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310084.4

(22)申请日 2020.04.2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206931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5.29

(73)专利权人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410100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经济技术

开发区东七线88号

(72)发明人 刘飞香　刘在政　彭正阳　陈庆宾　

李宵宇　范文军　成飞　闫文彪　

程国庆　曾婷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27

代理人 孔祥贵

(51)Int.Cl.

E21D 1/03(2006.01)

E21D 1/06(2006.01)

E21D 5/12(2006.01)

E21D 7/00(2006.01)

E21D 5/04(2006.01)

E21D 20/00(2006.01)

审查员 郑皑皑

 

(54)发明名称

一种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使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使用方

法，悬臂竖井掘进机包括主机架、开挖系统、出渣

系统、支护系统和吊装系统，主机架包括下端设

置有刃角的下沉壳体和安装于下沉壳体内部的

固定机构，开挖系统包括安装于固定机构下方的

回转架、安装于回转架下方的开挖装置和安装于

固定机构的回转驱动装置，出渣系统和支护系统

安装于固定机构上方，吊装系统设置于地面并吊

装主机架，开挖装置每次完成部分掌子面的开挖

后，回转驱动装置驱动开挖装置转动预设角度，

使开挖装置继续工作完成下一部分掌子面的开

挖。减小设备工作负载，实现了超大直径、大深度

竖井的顺利开挖，多种功能集成于一体，提高施

工效率，在复杂地质环境中进行竖井开挖，实现

竖井全断面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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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悬臂竖井掘进机包括主机架、开

挖系统、出渣系统、支护系统和吊装系统，所述主机架包括下端设置有刃角的下沉壳体（1）

和安装于所述下沉壳体（1）内部的固定机构，所述开挖系统包括安装于所述固定机构下方

的回转架（2）、安装于所述回转架（2）下方的开挖装置（3）和安装于所述固定机构的回转驱

动装置（4），所述出渣系统和所述支护系统安装于所述固定机构上方，所述吊装系统设置于

地面并吊装所述主机架；

所述开挖装置（3）启动工作，开挖整个掌子面的一部分，完成这一部分的开挖后，所述

回转驱动装置（4）驱动所述回转架（2）转动预设角度，进而带动所述开挖装置（3）转动预设

角度，使其错开已经挖完的部分，对准整个掌子面的下一部分，然后所述开挖装置（3）再次

启动工作，开挖第二部分，所述开挖装置（3）经多次旋转后，完成整个掌子面的开挖；

所述开挖装置（3）包括安装于回转架（2）下方的多个开挖臂架以及连接所述开挖臂架

的伸缩油缸、摆动油缸和铣削头，多个所述开挖臂架呈矩形排布，每次开挖一个覆盖掌子面

圆心的矩形区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回转架（2）包

括圆形外框和设置于所述圆形外框内的八个辐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渣系统包括

固定于所述开挖装置（3）后部的真空泵、回转中心（5）、出渣管路（6）和吊运装置（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护系统包括

锚杆钻机（8）、喷混设备（9）和用于支撑混凝土管片（17）的管片托架（10），所述吊装系统吊

装所述管片托架（10），开挖至基岩时，所述下沉壳体（1）持续下沉，所述管片托架（10）位置

固定，所述锚杆钻机（8）和所述喷混设备（9）旋转工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吊装系统包括

多组钢绞线装置（11），多组所述钢绞线装置（11）连接所述主机架，通过调整所述钢绞线装

置（11）的下放长度调整所述主机架的倾斜角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机构包括

固定连接所述下沉壳体（1）内部的固定槽（12）、连接所述固定槽（12）的固定座（13）和连接

所述固定座（13）的固定架（14），所述回转驱动装置（4）安装于所述固定架（14）并连接所述

回转架（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槽（12）通

过螺栓安装于所述下沉壳体（1）内壁，所述固定座（13）和所述固定架（14）通过销轴连接所

述固定槽（1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架（14）上

方安装有工作平台（15），所述工作平台（15）上设置有变压器。

9.根据权利要求1至8任意一项所述的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回转架（2）和所述固定机构之间设置有多个滑轮支撑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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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掘进设备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城市地下空间领域飞速发展，水平向施工装备如盾构机发展已比较成熟，

