、样架检测、安标取证工作，较小规格支架被覆盖，减少了中间生产环节，缩

短了生产周期。主要优点：



[7] (1) 本发明通用型超静定液压支架可实现系列化、标准化生产，把零部件制

成标准件，根据煤层情况可组成标准系列的不同高度规格的支架，煤矿需要哪

一种规格就选哪一种规格，选中后进行集成化装配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

[8] (2) 本发明通用型超静定液压支架可实现规模化生产，各零部件可形成生产

线，以实现大规模快速、有效地生产，达到满足煤矿大规模推广液压支架的目

的；

[9] (3) 本发明通用型超静定液压支架可应用于综釆工作面，也可使用于炮釆工

作面，其结构简单，稳定性好，使用方便可靠，具有广泛的实用性。

对附图的简要说 明

附图说明

[10]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图。

[11] 图中：底座一1，连板一2，尾梁 --3 ，八根液压立柱一4，顶梁一5，前梁千斤顶

-6, 前梁_ 7，伸缩梁千斤顶_ 8，伸缩梁_ 9、护帮板千斤顶_10 ，护帮板_ 1

1，液压控制阀组件一12，过桥箱_13 、推移装置一14、抬高架_15 、刮板输送

机一16。

实施该发明的最佳实施例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1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作进一步的描述：

[13]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通用型超静定液压支架，主要由底座 1、连板2、尾梁3、

