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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敞开式TBM钢拱架自动拼

装作业装置及其方法，包括：主梁、行走环、行走

油缸、旋转环、驱动轮、钢拱架夹具和钢拱架拼装

机械手，行走环通过滑动导轨与主梁相连，行走

油缸两端分别铰接于主梁和行走环，可驱动行走

环沿水平方向平移，旋转环通过法兰盘固定于主

梁上，由两个对称布置的驱动轮驱动，钢拱架夹

具周向布置焊接于旋转环侧面，钢拱架拼装机械

手包括伸缩臂、姿态调整机构和钢拱架夹具，通

过法兰盘固接于行走环侧面。该装置可对钢拱架

位姿进行调整，实现钢拱架的高效率自动拼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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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敞开式TBM钢拱架自动拼装作业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主梁(1)、水平滑动导轨

(2)、行走油缸(3)、行走环(4)、旋转环支架(5)、旋转环(6)、驱动轮(7)、支撑导向轮(8)、钢

拱架夹具(9)和钢拱架拼装机械手(14)；其中，行走环(4)通过滑块(41)与主梁(1)侧面的水

平滑动导轨(2)配合，行走油缸(3)分别铰接于主梁铰接接头(31)和行走环铰接接头(32)，

旋转环支架(5)通过旋转环法兰盘(51)固定在主梁(1)上，驱动轮(7)和支撑导向轮(8)的底

座(52)均布焊接于旋转环支架(5)顶端，旋转环(6)上的齿与驱动轮(7)上的齿相啮合，并通

过支撑导向轮(8)固连在旋转环支架(5)上，钢拱架夹具(9)周向布置焊接于旋转环(6)侧

面，钢拱架拼装机械手(14)通过焊接在伸缩臂(11)上的伸缩臂法兰盘(111)紧固在行走环

(4)的侧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敞开式TBM钢拱架自动拼装作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

环(6)由两个左右对称布置的驱动轮(7)和四个周向布置的支撑导向轮(8)驱动和连接，侧

面安装有均匀布置的钢拱架夹具(9)，用来夹持并固定钢拱架(10)的位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敞开式TBM钢拱架自动拼装作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拱

架拼装机械手(14)包括伸缩臂(11)、姿态调整装置(12)和钢拱架拼装机械手末端(13)三部

分，伸缩臂(11)通过伸缩臂法兰盘(111)固定在行走环(4)的侧面，姿态调整装置(12)通过

姿态调整装置底座(121)焊接在伸缩臂伸出杆(113)上，钢拱架拼装机械手末端(13)通过偏

航角调节液压缸(125)和主轴承(127)固定在姿态调整装置(12)的浮动平台(126)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敞开式TBM钢拱架自动拼装作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

臂(11)包括套筒(112)、伸出杆(113)、套筒铰接接头(114)、行程传感器(115)、伸缩液压油

缸(116)、卡箍(117)、延长杆(118)、伸出杆铰接头(119)，伸缩液压油缸(116)一端铰接于套

筒铰接接头(114)，另一端铰接于伸出杆铰接头(119)，行程传感器(115)通过卡箍(117)和

延长杆(118)固定在伸缩液压油缸(116)上，伸缩液压油缸(116)驱动伸出杆(113)沿套筒

(112)伸出和缩回，行程传感器(115)可测量伸出杆(113)伸缩长度。

5.根据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敞开式TBM钢拱架自动拼装作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姿态调整装置(12)包括姿态调整装置底座(121)、底座铰接接头(122)、轻型液压缸(123)、

球铰(124)、偏航角调节液压缸(125)、浮动平台(126)、主轴承(127)，轻型液压缸(123)一端

通过底座铰接接头(122)与姿态调整装置底座(121)相连，另一端通过球铰(124)与浮动平

台(126)相连，偏航角调节液压缸(125)两端分别铰接于浮动平台(126)和机械手末端旋转

平台(137)，轻型液压缸(123)和偏航角调节液压缸(125)可分别实现浮动平台(126)在空间

内俯仰角、翻滚角和偏航角的调节。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敞开式TBM钢拱架自动拼装作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钢

