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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隧道施工技术领域，根据全断面

掘进机刀盘内部结构和滚刀在刀盘上的布置方

式，设计了一种应用于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的换刀

机器人机身，主要由升降机主体、套轨、机器人大

臂、机器人滑移基座和机器人底座五大部分组

成。目的在于解决全段面隧道掘进机“换刀难，换

刀险”的问题，保障换刀工人的生命安全，提高换

刀效率，降低施工成本。换刀机器人可以在高压

等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带动末端执行器，完成对

刀盘上所有磨损滚刀的更换，进而完成“机器代

人”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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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于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的换刀机器人机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应用于全断

面隧道掘进机的换刀机器人机身主要由升降机主体(1)、套轨(2)、机器人大臂(3)、机器人

滑移基座(4)和机器人底座(5)组成；其中，机器人底座(5)和机器人滑移基座(4)构成机器

人的第一个自由度，机器人大臂(3)包括一个移动副即机器人第二个自由度和一个转动副

即机器人的第三个自由度，套轨(2)构成机器人的第四个自由度，升降机主体(1)构成机器

人的第五个自由度；升降机主体(1)、套轨(2)、机器人大臂(3)和机器人滑移基座(4)构成机

器人的主体部分；

所述的升降机主体(1)包括升降机底板(1-1)、剪式机构(1-2)、上滚珠丝杠(1-3)、小齿

轮(1-4)、大齿轮(1-5)、液压马达(1-6)、升降机上板(1-7)、中心环(1-8)、抗弯板结构(1-9)

和小滚珠丝杆(1-10)；液压马达(1-6)安装在升降机上板(1-7)上表面，小齿轮(1-4)直接固

定在液压马达(1-6)的输出轴上；大齿轮(1-5)安装在升降机上板(1-7)下表面并与小齿轮

(1-4)啮合；上滚珠丝杠(1-3)一端固定在升降机上板(1-7)上，另一端连接在大齿轮1-4的

轴孔上；剪式机构(1-2)的上端杆与上滚珠丝杆1-3的螺母套相连，剪式机构(1-2)的下端杆

与下滚珠丝杠1-10的螺母套相连；下滚珠丝杠1-10安装在升降机底板(1-1)上表面；四套抗

弯板结构(1-9)由四节抗弯板串联组成，上端连接在升降机上板(1-7)上，下端连接在升降

机底板(1-1)上；末端执行器固定在升降机底板(1-1)的下表面；

所述的套轨(2)包括套轨箱体(2-1)和套轨滑座(2-2)；套轨滑座(2-2)安装在套轨箱体

(2-1)的槽内，套轨滑座(2-2)上设有中心孔；

所述的机器人大臂(3)包括摆动液压马达(3-1)、机器人伸出臂(3-2)、机器人基础臂

(3-3)和单活塞双作用液压缸(3-4)；摆动液压马达(3-1)安放在机器人伸出臂(3-2)上，其

输出轴与轴套滑座2-2的中心孔配合；两个单活塞双作用液压缸(3-4)对称安装在机器人基

础臂(3-3)的左右两侧；机器人基础臂(3-3)连接在机器人大臂基台(4-1)的鞍形结构钢上；

所述的机器人滑移基座(4)包括机器人大臂基台(4-1)和机器人大臂基台滑座(4-2)；

机器人大臂基台(4-1)由两个马鞍形结构通过两个空心方杆连接而成；机器人大臂基台滑

座(4-2)通过螺栓固定在机器人大臂基台(4-1)上，其与机器人底座(5)配合，实现滑动；

所述的机器人底座(5)包括机器人底座基座(5-1)和机器人底座滑轨(5-2)。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594997 B

2



一种应用于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的换刀机器人机身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隧道施工技术领域，根据全断面掘进机刀盘内部结构和滚刀在刀盘上

的布置方式，设计了一种应用于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的换刀机器人机身。

背景技术

[0002] 全断面掘进机是一种隧道掘进的专用装备，集开挖土体、支护、管片拼装以及输送

土渣功能于一体。全段面隧道掘进机作为最先进的隧道施工方法之一，随着国家的建设和

发展，对其的需求量量日益增大。但在某些关键作业系统的自动化程度偏低，突出体现在刀

盘系统中更换刀具作业还是以人工为主，自动化智能化更是无从谈及。尤其是作业环境极

端恶劣(过江、高水土压力(0.77MPa)、高石英含量(60％)高强度卵石(260MPa)、浅覆土层

(9.8m)、强风化岩层)的复合式超大泥水盾构机智能化换刀技术亟待突破。如遇上述恶劣施

工条件，人工更换单把滚刀耗时高达4小时，同时换刀总耗时至少占整个工期的三分之一以

上，且作业人员经常需要承受高压危害，长时间作业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甚至出现

人员伤亡等重大事故，如何降低换刀带来的风险，提高施工进度，降低施工成本，最终实现

“机器代人”换刀的突破，是隧道施工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研制一种代替“人工换刀”

