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1685071.7

(22)申请日 2020.08.13

(73)专利权人 新疆北山矿业有限公司

地址 8318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昌吉州奇台县北山煤矿东大街

(72)发明人 张玉雷　张刚　王国峰　姚殿林　

贾志猛　张玉民　

(74)专利代理机构 济南格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7306

代理人 韩洪淼

(51)Int.Cl.

E21C 25/1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矿体开槽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露天矿开采设备技术领域，

涉及一种矿体开槽机，包括开槽机架，所述开槽

机架安装有动力输入轴，所述动力输入轴通过传

动轴系连接有圆盘锯，所述圆盘锯包括锯片本

体，锯片本体的边缘具有圆弧齿槽以及凸出于圆

弧齿槽的锯片，所述锯片的侧面设有锯齿载体，

锯齿载体靠近圆弧齿槽的末端设有二型锯齿，相

邻锯齿载体交替设有与锯片呈不同夹角的一型

锯齿和三型锯齿。本实用新型具有能满足矿体开

槽宽度需求，可提高开槽效率且能实现较强的抗

冲击能力的优点。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6页  附图5页

CN 212927840 U

2021.04.09

CN
 2
12
92
78
40
 U



1.一种矿体开槽机，包括开槽机架，所述开槽机架安装有动力输入轴，所述动力输入轴

通过传动轴系连接有圆盘锯，其特征在于：所述圆盘锯包括锯片本体，锯片本体的边缘具有

圆弧齿槽以及凸出于圆弧齿槽的锯片，所述锯片的侧面设有锯齿载体，锯齿载体靠近圆弧

齿槽的末端设有二型锯齿，相邻锯齿载体交替设有与锯片呈不同夹角的一型锯齿和三型锯

齿。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体开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锯齿载体焊接在锯片的两侧

且两侧的锯齿载体相对锯片呈翼型对称分布。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矿体开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二型锯齿焊接在圆弧齿

槽内朝向切削方向的一侧；

或者，所述一型锯齿和三型锯齿焊接在锯齿载体上且一型锯齿和三型锯齿相对于切削

方向朝向不同的方向倾斜。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体开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锯片本体径向方向的不同位

置设有不同大小的散热孔，且散热孔的大小随着径向位置的远离而增大。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体开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圆盘锯的数量是两个，两个

圆盘锯分别位于传动轴系的传动轴的两端，圆盘锯的外侧上方设有护罩。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体开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轴系包括与动力输入轴

连接的减速机，减速机的输出端通过连轴器连接有传动轴，圆盘锯安装在传动轴的末端，所

述连轴器包括互相平行且存在第一间隙的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第一基板包括朝向第二基

板方向伸出的第一连接齿，第二基板包括朝向第一基板方向伸出的第二连接齿，所述第二

连接齿与第一连接齿交叉设置，第一连接齿和第二连接齿通过销轴连接有连轴器内套，所

述连轴器内套位于第一连接齿和第二连接齿的内部且与第一连接齿和第二连接齿之间存

在第二间隙，所述第二间隙与第一间隙的方向垂直。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矿体开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与第一连接齿连接的销轴同

与第二连接齿连接的销轴位于同一平面。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矿体开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齿的数量是两个，

两个第一连接齿分别通过销轴三和销轴四与联轴器内套连接，第二连接齿的数量是两个，

两个第二连接齿分别通过销轴一和销轴二与连轴器内套连接，销轴三和销轴四的轴线对

齐，销轴一与销轴二的轴线对齐且与销轴三和销轴四的轴线在同一平面上垂直。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矿体开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销轴与第一连接齿和第二连

接齿连接的端部设置有弹簧挡圈。

10.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矿体开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减速机的两侧均设有输出

轴，两侧的输出轴通过连轴器分别连接有传动轴，传动轴通过轴承座固定在开槽机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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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矿体开槽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露天矿开采设备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矿体开槽机。

