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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动锚杆钻车，属于机械

技术领域，包括锚钻系统、机体部、行走系统、液

压系统、水路系统以及电气系统；所述机体部包

括底盘以及安装在底盘上的升降装置、操纵台、

泵站、油箱和电缆托缆装置；锚钻系统设置在升

降装置的平台上；两套行走系统对称设置在底盘

的下端两侧；在升降装置的前端安装通过上下旋

转实现顶帮支护的支护装置；行走系统带动钻车

整机前进、后退或转弯；升降装置的升降能够调

整锚钻系统的高度；安装在能够上下升降、向外

回转的锚钻系统上的推进部能够水平回转、垂直

回转。本发明能够实现巷道内不同高度、角度的

锚杆孔、炮眼孔、探测孔的机械化施工，整机结构

合理、紧凑，工作灵活，操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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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锚杆钻车，包括锚钻系统（1）、机体部、行走系统（3）、液压系统、水路系统以

及电气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机体部包括底盘（4）以及安装在底盘（4）上的升降装置（2）、

操纵台（5）、泵站（6）、油箱（7）和电缆托缆装置（8）；锚钻系统（1）设置在升降装置（2）的平台

（2-5）上；两套行走系统（3）对称设置在底盘（4）的下端两侧；在升降装置（2）的前端安装通

过上下旋转实现顶帮支护的支护装置（2-1）；行走系统（3）带动钻车整机前进、后退或转弯；

升降装置（2）的升降能够调整锚钻系统（1）的高度；安装在能够上下升降、向外回转的锚钻

系统（1）上的推进部（1-1）能够水平回转、垂直回转。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锚杆钻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锚钻系统（1）设置两套，

并且左右对称安装在升降装置（2）的平台（2-5）上；锚钻系统（1）包括推进部（1-1）、旋转补

偿部（1-2）、钻臂组（1-3）、钻臂升降油缸（1-4）、钻臂调整油缸（1-5）及钻臂连接座（1-6）；钻

臂连接座（1-6）底部通过螺栓固定安装在升降装置（2）的平台（2-5）上，并且一端与具有两

个钻臂的钻臂组（1-3）销轴联接；钻臂调整油缸（1-5）固定安装在下部钻臂的下端，钻臂升

降油缸（1-4）通过销轴安装在两个钻臂之间；钻臂组（1-3）的前端设置旋转补偿部（1-2），旋

转补偿部（1-2）前端设置安装有固定座的钻臂回转座，推进部（1-1）通过固定座安装在钻臂

回转座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锚杆钻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装置（2）位于机体

部的中间，包括支护装置（2-1）、升降架（2-2）、连杆机构（2-3）、翻板（2-4）和平台（2-5）；在

底盘（4）与平台（2-5）之间装有升降架（2-2）、连杆机构（2-3）以及升降油缸；两个翻板（2-4）

安装在平台（2-5）的前端两侧；平台（2-5）前端的中间设置为内凹口结构；支护装置（2-1）铰

接安装在平台（2-5）前端的内凹口的内部，并且底部与底盘（4）铰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锚杆钻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行走系统（3）包括履带

涨紧机构、履带（3-8）和驱动机构；履带涨紧机构包括涨紧轮组（3-1）和涨紧油缸（3-2）；履

带（3-8）包括履带架（3-3）和安装在履带架上的履带板组（3-5）；驱动机构包括驱动轮（3-

4）、减速机（3-6）及行走马达（3-7）；行走马达（3-7）通过减速机（3-6）驱动驱动轮（3-4）带动

履带（3-8）实现行走；涨紧轮组（3-1）通过涨紧油缸（3-2）的伸缩运动调整履带（3-8）的涨紧

程度；履带架（3-3）通过定位槽及高强度螺栓固定在底盘（4）上；在履带（3-8）的侧面开有方

槽,以便涨紧油缸（3-2）的拆卸；减速机（3-6）用高强度螺栓与履带架（3-3）联接；减速机（3-

6）带动驱动轮（3-4）旋转并且带动履带（3-8）直线运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锚杆钻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系统包括泵站（6）、

油箱（7）、油缸组以及相应的油管路，由操纵台（5）统一控制。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自动锚杆钻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翻板（2-4）为能够向平

台两侧展开的可折叠伸缩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一种自动锚杆钻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护装置（2-1）包括

