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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地下矿物采矿装置，包括

采矿小车、采矿机构、驱动机构和固定装置；采矿

小车底部设置有安装筒，采矿机构和驱动机构均

安装在安装筒内，固定装置包括基础支架、敲打

电机、摆动座、敲打锤和固定锚，所述安装筒的表

面设置有竖槽，基础支架的一端安装在竖槽内，

摆动座的一端与基础支架铰接，另一端与敲打锤

铰接，敲打电机驱动摆动座旋转，固定锚安装在

基础支架上，敲打锤随着摆动座的旋转而敲打固

定锚。本发明利用固定装置将采矿小车固定在矿

层中，利用采矿机构使得矿物完全脱离矿层，采

矿装置整体体积小且自动化程度高，可以实现全

程自动采矿，尤其适合在地下坑道等恶劣环境中

小批量采矿，整个过程无需人工跟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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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地下矿物采矿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采矿小车（100）、采矿机构（200）、驱动机

构（300）和固定装置（400）；

所述采矿小车（100）底部设置有安装筒（110），采矿机构（200）和驱动机构（300）均安装

在安装筒（110）内；

所述固定装置（400）包括基础支架（410）、敲打电机（420）、摆动座（430）、敲打锤（440）

和固定锚（450），所述安装筒（110）的表面设置有竖槽（111），基础支架（410）的一端安装在

竖槽（111）内，摆动座（430）的一端与基础支架（410）铰接，另一端与敲打锤（440）铰接，敲打

电机（420）驱动摆动座（430）旋转，固定锚（450）安装在基础支架（410）上；敲打锤（440）随着

摆动座（430）的旋转而敲打固定锚（45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矿物采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锚（450）包括外锚

套（451）、锚芯（452）、锁紧电机（453）和锁紧齿轮（454），所述锚芯（452）呈圆锥形，锚芯

（452）位于外锚套（451）内，外锚套（451）设置有竖直方向的引导槽（451‑1），锚芯（452）的表

面设置有引导条（452‑1），引导条（452‑1）位于引导槽（451‑1）内；锚芯（452）的顶部与锁紧

齿轮（454）螺纹连接，锁紧电机（453）驱动锁紧齿轮（454）旋转。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地下矿物采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采矿机构（200）包括钻

头（210）和套管（220），套管（220）位于安装筒（110）内，钻头（210）安装在套管（220）的一端，

钻头（210）和套管（220）的内部空心，所述驱动机构（300）驱动套管（220）旋转和升降。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地下矿物采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采矿机构（200）还包括

直线驱动器（230）和升降杆（240），升降杆（240）位于套管（220）内，升降杆（240）的底部铰接

片状倒刺（241），直线驱动器（230）驱动升降杆（240）升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地下矿物采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钻头（210）的内部设置

有倾斜指向钻头（210）中心的引导板（211），引导板（211）的底部设置有爪齿（21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地下矿物采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构（300）包括驱

动电机（310）、传动组件（320）、升降驱动轮（330）和旋转驱动轮（340），所述升降驱动轮

（330）和旋转驱动轮（340）均安装在安装筒（110）上，驱动电机（310）通过传动组件（320）驱

动升降驱动轮（330）和旋转驱动轮（340）旋转，升降驱动轮（330）和旋转驱动轮（340）均与套

管（220）的表面贴合，升降驱动轮（330）驱动套管（220）升降，旋转驱动轮（340）驱动套管

（220）自转。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地下矿物采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组件（320）包括蜗

杆（321）、蜗轮（322）和皮带轮组（323），驱动电机（310）连接蜗杆（321），蜗杆（321）连接蜗轮

（322），蜗轮（322）连接升降驱动轮（330），皮带轮组（323）连接蜗杆（321）和旋转驱动轮

（340）。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地下矿物采矿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大齿圈（500），所述传

动组件（320）还包括小齿轮（324），小齿轮（324）安装在蜗杆（321）上，所述驱动机构（300）的

数量为多个，所有驱动机构（300）内的小齿轮（324）均与大齿圈（500）啮合；

所述升降驱动轮（330）的表面设置有第一过渡轮（331），所述旋转驱动轮（340）的表面

设置有第二过渡轮（341）。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地下矿物采矿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矿物分析仪（600），所

述矿物分析仪（600）安装在采矿小车（10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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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种应用如权利要求9所述地下矿物采矿装置进行矿物分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步骤：