而竖井开挖依然大多采用人工开挖的传统施工工法，工作效率低下，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普

遍较低，施工过程安全风险高，总体施工成本高。

[0003] 竖井掘进是由地面垂直向下挖掘竖井的施工过程，在地下施工领域应用广泛，例

如盾构始发、接收竖井、采矿竖井、水利工程竖井、隧道通风竖井、地下防御工事竖井、地下

立体车库竖井等。

[0004] 竖井掘进装备经历长期发展，但始终未实现大的突破，现有的竖井掘进设备无法

满足超大直径、大深度竖井洞穴的开挖，且存在开挖土速度慢，机械化程度低等问题，掘进

过程中通过持续旋转的方式向下掘进，工作负载大，需要解决现有技术中竖井开挖困难、设

备集成度低、掘进深度和直径有限的问题。

[0005] 因此，如何提供一种设备集成度高且顺利开挖大深度大直径竖井的悬臂竖井掘进

机的使用方法是本领域技术人员目前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使用方法，将多种功能集成于一体，

并通过多种掘进方式结合的方式减小设备工作负载，实现大直径大深度竖井的顺利开挖。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使用方法，所述悬臂竖

井掘进机包括主机架、开挖系统、出渣系统、支护系统和吊装系统，所述主机架包括下端设

置有刃角的下沉壳体和安装于所述下沉壳体内部的固定机构，所述开挖系统包括安装于所

述固定机构下方的回转架、安装于所述回转架下方的开挖装置和安装于所述固定机构的回

转驱动装置，所述出渣系统和所述支护系统安装于所述固定机构上方，所述吊装系统设置

于地面并吊装所述主机架；

[0008] 所述开挖装置启动工作，开挖整个掌子面的一部分，完成这一部分的开挖后，所述

回转驱动装置驱动所述回转架转动预设角度，进而带动所述开挖装置转动预设角度，使其

错开已经挖完的部分，对准整个掌子面的下一部分，然后所述开挖装置再次启动工作，开挖

第二部分，所述开挖装置经多次旋转后，完成整个掌子面的开挖；

[0009] 所述开挖装置包括安装于回转架下方的多个开挖臂架以及连接所述开挖臂架的

伸缩油缸、摆动油缸和铣削头，多个所述开挖臂架呈矩形排布，每次开挖一个覆盖掌子面圆

心的矩形区域。

[0010] 优选地，所述回转架包括圆形外框和设置于所述圆形外框内的八个辐条。

[0011] 优选地，所述出渣系统包括固定于所述开挖装置后部的真空泵、回转中心、出渣管

路和吊运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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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地，所述支护系统包括锚杆钻机、喷混设备和用于支撑混凝土管片的管片托

架，所述吊装系统吊装所述管片托架，开挖至基岩时，所述下沉壳体持续下沉，所述管片托

架位置固定，所述锚杆钻机和所述喷混设备旋转工作。

[0013] 优选地，所述吊装系统包括多组钢绞线装置，多组所述钢绞线装置连接所述主机

架，通过调整所述钢绞线装置的下放长度调整所述主机架的倾斜角度。

[0014] 优选地，所述固定机构包括固定连接所述下沉壳体内部的固定槽、连接所述固定

槽的固定座和连接所述固定座的固定架，所述回转驱动装置安装于所述固定架并连接所述

回转架。

[0015] 优选地，所述固定槽通过螺栓安装于所述下沉壳体内壁，所述固定座和所述固定

架通过销轴连接所述固定槽。

[0016] 优选地，所述固定架上方安装有工作平台，所述工作平台上设置有变压器。

[0017] 优选地，所述回转架和所述固定机构之间设置有多个滑轮支撑座。

[0018] 本发明提供一种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使用方法，悬臂竖井掘进机包括主机架、开挖

