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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设一体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工程机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设一体机，包括车体、

履带行走装置、钻头、管仓，所述钻头通过车体底

端与管仓连接，所述履带行走装置设置于车体下

端，履带行走装置用于驱动车体移动。本发明的

一体机体积小，便于挖掘，管仓与车体有机结合，

能够实现挖掘和铺设同时进行，避免大范围挖掘

地方，工程施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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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设一体机，其特征在于：包括车体、履带行走装置、钻头、

管仓，所述钻头通过车体底端与管仓连接，所述履带行走装置设置于车体下端，履带行走装

置用于驱动车体移动；所述履带行走装置包括行走前轮和行走后轮，所述行走前轮设置于

车体下端前部，所述行走后轮设置于车体下端后部；所述行走前轮包括第一张紧缓冲机构、

调节装置、前轮支架、第一滚动轮和第一支承轮，所述第一张紧缓冲机构一端与车体连接，

另一端与前轮支架连接，所述第一滚动轮设置于前轮支架下端，所述第一支承轮设置于前

轮支架上端，所述第一滚动轮通过调节装置与第一支承轮连接；所述行走后轮包括第二张

紧缓冲机构、履带支架、第二滚动轮和第二支承轮，所述第二张紧缓冲机构一端与车体连

接，另一端与履带支架连接，所述第二滚动轮设置于履带支架下端，所述第二支承轮设置于

履带支架上端；所述履带支架中间设置有调节轨；所述钻头包括转动钻、保护盖、第一支臂、

第二支臂和驱动装置，所述驱动装置用于驱动第二支臂前进，第一支臂一端与第二支臂轴

连接，另一端与转动钻固定连接，转动钻四周设置有保护盖；第一张紧缓冲机构包括依次连

接第一缓冲主臂、第一缓冲支臂和第一转向梁，第一缓冲支臂与车体水平设置，第一转向梁

与第一缓冲支臂成90度轴连接；第二张紧缓冲机构包括依次连接第二缓冲主臂、第二缓冲

支臂和第二转向梁，第二转向梁与第二缓冲支臂成90度轴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设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管仓

内设置有可折叠式管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设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车体

还包括设置于前端上部的飞行停靠区，飞行依靠区包括停靠仓和设置于停靠仓上方的仓

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设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车体

还包括设置于前端前部的扫描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设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车体

还包括设置于中部的储存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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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设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程机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设一体机。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城市发展迅猛，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以前落后的市政工程已经不能满足人

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亟需改造和兴建。但是由于建设资金，各类市政设施分管不同的部门，

各自为政，城市地下管线建设时序不一，不能同步建设，且城市管理者缺乏统一的调度，也

不能一次到位，造成了道路重复开挖，劳民伤财，反复开挖路面的现象在中国已成为许多城

市的“家常便饭”，有人形象地称这些马路为“拉链路”。已经修好的路面再一次被挖开，严重

映现了居民的正常出行，而这种重复开挖道路辅设地下管线的现象在中国屡见不鲜、层出

不穷、广受诟病。

[0003] 然而现阶段的管道铺设也存在着施工面积大、噪音、尘土等，在人们的在挖掘车的

设计上也同样存在着很多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上述不足，提供体积小，便于挖掘，管道输送仓

与车体有机结合，能够实现挖掘和铺设同时进行，工程施工方便的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

设一体机。

[0005]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设一体机，包括车体、履带行走装置、钻头、管仓，所述

钻头通过车体底端与管仓连接，所述履带行走装置设置于车体下端，履带行走装置用于驱

动车体移动。

[0007] 其中，所述履带行走装置包括行走前轮和行走后轮，所述行走前轮设置于车体下

端前部，所述行走后轮设置于车体下端后部。

[0008] 其中，所述行走前轮包括第一张紧缓冲机构、调节装置、前轮支架、第一滚动轮和

第一支承轮，所述第一张紧缓冲机构一端与车体连接，另一端与前轮支架连接，所述第一滚

动轮设置于前轮支架下端，所述第一支承轮设置于前轮支架上端，所述第一滚动轮通过调

节装置与第一支承轮连接。

[0009] 其中，所述行走后轮包括第二张紧缓冲机构、履带支架、第二滚动轮和第二支承

轮，所述第二张紧缓冲机构一端与车体连接，另一端与履带支架连接，所述第二滚动轮设置

于履带支架下端，所述第二支承轮设置于履带支架上端。

[0010] 其中，所述履带支架中间设置有调节轨。

[0011] 其中，所述钻头包括转动钻、保护盖、第一支臂、第二支臂和驱动装置，所述驱动装

置用于驱动第二支臂前进，第一支臂一端与第二支臂轴连接，另一端与转动钻固定连接，转

动钻四周设置有保护盖。

[0012] 其中，所述管仓内设置有可折叠式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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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其中，所述车体还包括设置于前端上部的飞行停靠区，飞行依靠区包括停靠仓和

设置于停靠仓上方的仓门。

[0014] 其中，所述车体还包括设置于前端前部的扫描灯。

[0015] 其中，所述车体还包括设置于中部的储存仓。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7] 一、本发明的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设一体机体积小，便于挖掘，管仓与车体有机

结合，能够实现挖掘和铺设同时进行，工程施工方便，减轻道路通行压力，减少施工区域面

积，缩减施工人员，解决施工现场安全与环境污染问题。

[0018] 二、本发明的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设一体机的履带行走装置设置有张紧缓冲机

构，能够对崎岖路面进行缓冲，保证车体的平衡性。

[0019] 三、本发明的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设一体机的钻头能够实现多维度转运，能够

调整挖掘入洞角度和挖掘路线，同时设置有驱动装置，能够使钻头实现多角度转动，挖掘效

果好。

附图说明

[0020] 利用附图对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附图中的实施例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任何限制，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以下附图获得其

