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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齿形制动轨的双向挂钩式超速制动矿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带齿形制动轨的双

向挂钩式超速制动矿车，两套制动防跑车部件对

称安装在矿车前后方向的机架上，上平面沿前后

方向上设有均布齿形结构的齿型制动轨平行于

矿车轨道设置；制动防跑车部件包括对应齿型制

动轨位置设置的断绳跑车信息采集传递装置、制

动装置和复位装置；断绳跑车信息采集传递装置

包括齿圈、传动齿轮、传动轴、传动套、传动套轴

向移动机构；制动装置包括制动臂和制动压簧机

构，制动臂套接安装在矿车轮轴上，制动臂的端

部设有制动轴，制动压簧定位顶靠在制动臂和机

架上。本矿车采用纯机械结构，能够在斜巷中除

去变坡点以外的任何位置因断绳、脱钩等造成跑

车事故时主动制动，特别适用于煤矿斜井运输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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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齿形制动轨的双向挂钩式超速制动矿车，包括两套制动防跑车部件，两套制

动防跑车部件对称安装在矿车前后方向的机架(4)上，其特征在于，齿型制动轨(23)平行于

矿车轨道设置、并固定安装在两条矿车轨道之间，齿型制动轨(23)的上平面沿前后方向上

设有均布的齿形结构；

所述的制动防跑车部件包括对应齿型制动轨(23)位置设置的断绳跑车信息采集传递

装置、制动装置和复位装置；

所述的断绳跑车信息采集传递装置包括车轮(1)、齿圈(2)、传动齿轮(3)、传动轴(5)、

传动套(9)、传动套轴向移动机构(12)；齿圈(2)设置在车轮(1)的内侧面、且与车轮(1)同心

固定设置；传动轴(5)通过轴承左右方向架设在机架(4)上，传动齿轮(3)固定安装在传动轴

(5)的外侧端、并与齿圈(2)齿部配合并啮合，位于传动齿轮(3)内侧方向的传动轴(5)的外

圆周面上设有与传动轴(5)固定连接的定位法兰(6)，位于定位法兰(6)内侧方向的传动轴

(5)上设有花键段；传动套(9)内部设有与传动轴(5)的花键段配合的内花键，传动套(9)通

过内花键套接安装在传动轴(5)的花键段上、并与传动轴(5)的花键段形成滑动花键副，传

动套(9)的内侧端设有沿其轴向方向向内侧伸出的圆柱形定位锁销(9-1)，传动套(9)的外

侧端与定位法兰(6)之间还设有复位压簧(11)，传动套(9)的外表面上还固定设有沿其周向

方向设置的楔面导向环(9-2)，楔面导向环(9-2)的环形楔面位于楔面导向环(9-2)的内侧

面，位于定位法兰(6)内侧方向的传动轴(5)上还设有螺纹段、且螺纹段位于设有花键段的

外侧端，螺纹段上还设有与其配合的调节螺母，复位压簧(11)的内侧端顶靠在传动套(9)的

外侧端上、复位压簧(11)的外侧端顶靠在调节螺母上；传动套轴向移动机构(12)对应楔面

导向环(9-2)的位置设置，传动套轴向移动机构(12)包括套筒(12-1)、楔形插头(12-2)、楔

形插头控制压簧(12-3)和钢丝绳(12-4)，套筒(12-1)固定安装在机架(4)上、且套筒(12-1)

的轴向方向垂直于传动轴(5)的轴向方向设置，楔形插头(12-2)穿接安装在套筒(12-1)内

部、且楔形插头(12-2)的底端面向楔面导向环(9-2)的位置设有与楔面导向环(9-2)配合的

斜面结构，楔形插头(12-2)的底端与楔面导向环(9-2)构成楔面配合、且楔面配合的楔面滑

移行程大于定位锁销(9-1)的长度尺寸，楔形插头(12-2)的顶端与钢丝绳(12-4)的一端连

接，楔形插头控制压簧(12-3)设置在套筒(12-1)内部，楔形插头控制压簧(12-3)的一端顶

靠在套筒(12-1)的顶端面上、另一端顶靠在楔形插头(12-2)上，钢丝绳(12-4) 的另一端与

穿接安装在机架(4)前端的牵引拉杆(24)连接，传动套轴向移动机构(12)还包括安装在机

架(4)上的钢丝绳导向轮(12-5)，钢丝绳(12-4)的一端通过钢丝绳导向轮(12-5)沿楔形插

头(12-2)的轴向方向与楔形插头(12-2)连接；

所述的制动装置包括制动臂(13)和制动压簧机构(15)；制动臂(13)前后方向设置在矿

车车体的下方，制动臂(13)位于矿车车体前后方向上内侧的位置套接安装在矿车轮轴(14)