的换刀机器人势在必行。

[0003] 现在的工业机器人如果有较大的末端负载，其机身结构会非常大，但是现有的全

断面隧道掘机刀盘内部空间十分狭窄，因此很难将成熟的工业机器人直接应用于换刀作

业，所以需要针对盾构机的机器人舱室和刀盘内部空间结构以及滚刀在刀盘上的布置设计

一种特殊的换刀机器人机身结构并选择其相应的驱动方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是一种应用于全断面隧道掘进机上的换刀机器人机身，目的在于解决全段

面隧道掘进机“换刀难，换刀险”的问题，保障换刀工人的生命安全，提高换刀效率，降低施

工成本。换刀机器人可以在高压等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带动末端执行器，完成对刀盘上所有

磨损滚刀的更换，进而完成“机器代人”的突破。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应用于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的换刀机器人机身，主要由升降机主体1、套轨2、机

器人大臂3、机器人滑移基座4和机器人底座5组成；其中，机器人底座5和机器人滑移基座4

构成机器人的第一个自由度，机器人大臂3包括一个移动副(机器人第二个自由度)和一个

转动副(机器人的第三个自由度)，套轨2构成机器人的第四个自由度，升降机主体1构成机

器人的第五个自由度；升降机主体1、套轨2、机器人大臂3和机器人滑移基座4构成机器人的

主体部分，示意图如图1所示。

[0007] 所述的升降机主体1包括升降机底板1-1、剪式机构1-2、上滚珠丝杠1-3、小齿轮1-

4、大齿轮1-5、液压马达1-6、升降机上板1-7、中心环1-8、抗弯板结构1-9和小滚珠丝杆1-

10；液压马达1-6安装在升降机上板1-7上表面，小齿轮1-4直接固定在液压马达1-6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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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上；大齿轮1-5安装在升降机上板1-7下表面并与小齿轮1-4啮合；上滚珠丝杠1-3一端固