步骤1：利用敲打锤（440）将固定锚（450）敲入矿层中；

步骤2：利用锚芯（452）撑开外锚套（451）；

步骤3：驱动钻头（210）旋转采矿，将矿物汇聚至钻头（210）中心；

步骤4：升降杆（240）反复升降将钻头（210）中心的矿物提升至采矿小车（100）内；

步骤5：矿物分析仪（600）自动分析采矿小车（100）内的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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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下矿物采矿装置及矿物分析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采矿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使矿物脱离矿层的机械以及地下采矿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矿物是现代工业的主要原料，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均离不开采矿。目前，工业中需要

使用的矿物的种类非常多，同类的矿物在成分、硬度等特性上也不完全一致，因此，采矿行

业中所采用的采矿机械非常多样；整体来看，现有技术中的采矿机械均是大型设备，主要用

途都是大规模采矿。但是在实际采矿时，随着采矿进度的增加，矿坑或者矿层中的矿物会发

生变化，技术人员需要在很多地方进行小批量的采矿，现有技术中的大型采矿设备则难以

用于多点小批量采矿。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方便移动且自动化程度高的采矿机械和地

下采矿方法，以满足小批量采矿的需求。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地下矿物采矿装置，包括采

矿小车、采矿机构、驱动机构和固定装置；

采矿小车用于承装开采出来的矿物，采矿小车可以自带动力也可以采用牵引式小

车，采矿小车底部设置有安装筒，采矿机构和驱动机构均安装在安装筒内，驱动机构为采矿

机构提供动力，采矿机构用于开采矿物并运输至采矿小车内；

采矿机构进行采矿作业时会产生较大的反作用力，普通的采矿小车无法为采矿机

构提供稳定的基础，因此本发明的采矿装置配置了固定装置，固定装置包括基础支架、敲打

电机、摆动座、敲打锤和固定锚，所述安装筒的表面设置有竖槽，基础支架的一端安装在竖

槽内，摆动座的一端与基础支架铰接，另一端与敲打锤铰接，敲打电机驱动摆动座旋转，固

定锚安装在基础支架上；敲打锤随着摆动座的旋转而敲打固定锚，在敲打锤的反复敲打下，

固定锚逐渐钻入矿层，实现采矿小车的固定；

本发明的采矿装置整体体积小且自动化程度高，可以实现全程自动采矿，尤其适

合在地下坑道等恶劣环境中采矿，整个过程无需人工跟随操作，非常适合小批量采矿。

[0005] 进一步的，所述固定锚包括外锚套、锚芯、锁紧电机和锁紧齿轮，所述锚芯呈圆锥

形，锚芯位于外锚套内，外锚套设置有竖直方向的引导槽，锚芯的表面设置有引导条，引导

条位于引导槽内；锚芯的顶部与锁紧齿轮螺纹连接，锁紧电机驱动锁紧齿轮旋转；引导条和

引导槽的作用是确保锚芯只能竖直方向移动而不能旋转，当锁紧电机驱动锁紧齿轮旋转

时，锚芯将上下移动；

由于锚芯呈圆锥形，当锚芯向下移动时，锚芯将使得外锚套膨胀，以便外锚套在矿

层内更加稳固。

[0006] 具体的，所述采矿机构包括钻头和套管，套管位于安装筒内，钻头安装在套管的一

端，钻头和套管的内部空心，所述驱动机构驱动套管旋转和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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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一步的，所述采矿机构还包括直线驱动器和升降杆，升降杆位于套管内，升降杆