上、且制动臂(13)在矿车轮轴(14)的轴向方向上轴向定位，制动臂(13)位于矿车车体前后

方向外侧的端部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与齿型制动轨(23)的齿形结构尺寸配合的、左右方

向设置的制动轴(13-1)，制动臂(13)在左右方向的侧面对应定位锁销(9-1)的位置设有插

销定位孔，插销定位孔内设有内径尺寸与定位锁销(9-1)的外径尺寸配合的滑动轴承(13-

7)；制动压簧机构(15)包括制动压簧(15-1)，制动压簧(15-1)的底端定位顶靠在制动臂

(13)上，制动压簧(15-1)的顶端定位顶靠在机架(4)上；

所述的复位装置包括竖连杆(17)和复位杠杆(19)；竖连杆(17)底端通过连接销(16)铰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208469827 U

2



接安装在制动臂(13)上、顶端与复位杠杆(19)的一端通过关节球轴承(18)铰接连接，复位

杠杆(19)的杆体通过铰接销(20)铰接安装在机架(4)上，复位杠杆(19)的另一端设有操作

手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齿形制动轨的双向挂钩式超速制动矿车，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传动套轴向移动机构(12)还包括离心杆(7)、随动杆(8)和离心球(10)；至少设置为两件

的离心杆(7)一端分别相对于传动轴(5)中心对称铰接连接于定位法兰(6)、另一端分别与

对应的离心球(10)连接，至少设置为两件的随动杆(8)一端分别对应两件离心杆(7)的位置

铰接连接于传动套(9)、另一端分别铰接于两件离心杆(7)的杆体，离心杆(7)与随动杆(8)

构成三角形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带齿形制动轨的双向挂钩式超速制动矿车，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制动防跑车部件还包括开关装置，开关装置包括穿接在复位杠杆(19)上靠近操作手

柄位置的杆体上的插销(21)和对应设置在机架(4)上的定位孔。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带齿形制动轨的双向挂钩式超速制动矿车，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插销(21)沿轴线方向间隔开有两圈梯形定位槽，所述的复位杠杆(19)上对应位于靠近插

销(21)尾部的梯形定位槽的位置开有螺孔，螺孔中自外向内依次设有定位螺钉(21-1)、弹

簧(21-2)和钢球(21-3)，钢球(21-3)顶靠在插销(21)的梯形定位槽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带齿形制动轨的双向挂钩式超速制动矿车，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制动臂(13)套接在矿车轮轴(14)上的套接位置设置成沿制动臂(13)长度方向上的

长圆孔结构，制动臂(13)位于矿车车体前后方向上的内侧端部还固定设有对应长圆孔结构

的缓冲机构，缓冲机构包括壳体(13-2)、轴卡(13-3)、缓冲弹簧(13-4)和端盖(13-5)，壳体

(13-2)是中空结构，壳体(13-2)的中空结构自内向外依次设置轴卡(13-3)、缓冲弹簧(13-

4)和端盖(13-5)，轴卡(13-3)卡接在矿车轮轴(14)上，缓冲弹簧(13-4)一端顶靠在轴卡

(13-3)上、另一端顶靠在端盖(13-5)上，端盖(13-5)与壳体(13-2)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带齿形制动轨的双向挂钩式超速制动矿车，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端盖(13-5)与壳体(13-2)通过螺纹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带齿形制动轨的双向挂钩式超速制动矿车，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制动轴(13-1)上套装有制动套筒(13-6)，制动套筒(13-6)与制动轴(13-1)滚动连

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带齿形制动轨的双向挂钩式超速制动矿车，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制动压簧机构(15)还包括制动臂压簧座(15-2)、机架压簧座(15-3)和球面动压簧座