拱架拼装机械手末端(13)包括旋转平台铰接接头(131)、机械夹手(132)、钢拱架支撑平台

(133)、机械手驱动液压缸(134)、连杆(135)、定位套筒(136)、机械手末端旋转平台(137)、

侧板(138)，机械手驱动液压缸(134)一端通过旋转平台铰接接头(131)与机械手末端旋转

平台(137)相连，另一端由定位套筒(136)固定在连杆(135)上，可驱动机械夹手(132)将钢

拱架(10)夹持固定在钢拱架支撑平台(133)上，侧板(138)起到加固钢拱架拼装机械手末端

(13)的作用。

7.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作业装置的钢拱架自动拼装方法，其特征在于：

钢拱架放置于钢拱架支撑平台(133)之后，铰接于机械手末端旋转平台(137)上的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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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驱动液压缸(134)活塞杆伸出，通过连杆(135)驱动机械夹手(132)夹紧钢拱架，预设压力

保证钢拱架可靠固定，行走油缸(3)一端铰接于主梁铰接接头(31)，另一端铰接于行走环铰

接接头(32)，带动行走环(4)沿着水平滑动导轨(2)相对主梁(1)滑动，当行走环(4)到达指

定位置，驱动轮(7)带动旋转环(6)旋转特定的角度，保证钢拱架夹具9)到达指定的位置，此

时伸缩臂(11)配合行走油缸(3)将第一榀钢拱架(10)放置于钢拱架夹具(9)上并夹紧固定，

旋转环(6)沿着支撑导向轮(8)逆时针旋转一定角度，同时行走环(4)回位拾取下一榀钢拱

架，夹紧固定后送料至旋转环(6)的拼装位置，首先控制旋转环(6)的旋转角度和伸缩臂

(11)的伸出长度，旋转环(6)和伸缩臂(11)分别安装编码器和行程传感器(115)，控制钢拱

架的空间位置在拼装区域内；

钢拱架拼装机械手(14)调整第二榀钢拱架的位姿，确保两榀钢拱架端面对接在可接受

误差范围内，姿态调整装置(12)上的轻型液压缸(122)和偏航角调节液压缸(124)上安装有

内置式的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分别测得轻型液压缸(122)和偏航角调节液压缸(124)的伸

缩长度，从而计算出机械手末端旋转平台(137)的姿态角和姿态位移，两榀钢拱架可靠连接

后，钢拱架夹具(9)将第二榀钢拱架夹紧固定，旋转环(6)逆时针旋转一定角度，此时开始下

一榀钢拱架拼装，直至钢拱架拼装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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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敞开式TBM钢拱架自动拼装作业装置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钢拱架拼装作业装置，尤其是涉及一种敞开式TBM钢拱架自动拼装作

业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敞开式TBM(Tunnel  Boring  Machine)，又称为敞开式隧道掘进机，是一种针对硬

岩地层掘进的大型隧道施工机械，其利用旋转刀盘上的滚刀挤压剪切破岩，并通过铲斗齿

和皮带机将石渣运往洞外，掘进、支护和出渣并行作业，具有掘进速度快、利于环保等优点，

可实现传统钻爆法难以实现的复杂地质条件下的隧道施工。

[0003] 钢拱架拼装和支护作业是隧道施工中的关键步骤，TBM完成一环的掘进后需要通

过钢拱架进行及时有效的支护，对确保开挖隧道的安全和质量起到很好的保障作用。钢拱

架拼装的主要任务是将单榀的钢拱架放置到特定的位置，并通过螺栓和其余的钢拱架进行

有效的连接。

[0004] 目前，钢拱架拼装主要依靠人工作业，存在自动化程度低、人工工作量大、时间长、

质量不稳定等问题，不适应TBM高效、安全施工要求，制约TBM施工效率、安全和质量的提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敞开式TBM钢拱架自动拼装作业装置，行走油缸两端

