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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外置全断面岩石掘进机

换刀机器人机身结构，属于机器人机身结构设计

技术领域。该机身结构由三个移动副与一个转动

副组成，通过液压进行驱动。机身结构大体上分

为四个姿态，以适应TBM内部狭小的空间结构，其

基座位于TBM外部，腰部、大臂、肘部以及小臂等

通过TBM主梁下方的运刀孔进入TBM刀盘内部，完

成滚刀的安装。机器人腰部的控制采用活塞缸控

制，大臂与小臂的伸缩通过对相应油孔的抽油与

吸油实现，肘部的转动通过液压马达实现。本发

明的机器人机身结构替代工人进行换刀作业，能

极大提高工人工作安全程度，提升滚刀更换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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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外置全断面岩石掘进机换刀机器人机身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外置全断面

岩石掘进机换刀机器人机身结构包括机器人基座(1)、机器人腰部(2)、机器人大臂(6)和机

器人小臂(9)四部分；机器人机身均采用液压控制，用于调整机器人机身的伸缩；其中，机器

人大臂(6)由大臂一级缸(6-0)、大臂二级缸(6-1)、大臂三级缸(6-2)和大臂四级缸(6-3)依

次嵌套组成；机器人小臂(9)由小臂一级缸(9-0)、小臂二级缸(9-1)、小臂三级缸(9-2)和小

臂四级缸(9-3)依次嵌套组成；机器人基座(1)与机器人腰部(2)构成机器人机身结构的第

一个移动关节，机器人基座(1)上开有基座上油孔(1-1)和基座下油孔(1-2)，两个油孔用于

调节机器人腰部(2)的高度，当基座上油孔(1-1)进油，基座下油孔(1-2)出油时，机器人腰

部(2)将下降，当基座上油孔(1-1)出油而基座下油孔(1-2)进油时，机器人腰部(2)将上升；

机器人基座(1)周边布置有筋板，以保持机器人基座(1)的稳定；

机器人腰部(2)通过螺栓(4)、螺母(3)与大臂基座(5)固定连接，机器人大臂基座(5)用

于固定大臂一级缸(6-0)；

大臂一级缸(6-0)的固定端设有大臂油孔(6-0-1)，通过输油与抽油来控制机器人大臂

(6)的伸缩；当往大臂油孔(6-0-1)内输油时，油压将推动大臂二级缸(6-1)、大臂三级缸(6-

2)和大臂四级缸(6-3)向外运动，实现机器人大臂(6)的伸展；当大臂油孔抽油时，大臂内部

油减少，大气压力将推动大臂二级缸(6-1)、大臂三级缸(6-2)和大臂四级缸(6-3)向内收

缩，实现机器人大臂(6)的收缩；在机器人大臂(6)的各级油缸两端均设有凸台，用于限制各

级油缸的行程；

大臂四级缸(6-3)的端部与机器人肘部(7)的一端连接，机器人肘部(7)的另一端通过

转动副与小臂基座(8)连接，转动副驱动源为电机或液压马达，以实现机器人小臂(9)绕机

器人大臂(6)的旋转；

小臂一级缸(9-0)与小臂基座(8)焊接，在小臂一级缸(9-0)背部设有小臂油孔(9-0-

1)，机器人小臂(9)的结构形式与伸缩原理与机器人大臂(6)相同；小臂四级缸(9-3)的末端

根据末端执行器设置相应的末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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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外置全断面岩石掘进机换刀机器人机身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器人机身结构设计技术领域，根据已有的全断面硬岩掘进机内部结

构，设计了一种替代人工更换滚刀的换刀机器人机身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全断面岩石掘进机(简称TBM)是一种集破岩掘进、洞壁支护、排碴、导向定位等功

能于一体的现代化隧道施工综合掘进装备。近年来，TBM广泛用于我国的水利工程，铁路交

通，地铁工程，油气管道及国防等隧道建设中。TBM长期处于长距离，大埋深的工作环境，其

工作载荷具有强冲击，高不确定性的特点，盘形滚刀作为TBM的主要破岩工具，其在工作过

程中磨损极其严重，因此滚刀的更换是TBM掘进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序。现有的滚刀更换方

式为人工换刀，这一换刀方式存在换刀时间长，工作环境危险，工作强度大等问题，而换刀

时间长短与换刀安全与否将直接影响TBM掘进工期的长短与工人人身安全。由此看出，传统

的换刀方式已与日益加快的掘进速度产生矛盾，其危险的工作环境将严重威胁工人的人身

安全，因此，研制更安全更高效的换刀方式势在必行。

[0003] 传统的六关节机器人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但由于我国对于机器人的研究起步晚，