可伸缩的支护顶板（2-1-1）和内部设置油缸的支护套筒（2-1-2）；支护套筒（2-1-2）的中下

部与升降装置（2）的前下部铰接，支护套筒（2-1-2）的底部与底盘（4）铰接，支护套筒（2-1-

2）在油缸的作用下向上抬起和落下，旋转角度为0～60度；支护顶板（2-1-1）能够向两侧展

开；支护装置（2-1）能够向前倾斜。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自动锚杆钻车，其特征在于：两套锚钻系统（1）同时工作

或单独工作，当两套锚钻系统（1）同时工作时，两套锚钻系统（1）同时对同一个顶板或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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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侧壁钻杆、锚杆锚索、推送树脂药卷或者两个锚钻系统（1）分别对顶板和侧壁钻杆、锚

杆锚索、推送树脂药卷。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锚杆钻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油箱（7）安装于底盘（4）

的右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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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锚杆钻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自动锚杆钻车，用于煤矿井下和其他井巷

工程中对巷道顶板和侧帮打孔和安装锚杆的支护类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煤的开采过程中，需要对煤层进行钻孔，并通过锚杆进行支护作业，然后铺设顶

网，但现有技术中的这些作业均是通过多个设备完成的，其自动化程度不足，使得整个作业

过程的时间较长，效率较低。

[0003] 在煤矿锚杆支护的领域中，各种支护工序基本实现机械化施工，液压锚杆钻车作

业时仍然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去完成作业，如铺设锚网，锚杆钻孔、安装锚固剂、安装锚杆、

锚杆紧固等，人员安全系数相对较低，施工进程相对较慢，工作效率相对较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自动锚杆钻车，在结构上采用了升降机

构，增加了整体升降平台，可以根据巷道高度情况通过平台升降使作业人员进行上下调整，

从而很方便的实现巷道内不同高度、不同角度锚杆(索)孔、炮眼孔、探测孔的机械化施工，

能实现顶帮同时作业，大大缩短了支护作业时间，提高了支护效率。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自动锚杆钻车，包括锚钻系统、机体部、行走系统、液压系统、水路系统以及电气系

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机体部包括底盘以及安装在底盘上的升降装置、操纵台、泵站、油箱和

电缆托缆装置；锚钻系统设置在升降装置的平台上；两套行走系统对称设置在底盘的下端

两侧；在升降装置的前端安装通过上下旋转实现顶帮支护的支护装置；行走系统带动钻车

整机前进、后退或转弯；升降装置的升降能够调整锚钻系统的高度；安装在能够上下升降、

向外回转的锚钻系统上的推进部能够水平回转、垂直回转。

[0006]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锚钻系统设置两套，并且左右对称安装

在升降装置的平台上；锚钻系统包括推进部、旋转补偿部、钻臂组、钻臂升降油缸、钻臂调整

油缸及钻臂连接座；钻臂连接座底部通过螺栓固定安装在升降装置的平台上，并且一端与

具有两个钻臂的钻臂组销轴联接；钻臂调整油缸固定安装在下部钻臂的下端，钻臂升降油

缸通过销轴安装在两个钻臂之间；钻臂组的前端设置旋转补偿部，旋转补偿部前端设置安

装有固定座的钻臂回转座，推进部通过固定座安装在钻臂回转座上。

[0007]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升降装置位于机体部的中间，包括支护

装置、升降架、连杆机构、翻板和平台；在底盘与平台之间装有升降架、连杆机构以及升降油

缸；两个翻板安装在平台的前端两侧；平台前端的中间设置为内凹口结构；支护装置铰接安

装在平台前端的内凹口的内部，并且底部与底盘铰接。

[0008]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行走系统包括履带涨紧机构、履带和驱

动机构；履带涨紧机构包括涨紧轮组和涨紧油缸；履带包括履带架和安装在履带架上的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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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板组；驱动机构包括驱动轮、减速机及行走马达；行走马达通过减速机驱动驱动轮带动履