分别铰接于主梁和行走环，驱动行走环沿水平方向平移，旋转环由两个对称布置的驱动轮

驱动，伸缩臂可沿垂直于隧道轴线方向实现钢拱架拼装机械手的伸出和缩回，从而控制钢

拱架拼装机械手的空间位置；姿态调整机构包括由轻型液压缸驱动的并联机构和偏航角调

节液压缸，控制钢拱架拼装机械手的空间姿态。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敞开式TBM钢拱架自动拼装作业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主梁、水平滑动导轨、

行走油缸、行走环、旋转环支架、旋转环、驱动轮、支撑导向轮、钢拱架夹具、伸缩臂、姿态调

整装置、钢拱架拼装机械手末端；其中，行走环通过滑块与主梁侧面的水平滑动导轨配合，

行走油缸分别铰接于主梁铰接接头和行走环铰接接头，旋转环支架通过旋转环法兰盘固定

在主梁上，驱动轮和支撑导向轮的底座均布焊接于旋转环支架顶端，旋转环上的齿与驱动

轮上的齿相啮合，并通过支撑导向轮固连在旋转环支架上，钢拱架夹具周向布置焊接于旋

转环侧面，钢拱架拼装机械手通过焊接在伸缩臂上的伸缩臂法兰盘紧固在行走环的侧面。

[0008] 所述旋转环由两个左右对称布置的驱动轮和四个周向布置的支撑导向轮驱动和

连接，侧面安装有均匀布置的钢拱架夹具，用来夹持并固定钢拱架的位姿。

[0009] 所述钢拱架拼装机械手通过伸缩臂法兰盘固定在行走环的侧面，包括伸缩臂、姿

态调整装置和钢拱架拼装机械手末端三部分。

[0010] 所述伸缩臂包括套筒、伸出杆、套筒铰接接头、行程传感器、伸缩液压油缸、卡箍、

延长杆、伸出杆铰接头，伸缩液压油缸可驱动伸出杆沿套筒伸出和缩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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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姿态调整装置包括底座铰接接头、轻型液压缸、球铰、偏航角调节液压缸、浮

动平台、主轴承，轻型液压缸和偏航角调节液压缸可实现浮动平台空间内三个转动自由度

的调节。

[0012] 本发明具有的有益效果是：行走环、旋转环和伸缩臂分别控制钢拱架拼装机械手

的前后、左右和上下运动，安装在伸缩臂上的钢拱架拼装机械手则可以对钢拱架的偏航角、

俯仰角、翻滚角进行微调，采用钢拱架位姿独立控制方式，节省了钢拱架拼装定位的运动时

间，替代人工操作完成大量钢拱架的拼装工作，有效提高了钢拱架拼装效率。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的主体结构的等轴测视图。