系统、出渣系统、支护系统和吊装系统，主机架包括下端设置有刃角的下沉壳体和安装于下

沉壳体内部的固定机构，开挖系统包括安装于固定机构下方的回转架、安装于回转架下方

的开挖装置和安装于固定机构的回转驱动装置，出渣系统和支护系统安装于固定机构上

方，吊装系统设置于地面并吊装主机架，开挖装置每次完成部分掌子面的开挖后，回转驱动

装置驱动开挖装置转动预设角度，使开挖装置继续工作完成下一部分掌子面的开挖。

[0019] 工作过程中，开挖装置启动工作，开挖整个掌子面的一部分，完成这一部分的开挖

后，回转驱动装置驱动开挖装置转动预设角度，使其错开已经挖完的部分，对准整个掌子面

的下一部分，然后开挖装置再次启动工作，开挖第二部分，开挖装置经多次旋转后，完成整

个掌子面的开挖。通过分步转动开挖的方式带动传统的持续转动开挖，减小设备工作负载，

实现了超大直径、大深度竖井的顺利开挖，同时将开挖、出渣、支护等多种功能集成于一体，

提高施工效率，在复杂地质环境中进行竖井开挖，实现竖井全断面掘进。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所提供的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所提供的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中回转架的结构示意

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所提供的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中固定机构的局部放

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本发明的核心是提供一种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使用方法，将多种功能集成于一体，

并通过多种掘进方式结合的方式减小设备工作负载，实现大直径大深度竖井的顺利开挖。

[0024]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

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5] 请参考图1至图3，图1为本发明所提供的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的

结构示意图；图2为本发明所提供的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中回转架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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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图3为本发明所提供的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中固定机构的局部放

大图。

[0026] 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提供一种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使用方法，该悬臂竖井掘进机包

括主机架、开挖系统、出渣系统、支护系统和吊装系统，其中，主机架包括下沉壳体1和固定

机构，下沉壳体1为轴线竖直的套筒结构，上下两端开放，且下端设置有刃角，固定机构安装

于下沉壳体1内部。开挖系统包括安装于固定机构下方的回转架2、安装于回转架2下方的开

挖装置3和安装于固定机构的回转驱动装置4，出渣系统和支护系统安装于固定机构上方，

吊装系统设置于地面并吊装主机架，开挖装置3每次完成部分掌子面的开挖后，回转驱动装

置4驱动开挖装置3转动预设角度，使开挖装置3继续工作完成下一部分掌子面的开挖。

[0027] 工作过程中，开挖装置3启动工作，开挖整个掌子面的一部分，完成这一部分的开

挖后，回转驱动装置4驱动回转架2转动预设角度，进而带动开挖装置3转动预设角度，使其

错开已经挖完的部分，对准整个掌子面的下一部分，然后开挖装置3再次启动工作，开挖第

二部分，开挖装置3经多次旋转后，完成整个掌子面的开挖。通过分步转动开挖的方式带动

传统的持续转动开挖，减小设备工作负载，实现了超大直径、大深度竖井的顺利开挖，同时

将开挖、出渣、支护等多种功能集成于一体，提高施工效率，在复杂地质环境中进行竖井开

挖，进行扫略式开挖，实现竖井全断面掘进。回转驱动装置4可以采用伺服电机、液压马达等

多种驱动装置。

[0028] 具体地，开挖装置3包括安装于回转架2下方的多个开挖臂架以及连接开挖臂架的

伸缩油缸、摆动油缸和铣削头，通过伸缩油缸和摆动油缸驱动开挖臂架完成伸缩摆动等动

作，进而带动铣削头完成开挖，多个开挖臂架呈矩形排布，使每次开挖后，挖掘的区域为整

个掌子面的一部分，为一个覆盖掌子面圆心的矩形区域，经过多次旋转，多个矩形区域拼接

呈完整的掌子面。也可调整开挖臂架的布置方式及矩形尺寸等，适当调整旋转角度即可，均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29] 为了保证开挖臂架的稳定连接，回转架2包括圆形外框和设置于圆形外框内的八