背景技术

[0002] 新疆南疆群众取暖做饭都喜欢使用锯割的大板煤，通常为长度1.9米、宽度1.8米，

厚度45cm。这是因为锯割的大板煤容易存放，上下垒起来不占用空间，储存方便、不易风化

还干净。且在取暖或做饭时用扦子一块一块敲打下来就可直接使用。

[0003] 在开采露天煤矿及芒硝等物料为主的软体矿工作中，开槽机设备是主要作业机械

之一，通常使用拖拉机或推土机等工程机械进行改造后驱动专用切割装置进行施工作业。

一般是通过锯片切割的方式实现大块矿体的规范化切割，具有机械化作业、出渣少、成品矿

块规则性好等优势。

[0004] 但是，现有的开槽机也存在切割锯口质量难掌控、传动轴系装配质量和运转性能

不一致的问题。以及，因矿体材质均匀性不一致造成切割冲击和振动破坏力较大，机械传动

机构面临转速低、扭矩大的复杂冲击性使用工况，常造成圆盘锯及其传动系的轴承、减速机

等旋转支撑部件承受较大的交变负荷，影响其使用寿命。

[0005] 因此，如何对现有的开槽机进行改进，使得在开槽效率、作业可靠性和整机使用寿

命的一个或多个方面的问题得到解决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矿体开槽机，能满足矿体开槽宽度需求，可提高开槽效率

且能实现较强的抗冲击能力。

[0007]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包括：一种矿体开槽机，包括开槽机架，所述开槽机架安装

有动力输入轴，所述动力输入轴通过传动轴系连接有圆盘锯，所述圆盘锯包括锯片本体，锯

片本体的边缘具有圆弧齿槽以及凸出于圆弧齿槽的锯片，所述锯片的侧面设有锯齿载体，

锯齿载体靠近圆弧齿槽的末端设有二型锯齿，相邻锯齿载体交替设有与锯片呈不同夹角的

一型锯齿和三型锯齿。

[0008]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锯齿载体焊接在锯片的两侧且两侧的锯齿载

体相对锯片呈翼型对称分布。

[0009]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二型锯齿焊接在圆弧齿槽内朝向切削方向的

一侧；

[0010] 或者，所述一型锯齿和三型锯齿焊接在锯齿载体上且一型锯齿和三型锯齿相对于

切削方向朝向不同的方向倾斜。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锯片本体径向方向的不同位置设有不同大小

的散热孔，且散热孔的大小随着径向位置的远离而增大。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圆盘锯的数量是两个，两个圆盘锯分别位于

传动轴系的传动轴的两端，圆盘锯的外侧上方设有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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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传动轴系包括与动力输入轴连接的减速机，

减速机的输出端通过连轴器连接有传动轴，圆盘锯安装在传动轴的末端，所述连轴器包括

互相平行且存在第一间隙的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第一基板包括朝向第二基板方向伸出的

第一连接齿，第二基板包括朝向第一基板方向伸出的第二连接齿，所述第二连接齿与第一

连接齿交叉设置，第一连接齿和第二连接齿通过销轴连接有连轴器内套，所述连轴器内套

位于第一连接齿和第二连接齿的内部且与第一连接齿和第二连接齿之间存在第二间隙，所

述第二间隙与第一间隙的方向垂直。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与第一连接齿连接的销轴同与第二连接齿连

接的销轴位于同一平面。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第一连接齿的数量是两个，两个第一连接齿

分别通过销轴三和销轴四与联轴器内套连接，第二连接齿的数量是两个，两个第二连接齿

分别通过销轴一和销轴二与连轴器内套连接，销轴三和销轴四的轴线对齐，销轴一与销轴

二的轴线对齐且与销轴三和销轴四的轴线在同一平面上垂直。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销轴与第一连接齿和第二连接齿连接的端部

设置有弹簧挡圈。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减速机的两侧均设有输出轴，两侧的输出轴

通过连轴器分别连接有传动轴，传动轴通过轴承座固定在开槽机架上。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有：将开槽机的圆盘锯设计为宽槽切割结构，在锯片本体