[0014] 图2是本发明的主体结构的主视图。

[0015] 图3是本发明的主体结构的左视图。

[0016] 图4是本发明的主体结构的俯视图。

[0017] 图5是本发明中钢拱架拼装机械手的等轴测视图。

[0018] 图6是本发明中钢拱架拼装机械手的主视图。

[0019] 图7是本发明中钢拱架拼装机械手的左视图。

[0020] 图8是本发明中钢拱架拼装机械手的俯视图。

[0021] 图1-8中：1、主梁，2、水平滑动导轨，3、行走油缸，4、行走环，5、旋转环支架，6、旋转

环，7、驱动轮，8、支撑导向轮，9、钢拱架夹具，10、钢拱架，11、伸缩臂，12、姿态调整装置，13、

钢拱架拼装机械手末端，14、钢拱架拼装机械手，31、主梁铰接接头，32、行走环铰接接头，

41、滑块，42、行走环法兰盘，51、旋转环法兰盘，52、底座，111、伸缩臂法兰盘，112、套筒，

113、伸出杆，114、套筒铰接接头，115、行程传感器，116、伸缩液压油缸，117、卡箍，118、延长

杆，119、伸出杆铰接头，121、底座铰接接头，122、轻型液压缸，123、球铰，124、偏航角调节液

压缸，125、浮动平台，126、主轴承，131、浮动平台铰接接头，132、机械夹手，133、钢拱架支撑

平台，134、机械手驱动液压缸，135、连杆，136、定位套筒，137、机械手末端旋转平台，138、侧

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

[0023] 如图1所示，本发明包括主梁1、水平滑动导轨2、行走油缸3、行走环4、旋转环支架

5、旋转环6、驱动轮7、支撑导向轮8、钢拱架夹具9、伸缩臂11、姿态调整装置12、钢拱架拼装

机械手末端13；其中，行走环4通过滑块41与主梁1侧面的水平滑动导轨2配合，行走油缸3两

端分别铰接于主梁铰接接头31和行走环铰接接头32，旋转环支架5通过旋转环法兰盘51固

定在主梁1上，驱动轮7和支撑导向轮8的旋转环底座52均布焊接于旋转环支架5上，旋转环6

上的齿与驱动轮7上的齿相啮合，并通过支撑导向轮8固连在旋转环支架5上，钢拱架夹具9

周向布置焊接于旋转环6侧面，钢拱架拼装机械手14通过焊接在伸缩臂11上的伸缩臂法兰

盘111紧固在行走环4的侧面。

[0024] 如图2所示，所述旋转环由两个左右对称布置的驱动轮7和四个周向布置的支撑导

向轮8驱动和连接，侧面安装有均匀布置的钢拱架夹具9，用来夹持并固定钢拱架10的位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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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如图1和图5所示，所述钢拱架拼装机械手14通过伸缩臂法兰盘固定在行走环的侧

面，包括伸缩臂11、姿态调整装置12和钢拱架拼装机械手末端13三部分。

[0026] 如图6所示，所述伸缩臂11包括套筒112、伸出杆113、套筒铰接接头114、行程传感

器115、伸缩液压油缸116、卡箍117、延长杆118、伸出杆铰接头119，伸缩液压油缸可驱动伸

出杆沿套筒伸出和缩回。

[0027] 如图6和图8所示，所述姿态调整装置包括姿态调整装置底座121、底座铰接接头

122、轻型液压缸123、球铰124、偏航角调节液压缸125、浮动平台126、主轴承127，轻型液压

缸和偏航角调节液压缸可实现浮动平台空间内三个转动自由度的调节。

[002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如下：

[0029] 将各个部件按照图1-8中所示安装方式连接后，以实际施工中该装置工作过程为

例进行详细描述。钢拱架放置于钢拱架支撑平台133之后，铰接于机械手末端旋转平台137

上的机械手驱动液压缸134活塞杆伸出，通过连杆135驱动机械夹手132夹紧钢拱架，预设压

力保证钢拱架可靠固定，行走油缸3一端铰接于主梁铰接接头31，另一端铰接于行走环铰接

接头32，带动行走环4沿着水平滑动导轨2相对主梁1滑动，当行走环4到达指定位置，驱动轮

7带动旋转环6旋转特定的角度，保证钢拱架夹具9到达指定的位置，此时伸缩臂11配合行走

油缸3将第一榀钢拱架10放置于钢拱架夹具9上并夹紧固定，旋转环6沿着支撑导向轮8逆时

针旋转一定角度，同时行走环4回位拾取下一榀钢拱架，夹紧固定后送料至旋转环6的拼装

位置，首先控制旋转环6的旋转角度和伸缩臂11的伸出长度，旋转环6和伸缩臂11分别安装

编码器和行程传感器115，控制钢拱架的空间位置在拼装区域内，通常使用螺栓连接钢拱架

端面的法兰盘或者采用焊接的方式，以连接两榀钢拱架，因此需要钢拱架拼装机械手14调

整第二榀钢拱架的位姿，确保两榀钢拱架端面对接在可接受误差范围内，姿态调整装置12

上的轻型液压缸123和偏航角调节液压缸125上安装有内置式的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可以

分别测得轻型液压缸123和偏航角调节液压缸125的伸缩长度，从而计算出机械手末端旋转

平台137的姿态角和姿态位移，两榀钢拱架可靠连接后，钢拱架夹具9将第二榀钢拱架夹紧

固定，旋转环6逆时针旋转一定角度，此时开始下一榀钢拱架拼装，直至钢拱架拼装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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