个辐条。八个辐条交汇于圆形外框的中心，还可设置直径小于圆形外框的加强圈等，各个开

挖臂架安装于辐条，也可通过增加辐条数量及开挖装置3的数量来提高开挖效率。

[0030]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悬臂竖井掘进机中，出渣系统包括固定于开挖装置

3后部的真空泵、回转中心5、出渣管路6和吊运装置7。通过真空泵将开挖装置3切削下来的

渣土经由出渣管路6和回转中心5吸至吊运装置7的吊桶内，由吊运装置7将渣土输出至洞

外，当然也可通过传送带等方式向外运输。竖井开挖与出渣能够同时连续进行，相互不干

扰，保证开挖过程的连续性，能够有效节省施工时间。

[0031] 支护系统包括锚杆钻机8、喷混设备9和用于支撑混凝土管片17的管片托架10，吊

装系统吊装管片托架10，开挖至基岩时，下沉壳体1持续下沉，管片托架10位置固定，锚杆钻

机8和喷混设备9旋转工作。正常地质掘进中，当回转架2带动开挖装置3完成整个掌子面的

开挖后，带刃角的下沉壳体1在重力作用下沉，混凝土管片17在竖井洞口完成拼装成环，堆

砌到之前混凝土管片17的上方，同时吊装系统使管片托架10同步下沉，使之前堆砌的混凝

土管片17也整体下沉进而完成衬砌。当开挖至基岩时，由于地层稳定性较好，可关闭与管片

托架10相连的吊装系统，管片托架10位置固定不动，下沉壳体1回持续下沉，混凝土管片17

不再随下沉壳体下沉，两者之间产生间隙。此时，锚杆钻机8和喷混设备9旋转工作，在基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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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壁上打锚杆、挂钢筋网、喷射混凝土衬砌。根据不同地质切换不同的支护方式，提高自动

化、机械化程度。当下沉壳体1与洞壁之间摩擦力过大时，还可在下沉壳体1外部注入喷润土

改善润滑性能。

[0032] 进一步地，吊装系统包括多组钢绞线装置11，多组钢绞线装置11连接主机架，通过

调整钢绞线装置11的下放长度调整主机架的倾斜角度，进而实现掘进方向的控制，另外还

有单独的多组钢绞线装置分别连接管片托架10等部件，实现精确控制。也可采用其他类型

的吊装系统，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33]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悬臂竖井掘进机中，为了保证设备的稳定连接，固

定机构包括固定槽12、固定座13和固定架14，固定槽12固定连接下沉壳体1内壁，固定座13

连接固定槽12，固定架14连接固定座13，回转驱动装置4安装于固定架14，且回转驱动装置4

的输出轴连接回转架2的中心。具体地，固定槽12通过螺栓安装于下沉壳体1内壁，固定座13

和固定架14通过销轴连接固定槽12，还可在固定槽12和固定座13之间设置啮合的凹槽和凸

起，限制周向转动，插入销轴后，即可完全限制相对运动，保证稳定连接。也可采用其他连接

方式，如全部螺栓连接或卡接等。在固定架14上方安装有工作平台15，工作平台15上设置有

变压器等设备。

[0034] 在上述各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悬臂竖井掘进机的基础上，回转架2和固定机构之

间设置有多个滑轮支撑座16，负载时回转架2通过滑轮支撑座16压缩固定机构，同时通过滑

轮保证两者相对转动，以便将回转架2在掘进过程中受到的反推力传递给固定机构，改善回

转架2受力情况，优化回转架2承力结构，解决超大直径开挖式回转架2力矩过大的问题，根

据力矩数值及设备强度的需要，调整滑轮支撑座16的位置。

[0035] 以上对本发明所提供的悬臂竖井掘进机的使用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

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

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

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若干改进和修饰，这些改进和修饰也落入本发明

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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