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325121.2

(22)申请日 2019.12.20

(71)申请人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721002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东风路2

号

(72)发明人 王安义　张虎山　张鹏　春晨　

肖磊　商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弘理专利事务所 61214

代理人 罗笛

(51)Int.Cl.

F16D 65/853(2006.01)

B66D 1/28(2006.01)

B66D 5/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包

括滚筒轴，滚筒轴内部插设有进回水管，进回水

管与滚筒轴设置有回水空间，进回水管一端连接

有水葫芦，进回水管另一端连接有左刹车盘，左

刹车盘连接有进水管线的一端，进水管线另一端

连接有右刹车盘，右刹车盘连接有回水管线，回

水管线连接入滚筒轴与回水空间相通，回水空间

通过进回水管与水葫芦连接相通，水葫芦设置有

进水口与回水口，进水口连接有进水软管，回水

口连接有回水软管。本发明减少加工工序，降低

加工成本；该进回水管线独特的结构设计只需使

用一件水葫芦，就可满足刹车盘冷却的要求，具

有配套简单，维护方便，接口少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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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滚筒轴(2)，所述滚筒轴(2)内部插设有

进回水管(1)，所述进回水管(1)与滚筒轴(2)设置有回水空间(23)，进回水管(1)一端连接

有水葫芦(11)，进回水管(1)另一端连接有左刹车盘(3)，所述左刹车盘(3)连接有进水管线

(5)的一端，所述进水管线(5)另一端连接有右刹车盘(6)，所述右刹车盘(6)连接有回水管

线(7)，所述回水管线(7)连接入滚筒轴(2)与回水空间(23)相通，回水空间(23)通过进回水

管(1)与水葫芦(11)连接相通，所述水葫芦(11)设置有进水口与回水口，进水口连接有进水

软管(9)，所述回水口连接有回水软管(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管线(5)与

左刹车盘(3)之间设置有长接头(4)连接，所述回水管线(7)与右刹车盘(6)之间设置有长直

角接头(8)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述的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回水管(1)包括

有进回水接头(14)，所述进回水接头(14)沿轴向开设有进水通道(17)与回水通道(18)，所

述进水通道(17)一端与水葫芦(11)连接，进水通道(17)另一端设置有钢管(13)，所述钢管

(13)的另一端端部固定连接有端部接头(12)，所述端部接头(12)的另一端连接长接头(4)，

所述回水通道(18)一端连接水葫芦(11)，回水通道(18)另一端连接滚筒轴(2)与回水空间

(23)相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端部接头(12)为直角

转换头，与长接头4相连的孔端为螺纹孔。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滚筒轴(2)沿轴

向开设有进回水通道(21)，所述进回水通道(21)一端端部中心开设有轴向台阶孔，所述台

阶孔外部为大孔，内部为小孔，台阶孔内插接进回水接头(14)，钢管(13)插入进回水通道

(21)的通道内，进回水通道(21)的另一端端部沿径向开设上径向孔与下径向孔，长接头(4)

插入上径向孔与端部接头(12)连接，长直角接头(8)插入下径向孔与回水空间(23)连接相

通。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台阶孔的大孔与

小孔采用锥面过渡。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径向孔与下径

向孔成180°设置，上径向孔端头为过孔，并将孔端头加工成平面，下径向孔端头为螺纹孔。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回水接头(14)与

滚筒轴(2)之间设置有O型圈(16)，长接头(4)与滚筒轴(2)之间设置有密封圈。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管线(5)通

过管卡固定在滚筒体上，所述回水管线(7)通过管卡固定在滚筒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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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械设备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钻井绞车是石油钻机提升系统的重要设备，而液压盘式刹车又是钻井绞车的核心