它的附图。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设一体机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的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设一体机另一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的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设一体机的钻头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的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设一体机的车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的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设一体机的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6] 附图标记包括：1车体、2履带行走装置、3钻头、4管仓、5行走前轮、6行走后轮、7第

一张紧缓冲机构、8前轮支架、9第一滚动轮、10第一支承轮、11第二张紧缓冲机构、12履带支

架、13第二滚动轮、14第二支承轮、15调节轨、16转动钻、17保护盖、18第一支臂、19第二支

臂、20驱动装置、21飞行停靠区、22扫描灯、23储存仓、24第一缓冲主臂、25第一缓冲支臂、26

第一转向梁、27第二缓冲主臂、28第二缓冲支臂、29第二转向梁。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结合以下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8]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的一种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设一体机，包括车体1、履

带行走装置2、钻头3、管仓4，所述钻头3通过车体1底端与管仓4连接，所述履带行走装置2设

置于车体1下端，履带行走装置2用于驱动车体1移动。

[0029] 本发明的非开挖城市地下管道铺设一体机体积小，便于挖掘，管仓4里装有可折叠

的管道，管仓4与车体1有机结合，能够实现挖掘和铺设同时进行，工程施工方便，减轻道路

通行压力，减少施工区域面积，缩减施工人员，解决施工现场安全与环境污染问题。

[0030] 本发明的履带行走装置2包括行走前轮5和行走后轮6，所述行走前轮5设置于车体

1下端前部，所述行走后轮6设置于车体1下端后部。行走前轮5和行走后轮6均具有两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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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设置于车体1两侧，使车体1进行平衡态度，并能根据路面情况进行缓冲，减轻崎岖路面对

车体1的摇摆，保证挖掘的精确度。

[0031] 本发明的所述行走前轮5包括第一张紧缓冲机构7、调节装置、前轮支架8、第一滚

动轮9和第一支承轮10，所述第一张紧缓冲机构7一端与车体1连接，另一端与前轮支架8连

接，所述第一滚动轮9设置于前轮支架8下端，所述第一支承轮10设置于前轮支架8上端，所

述第一滚动轮9通过调节装置与第一支承轮10连接。本发明的所述行走后轮6包括第二张紧

缓冲机构11、履带支架12、第二滚动轮13和第二支承轮14，所述第二张紧缓冲机构11一端与

车体1连接，另一端与履带支架12连接，所述第二滚动轮13设置于履带支架12下端，所述第

二支承轮14设置于履带支架12上端。

[0032] 如图5所示，本发明的第一张紧缓冲机构7包括依次连接第一缓冲主臂24、第一缓

冲支臂25和第一转向梁26，第一支臂18与车体1水平设置，第一转向梁26与第一缓冲支臂成

90度轴连接，使行走前轮5分别向车体1两端移动，从而降低车体1前部重心。同时第二张紧

缓冲机构11包括依次连接第二缓冲主臂27、第二缓冲支臂28和第二转向梁29，第二转向梁

29与第二缓冲支臂28成90度轴连接，使行走后轮6分别向车体1两端移动，从而降低车体1后

部重心，使车体1整个重心下降，在行走倾斜度较大的地面时可使行走更顺畅。行走前轮5和

行走后轮6分别设置有第一张紧缓冲机构7和第二张紧缓冲机构11，能够对复杂的地型进行

缓冲，保证车体1的平衡性。

[0033] 本发明的履带支架12中间设置有调节轨15，调节轨15倾斜设置，第二支承轮14的

轴承通过在调节轨15上左右移动实现第二支承轮14高度的调节，张紧缓冲机构对行走前轮

5和行走后轮6宽度的调节，配合调节轨15对行走后轮6的调节，使一体机从容面对需要挖掘

铺设的复杂路面，实用性强。

[0034] 如图3所示，本发明的钻头3包括转动钻16、保护盖17、第一支臂18、第二支臂19和

驱动装置20，所述驱动装置20用于驱动第二支臂19前进，第一支臂18一端与第二支臂19轴

连接，另一端与转动钻16固定连接，转动钻16四周设置有保护盖17。第二支臂19与第一支臂

18轴连接，能够在垂直方向实现挖掘角度的调整，从而找到最佳的入洞角度和挖掘路线，转

运钻16与第一支臂18活动连接，能够在自轴方向实现转到，同时钻头3设置有三个不同方向

的金钢钻，金钢钻硬度大，对坚固的土地挖掘效果好，金钢钻四周设置有保护盖17，能够避

免旁边坚硬石头对金钢钻侧边的损坏。钻头3体积小，阻力小，挖掘方便。

[0035] 本发明的管仓4内设置有可折叠式管道。钻头3在驱动装置20的驱动下向前挖掘，

驱动装置20一端与管仓4内可折叠式管道一端连接，在驱动装置20驱动钻头3钻动时，并带

动管仓4内的可折叠式管道前进，实现挖掘与铺设同时进行，避免地面的破损，不耽误地面

车量的通行。

[0036] 如图4所示，本发明的车体1还包括设置于前端上部的飞行停靠区21，飞行依靠区

包括停靠仓和设置于停靠仓上方的仓门。本发明的一体机设置有GPS位置系统，能够与无人

机和移动终端连接，无人机对准备挖掘的路况进行检测和监控，操作人员在移动终端能够

查看到现场情况，并控制一体机进行挖掘和铺设；车体1还包括设置于前端的扫描灯22，扫

描灯22在挖掘前能对地面进行扫描，从而确认最佳的挖掘点和挖掘角度，车体1还包括设置

于中部的储存仓23，储存仓23用于储存钻头3等工具。

[0037]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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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地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

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

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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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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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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