(15-4)；制动臂压簧座(15-2)固定安装在制动臂(13)上，机架压簧座(15-3)对应制动臂压

簧座(15-2)固定安装在机架(4)上，制动臂压簧座(15-2)和机架压簧座(15-3)互相对应的

面均设置成球面凹窝结构；球面动压簧座(15-4)是半球型结构，其球面结构的尺寸与制动

臂压簧座(15-2)和机架压簧座(15-3)的球面凹窝结构尺寸配合，球面动压簧座(15-4)的平

面结构上设有与所述的制动压簧(15-1)尺寸配合盲孔结构，两件球面动压簧座(15-4)分别

与制动臂压簧座(15-2)和机架压簧座(15-3)球面安装连接形成动配合，制动压簧(15-1)顶

靠在两件球面动压簧座(15-4)的盲孔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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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齿形制动轨的双向挂钩式超速制动矿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制动功能的矿车，具体是一种适用于煤矿斜井运输的带

齿形制动轨的双向挂钩式超速制动矿车，属于煤矿机械装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斜井矿车制动轨运输是煤矿等矿山广泛采用的一种运输方式，其运输形式是通过

安装在斜井上方的绞车牵引矿车组进行运输，矿车运行时若出现断绳、断链或断销等现象

就会引发矿车或矿车组列跑车的问题，致使安全生产伤亡事故发生。

[0003] 目前常用的防跑车装置通常有被动式防跑车装置和主动式防跑车装置两种形式。

被动式防跑车装置通常是在矿井中通过传感器监测矿车的运行速度，一旦发现失速情况利

用挡车网或者挡车栏阻挡矿车，这种方式不足之处在于：拦截装置重量较大，现场安装搬运

及维修不便，难于普及使用；拦截装置通常只能一次性使用，既浪费材料，又破坏了矿井生

产的连续性，处理事故费时又费力；监测设备的抗尘性能、抗腐蚀性能差，长时间使用过程

中不仅性能不稳定、维护困难，而且易受电磁波等干扰因素的影响，使用过程中易出现失

灵、失效或误动作。主动式防跑车装置通常是在矿车上安装电子检测设备，采用制动爪对矿

车制动，这种方式的缺陷在于：不仅设备调试、维护程序复杂等繁杂，而且设备中所使用的

电子产品依然存在抗尘性能差、抗腐蚀性能差、抗干扰性能差、维护困难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带齿形制动轨的双向挂钩式超速制动矿车，

采用纯机械结构，能够在斜巷中除去变坡点以外的任何位置因断绳、脱钩等造成跑车事故

时主动制动，而且便于安装与维护，特别适用于煤矿斜井运输作业。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带齿形制动轨的双向挂钩式超速制动矿车包括两套制动防跑

车部件，两套制动防跑车部件对称安装在矿车前进方向的机架上，齿型制动轨平行于矿车

轨道设置、并固定安装在两条矿车轨道之间，齿型制动轨的上平面沿前后方向上设有均布

的齿形结构；

[0006] 所述的制动防跑车部件包括对应齿型制动轨位置设置的断绳跑车信息采集传递

装置、制动装置和复位装置；

[0007] 所述的断绳跑车信息采集传递装置包括车轮、齿圈、传动齿轮、传动轴、传动套、传

动套轴向移动机构；齿圈设置在车轮的内侧面、且与车轮同心固定设置；传动轴通过轴承左

右方向架设在机架上，传动齿轮固定安装在传动轴的外侧端、并与齿圈齿部配合并啮合，位

于传动齿轮内侧方向的传动轴的外圆周面上设有与传动轴固定连接的定位法兰，位于定位

法兰内侧方向的传动轴上设有花键段；传动套内部设有与传动轴的花键段配合的内花键，

传动套通过内花键套接安装在传动轴的花键段上、并与传动轴的花键段形成滑动花键副，

传动套的内侧端设有沿其轴向方向向内侧伸出的圆柱形定位锁销，传动套的外侧端与定位

法兰之间还设有复位压簧，传动套的外表面上还固定设有沿其周向方向设置的楔面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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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楔面导向环的环形楔面位于楔面导向环的内侧面，位于定位法兰内侧方向的传动轴上