组成部分，液压盘式刹车在刹车过程中刹车盘发热严重，需要不断进行散热处理，刹车盘散

热有强制水冷散热和自然风冷散热，本发明仅针对强制水冷散热的情况。

[0003] 现有的钻井绞车刹车盘水冷散热的冷却水管线制作方法为：绞车滚筒轴两端组成

进回水管线回路，一端进水一端回水，如果是单减速箱传动绞车，除了需要在滚筒轴两端开

进回水孔外，另外需要在与滚筒轴相连的减速箱传动轴中心开过水孔；如果是双减速箱传

动绞车，除了需要在滚筒轴两端开进回水孔外，另外需要在与滚筒轴相连的两台减速箱传

动轴中心开过水孔，存在加工工序多，制造成本高等问题。此外，在滚筒轴两端组成进回水

管路，需要配套两个水葫芦，存在配套成本增加，接口多，操作维护成本增加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加工工

序多，制造成本高问题。

[0005]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包括滚筒轴，滚筒轴内部

插设有进回水管，进回水管与滚筒轴设置有回水空间，进回水管一端连接有水葫芦，进回水

管另一端连接有左刹车盘，左刹车盘连接有进水管线的一端，进水管线另一端连接有右刹

车盘，右刹车盘连接有回水管线，回水管线连接入滚筒轴与回水空间相通，回水空间通过进

回水管与水葫芦连接相通，水葫芦设置有进水口与回水口，进水口连接有进水软管，回水口

连接有回水软管。

[0006] 本发明的特点还在于：

[0007] 进水管线与左刹车盘之间设置有长接头连接，回水管线与右刹车盘之间设置有长

直角接头连接。

[0008] 进回水管包括有进回水接头，进回水接头沿轴向开设有进水通道与回水通道，进

水通道一端与水葫芦连接，进水通道另一端设置有钢管，钢管的另一端端部固定连接有端

部接头，端部接头的另一端连接长接头，回水通道一端连接水葫芦，回水通道另一端连接滚

筒轴与回水空间相通。

[0009] 端部接头为直角转换头，与长接头相连的孔端为螺纹孔。

[0010] 滚筒轴沿轴向开设有进回水通道，进回水通道一端端部中心开设有轴向台阶孔，

台阶孔外部为大孔，内部为小孔，台阶孔内插接进回水接头，钢管插入进回水通道的通道

内，进回水通道的另一端端部沿径向开设上径向孔与下径向孔，长接头插入上径向孔与端

部接头连接，长直角接头插入下径向孔与回水空间连接相通。

[0011] 台阶孔的大孔与小孔采用锥面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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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上径向孔与下径向孔成180°设置，上径向孔端头为过孔，并将孔端头加工成平面，

下径向孔端头为螺纹孔。

[0013] 回水接头与滚筒轴之间设置有O型圈，长接头与滚筒轴之间设置有密封圈。

[0014] 进水管线通过管卡固定在滚筒体上，回水管线通过管卡固定在滚筒体上。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从滚筒轴同一轴头端部实现冷却进回水，只对滚筒轴的一

端加工管线过孔，且无需在减速箱传动轴上加工管线过孔，可明显减少加工工序，降低加工

成本；该进回水管线独特的结构设计只需使用一件水葫芦，就可满足刹车盘冷却的要求，具

有配套简单，维护方便，接口少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的滚筒轴结构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中左刹车盘进回水管线接线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中右刹车盘进回水管线接线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中的进回水管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是本发明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中进回水管A向视图；

[0022] 图7是本发明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中滚筒轴剖面图；

[0023] 图8是本发明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中滚筒轴A-A向剖面图；

[0024] 图中，1.进回水管，2.滚筒轴，3.左刹车盘，4.长接头，5.进水管线，6.右刹车盘，7.