定在升降机上板1-7上，另一端连接在大齿轮1-4的轴孔上；剪式机构1-2的上端杆与上滚珠

丝杆1-3的螺母套相连，剪式机构1-2的下端杆与下滚珠丝杠1-10的螺母套相连；下滚珠丝

杠1-10安装在升降机底板1-1上表面；四套抗弯板结构1-9由四节抗弯板串联组成，上端连

接在升降机上板1-7上，下端连接在升降机底板1-1上；末端执行器固定在升降机底板1-1的

下表面；换刀机器人的升降机主体部分示意图如图2所示；

[0008] 所述的套轨2包括套轨箱体2-1和套轨滑座2-2；套轨滑座2-2安装在套轨箱体2-1

的槽内，套轨滑座2-2上设有中心孔；换刀机器人套轨部分示意图如图3所示；

[0009] 所述的机器人大臂3包括摆动液压马达3-1、机器人伸出臂3-2、机器人基础臂3-3

和单活塞双作用液压缸3-4；摆动液压马达3-1安放在机器人伸出臂3-2上，其输出轴与轴套

滑座2-2的中心孔配合；两个单活塞双作用液压缸3-4对称安装在机器人基础臂3-3的左右

两侧；机器人基础臂3-3连接在机器人大臂基台4-1的鞍形结构钢上；

[0010] 所述的机器人滑移基座4包括机器人大臂基台4-1和机器人大臂基台滑座4-2；机

器人大臂基台4-1由两个马鞍形结构通过两个空心方杆连接而成；机器人大臂基台滑座4-2

通过螺栓固定在机器人大臂基台4-1上，其与机器人底座5配合，实现滑动；换刀机器人大臂

和滑移基座示意图如图4所示；

[0011] 所述的机器人底座5包括机器人底座基座5-1和机器人底座滑轨5-2；换刀机器人

底座结构示意图如图5所示。

[0012] 工作原理：

[0013] 对于升降机主体1，液压马达1-6旋转带动小齿轮1-4转动，小齿轮1-4带动啮合的

大齿轮转动，大齿轮1-带动上滚珠丝杠1-3的丝杠旋转，进而带动上滚珠丝杠1-3的螺母套

左右移动，进一步带动剪式机构1-2的伸长和缩短(剪式机构1-2可以实现很大的伸缩比)，

从而带动升降机底板1-1上的末端执行器运动到刀盘上的指定位置。

[0014] 对于套轨2，套轨箱体2-1沿套轨滑座2-2滑动，可以带动升降机主体1前后滑动，从

而避免与机器人舱门的干涉。

[0015] 对于机器人大臂3、机器人滑移基座4以及机器人底座5，机器人大臂3和机器人基

座4可以沿机器人底座5上的机器人底座滑轨5-2移动，从而移动到机器人舱门处。机器人伸

出臂3-2在单活塞杆双作用液压缸3-4的作用下伸出到舱门外，摆动液压马达3-1可以带动

整个升降机主体1和套轨2完成180度的旋转，这样就可以完成机器人舱门左右两侧的滚刀

的更换。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是一种应用于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的换刀机器人机身结

构，降低换刀工人的换刀风险，提高换刀效率，很好地解决行业“换刀难，换刀险”的难题。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全断面隧道掘进机换刀机器人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换刀机器人升降机主体部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换刀机器人套轨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换刀机器人大臂和滑移基座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换刀机器人底座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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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6是换刀机器人未换刀时的位姿示意图

[0023] 图7是换刀机器人在机器人底座上滑移至舱门时的位姿示意图

[0024] 图8是换刀机器人大臂伸出舱门时的位姿示意图

[0025] 图9是换刀机器人伸出舱外更换水平线左侧滚刀时的位姿示意图

[0026] 图10是换刀机器人旋转升降机主体调整角度时的位姿示意图

[0027] 图11是换刀机器人伸出舱外更换水平线右侧滚刀时的位姿示意图

[0028] 图中：1升降机主体；2.套轨；3机器人大臂；4机器人滑移基座；5机器人底座；1-1升

降机底板；1-2剪式机构；1-3上滚珠丝杠；1-4小齿轮；1-5大齿轮；1-6液压马达；1-7升降机

上板；1-8中心环；1-9抗弯板结构；1-10下滚珠丝杠；2-1套轨箱体；2-2套轨滑座；3-1摆动液

压马达；3-2机器人伸出臂；3-3机器人基础臂；3-4单活塞杆双作用液压缸；4-1机器人大臂

基台；4-2机器人大臂基台滑座；5-1机器人底座基座；5-2机器人底座滑轨；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技术方案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30] 步骤一：隧道掘进机掘进时，机器人以未换刀时的位姿示意图6所示处在刀盘后面

的机器人舱室内，此时机器人舱室的舱门处于关闭状态，刀盘内的泥土、岩渣不会接触到机

器人机身。升降机主体1部分处于收缩状态。

[0031] 步骤二：当隧道掘进机停机维护时，开始滚刀的更换，此时，机器人舱室门处于打

开状态，机器人的主体部分沿机器人底座滑轨5-2移动到机器人舱室门，此处的行程较长，

可以选择液压马达驱动滚珠丝杠的方式推动轨道座在轨道上滑移。换刀机器人在机器人底

座上滑移至舱门时的位姿示意图如图7所示。

[0032] 步骤三：机器人伸出臂3-2在两侧液压缸3-4的作用下伸出机器人舱门外，此时升

降机主体1部分处在刀盘前后面板之间。换刀机器人大臂伸出舱门时的位姿示意图如图8所

示。

[0033] 步骤四：升降机主体1上的两个液压马达旋转带动剪式机构1-2伸长，同时四套抗

弯板1-9也跟随剪式机构1-2同步伸缩(抗弯板可以很大程度增强剪式机构的抗弯能力)，将

末端执行器送到指定的滚刀位置，此时可以更换机器人舱门外左侧的滚刀，换刀机器人伸

出舱外更换水平线左侧滚刀时的位姿示意图如图9所示。

[0034] 步骤五：当隧道掘进机的刀盘不能准确将需要更换的滚刀停在水平位置，此时摆

动液压缸3-1转动带动升降机主体1及末端执行器进行角度调整，以便于更好的抓起滚刀。

换刀机器人旋转升降机主体调整角度时的位姿示意图如图10所示。

[0035] 步骤六：更换完舱门外左侧的滚刀后，摆动液压缸3-1转动带动升降机主体1及末

端执行器到舱门右侧的滚刀处，此时调整升降机的伸长和缩短就可以更换右侧水平线上的

所有的滚刀。换刀机器人伸出舱外更换水平线右侧滚刀时的位姿示意图如图11所示。

[0036] 步骤七：更换完刀盘半径长度上一排滚刀后，转动刀盘更换另一排滚刀，直到更换

了刀盘上所有的滚刀。此时，机器人收缩回到机器人舱室内，关闭机器人舱室的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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