还设有螺纹段、且螺纹段位于设有花键段的外侧端，螺纹段上还设有与其配合的调节螺母，

复位压簧的内侧端顶靠在传动套的外侧端上、复位压簧的外侧端顶靠在调节螺母上；传动

套轴向移动机构对应楔面导向环的位置设置，传动套轴向移动机构包括套筒、楔形插头、楔

形插头控制压簧和钢丝绳，套筒固定安装在机架上、且套筒的轴向方向垂直于传动轴的轴

向方向设置，楔形插头穿接安装在套筒内部、且楔形插头的底端面向楔面导向环的位置设

有与楔面导向环配合的斜面结构，楔形插头的底端与楔面导向环构成楔面配合、且楔面配

合的楔面滑移行程大于定位锁销的长度尺寸，楔形插头的顶端与钢丝绳的一端连接，楔形

插头控制压簧设置在套筒内部，楔形插头控制压簧的一端顶靠在套筒的顶端面上、另一端

顶靠在楔形插头上，钢丝绳的另一端与穿接安装在机架前端的牵引拉杆连接，传动套轴向

移动机构还包括安装在机架上的钢丝绳导向轮，钢丝绳的一端通过钢丝绳导向轮沿楔形插

头的轴向方向与楔形插头连接；

[0008] 所述的制动装置包括制动臂和制动压簧机构；制动臂前后方向设置在矿车车体的

下方，制动臂位于矿车车体前后方向上内侧的位置套接安装在矿车轮轴上、且制动臂在矿

车轮轴的轴向方向上轴向定位，制动臂位于矿车车体前后方向外侧的端部设有与其固定连

接的、与齿型制动轨的齿形结构尺寸配合的、左右方向设置的制动轴，制动臂在左右方向的

侧面对应定位锁销的位置设有插销定位孔，插销定位孔内设有内径尺寸与定位锁销的外径

尺寸配合的滑动轴承；制动压簧机构包括制动压簧，制动压簧的底端定位顶靠在制动臂上，

制动压簧的顶端定位顶靠在机架上；

[0009] 所述的复位装置包括竖连杆和复位杠杆；竖连杆底端通过连接销铰接安装在制动

臂上、顶端与复位杠杆的一端通过关节球轴承铰接连接，复位杠杆的杆体通过铰接销铰接

安装在机架上，复位杠杆的另一端设有操作手柄。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所述的传动套轴向移动机构还包括离心杆、

随动杆和离心球；至少设置为两件的离心杆一端分别相对于传动轴中心对称铰接连接于定

位法兰、另一端分别与对应的离心球连接，至少设置为两件的随动杆一端分别对应两件离

心杆的位置铰接连接于传动套、另一端分别铰接于两件离心杆的杆体，离心杆与随动杆构

成三角形结构。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所述的制动防跑车部件还包括开关装置，开

关装置包括穿接在复位杠杆上靠近操作手柄位置的杆体上的插销和对应设置在机架上的

定位孔。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所述的插销沿轴线方向间隔开有两圈梯形定

位槽，所述的复位杠杆上对应位于靠近插销尾部的梯形定位槽的位置开有螺孔，螺孔中自

外向内依次设有定位螺钉、弹簧和钢球，钢球顶靠在插销的梯形定位槽内。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所述的制动臂套接在矿车轮轴上的套接位置

设置成沿制动臂长度方向上的长圆孔结构，制动臂位于矿车车体前后方向上的内侧端部还

固定设有对应长圆孔结构的缓冲机构，缓冲机构包括壳体、轴卡、缓冲弹簧和端盖，壳体是

中空结构，壳体的中空结构自内向外依次设置轴卡、缓冲弹簧和端盖，轴卡卡接在矿车轮轴

上，缓冲弹簧一端顶靠在轴卡上、另一端顶靠在端盖上，端盖与壳体固定连接。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所述的端盖与壳体通过螺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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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所述的制动轴上套装有制动套筒，制动套筒

与制动轴滚动连接。

[0016] 作为本实用新型传动装置的制动压簧机构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的制动压簧机构

还包括制动臂压簧座、机架压簧座和球面动压簧座；制动臂压簧座固定安装在制动臂上，机

架压簧座对应制动臂压簧座固定安装在机架上，制动臂压簧座和机架压簧座互相对应的面

均设置成球面凹窝结构；球面动压簧座是半球型结构，其球面结构的尺寸与制动臂压簧座

和机架压簧座的球面凹窝结构尺寸配合，球面动压簧座的平面结构上设有与所述的制动压

簧尺寸配合盲孔结构，两件球面动压簧座分别与制动臂压簧座和机架压簧座球面安装连接

形成动配合，制动压簧顶靠在两件球面动压簧座的盲孔结构上。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带齿形制动轨的双向挂钩式超速制动矿车采用纯机械结构，