的底部铰接片状倒刺，直线驱动器驱动升降杆升降，所述钻头的内部设置有倾斜指向钻头

中心的引导板，引导板的底部设置有爪齿；当钻头旋转时，钻头破碎矿物并利用引导板将矿

物汇聚至中心，升降杆下降时底部的片状倒刺插入矿物中，升降杆上升后矿物随着片状倒

刺上升进入采矿小车内。

[0008] 进一步的，所述驱动机构包括驱动电机、传动组件、升降驱动轮和旋转驱动轮，所

述升降驱动轮和旋转驱动轮均安装在安装筒上，驱动电机通过传动组件驱动升降驱动轮和

旋转驱动轮旋转，升降驱动轮和旋转驱动轮均与套管的表面贴合，升降驱动轮驱动套管升

降，旋转驱动轮驱动套管自转。

[0009] 进一步的，所述传动组件包括蜗杆、蜗轮和皮带轮组，驱动电机连接蜗杆，蜗杆连

接蜗轮，蜗轮连接升降驱动轮，皮带轮组连接蜗杆和旋转驱动轮。

[0010] 进一步的，采矿装置还包括大齿圈，所述传动组件还包括小齿轮，小齿轮安装在蜗

杆上，所述驱动机构的数量为多个，所有驱动机构内的小齿轮均与大齿圈啮合；大齿圈的作

用是确保所有驱动机构内的蜗杆同步，进而确保所有的升降驱动轮和旋转驱动轮同步；

所述升降驱动轮的表面设置有第一过渡轮，第一过渡轮的中轴线与升降驱动轮的

中轴线垂直，所述旋转驱动轮的表面设置有第二过渡轮，第二过渡轮的中轴线与旋转驱动

轮的中轴线垂直；由于套管本身既有旋转运动也有升降运动，在升降驱动轮的表面设置第

一过渡轮以及在旋转驱动轮的表面设置第二过渡轮可以避免套管与升降驱动轮和旋转驱

动轮产生滑动摩擦。

[0011] 进一步的，采矿装置还包括矿物分析仪，所述矿物分析仪安装在采矿小车上；矿物

分析仪属于成熟产品，根据功能不同具有多种产品，例如矿石品位在线检测仪、手持式硬度

检测器、气相色谱仪、在线红外水分测试仪等；根据具体安装的矿物分析仪，本发明的采矿

装置可以现场测试矿物的硬度等特性。

[0012]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利用地下矿物采矿装置进行矿物分析的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步骤1：利用敲打锤将固定锚敲入矿层中；

步骤2：利用锚芯撑开外锚套，使得整个采矿小车固定；

步骤3：驱动钻头旋转采矿，将矿物汇聚至钻头中心；

步骤4：升降杆反复升降将钻头中心的矿物提升至采矿小车内；

步骤5：矿物分析仪自动分析采矿小车内的矿物。

[0013] 重复步骤1至步骤5即可实现地下自动采矿以及现场测试矿物硬度或者其他特性。

[0014]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地下矿物采矿装置利用固定装置将采矿小车固定在矿层中，

利用采矿机构使得矿物完全脱离矿层，采矿装置整体体积小且自动化程度高，可以实现全

程自动采矿，尤其适合在地下坑道等恶劣环境中采矿，整个过程无需人工跟随操作，非常适

合小批量采矿。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实施例1采矿装置的立体图。

[0016] 图2是实施例1采矿装置的立体图（隐藏采矿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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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图3是实施例1中固定装置的立体图。

[0018] 图4是实施例1中固定装置的剖视图。

[0019] 图5是实施例1中驱动机构的立体图。

[0020] 图6是实施例1中采矿机构的立体图。

[0021] 图7是实施例1中采矿机构的剖面图。

[0022] 其中：100、采矿小车；110、安装筒；111、竖槽；200、采矿机构；210、钻头；211、引导

板；212、爪齿；220、套管；230、直线驱动器；240、升降杆；241、倒刺；300、驱动机构；310、驱动

电机；320、传动组件；321、蜗杆；322、蜗轮；323、皮带轮组；324、小齿轮；330、升降驱动轮；

331、第一过渡轮；340、旋转驱动轮；341、第二过渡轮；400、固定装置；410、基础支架；420、敲

打电机；430、摆动座；440、敲打锤；450、固定锚；451、外锚套；451‑1、引导槽；452、锚芯；452‑

1、引导条；453、锁紧电机；454、锁紧齿轮；500、大齿圈；600、矿物分析仪；610、矿物在线红外

水分测试仪；620、气象色谱仪、630、手持式硬度测试仪。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4] 实施例1