带实现行走；涨紧轮组通过涨紧油缸的伸缩运动调整履带的涨紧程度；履带架通过定位槽

及高强度螺栓固定在底盘上；在履带的侧面开有方槽,以便涨紧油缸的拆卸；减速机用高强

度螺栓与履带架联接；减速机带动驱动轮旋转并且带动履带直线运动。

[0009]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液压系统包括泵站、油箱、油缸组以及相

应的油管路，由操纵台统一控制。

[0010]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翻板为能够向平台两侧展开的可折叠伸

缩结构。

[0011]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支护装置包括可伸缩的支护顶板和内部

设置油缸的支护套筒；支护套筒的中下部与升降装置的前下部铰接，支护套筒的底部与底

盘铰接，支护套筒在油缸的作用下向上抬起和落下，旋转角度为0～60度；支护顶板能够向

两侧展开；支护装置能够向前倾斜。

[0012]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两套锚钻系统同时工作或单独工作，当两套

锚钻系统同时工作时，两套锚钻系统同时对同一个顶板或对同一个侧壁钻杆、锚杆锚索、推

送树脂药卷或者两个锚钻系统分别对顶板和侧壁钻杆、锚杆锚索、推送树脂药卷。

[0013]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油箱安装于底盘的右下方。

[0014]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取得的技术进步是：

1、本发明采用整机整体底盘设计，将升降装置、操纵台、泵站、油箱和电缆托缆装置以

及行走系统的统一合体布置，尤其是将油箱安装于底盘的右下方，使整机结构更加紧凑合

理，机身矮、重心低，提高了钻车的稳定性，更加适应低矮巷道；同时站人平台采用两级升

降，提升了工作人员支护时的舒适性，更加稳固、安全可靠。

[0015] 2、本发明在锚钻系统中采用液压比例控制传动系统，能够依次完成钻孔、装填药

卷、锚固锚杆等工序，定位准确，操作方便、舒适，中间过程无需人工干预，减少了人工锚固

工序，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增设扶钎器，使钻杆钻进更平稳、降低了断杆频率；锚钻系统

作业时，操作人员可远离锚杆作业区域，降低了事故风险。

[0016] 3、本发明设置的两套锚钻系统相互独立，可旋转至不同位置及不同角度独立进行

顶、帮锚杆、炮孔及探测孔施工作业；两套锚钻系统可以同时工作或单独工作，当两个锚钻

系统同时工作时，两个锚钻系统同时对同一个顶板或对同一个侧壁钻杆、锚杆锚索、推送树

脂药卷或者两个锚钻系统分别对顶板和侧壁钻杆、锚杆锚索、推送树脂药卷，有效的提升了

工作效率。

[0017] 4、本发明设置采用连杆机构及二级油缸来控制的升降装置，操作简便，升降平稳；

两套锚钻系统随平台上下升降，以满足不同巷道高度的施工要求，并方便作业人员操作。

[0018] 5、本发明在升降平台上设置了可左右翻动的翻板装置，增加了升降平台的面积，

能够满足不同宽度巷道的施工要求，方便人员的操作。

[0019] 6、本发明在升降装置上安装的支护装置，在油缸的作用下能够向上抬起和落下，

其支护顶板可向两侧展开，能够增大支护面积，在迎头空顶下对作业人员进行保护；当进行

支护时，操作手柄使支护套筒在油缸的作用下向上伸出，将锚网等重物顶起，来满足不同巷

道高度的使用要求；支护装置还可向前倾斜，方便挂装锚网等重物，有效降低工人的劳动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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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7、本发明在结构上采用了升降装置，增加了整体升降平台，可以根据巷道高度情

况通过平台升降使作业人员进行上下调整，从而很方便的实现巷道内不同高度、不同角度

锚杆（索）孔、炮眼孔、探测孔的机械化施工，能实现顶帮同时作业，大大缩短了支护作业时

间，提高了支护效率。

[0021] 8、本发明将电缆托缆装置融入整机设计，使整机的电气系统布置更加规范合理，

同时降低了人员劳动强度，提高了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锚钻系统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推进部示意简图；

图4是本发明升降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平台结构俯视图；

图6是本发明行行走系统主视图；

图7是本发明行走系统俯视图。

[0023] 其中，1、锚钻系统，1-1、推进部、  1-1-1、旋转架，1-1-2、钻杆，1-1-3、锚杆，1-1-4、

锚固剂，1-2、旋转补偿部，1-3、钻臂组，1-4、钻臂升降油缸，1-5、钻臂调整油缸，  1-6、钻臂

连接座，2、升降装置，2-1、支护装置，2-1-1、支护顶板，2-1-2，支护套筒，2-2、升降架，2-3、

连杆机构，2-4、翻板，2-5、平台，3、行走系统，3-1、涨紧轮组，  3-2、涨紧油缸，3-3、履带架，

3-4、驱动轮，3-5、履带板组，3-6、减速机，3-7、行走马达，3-8、履带，4、底盘，5、操纵台，6、泵

站，7、油箱，8、电缆托缆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本发明是针对煤矿井下和其他井巷工程中对巷道顶板和侧帮打孔和安装锚杆而