一旦发生绞车牵引钢丝绳断绳或者脱钩的情况，矿车前端的牵引拉杆即因失去牵引力而被

钢丝绳牵拉后撤，楔形插头控制压簧迅速释放弹力将楔形插头向楔面导向环的方向推出，

楔面配合推动传动套克服复位压簧的弹力向外侧滑移使定位锁销自滑动轴承内脱出，在制

动压簧的恢复弹力作用下制动臂绕矿车轮轴的中心顺时针旋转落下使制动轴卡入齿型制

动轨的齿形结构内，实现本矿车的抱死停止状态，由于在机架前后两端均设有制动防跑车

部件，因此不论是在矿车前进方向前方或后方发生牵引钢丝绳断绳或者脱钩的情况本矿车

均可以迅速机械制动，能够在斜巷中除去变坡点以外的任何位置因断绳、脱钩等造成跑车

事故时主动制动，而且便于安装与维护，特别适用于煤矿斜井运输作业。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制动防跑车部件处于制动状态时在矿车上布置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制动防跑车部件处于非制动状态时在矿车上布置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图2制动防跑车部件局部放大图；

[0021] 图4是图1制动防跑车部件局部放大图；

[0022] 图5是图3的A-A剖视图；

[0023] 图6是图3的A-A剖视图中中间制动臂局部放大图；

[0024] 图7是图3的B向视图；

[0025] 图8图7的C-C剖视图旋转。

[0026] 图中：1、车轮；2、齿圈；3、传动齿轮；4、机架，5、传动轴，6、定位法兰，7、离心杆，8、

随动杆，9、传动套，9-1、定位锁销，9-2、楔面导向环，10、离心球，11、复位压簧，12、传动套轴

向移动机构，12-1、套筒，12-2、楔形插头，12-3、楔形插头控制压簧，12-4、钢丝绳，12-5、钢

丝绳导向轮，13、制动臂，13-1、制动轴，13-2、壳体，13-3、轴卡，13-4、缓冲弹簧，13-5、端盖，

13-6、制动套筒，13-7、滑动轴承，14、矿车轮轴，15、制动压簧机构，15-1、制动压簧，15-2、制

动臂压簧座，15-3、机架压簧座，15-4、球面动压簧座，16、连接销，17、竖连杆，18、关节球轴

承，19、复位杠杆，20、铰接销，21、插销，21-1、定位螺钉，21-2、弹簧，21-3、钢球，23、齿型制

动轨，24、牵引拉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以下以相对于矿车车体的方向面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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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车体的方向为内侧、背离矿车车体的方向为外侧描述)。

[0028]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带齿形制动轨的双向挂钩式超速制动矿车，包括两套制动防