如图1至图7所示，本实施例的地下矿物采矿装置包括采矿小车100、采矿机构200、

驱动机构300、固定装置400、大齿圈500和矿物分析仪600；

采矿小车100用于承装开采出来的矿物，本实施例的采矿小车100为牵引式小车，

在实际使用时配置额外的动力小车牵引；

采矿小车100底部设置有如图2和图3所示的安装筒110，采矿机构200、驱动机构

300和固定装置400均安装在安装筒110上；

如图3至图4所示，固定装置400包括基础支架410、敲打电机420、摆动座430、敲打

锤440和固定锚450，所述安装筒110的表面设置有竖槽111，基础支架410的一端安装在竖槽

111内，摆动座430的一端与基础支架410铰接，另一端与敲打锤440铰接，敲打电机420驱动

摆动座430旋转，固定锚450安装在基础支架410上，敲打锤440随着摆动座430的旋转而敲打

固定锚450；固定锚450包括外锚套451、锚芯452、锁紧电机453和锁紧齿轮454，所述锚芯452

呈圆锥形，锚芯452位于外锚套451内，外锚套451设置有竖直方向的引导槽451‑1，锚芯452

的表面设置有引导条452‑1，引导条452‑1位于引导槽451‑1内；锚芯452的顶部与锁紧齿轮

454螺纹连接，锁紧电机453驱动锁紧齿轮454旋转；引导条452‑1和引导槽451‑1的作用是确

保锚芯452只能竖直方向移动而不能旋转，当锁紧电机453驱动锁紧齿轮454旋转时，锚芯

452将上下移动；

如图6和图7所示，采矿机构200包括钻头210、套管220、直线驱动器230和升降杆

240，套管220位于安装筒110内，钻头210安装在套管220的一端，钻头210和套管220的内部

空心，升降杆240位于套管220内，升降杆240的底部铰接片状倒刺241，直线驱动器230驱动

升降杆240升降，直线驱动器230采用液压缸；钻头210的内部设置有倾斜指向钻头210中心

的引导板211，引导板211的底部设置有爪齿212；当钻头210旋转时，钻头210破碎矿物并利

用引导板211将矿物汇聚至中心，升降杆240下降时底部的片状倒刺241插入矿物中，升降杆

240上升后矿物随着片状倒刺241上升进入采矿小车100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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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5所示，驱动机构300包括驱动电机310、传动组件320、升降驱动轮330和旋转

驱动轮340，升降驱动轮330和旋转驱动轮340均安装在安装筒110上，驱动电机310通过传动

组件320驱动升降驱动轮330和旋转驱动轮340旋转，升降驱动轮330和旋转驱动轮340均与

套管220的表面贴合，升降驱动轮330驱动套管220升降，旋转驱动轮340驱动套管220自转，

升降驱动轮330的表面设置有第一过渡轮331，第一过渡轮331的中轴线与升降驱动轮330的

中轴线垂直，所述旋转驱动轮340的表面设置有第二过渡轮341，第二过渡轮341的中轴线与

旋转驱动轮340的中轴线垂直；由于套管220本身既有旋转运动也有升降运动，在升降驱动

轮330的表面设置第一过渡轮331以及在旋转驱动轮340的表面设置第二过渡轮341可以避

免套管220与升降驱动轮330和旋转驱动轮340产生滑动摩擦；

传动组件320包括蜗杆321、蜗轮322、皮带轮组323和小齿轮324，驱动电机310连接

蜗杆321，蜗杆321连接蜗轮322，蜗轮322连接升降驱动轮330，皮带轮组323连接蜗杆321和

旋转驱动轮340；小齿轮324安装在蜗杆321上；本实施例中共有四个驱动机构300，所有驱动

机构300内的小齿轮324均与套在安装筒110上的大齿圈500啮合；大齿圈500的作用是确保

所有驱动机构300内的蜗杆321同步，进而确保所有的升降驱动轮330和旋转驱动轮340同

步；

矿物分析仪600安装在采矿小车100上，本实施例的矿物分析仪包括型号为PSD‑

W100的矿物在线红外水分测试仪610、GC8100PLUS气象色谱仪620和手持式硬度测试仪630，

这些矿物分析设备用于现场测试矿物的硬度或者其他特性。

[0025] 本实施例的采矿装置整体体积小且自动化程度高，可以实现全程自动采矿和自动

矿物分析，非常适合应用在地下坑道等恶劣环境中，整个过程无需人工跟随操作，具体的采

矿和矿物分析步骤是：

（1）配置动力小车将采矿小车100牵引至目标矿层；

（2）如图4所示的敲打电机420启动，敲打锤440随着摆动座430的旋转而敲打固定

锚450，在敲打锤440的反复敲打下，固定锚450逐渐钻入矿层；

（3）锁紧电机453驱动锁紧齿轮454旋转，锚芯452向下移动，锥形的锚芯452使得外

锚套451膨胀，外锚套451在矿层内更加稳固；

（4）如图5所示的驱动电机310驱动升降驱动轮330和旋转驱动轮340旋转，套管220

和钻头210一边旋转一边下降；

（5）如图6所示的钻头210破碎矿物并利用引导板211将矿物汇聚至中心；

（6）如图7所示的升降杆240下降，升降杆240底部的片状倒刺241插入矿物中，升降

杆240上升后矿物随着片状倒刺241上升进入采矿小车100内；

（7）矿物分析仪600现场自动测试矿物的硬度、元素成分等特性。

[0026] 本发明可以很方便地搭配矿物分析仪600，可以现场测试矿物硬度或者其他特性，

有助于采矿企业对当前的矿层进行分析，随时调整采矿计划。

[0027] 虽然说明书中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了说明，但这些实施方式只是作为提示，

不应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范围内进行各种省略、置换和变更均

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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