设计的一种自动锚杆钻车，在结构上采用了升降装置，增加了整体升降平台，可以根据巷道

高度情况通过平台升降使作业人员进行上下调整，从而很方便的实现巷道内不同高度、不

同角度锚杆(索)孔、炮眼孔、探测孔的机械化施工，能实现顶帮同时作业，大大缩短了支护

作业时间，提高了支护效率。

[0025] 下面结合图1～7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如图1所示，一种自动锚杆钻车，包括锚钻系统1、机体部、行走系统3、液压系统、水路系

统以及电气系统；

所述机体部包括底盘4以及安装在底盘4上的升降装置2、操纵台5、泵站6、油箱7和电缆

托缆装置8，机体部是本钻车进行巷道支护作业的重要部件，位于钻车的中间位置，是以高

强度合金钢板为主材焊接、机械加工而成的结构件，将电缆托缆装置融入整机设计，使整机

的电气系统布置更加规范合理，同时降低了人员劳动强度，提高了安全性；升降装置2、操纵

台5、泵站6、油箱7和电缆托缆装置8统一整体设置，油箱7安装于底盘4的右下方，使机体的

重心更低，使钻车的整体结构更加紧凑合理；

锚钻系统1设置在升降装置2的平台2-5上；两套行走系统3对称设置在底盘4的下端两

侧；在升降装置2的前端安装通过上下旋转实现顶帮支护的支护装置2-1；行走系统3带动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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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整机前进、后退或转弯；升降装置2的升降能够调整锚钻系统1的高度；安装在能够上下升

降、向外回转的锚钻系统1上的推进部1-1能够水平回转、垂直回转；在操纵台（5）的操控下，

推进部（1-1）自动完成打钻杆、锚杆锚索、推送树脂药卷，实现巷道内不同高度、不同角度锚

杆孔、炮眼孔、探测孔的机械化施工。

[0026] 如图2所示，所述锚钻系统1设置两套，并且左右对称安装在升降装置2的平台2-5

上；锚钻系统1包括推进部1-1、旋转补偿部1-2、钻臂组1-3、钻臂升降油缸1-4、钻臂调整油

缸1-5及钻臂连接座1-6；钻臂连接座1-6底部通过螺栓固定安装在升降装置2的平台2-5上，

并且一端与具有两个钻臂的钻臂组1-3销轴联接；钻臂调整油缸1-5固定安装在下部钻臂的

下端，钻臂升降油缸1-4通过销轴安装在两个钻臂之间；钻臂组1-3的前端设置旋转补偿部

1-2，旋转补偿部1-2前端设置安装有固定座的钻臂回转座，推进部1-1通过固定座安装在钻

臂回转座上；推进部1-1还可以设置摆臂铰装于钻臂回转座上，不管用哪种联接方式，需保

证推进部1-1能够水平回转、垂直回转；其中摆臂用于带动钻臂回转座和推进部1-1在垂直

面上垂直回转，钻臂回转座直接带动推进部1-1在水平面上水平回转。锚钻系统1是钻车进

行锚杆支护作业的核心部位，钻臂组1-3与推进部1-1连接，通过二者的共同配合，来完成该

钻车的钻孔及紧固锚杆锚索动作，它的主要功能有：臂身上下升降；臂身向外回转；钻臂回

转座整体前后伸缩，钻臂组1-3整体前后伸缩；推进部1-1水平回转、垂直回转。锚钻系统1中

采用液压比例控制传动系统，能够依次完成钻孔、装填药卷、锚固锚杆等工序，定位准确，操

作方便、舒适，中间过程无需人工干预，减少了人工锚固工序，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在推