的边缘锯片位置设置切割锯齿母体，先在锯片的侧面设置锯齿载体，之后在锯齿载体的靠

近圆弧齿槽的末端设置二型锯齿，同时在锯齿载体上设置一型锯齿或者三型锯齿，其中，一

型锯齿和三型锯齿交替设置且各自与锯片呈不同的夹角，以此在实现宽幅切割结构，在满

足矿体开槽宽度需求的同时，可形成容屑空间，增强排屑能力，且圆弧形齿槽结构可增加锯

齿本体强度，能提高切割过程中的交变冲击抵御能力，具备较强的抗冲击能力。

[0019] 此外，圆盘锯的锯齿载体和一型、二型和三型锯齿采用二次焊接方式形成宽幅切

割结构，便于损坏锯齿的快速修复和重复使用，通过局部焊接即可实现圆盘锯的修复和重

用，实现了良好的断齿快速焊接修复工艺条件。以及，在锯片不同直径位置设置不同直径的

圆形散热孔，可优化切割过程中的摩擦与散热问题，提高锯片使用寿命。

[0020] 此外，在开槽机的减速机输出端安装浮动结构的连轴器，在形成连轴器的两个基

板上分别设置连接齿，且将两个基板的连接齿呈交叉设置，由此可实现两个基板的交叉装

配，同时内嵌连轴器内套，并用销轴将连轴器内套与基板的连接齿连接，可在两个基板之间

以及基板连接齿与连轴器内套之间分别形成间隙，且该两个间隙分别位于不同的方向，由

此既可满足矿体开槽机紧凑空间下的连轴器安装，又可实现露天矿体开槽机的装配和运行

误差，实现装配应力释放和扭矩传递。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

要使用的附图作简要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获得其他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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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前视示意图。

[0024] 图3是图2中B‑B剖面示意图。

[0025]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传动轴系的示意图。

[0026]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圆盘锯的示意图。

[0027] 图6是图5中C‑C剖面示意图。

[0028] 图7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连轴器的示意图。

[0029] 图8是图7中D‑D剖面示意图。

[0030] 其中：

[0031] 1、开槽机架，2、轴承座，3、传动轴，4、圆盘锯，5、连轴器，6、减速机，7、护罩，8、动力

输入轴；

[0032] 41、锯齿载体，42、一型锯齿，43、二型锯齿，44、三型锯齿，45、加强筋板，46、传动轴

套，47、圆弧齿槽，48、散热孔，49、锯片本体；

[0033] 51、左基板，52、连轴器内套，53、销轴一，54、销轴二，55、销轴三，56、销轴四，57、弹

簧挡圈，58、右基板，59、平键。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

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5] 在本文中，“上、下、左、右、内、外”等用语是基于附图所示的位置关系而确立的，根

据附图的不同，相应的位置关系也有可能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并不能将其理解为对保护范

围的绝对限定；而且，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与另一个具

有相同名称的部件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部件之间存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

系或者顺序。此外，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以上”、“以下”等，包括本数。

[0036]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公开了矿体开槽机，采用宽幅切割结构的圆盘锯和浮动结构的

连轴器，其中，宽槽切割结构的圆盘锯能满足矿体开槽宽度需求，并可实现较强的抗冲击能

力。浮动结构的连轴器可有效实现动力扭矩外的轴系应力释放，具有适用大扭矩传递、连接

方便和传动可靠的特点。能有效解决有害应力造成的装配质量和使用寿命问题，可满足露

天矿体开采的复杂工况的应用需求。

[0037]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矿体开槽机包括开槽机架1，在开槽机架1

上安装有动力输入轴8，具体地，该动力输入轴8可连接到工程机械如拖拉机或推土机的动

力输出端，以将工程机械的动力提供至开槽机中。同时，开槽机架1也可连接到工程机械的

机身实现两者的连接以及可获得液压提升动力驱动。

[0038] 动力输入轴8自工程机械获得的动力可通过传动轴系传递给圆盘锯4，利用圆盘锯

4对矿体进行切割作业。具体地，传动轴系包括与动力输入轴8连接的减速机6，在减速机6的

动力输出端通过连轴器5连接有传动轴3，圆盘锯4安装在传动轴3的端部。为了提高切割作

业效率，可将减速机6设计成两侧均可输出动力的结构型式，即在减速机6的两侧均通过连

轴器5连接传动轴3，进而可在两个传动轴3的端部均安装圆盘锯4，使用两个圆盘锯4同时对

矿体进行切割作业。具体地，在开槽机架1上安装有轴承座2用来安装传动轴3。在圆盘锯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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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设置有半圆型护罩7进行作业防护，具体地，可将护罩7安装固定在开槽机架1上。