回水管线，8.长直角接头，9.回水软管，10.进水软管，11.水葫芦，12.端部接头，13.钢管，

14.进回水接头，16.O型圈，17.进水通道，18.出水通道，21.进回水通道，23.回水空间。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6] 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如图1、图2、图3所示，包括滚筒轴2，从滚筒轴2端头中

心位置向内插设有进回水管1，进回水管1与滚筒轴2设置有回水空间23，进回水管1一端连

接有水葫芦11，进回水管1另一端连接有左刹车盘3，左刹车盘3连接有进水管线5的一端，进

水管线5另一端连接有右刹车盘6，进水管线5与左刹车盘3之间设置有长接头4连接。

[0027] 右刹车盘6连接有回水管线7，回水管线7与右刹车盘6之间设置有长直角接头8连

接。回水管线7连接入滚筒轴2与回水空间23相通，回水空间23通过进回水管1与水葫芦11连

接相通，至此组成了完整的进回水管线回路。水葫芦11设置有进水口与回水口，进水口连接

有进水软管9，回水口连接有回水软管10。

[0028] 如图4、图5所示，进回水管1包括有进回水接头14，进回水接头14沿轴向开设有进

水通道17与回水通道18，进水通道17一端与水葫芦11连接，进水通道17另一端设置有钢管

13，钢管13的另一端端部固定连接有端部接头12，端部接头12的另一端连接长接头4，回水

通道18一端连接水葫芦11，回水通道18另一端连接滚筒轴2与回水空间23相通。

[0029] 端部接头12为直角转换头，与长接头4相连的孔端为螺纹孔，长接头4与端部接头

12通过螺纹固定连接。

[0030] 如图6、图7、图8所示，滚筒轴2沿轴向开设有进回水通道21，进回水通道21一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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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中心开设有轴向台阶孔，台阶孔外部为大孔，内部为小孔，台阶孔的大孔与小孔采用锥面

过渡。

[0031] 台阶孔内插接进回水接头14，钢管13插入进回水通道21的通道内，进回水通道21

的另一端端部沿径向开设上径向孔与下径向孔，长接头4插入上径向孔与端部接头12连接，

长直角接头8插入下径向孔与回水空间23连接相通。

[0032] 上径向孔与下径向孔成180°设置，上径向孔端头为过孔，并将孔端头加工成平面，

下径向孔端头为螺纹孔。长直角接头8与滚筒轴2的进回水通道21的下径向孔通过螺纹连

接。

[0033] 回水接头14与滚筒轴2之间设置有O型圈16，O型圈密封回水空间23，长接头4通过

密封圈与滚筒轴2实现密封。

[0034] 进水管线5通过管卡固定在滚筒体上，回水管线7通过管卡固定在滚筒体上。

[0035] 进回水通道21的内径应大于进回水管1中安装的钢管13的外径，所形成的环形空

间为回水空间23，环形界面尺寸需要根据冷却水量进行计算确定。

[0036] 进回水管1、滚筒轴2、左刹车盘3、长接头4、进水管线5、右刹车盘6、回水管线7和长

直角接头8组成一个整体，工作时随滚筒轴一起旋转运动。

[0037] 本发明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工作过程如下：

[0038] 把每个零件连接好，组成完整的进回水通道。开始注入冷却水，冷却水由进水软管

9进入水葫芦11，经进回水管1的进回水接头14的进水通道17，流经长接头4，到左刹车盘3进

水口；在左刹车盘3循环一圈后，从左刹车盘3出水口进到进水管线5，然后留到右刹车盘6进

水口，在右刹车盘6循环一圈后，从右刹车盘6出水口进到回水管线7，流经长直角接头8，回

到滚筒轴的下径向孔；冷却水进入回水空间23，最后由回水通道18回到水葫芦11，经回水软

管10流出。

[0039] 本发明一种绞车刹车盘冷却装置，其优点在于：

[0040] 1 .降低加工成本，由滚筒轴同一轴头端部实现冷却水的进水与回水，只需加工滚

筒轴一端，用加工滚筒轴一端代替原来加工滚筒轴两端的技术方案。

[0041] 2.减少加工工序，只需对一个滚筒轴的一端加工管线过孔，且无需在减速箱传动

轴上加工管线过孔。

[0042] 3.本发明进回水管线独特的结构设计只需使用一件水葫芦，就可满足刹车盘冷却

的要求，具有配套简单，维护方便，接口少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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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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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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