八根液压立柱4、顶梁5、前梁千斤顶6、前梁7、伸缩梁千斤顶8、伸缩梁9、护

帮板千斤顶 10、护帮板 11、液压控制阀组件 12、过桥箱 13、推移装置 14、抬高

架 15组成。所述的顶梁5、前梁7、伸缩梁9、护帮板 11、尾梁3、连板2、底座 1

、过桥箱 13、抬高架 15由钢板或型钢焊接而成。所述的液压控制阀组件 12由一

组手动操作阀或电液远程控制阀、单向阀、管件及密封件组成，液压控制阀组

件 12是支架各动作的操控中心，可手工操作或电液远程控制。所述的八根液压

立柱4呈网状交叉对称布置在顶梁5和底座 1之间，八根液压立柱4的上端与顶梁5

铰接，下端与底座 1铰接；所述的前梁7与顶梁5铰接，前梁7与顶梁5的下方设有

两端分别铰接在顶梁5和前梁7上的前梁千斤顶6，前梁千斤顶6伸缩吋，使前梁7



围绕与顶梁5铰接轴摆动；前梁7内设有伸缩梁9，前梁7下设有与伸缩梁9相连的

伸缩梁千斤顶8，伸缩梁9随伸缩梁千斤顶8的伸缩而伸缩，伸缩梁千斤顶8两端

分别与伸缩梁9和前梁7铰接；伸缩梁9下设有护帮板 11，所述的护帮板 11为一级

护帮板、二级护帮板或多级护帮板，对于较低型号支架可不设护帮板 11。护帮

板 11上设有使其摆动的护帮板千斤顶 10，护帮板千斤顶 10分别与护帮板 11和伸

缩梁9铰接；所述的尾梁3上端与顶梁5铰接，下端与连板2的上端铰接，连板2的

下端与抬高架 15铰接，抬高架 15固定在底座 1上。所述的底座 1上焊接有一个过

桥箱 13，过桥箱 13上安装有液压控制阀组件 12; 所述推移装置 14设在底座 1内，

其两端分别与底座 1和釆煤工作面内的刮板输送机 16铰接。八根液压立柱4上、

下伸缩吋，顶梁5、前梁7、尾梁3等随之升降，而且尾梁3也随之围绕与顶梁5的

铰接轴摆动，连板2随之围绕与抬高架 15上的铰接轴摆动，尾梁3和连板2也围绕

其铰接轴相对摆动；前梁7与顶梁5前端铰接，前梁千斤顶6分别与顶梁5和前梁7

铰接，前梁千斤顶6伸缩吋，前梁7围绕与顶梁5的铰接轴上、下摆动，在前梁7

内设有伸缩梁9，伸缩梁千斤顶8的两端分别与前梁7和伸缩梁9铰接，伸缩梁9随

伸缩梁千斤顶8的伸缩而进出；推移装置 14是用于推移刮板输送机 16和移动液压

支架的部件，其分别与底座 1和刮板输送机 16铰接；液压控制阀组件 12是操纵和

控制高压液体的操控中心，支架上的八根液压立柱4、前梁千斤顶6、伸缩梁千

斤顶8、护帮板千斤顶 10、推移装置 14及顶梁5上的侧护板千斤顶等均由液压控

制阀组件 12来操纵控制，液压控制阀组件 12安装于过桥箱 13上，过桥箱 13与底

座 1焊接为一体，整体构成了通用型超静定液压支架结构。

[14] 工作过程：

[15] 支架升架吋，通过操作液压控制阀组件 12，高压液体进入八根液压立柱4的大

腔，顶梁5、前梁7、尾梁3上升，前梁千斤顶6、伸缩梁9) 伸缩梁千斤顶8、护

帮板 11、护帮板千斤顶 10随之上升，尾梁3围绕与顶梁5的铰接轴转动，同吋尾

梁3与连扳2围绕其铰接轴相对摆动，连扳2上升并围绕与抬高架 16上的铰接轴摆

动。

支架降架吋，通过操作液压控制阀组件 12，高压液体进入八根液压立柱4的小

腔，顶梁5、前梁7、尾梁3下降，前梁千斤顶6、伸缩梁9、伸缩梁千斤顶8、护



帮板 11、护帮板千斤顶 10随之下降，尾梁3围绕与顶梁5的铰接轴转动，同吋尾

梁3与连扳2围绕其铰接轴相对摆动，连扳2下降并围绕与抬高架 15的铰接轴转动

[17] 支架推溜吋，通过操作液压控制阀组件 12，高压液体进入推移装置 14内千斤顶

的小腔，推移刮板输送机 16。

[18] 支架移架吋，刮板输送机 16固定，通过操作液压控制阀组件 12，高压液体进入

推移装置 14内千斤顶的大腔，推移液压支架。

[19] 支架四个动作的完成均是通过操作液压控制阀组件 12来完成的，支架的动作顺

序是根据工作面现场情况确定，支架每完成四个动作一次，支架便完成一个工

作循环。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通用型超静定液压支架，其特征在于：它包括顶梁 （5) 、底

座 （1) 、八根液压立柱 （4) 、前梁 （7) 、前梁千斤顶 （6) 、

伸缩梁千斤顶 （8) 、尾梁 （3) 、连板 （2) 、推移装置 （14

抬高架 （15) ；所述的八根液压立柱 （4) 呈网状交叉对称布置在

顶梁 （5) 和底座 （1) 之间，八根液压立柱 （4) 的上端与顶梁 （

5 ) 铰接，下端与底座 （1) 铰接；所述的前梁 (7) 与顶梁 (5)铰接，

前梁千斤顶 （6) 两端分别与前梁 (7)和顶梁 (5)铰接，前梁 （7) 内

设有伸缩梁 （9) ，前梁 （7) 下设有与伸缩梁 （9) 相连的伸缩梁

千斤顶 （8) ，伸缩梁千斤顶 （8) 两端分别与伸缩梁 （9) 和前梁

(7) 铰接；伸缩梁 （9) 与护帮板 （11) 相连，护帮板 (11) 上设有

使其摆动的护帮板千斤顶 (10 )，护帮板千斤顶 (10) 分别与护帮板 （

11) 和伸缩梁 （9) 铰接；所述的尾梁 (3)上端与顶梁 (5)铰接，尾

梁 （3) 下端与连板 (2) 的上端铰接，连板 (2) 的下端与抬高架 （15

) 铰接，抬高架 （15) 固定在底座 (1)上；所述的底座 （1) 上设有

过桥箱 （13) ，过桥箱 （13) 上安装有液压控制阀组件 （12) ；

所述推移装置 (14) 设在底座 （1) 内，其两端分别与底座 (1)和釆煤

工作面内的刮板输送机 （16) 铰接。

[权利要求 2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通用型超静定液压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顶梁 (5) 、前梁 （7) 、伸缩梁 （9) 、护帮板 （11) 、尾梁 （

3 ) 、连板 （2) 、底座 （1) 、过桥箱 （13) 、抬高架 （15) 由钢

板或型钢焊接而成。

[权利要求 3]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通用型超静定液压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液压控制阀组件 （12) 由一组手动操作阀或电液远程控制阀、

单向阀、管件及密封件构成。

[权利要求 4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通用型超静定液压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护帮板 （11) 为一级护帮板、二级护帮板或多级护帮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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