[0039] 本实施例中矿体开槽机的运行动力传动原理如下：来自拖拉机或推土机等工程机

械动力的扭矩输出通过动力输入轴8驱动减速机6进行运行转速调整后实现双侧输出，之后

通过连轴器5传递至传动轴3，并经过两级立式轴承座2形成的轴系定位后驱动圆盘锯4，实

现开槽机动力传递和切割运行。

[0040]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圆盘锯4如图5和图6所示，圆盘锯4包括锯片本体49，在锯片

本体49的边缘具有圆弧齿槽47以及凸出于圆弧齿槽47的锯片，锯片的侧面设有锯齿载体

41，在该锯齿载体41上固定有三种不同型式的锯齿，具体地，在锯齿载体41靠近圆弧齿槽47

的末端设有二型锯齿43，另外两种一型锯齿42和三型锯齿44交替的固定在不同的锯齿载体

41上，即，沿着锯片本体49的周向上，锯齿载体41交替的设置有一型锯齿42和二型锯齿43或

者三型锯齿44和二型锯齿43。并且，交替设置的一型锯齿42和三型锯齿44相对锯片呈现出

不同的夹角，由此，利用锯齿载体41以及固定在锯齿载体41上的三种不同型式锯齿，以及位

于锯片本体49边缘的圆弧齿槽47，可形成宽槽切割结构，且能形成较大的容屑空间，并具有

较强的抗冲击能力。

[0041] 为了对宽槽切割结构进行优化，使其在切割和容屑方面的性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和改善，在锯片的两侧均设置有锯齿载体41且两侧的锯齿载体41相对锯片呈翼型对称分

布，可利于顺利排屑，减小切削运行阻力。

[0042] 以及，将二型锯齿43设在圆弧齿槽47内朝向切削方向的一侧，其中的切削方向是

指圆盘锯的运动方向，以图5所示是指顺时针方向。将一型锯齿42和三型锯齿44设计成相对

于切削方向朝向不同的方向倾斜，可在切削幅度、切削力度以及排屑等方面得到综合好的

改善效果。

[0043]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锯齿载体41首先焊接在锯片本体49的锯片位置，之后再将

一型锯齿42、二型锯齿43和三型锯齿44焊接在锯齿载体41上，二次焊接方式实现的宽槽切

割结构，可实现锯齿的快速修复以及圆盘锯片的多次再生重用。

[004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锯片本体49上设有散热孔48实现散热冷却圆盘锯。具体地，

沿着锯片本体49径向方向的不同位置设有不同大小的散热孔48，且散热孔48的大小随着径

向位置的远离而增大，即散热孔48在锯片本体49上呈现以锯片本体49的轴心为中心的放射

状分布，可在切割过程中随矿体碎屑回转排出过程实现锯片散热和降低运转阻力。

[004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在锯片本体49设有加强筋板45，加强筋板45以传动轴套46

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以对锯片本体49形成加强作用。具体地，加强筋板45焊接在锯片本体

49上，宽幅切割结构的一型锯齿42、二型锯齿43和三型锯齿44由合金制成。

[0046] 采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圆盘锯4，首先，锯片的每个锯齿载体41都焊接有合金的

二型锯齿43，实现锯片顶端连续切割功能；其次，合金的一型锯齿42和三型锯齿44间隔交替

焊接在不同锯齿载体41上，形成相邻锯齿载体41由不同的一型锯齿42和三型锯齿44交替切

割和连续作业，实现开槽机宽幅切割功能，应用不同锯齿尺寸参数可实现切槽宽度达60～

100mm、切槽深度0.6m。同时，锯齿旋转切削产生的矿体碎屑沿着锯片本体49两侧空间回旋

后经锯齿载体41的对称翼型结构尾部排出切槽，宽幅切割锯片的切削结构能避免锯片本体

49和切槽的直接摩擦，由松散性矿体碎屑运动排出可大幅降低锯片工作温升，加以放射状

系列圆形散热孔48的设计应用，可实现圆盘锯的宽幅开槽、连续切削作业的能力，提高开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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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作业效率，增强锯片使用寿命。