因此在很多危险工作环境还是采用人工作业，利用机器人代替工人对TBM进行换刀作业能

极大减少工人工作强度，提高换刀效率，但由于TBM内部空间狭小，且盘形滚刀重量一般为

200Kg左右，传统的6R(六转动关节)工业机器人的机身结构不适用于TBM的内部空间，且其

驱动方式主要为电机驱动，对于200Kg的载荷来说，电机驱动不太适用，因此需要针对TBM的

内部结构特点设计特殊的机器人机身结构及其驱动方式，而适用于TBM内部空间的换刀机

器人机身结构在国内外专利几乎没有。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是针对传统滚刀更换方式中工人工作强度大，工作环境危险，换刀效率低

的问题，发明了一种适用于TBM狭小结构空间的换刀机器人机身结构。该机器人安装于TBM

外部，TBM工作时，机器人处于TBM主梁后方振动小的地方，当TBM停机维护时，再通过电机与

绳索将机器人运送至刀盘处，通过主梁下的通道孔进入刀盘内部，对磨损严重的滚刀进行

更换。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外置全断面岩石掘进机换刀机器人机身结构，包括机器人基座1、机器人腰部

2、机器人大臂6和机器人小臂9四部分；机器人机身均采用液压控制，用于调整机器人机身

的伸缩；其中，机器人大臂6由大臂一级缸6-0、大臂二级缸6-1、大臂三级缸6-2和大臂四级

缸6-3依次嵌套组成；机器人小臂9由小臂一级缸9-0、小臂二级缸9-1、小臂三级缸9-2和小

臂四级缸9-3依次嵌套组成；机器人基座1与机器人腰部2构成机器人机身结构的第一个移

动关节，机器人基座1上开有基座上油孔1-1和基座下油孔1-2，两个油孔用于调节机器人腰

部2的高度，当基座上油孔1-1进油，基座下油孔1-2出油时，机器人腰部2将下降，当基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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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孔1-1出油而基座下油孔1-2进油时，机器人腰部2将上升；机器人基座1周边布置有筋板，

以保持机器人基座1的稳定。

[0007] 机器人腰部2通过螺栓4、螺母3与大臂基座5固定连接，机器人大臂基座5用于固定

大臂一级缸6-0。

[0008] 大臂一级缸6-0的固定端设有大臂油孔6-0-1，通过输油与抽油来控制机器人大臂

6的伸缩；当往大臂油孔6-0-1内输油时，油压将推动大臂二级缸6-1、大臂三级缸6-2和大臂

四级缸6-3向外运动，实现机器人大臂6的伸展；当大臂油孔抽油时，大臂内部油减少，大气

压力将推动大臂二级缸6-1、大臂三级缸6-2和大臂四级缸6-3向内收缩，实现机器人大臂6

的收缩；在机器人大臂6的各级油缸两端均设有凸台，用于限制各级油缸的行程，机器人大

臂6的剖视图如图7所示。

[0009] 大臂四级缸6-3的端部与机器人肘部7的一端连接，机器人肘部7的另一端通过转

动副与小臂基座8连接，转动副驱动源为电机或液压马达，以实现机器人小臂9绕机器人大

臂6的旋转，其转动示意图如图3所示。

[0010] 小臂一级缸9-0与小臂基座8焊接，在小臂一级缸9-0背部设有小臂油孔9-0-1，机

器人小臂9的结构形式与伸缩原理与机器人大臂6相同。小臂四级缸9-3的末端根据末端执

行器设置相应的末端结构。

[0011] 工作原理：机器人机身均采用液压控制，多级油缸的伸缩性使机器人的大臂与小

臂能以一个小的机身体积进入TBM内部，在进入TBM内部后，通过对机器人大臂与机器人小

臂的控制将换刀机器人机身末端送至目标滚刀位置处，在取下滚刀后，沿进入的路径返回

机器人初始位置，之后再将新滚刀按进入路径运送至目标滚刀位置，进而进行安装，新滚刀

安装完成后调整机器人机身末端路径，以相同的方法对下一把滚刀进行安装。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机器人机身结构不同于传统的六自由度关节型工业

机器人机械结构，该机器人由三个移动关节与一个转动关节构成，共四个自由度，且驱动源

采用液压驱动，机身结构主要由液压油缸构成。其工作空间仅限TBM刀盘平面，是一种针对

TBM刀盘与其主梁结构特点而设计的专用换刀机器人。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TBM换刀机器人机身结构伸展状态左视图。