跑车部件，两套制动防跑车部件对称安装在矿车前后方向的机架4上，箭头方向为矿车前进

方向，齿型制动轨23平行于矿车轨道设置、并固定安装在两条矿车轨道之间，齿型制动轨 

23的上平面沿前后方向上设有均布的齿形结构。

[0029] 所述的制动防跑车部件包括对应齿型制动轨23位置设置的断绳跑车信息采集传

递装置、制动装置和复位装置。

[0030] 如图5所示，所述的断绳跑车信息采集传递装置包括车轮1、齿圈2、传动齿轮3、传

动轴5、传动套9、传动套轴向移动机构12；齿圈2设置在车轮1的内侧面、且与车轮1同心固定

设置；传动轴5通过轴承左右方向架设在机架4上，传动齿轮3固定安装在传动轴5  的外侧

端、并与齿圈2齿部配合并啮合，位于传动齿轮3内侧方向的传动轴5的外圆周面上设有与传

动轴5固定连接的定位法兰6，位于定位法兰6内侧方向的传动轴5上设有花键段；传动套9内

部设有与传动轴5的花键段配合的内花键，传动套9通过内花键套接安装在传动轴5的花键

段上、并与传动轴5的花键段形成滑动花键副，传动套9的内侧端设有沿其轴向方向向内侧

伸出的圆柱形定位锁销9-1，传动套9的外侧端与定位法兰6之间还设有复位压簧11，传动套

9的外表面上还固定设有沿其周向方向设置的楔面导向环9-2，楔面导向环9-2的环形楔面

位于楔面导向环9-2的内侧面；传动套轴向移动机构12对应楔面导向环9-2的位置设置，传

动套轴向移动机构12包括套筒12-1、楔形插头12-2、楔形插头控制压簧12-3和钢丝绳12-4，

套筒12-1固定安装在机架4上、且套筒12-1的轴向方向垂直于传动轴5的轴向方向设置，楔

形插头12-2穿接安装在套筒12-1内部、且楔形插头  12-2的底端面向楔面导向环9-2的位置

设有与楔面导向环9-2配合的斜面结构，楔形插头  12-2的底端与楔面导向环9-2构成楔面

配合、且楔面配合的楔面滑移行程大于定位锁销9-1 的长度尺寸，楔形插头12-2的顶端与

钢丝绳12-4的一端连接，楔形插头控制压簧12-3设置在套筒12-1内部，楔形插头控制压簧

12-3的一端顶靠在套筒12-1的顶端面上、另一端顶靠在楔形插头12-2上，钢丝绳12-4的另

一端与穿接安装在机架4前端的牵引拉杆24连接。

[0031] 如图3、图4所示，所述的制动装置包括制动臂13和制动压簧机构15；制动臂13前后

方向设置在矿车车体的下方，制动臂13位于矿车车体前后方向上内侧的位置套接安装在矿

车轮轴14上、且制动臂13在矿车轮轴14的轴向方向上轴向定位，制动臂13位于矿车车体前

后方向外侧的端部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与齿型制动轨23的齿形结构尺寸配合的、左右方

向设置的制动轴13-1，制动臂13在左右方向的侧面对应定位锁销9-1的位置设有插销定位

孔，插销定位孔内设有内径尺寸与定位锁销9-1的外径尺寸配合的滑动轴承13-7；制动压簧

机构15包括制动压簧15-1，制动压簧15-1的底端定位顶靠在制动臂13上，制动压簧15-1的

顶端定位顶靠在机架4上。

[0032] 如图7所示，所述的复位装置包括竖连杆17和复位杠杆19；竖连杆17底端通过连接

销16铰接安装在制动臂13上、顶端与复位杠杆19的一端通过关节球轴承18铰接连接，复位

杠杆19的杆体通过铰接销20铰接安装在机架4上，复位杠杆19的另一端设有操作手柄。

[0033] 以位于前方的制动防跑车部件为例，如图2、图3所示，牵引钢丝绳或链条通过牵引

拉杆24牵引本矿车正常行驶时，钢丝绳12-4被牵引拉杆24牵引呈绷直状态、定位锁销9-1 

卡入在滑动轴承13-7内、制动臂13在传动轴5及传动套9的共同作用下处于水平悬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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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楔形插头12-2的底端呈远离楔面导向环9-2的状态、楔形插头控制压簧12-3处于压缩