进部1-1增设扶钎器，能够使钻杆钻进更平稳、降低了断杆频率；锚钻系统作业时，操作人员

可远离锚杆作业区域，降低了事故风险。

[0027] 如图3所示，所述推进部1-1包括旋转板、底座、旋转架1-1-1、推进机构及滑轨座；

安装有旋转板和推进机构的旋转架1-1-1与底座铰接，旋转架1-1-1由驱动部件驱动绕滑轨

座旋转和进退，旋转架1-1-1上还安装钻杆1-1-2、锚杆1-1-3和锚固剂1-1-4。具体的推进部

1-1的工作原理及工作方式在申请号为201911102527.4的发明专利申请有详细记载，在此

是将推进部1-1应用在本专利申请的自动锚杆作业车上。

[0028] 两套锚钻系统1同时工作或单独工作，当两个锚钻系统同时工作时，两个锚钻系统

同时对同一个顶板或对同一个侧壁钻杆、锚杆锚索、推送树脂药卷或者两个锚钻系统分别

对顶板和侧壁钻杆、锚杆锚索、推送树脂药卷。如图4、5所示，所述升降装置2位于机体部的

中间，包括支护装置2-1、升降架2-2、连杆机构2-3、翻板2-4和平台2-5；在底盘4与平台2-5

之间装有升降架2-2、连杆机构2-3以及升降油缸；两个翻板2-4安装在平台2-5的前端两侧；

平台2-5前端的中间设置为内凹口结构；支护装置2-1铰接安装在平台2-5前端的内凹口的

内部，并且底部与底盘4铰接。所述翻板2-4为能够向平台两侧展开的可折叠伸缩结构，能够

增大平台2-5的面积。

[0029] 升降装置2带动两套锚钻系统1作上下升降作业，能很好的满足不同高度的支护要

求，同时平台2-5两侧翻板展开后宽度可达，使得操作人员的作业环境及作业空间大大提

高；升降装置2采用连杆机构及二级油缸来控制，操作简便，升降平稳。

[0030] 如图4所示，所述支护装置2-1包括可伸缩的支护顶板2-1-1和内部设置油缸的支

护套筒2-1-2；支护套筒2-1-2的中下部与升降装置2的前下部铰接，支护套筒2-1-2的底部

与底盘4铰接，支护套筒2-1-2在油缸的作用下向上抬起和落下，旋转角度为0～60度；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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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板2-1-1能够向两侧展开以增大支护面积；支护装置2-1能够向前倾斜，方便挂装锚网等

重物。

[0031] 在升降装置2的前部中间装有支护装置2-1，左右侧分别装有两套锚钻系统1，互不

干涉，可各自独立操作；当进行支护时，操作手柄使支护套筒2-1-2在油缸的作用下向上伸

出，将锚网等重物顶起，来满足不同巷道高度的使用要求；支护装置2-1还可向前倾斜，方便

挂装锚网等重物，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支护装置2-1的主要作用是起到临时支护的目的，

因此支护作业前务必将支护装置2-1升起，防止顶板塌陷，保护操作者的安全。

[0032] 如图6、7所示，所述行走系统3包括履带涨紧机构、履带3-8和驱动机构；履带涨紧

机构包括涨紧轮组3-1和涨紧油缸3-2；履带3-8包括履带架3-3和安装在履带架上的履带板

组3-5；驱动机构包括驱动轮3-4、减速机3-6及行走马达3-7；行走马达3-7通过减速机3-6驱

动驱动轮3-4带动履带3-8实现行走；涨紧轮组3-1通过涨紧油缸3-2的伸缩运动调整履带3-

8的涨紧程度；履带架3-3通过定位槽及高强度螺栓固定在底盘4上；在履带3-8的侧面开有

方槽,以便涨紧油缸3-2的拆卸；减速机3-6用高强度螺栓与履带架3-3联接；减速机3-6带动

驱动轮3-4旋转并且带动履带3-8直线运动，从而实现整机的前进、后退或转弯。

[0033] 所述液压系统包括泵站6、油箱7、油缸组以及相应的油管路，由操纵台5统一控制。

所述水路系统以及电气系统均整体部薯，由操纵台5集中调控。

[0034] 综上所述，本发明通过设置锚钻系统，升降装置、支护装置以及底盘的整体设计，

使钻车整体结构紧凑合理、工作灵活，操作方便，是实现巷道掘进支护快速、高效、机械化的

一种首选装备，将本发明与与掘进机配合使用，更加适用于中低型矿山巷道掘进工作面机

械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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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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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2

CN 112360340 A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