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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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158203.2

(22)申请日 2019.11.22

(71)申请人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450016 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第六大街99号

(72)发明人 杨聚辉　肖威　王杜娟　贺飞　

叶蕾　赵华　周倩　吕旦　赵飞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优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41125

代理人 高园

(51)Int.Cl.

E21D 9/00(2006.01)

E21D 9/08(2006.01)

E21D 9/1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矩形掘进机及其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矩形掘进机及其施工方

法，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矩形掘进机刀盘固定、开

挖存在盲区的问题。本发明包括掘进主机和后配

套，后配套通过拖拉机构与掘进主机相连接，所

述掘进主机包括盾体和前输送机，盾体的前端设

有摆动式刀盘，盾体后端设有主梁，盾体上设有

稳定器；所述主梁的后端设有后支撑机构，主梁

上设有撑靴装置和推进系统，前输送机位于摆动

式刀盘下部且与设置在后配套上的出渣系统相

连接。本发明采用摆动式刀盘对掌子面进行弧面

开挖，形成的矩形开挖截面空间利用率高、施工

效率高；改变了传统开挖截面为圆形的开挖作业

方式，省去了路面回填过程，大幅降低了施工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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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矩形掘进机，包括掘进主机和后配套，后配套通过拖拉机构（6）与掘进主机相连

接，其特征在于：所述掘进主机包括盾体（2）和前输送机（14），盾体（2）的前端设有摆动式刀

盘（1），盾体（2）后端设有主梁（3），盾体（2）上设有稳定器（19）；所述主梁（3）的后端设有后

支撑机构（5），主梁（3）上设有撑靴装置（18）和推进系统（4），前输送机（14）位于摆动式刀盘

（1）下部且与设置在后配套上的出渣系统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矩形掘进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后配套包括拖车组（8），拖车组

（8）前部设有前辅助吊机（7）、后部设有后辅助吊机（13），拖车组（8）上还设有内外水循环系

统（12），内外水循环系统（12）通过管路与设置在摆动式刀盘（1）上的喷嘴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矩形掘进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摆动式刀盘（1）包括刀盘本

体（101）和摆动油缸（102），刀盘本体（101）的前端面上设有开挖刀具（103），刀盘本体（101）

的后端与主梁（3）铰接，摆动油缸（102）一端与主梁（3）连接、另一端与刀盘本体（101）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矩形掘进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刀盘本体（101）为扇形体，摆动

油缸（102）设置在刀盘本体（101）的上下两侧。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矩形掘进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推进系统（4）为沿主梁（3）

轴向设置的推进油缸（41），推进油缸（41）的一端与撑靴装置（18）连接、另一端与主梁（3）连

接，在推进油缸（41）的作用下主梁（3）相对撑靴装置（18）移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矩形掘进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撑靴装置（18）包括撑靴架

（181）和撑靴板（182），撑靴架（181）设置在主梁（3）上，撑靴架（181）通过撑靴油缸（183）与

撑靴板（182）相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矩形掘进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撑靴板（182）与撑靴油缸（183）

通过球铰接件连接，所述主梁（3）为螺栓固定的分段梁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1或7所述的矩形掘进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后支撑机构（5）为连接在主

梁（3）尾部的后支撑油缸（301），后支撑油缸（301）伸缩带动主梁（3）尾部上下运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矩形掘进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摆动式刀盘（1）的两侧设有集

渣器（20），集渣器（20）与前输送机（14）相对应。

10.一种如权利要求1或9所述的矩形掘进机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S1：掘进机掘进前，将各系统调试至工作状态；

S2：掘进机掘进过程中，摆动式刀盘（1）在摆动油缸的作用下上下摆动，对掌子面进行

弧面开挖，开挖面的横截面为矩形；

S3：掘进过程中，后支撑机构（5）配合撑靴装置（18）调节主梁（3）的上下姿态；在推进系

统换步时，后支撑机构（5）伸出对主梁（3）进行支撑，撑靴装置撑紧洞壁后，后支撑机构（5）

缩回，推进系统（4）推进主梁（3）前移，实现掘进机的掘进；

S4：在步骤S2~S3中，内外水循环系统（12）通过管路与设置在摆动式刀盘（1）上的喷嘴

连通，向掌子面喷水来降低灰尘和冷却摆动式刀盘（1），产生的渣土在集渣器的作用下被推

送至前输送机（14），然后经出渣系统出渣；

S5：在需要换刀或对超前地质加固时，后配套保持不同，撑靴装置撑紧洞壁后，推进系

统缩回，带动掘进主机后退，为提供空间，加快施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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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矩形掘进机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隧道施工技术领域，特别是指一种矩形掘进机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矩形掘进机，是一种地下空间开发的专用工程机械，具有开挖切削土体、输送渣

土、内壁构筑等功能，涉及地质、土木、机械、力学、液压、电气、控制、测量等多门学科技术。

[0003] 目前，随着地下空间的不断开发，原有的圆形开挖截面已不能满足实际需求，矩形

开挖截面具有空间利用率高，开挖后地面不使用回填，提高施工效率的同时降低了施工成

本。但是现有的矩形掘进机刀盘固定，开挖方式不灵活，且掌子面对刀盘压力较大，刀具磨

损严重。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背景技术中的不足，本发明提出一种矩形掘进机及其施工方法，解决了