[0014] 图2是TBM换刀机器人机身结构伸展状态后视图。

[0015] 图3是TBM换刀机器人机身结构伸展状态机器人小臂的旋转示意图。

[0016] 图4是TBM换刀机器人机身结构伸展状态示意图。

[0017] 图5是TBM换刀机器人机身结构收缩状态左视图。

[0018] 图6是TBM换刀机器人机身结构收缩状态示意图。

[0019] 图7是机器人大臂在伸展状态的剖视图。

[0020] 图8(a)是换刀机器人随TBM的掘进一同前进时的姿态示意图。

[0021] 图8(b)是换刀机器人进入TBM主梁内部后的姿态示意图。

[0022] 图8(c)是换刀机器人的机器人大臂的伸展姿态示意图。

[0023] 图8(d)是换刀机器人的机器人小臂的伸展姿态示意图。

[0024] 图中：1机器人基座；2机器人腰部；3螺母；4螺栓；5大臂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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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6机器人大臂；7机器人肘部；8小臂基座；9机器人小臂；1-1基座上油孔；

[0026] 1-2基座下油孔；6-0大臂一级缸；6-0-1大臂油孔；6-1大臂二级缸；

[0027] 6-2大臂三级缸；6-3大臂四级缸；9-0小臂一级缸；9-0-1小臂油孔；

[0028] 9-1小臂二级缸；9-2小臂三级缸；9-3小臂四级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和技术方案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在TBM挖掘过程中，TBM换刀机器人放置于TBM主梁后方振动较小的地方，其保持着

图8(a)中的姿态随着TBM的掘进一同前进，当TBM停下进行维护时，通过电葫芦将TBM换刀机

器人与新滚刀一同运送至主梁下方的运刀孔。其滚刀更换过程可分以下几个步骤：

[0031] (1)在到达运刀孔下方后，先固定住机器人基座1，随后往基座下油孔1-2中输油，

而基座上油孔1-1卸油，实现机器人腰部的上升，从而使大臂基座5，机器人大臂6，机器人肘

部7，小臂基座8，机器人小臂9通过送刀孔进入TBM主梁内部，其完成后的姿态如图8(b)所

示。

[0032] (2)将大臂基座5，机器人大臂6，机器人肘部7，小臂基座8，机器人小臂9送入主梁

后，通过大臂油孔6-0-1往机器人大臂6输入液压油，推动机器人大臂6的伸展运动，从而将

机器人肘部7，小臂基座8，机器人小臂9送至TBM刀盘背面中心处。其完成后的姿态如图8(c)

所示。

[0033] (3)在机器人肘部7，小臂基座8，机器人小臂9到达TBM刀盘背面中心处后，通过小

臂油孔9-0-1往机器人小臂9输入液压油，实现机器人小臂9的伸展，伸展的长度由需要跟换

的目标滚刀所在位置决定，通过机器人肘部7的旋转可实现在不同角度半径上的滚刀更换。

其完成后的姿态如图8(d)所示，机器人肘部7的旋转示意图如图3所示。

[0034] (4)在完成目标滚刀的拆卸后，由机器人的末端执行器夹持着目标滚刀，通过小臂

油孔9-0-1抽取机器人小臂9中的液压油，由于大气压的作用，机器人小臂9的小臂四级缸9-

3将收缩，当收缩到一定行程后，小臂四级缸9-3末端的凸台将推动小臂三级缸9-2继续收

缩，收缩一段距离后，小臂三级缸9-2的末端凸台又将推动小臂二级缸9-1收缩，从而实现整

条机器人小臂9的收缩，完成后机器人姿态回到图8(c)。

[0035] (5)完成机器人小臂9的收缩后，通过大臂油孔6-0-1抽取机器人大臂6中的液压

油，同理大臂也会实现收缩，从而使机器人姿态变为图8(b)的状态。最后，往基座上油孔1-1

中输油，而基座下油孔1-2卸油，实现机器人腰部的下降，从而使大臂基座5，机器人大臂6，

机器人肘部7，小臂基座8，机器人小臂9以及已损坏的盘形滚刀通过送刀孔离开TBM主梁内

部，其完成后的姿态如图8(a)所示。

[0036] (6)将损坏滚刀从TBM换刀机器人的末端执行器上卸下，将需要安装的新滚刀装入

机器人末端执行器中，通过步骤(1)、(2)、(3)中控制油缸的方式，使TBM换刀机器人实现图8

(a)、图8(b)、图8(c)、图8(d)的姿态变化，从而完成新滚刀的更换。

[0037] (7)完成滚刀更换后，通过机器人小臂9的伸缩与机器人肘部7的旋转使TBM换刀机

器人的末端到达另一损坏滚刀的位置，开始进行下一把滚刀的更换。

[0038] 在完成TBM刀盘上所有滚刀的更换后，通过电葫芦将换刀机器人与换下的滚刀一

同运送至主梁后方进行相应的TBM换刀机器人维护与损坏滚刀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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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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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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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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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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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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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a)

图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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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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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d)

说　明　书　附　图 9/9 页

14

CN 108393881 B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