蓄力状态、复位压簧11处于释放状态、制动压簧15-1处于压缩蓄力状态，车轮1  通过齿圈2、

传动齿轮3带动传动轴5旋转，传动轴5带动传动套9使定位锁销9-1在滑动轴承13-7内旋转，

实现本矿车正常行驶的非抱死状态。

[0034] 以位于前方的制动防跑车部件为例，如图1、图4所示，当牵引矿车的牵引钢丝绳或

链条断绳后，钢丝绳12-4失去牵引力而松弛，此时楔形插头控制压簧12-3迅速释放弹力将

楔形插头12-2向楔面导向环9-2的方向推出，楔形插头12-2的底端与楔面导向环9-2构成楔

面配合，楔面配合在楔形插头控制压簧12-3的弹力作用下推动传动套9克服复位压簧  11的

弹力在传动轴5的花键段上向外侧滑移，传动套9滑移过程中定位锁销9-1自滑动轴承13-7

内脱出，在制动压簧15-1的恢复弹力作用下制动臂13绕矿车轮轴14的中心顺时针旋转，制

动臂13旋转过程中制动轴13-1落下卡入齿型制动轨23的齿形结构内，实现本矿车的抱死停

止状态。解除抱死状态时扳动复位杠杆19的操作手柄，竖连杆17即可将制动臂13抬起，重新

将牵引拉杆24与牵引钢丝绳或链条连接后定位锁销9-1即可穿入滑动轴承13-7内实现制动

臂13的复位。

[0035] 位于后方的制动防跑车部件工作原理及过程与上述位于前方的制动防跑车部件

类似，只是方向对称变化，在此不再叙述。

[0036] 矿车在煤矿井下使用时通常是首尾连接成矿车组，而在矿车组前端的牵引钢丝绳

或链条断裂时往往矿车之间的牵引钢丝绳或链条并未断裂，因此往往造成矿车组整体逐渐

快速下滑造成飞车事故，而矿车组整体下滑时若牵引拉杆24牵拉钢丝绳12-4的牵引力仍大

于楔形插头控制压簧12-3的压缩蓄力，则断绳跑车信息采集传递装置无法动作，为了防止

此种情况的发生，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所述的传动套轴向移动机构12还包

括离心杆7、随动杆8和离心球10；至少设置为两件的离心杆7一端分别相对于传动轴5中心

对称铰接连接于定位法兰6、另一端分别与对应的离心球10连接，至少设置为两件的随动杆

8一端分别对应两件离心杆7的位置铰接连接于传动套9、另一端分别铰接于两件离心杆7的

杆体，离心杆7与随动杆8构成三角形结构。当矿车组处于失去牵引力的飞车状态时，车轮1

的转速越来越快，进而使齿圈2带动传动齿轮3及传动轴5逐渐高速旋转，传动轴5逐渐高速

旋转的过程中离心球10在离心力的作用下逐渐向传动轴5的径向方向远离传动轴5移动，离

心球10移动过程中带动离心杆7翘起牵拉随动杆8带动传动套9在传动轴5的花键段上向外

侧滑移，当矿车超过了设定的制动速度时传动套9克服复位压簧11的弹力并压缩复位压簧

11，传动套9滑移过程中定位锁销9-1自滑动轴承13-7内脱出，在制动压簧15-1的恢复弹力

作用下制动臂13绕矿车轮轴14的中心顺时针旋转，制动臂13旋转过程中制动轴13-1落下卡

入齿型制动轨23的齿形结构内，实现本矿车的抱死停止状态。

[0037] 为了实现调节复位压簧11的复位弹力，进而实现调节断绳跑车信息采集传递装置

动作的时机，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位于定位法兰6内侧方向的传动轴5上还

设有螺纹段、且螺纹段位于设有花键段的外侧端，螺纹段上还设有与其配合的调节螺母，复

位压簧11的内侧端顶靠在传动套9的外侧端上、复位压簧11的外侧端顶靠在调节螺母上。通

过旋转调节螺母可以实现压缩或释放复位压簧11，进而实现调节复位压簧11的复位弹力。

[0038] 为了实现钢丝绳12-4有效沿牵拉楔形插头12-2的轴向位置牵拉楔形插头12-2、防

止因偏载牵拉造成楔形插头12-2抽拉动作的不稳定性，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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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所述的传动套轴向移动机构12还包括安装在机架4上的钢丝绳导向轮12-5，钢丝绳12-4 