现有技术中矩形掘进机刀盘固定、开挖方存在盲区的问题。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一种矩形掘进机，包括掘进主机和后配套，后配

套通过拖拉机构与掘进主机相连接，所述掘进主机包括盾体和前输送机，盾体的前端设有

摆动式刀盘，盾体后端设有主梁，盾体上设有稳定器；所述主梁的后端设有后支撑机构，主

梁上设有撑靴装置和推进系统，前输送机位于摆动式刀盘下部且与设置在后配套上的出渣

系统相连接。

[0006] 所述后配套包括拖车组，拖车组前部设有前辅助吊机、后部设有后辅助吊机，拖车

组上还设有内外水循环系统，内外水循环系统通过管路与设置在摆动式刀盘上的喷嘴相连

接。

[0007] 所述摆动式刀盘包括刀盘本体和摆动油缸，刀盘本体的前端面上设有开挖刀具，

刀盘本体的后端与主梁铰接，摆动油缸一端与主梁连接、另一端与刀盘本体连接。

[0008] 所述刀盘本体为扇形体，摆动油缸设置在刀盘本体的上下两侧。

[0009] 所述推进系统为沿主梁轴向设置的推进油缸，推进油缸的一端与撑靴装置连接、

另一端与主梁连接，在推进油缸的作用下主梁相对撑靴装置移动。

[0010] 所述撑靴装置包括撑靴架和撑靴板，撑靴架设置在主梁上，撑靴架通过撑靴油缸

与撑靴板相连接。

[0011] 所述撑靴板与撑靴油缸通过球铰接件连接，所述主梁为螺栓固定的分段梁结构。

[0012] 所述后支撑机构为连接在主梁尾部的后支撑油缸，后支撑油缸伸缩带动主梁尾部

上下运动。

[0013] 所述摆动式刀盘的两侧设有集渣器，集渣器与前输送机相对应。

[0014] 一种矩形掘进机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S1：掘进机掘进前，将各系统调试至工作状态；

S2：掘进机掘进过程中，摆动式刀盘在摆动油缸的作用下上下摆动，对掌子面进行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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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挖，开挖面的横截面为矩形；

S3：掘进过程中，后支撑机构配合撑靴装置调节主梁的上下姿态；在推进系统换步时，

后支撑机构伸出对主梁进行支撑，撑靴装置撑紧洞壁后，后支撑机构缩回，推进系统推进主

梁前移，实现掘进机的掘进；

S4：在步骤S2~S3中，内外水循环系统通过管路与设置在摆动式刀盘上的喷嘴连通，向

掌子面喷水来降低灰尘和冷却摆动式刀盘，产生的渣土集渣器的作用下被推送至前输送

机，然后经出渣系统出渣；

S5：在需要换刀或对超前地质加固时，后配套保持不同，撑靴装置撑紧洞壁后，推进系

统缩回，带动掘进主机后退，为提供空间，加快施工效率。

[0015] 本发明采用摆动式刀盘对掌子面进行弧面开挖，形成的矩形开挖截面空间利用率

高、施工效率高；改变了传统开挖截面为圆形的开挖作业方式，省去了路面回填过程，大幅

降低了施工成本。本发明开挖、出渣、支护功能部件集成度高，其整体具备对各类地层中矩

形地下空间的全断面掘进，掘进方式灵活，开挖效率高，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

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7] 图1为本发明整体第一部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整体第二部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整体第一部分俯视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摆动式刀盘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出渣系统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付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3] 实施例1，如图1所示，一种矩形掘进机，包括掘进主机和后配套，后配套通过拖拉

机构6与掘进主机相连接，拖拉机构6可采用轴向油缸，轴向油缸的一端与掘进主机的主梁

铰接、另一端与后配套的拖车相连接。通过轴向油缸的伸缩实现后配套与掘进主机之间距

离的调节，同时拆装方便。所述掘进主机包括盾体2和前输送机14，前输送机14为位于前部

的螺旋输送机。盾体2的前端设有摆动式刀盘1，摆动式刀盘能相对盾体上下摆动，实现活动

式开挖。盾体2后端设有主梁3，盾体2上设有稳定器19，稳定器用于掘进时顶紧在洞壁上稳

定刀盘，刀盘摆动的时候，其产生的反力通过盾体传递到岩体上。所述主梁3的后端设有后

支撑机构5，后支撑控制主机上下姿态的调整。主梁3上设有撑靴装置18和推进系统4，撑靴

装置紧贴在岩壁表面，推进系统伸缩，带动主梁和刀盘向前运动。前输送机14位于摆动式刀

盘1下部且与设置在后配套上的出渣系统相连接。出渣系统可采用皮带机16与渣土运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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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的组合。前输送机将切削的渣土经皮带机运送至隧道内的渣土运输车上，然后经渣土运