[0047]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连轴器5如图7和图8所示，包括互相平行的第一基板和第二

基板，具体地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的方向可根据在矿体开槽机的安装方向来确定，以图1至

图4所示的矿体开槽机为例，连轴器5水平安装在传动轴3上，因此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安装

在传动轴3水平方向的左侧和右侧，可称作左基板51和右基板58，当然，如果传动轴3是竖向

设置，则连轴器5也随之竖向安装，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需安装在传动轴3竖向方向的上方

和下方，可称作上基板和下基板。应当知道的是，本实施例中对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的方向

只是为了便于说明，并非对该方向的限制。

[0048] 在左基板51朝向右基板58的方向伸出有第一连接齿，类似地，在右基板58朝向左

基板51的方向也伸出有第二连接齿，且该第一连接齿和第二连接齿互相交叉伸入对方本体

空间内，由此形成左基板51和右基板58的交叉装配。同时，在第一连接齿和第二连接齿交叉

装配的内部空间内安装有连轴器内套52，并利用销轴将连轴器内套52与左基板51和右基板

58的第一连接齿以及第二连接齿连接，且在利用销轴连接装配时，使得连轴器内套52与左

基板51的第一连接齿以及右基板58的第二连接齿间形成有第二间隙δ2（图8示出），在左基

板51和右基板58的第二连接齿末端形成有第一间隙δ1（图7示出），从而在两个不同方向上

均形成间隙可以浮动，利用双重浮动的销轴结构在实现动力扭矩传递同时，可以释放有害

轴系应力，且装置的轴向设计结构仅占用两重法兰连接和螺栓紧固空间，实现了常规万向

节连轴器和弹性销轴或膜片式连轴器无法满足的紧凑轴向安装空间。

[0049] 本实用新型的另一实施例中，左基板51和右基板58上均可设置两个以上的连接

齿，具体地，在左基板51设置两个第一连接齿，两个第一连接齿分别通过销轴三55和销轴四

56与联轴器内套52连接，右基板58上也设置有两个第二连接齿，两个第二连接齿分别通过

销轴一53和销轴二54与连轴器内套52连接。且销轴三55和销轴四56的轴线对齐组成一个回

转轴系，销轴一53与销轴二54的轴线对齐组成另外一个回转轴系，两个回转轴系的轴线相

交并垂直。通过销轴一53和销轴二54组成的回转轴系可实现第一个径向力的释放和运行误

差调整，通过销轴三55和销轴四56组成的回转轴系可实现第二个径向力的释放和运行误差

调整，两个方向的结构调整误差尺寸范围小于左基板51和右基板58的装配间隙δ1。

[0050] 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中，销轴与第一连接齿和第二连接齿连接的端部设置有阻挡

限位件，具体地可选用弹簧挡圈57，配合地，在连轴器内套52内设置有中空结构用来实现弹

簧挡圈57的安装。

[0051] 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中，可在左基板51、右基板58上安装有连接键，如平键59，以

实现外部扭矩的传递。

[0052]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连轴器5，利用左基板51和右基板58的交叉装配结构形成紧

凑轴向空间H（图7示出），该空间H表示连轴器5的装配总长度，可实现内嵌式连轴器内套52

及其连接的四个销轴结构设计，满足紧凑空间下的法兰式连轴器结构应用。此外，在不增加

额外轴向空间的条件下可实现装配应力释放和扭矩传递功能，其结构设计轴向间隙δ1和径

向间隙δ2能实现露天矿体开槽机的装配和运行误差调整。

[0053] 在各实施例不相矛盾的情形下，各实施例中的至少部分技术方案可重新组合形成

本实用新型的实质技术方案，当然，各实施例间也可以相互引用或包含。并且，需要说明的

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重新组合各实施例记载的技术手段时所做出的适应性调整修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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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增加、部分删除、部分修改）也将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0054] 以上结合具体实施方式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原理，但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

这些描述只是为了解释本实用新型的原理，而不能以任何方式解释为对本实用新型保护范

围的具体限制。基于此处的解释，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即可联想到本发

明的其他具体实施方式或等同替换，都将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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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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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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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2

CN 212927840 U

12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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