的一端通过钢丝绳导向轮12-5沿楔形插头12-2的轴向方向与楔形插头12-2连接。

[0039] 为了防止本矿车在水平巷道正常速度行驶时定位锁销9-1因振动等原因非正常脱

出滑动轴承13-7，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如图7所示，所述的制动防跑车部件

还包括开关装置，开关装置包括穿接在复位杠杆19上靠近操作手柄位置的杆体上的插销21 

和对应设置在机架4上的定位孔；矿车需要在水平巷道运输时，将插销21插入机架4上的定

位孔内即可实现制动臂13的定位。

[0040] 为了防止插销21在制动臂13定位状态时因振动等原因非正常脱离机架4的定位

孔，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如图8所示，所述的插销21沿轴线方向间隔开有两

圈梯形定位槽，所述的复位杠杆19上对应位于靠近插销21尾部的梯形定位槽的位置开有螺

孔，螺孔中自外向内依次设有定位螺钉21-1、弹簧21-2和钢球21-3，钢球21-3顶靠在插销21

的梯形定位槽内；当制动臂13定位状态时插销21处于插入状态，钢球21-3顶靠在位于靠近

插销21尾部的梯形定位槽内；当制动臂13非定位状态时插销21处于拔出状态，钢球21-3顶

靠在位于靠近插销21头部的梯形定位槽内，可以防止插销21丢失。

[0041] 在制动臂13的制动轴13-1落下卡入齿型制动轨23的齿形结构内进行制动的过程

中，为了减缓制动臂13对矿车轮轴14的瞬间冲击力，进而实现防止矿车轮轴14因瞬间受力

过大而弯曲损伤，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如图6所示，所述的制动臂13套接在

矿车轮轴14上的套接位置设置成沿制动臂13长度方向上的长圆孔结构，制动臂13位于矿车

车体前后方向上的内侧端部还固定设有对应长圆孔结构的缓冲机构，如图4、图8所示，缓冲

机构包括壳体13-2、轴卡13-3、缓冲弹簧13-4和端盖13-5，壳体13-2是中空结构，壳体13-2

的中空结构自内向外依次设置轴卡13-3、缓冲弹簧13-4和端盖13-5，轴卡13-3  卡接在矿车

轮轴14上，缓冲弹簧13-4一端顶靠在轴卡13-3上、另一端顶靠在端盖13-5  上，端盖13-5与

壳体13-2固定连接；当制动臂13的制动轴13-1落下卡入齿型制动轨23 的齿形结构内进行

制动的过程中，制动臂13作用在矿车轮轴14上的瞬间冲击力被缓冲弹簧13-4缓解，进而实

现减缓制动臂13对矿车轮轴14的瞬间冲击力、冲击力逐渐增大作用在矿车轮轴14上。

[0042] 为了便于调节缓冲弹簧13-4的缓冲力，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所述

的端盖13-5与壳体13-2通过螺纹连接，通过旋转端盖13-5可以实现压紧或松开缓冲弹簧

13-4，进而实现调节缓冲弹簧13-4的缓冲力。

[0043] 为了防止制动轴13-1卡入齿型制动轨23的齿形结构内的过程中制动轴13-1的表

面与齿型制动轨23的齿形结构之间的滑动摩擦造成制动轴13-1损伤，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

一步改进方案，所述的制动轴13-1上套装有制动套筒13-6，制动套筒13-6与制动轴13-1滚

动连接。

[0044] 作为本实用新型传动装置的制动压簧机构15的一种实施方式，如图3、图4所示，所

述的制动压簧机构15还包括制动臂压簧座15-2、机架压簧座15-3和球面动压簧座15-4；制

动臂压簧座15-2固定安装在制动臂13上，机架压簧座15-3对应制动臂压簧座15-2固定安装

在机架4上，制动臂压簧座15-2和机架压簧座15-3互相对应的面均设置成球面凹窝结构；球

面动压簧座15-4是半球型结构，其球面结构的尺寸与制动臂压簧座15-2和机架压簧座15-3

的球面凹窝结构尺寸配合，球面动压簧座15-4的平面结构上设有与所述的制动压簧15-1尺

寸配合盲孔结构，两件球面动压簧座15-4分别与制动臂压簧座15-2和机架压簧座15-3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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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连接形成动配合，制动压簧15-1顶靠在两件球面动压簧座15-4的盲孔结构上。

[0045] 本带齿形制动轨的双向挂钩式超速制动矿车采用纯机械结构，一旦发生绞车牵引

钢丝绳断绳或者脱钩的情况，矿车前端的牵引拉杆24即因失去牵引力而被钢丝绳12-4牵拉

后撤，楔形插头控制压簧12-3迅速释放弹力将楔形插头12-2向楔面导向环9-2的方向推出，

楔面配合推动传动套9克服复位压簧11的弹力向外侧滑移使定位锁销9-1自滑动轴承13-7 

内脱出，在制动压簧15-1的恢复弹力作用下制动臂13绕矿车轮轴14的中心顺时针旋转落下

使制动轴13-1卡入齿型制动轨23的齿形结构内，实现本矿车的抱死停止状态，由于在机架4

前后两端均设有制动防跑车部件，因此不论是在矿车前进方向前方或后方发生牵引钢丝绳

断绳或者脱钩的情况本矿车均可以迅速机械制动，能够在斜巷中除去变坡点以外的任何位

置因断绳、脱钩等造成跑车事故时主动制动，而且便于安装与维护，特别适用于煤矿斜井运

输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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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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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14

CN 208469827 U

1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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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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