输车17，运至洞外，完成矩形掘进机的机械化施工作业。

[0024] 进一步，如图2所示，所述后配套包括拖车组8，拖车组8可有多辆相互连接的拖车，

拖拉机构的前端与位于最前端的拖车连接。拖车组8前部设有前辅助吊机7、后部设有后辅

助吊机13，前辅助吊机7及后辅助吊机13对辅料及维修配件进行吊运，拖车组8上设置小车，

可以对辅料及维修配件进行前后运输。拖车组8上还设有内外水循环系统12，内外水循环系

统12通过管路与设置在摆动式刀盘1上的喷嘴相连接，管路经过泵站9加压；喷嘴焊接在摆

动式刀盘内，内外水循环系统通过管路与喷嘴向外喷射水流，用于洞内施工过程的降尘和

对刀盘上刀具的冷切，提高掘进效率。主控室15、配电柜10和变压器11也均设置在拖车组

上。

[0025] 进一步，如图4所示，所述摆动式刀盘1包括刀盘本体101和摆动油缸102，刀盘本体

101的前端面上设有开挖刀具103，用于对掌子面的开挖，刀盘本体101的后端与主梁3通过

轴铰接，摆动油缸102一端与主梁3连接、另一端与刀盘本体101连接。在摆动油缸的作用下，

刀盘本体绕铰接点上下摆动，开挖刀具对掌子面进行弧面开挖。所述刀盘本体101为扇形

体，开挖刀具103安装在扇形体的外弧面上，扇形体靠近圆心的位置与盾体铰接，摆动油缸

102设置在刀盘本体101的上下两侧，通过上下两组油缸的配合伸缩带动刀盘本体的上下摆

动。

[0026] 实施例2，一种矩形掘进机，所述推进系统4为沿主梁3轴向设置的推进油缸41，推

进油缸41的一端与撑靴装置18连接、另一端与主梁3连接，在推进油缸41的作用下主梁3相

对撑靴装置18移动。即推进反力由与撑紧岩壁的撑靴装置提供，当主机推进的时候，撑靴紧

贴在岩壁表面，推进油缸伸缩，带动主梁3和刀盘1向前运动与否。

[0027] 进一步，如图3所示，所述撑靴装置18包括撑靴架181和撑靴板182，撑靴架181设置

在主梁3上，撑靴架181通过撑靴油缸183与撑靴板182相连接。所述的撑靴架181为焊接钢结

构件，撑靴板182与撑靴油缸183端部采用球面副接触，并用螺栓连接，外球面套用螺栓固定

在撑靴油缸活塞杆的端部，撑靴板的内侧凸球面与球面套的凹球面相接触，与外球面套配

合的法兰将撑靴用螺栓连接固定。撑靴内部设置稳定油缸，保压后顶住球面套。所述主梁3

为螺栓固定的分段梁结构。即主梁3采用分段设计，相互之间用高强度螺栓连接。主梁3的主

要作用是传递摆动式刀盘1推力，同时为前输送机14提供安装空间，并提供维修通道空间。

[0028] 进一步，如图5所示，所述后支撑机构5为连接在主梁3尾部的后支撑油缸301，后支

撑油缸301伸缩方向为洞体的径向，后支撑油缸301伸缩带动主梁3尾部上下运动，用于调节

主梁3的上下姿态，配合撑靴完成主机上下姿态的调整。在推进系统换步时，后支撑机构5伸

出对主梁3进行支撑，撑靴撑紧后，后支撑机构缩回，推进系统4推进主梁3前移。所述摆动式

刀盘1的两侧设有集渣器20，集渣器20与前输送机14相对应，集渣器将开挖面下部的渣土推

入前部输送机14，前部输送机14将切削的渣土经皮带机16运送至渣土运输车17，完成矩形

掘进机的出渣作业。

[0029] 其他结构与实施例1相同。

[0030] 实施例3，一种矩形掘进机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S1：掘进机掘进前，将各系统调试至工作状态；

S2：掘进机掘进过程中，摆动式刀盘1在摆动油缸的作用下上下摆动，对掌子面进行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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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开挖，开挖面的横截面为矩形；摆动油缸由主控室控制。

[0031] S3：掘进过程中，后支撑机构5配合撑靴装置18调节主梁3的上下姿态；在推进系统

换步时，后支撑机构5伸出对主梁3进行支撑，撑靴装置撑紧洞壁后，后支撑机构5缩回，推进

系统4推进主梁3前移，实现掘进机的掘进；

S4：在步骤S2~S3中，内外水循环系统12通过管路与设置在摆动式刀盘1上的喷嘴连通，

向掌子面喷水来降低灰尘和冷却摆动式刀盘1，产生的渣土集渣器的作用下被推送至前输

送机14，然后经出渣系统出渣；即出渣系统的皮带机16尾部在尾部拖车的侧上部引出，渣土

通过集渣槽落入渣土运输车17，然后运出巷道。

[0032] S5：在需要换刀或对超前地质加固时，后配套保持不同，撑靴装置撑紧洞壁后，推

进系统缩回，带动掘进主机后退，为提供空间，加快施工效率。

[0033] 其他结构与实施例2相同。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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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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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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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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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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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1

CN 110778319 A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