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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带压移动快速掘进装备，属于巷道快速

掘进领域，包括盾体、第一截割部、保压机构、出

渣机构、第二截割部、运输机构、行进机构、锚固

机构和支撑机构等。该装置实现了巷道快速掘进

和支护功能；该装置移动时，盾体主动向岩壁提

供支护力，优化围岩力学性能，适合用于煤巷、半

煤巷和岩巷的掘进和支护作业，实现了超前支

护，安全可靠，便于制造和维护，适用于工业掘进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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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包括盾体、第一截割部、运输机构、行走机构、锚固

机构和支撑机构；所述第一截割部与盾体固接；所述运输机构与盾体固接；所述行走机构与

盾体固接；所述锚固机构与行走机构固接；所述支撑机构与行进机构固接；其特征在于，该

装备还包括第二截割部、保压机构、出渣机构；所述第二截割部与盾体前部边缘固接；所述

保压机构与盾体固接；所述出渣机构与盾体固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截割部包含

第一驱动器、第一摇臂、第二驱动器、第二摇臂、第三驱动器、截割炮头；所述第一驱动器与

盾体固接；所述第一摇臂的一端与第一驱动器的输出端套接，第一摇臂的另一端与第二驱

动器固接；所述第二摇臂的一端与第二驱动器的输出端套接；第二摇臂的另一端与第三驱

动器固接；所述截割炮头与第三驱动器套接；所述截割炮头的中心线与第三驱动器输出端

中心线重合。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锚固机构包括n

个顶锚杆钻机、m个帮锚杆钻机，其中，n和m均为大于或者等于2的自然数；所述n个顶锚杆钻

机沿巷道宽度方向呈直线等间距排列；所述m个帮锚杆钻机沿巷道高度方向呈直线等间距

排列；所述顶锚杆钻机和帮锚杆钻机所在平面之间的距离为1个支护排距。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保压机构包含前

密封环、后密封环、柔性充填介质、压力泵、压力检测装置；所述前密封环与盾体固接；所述

后密封环与盾体固接；所述压力泵与盾体固接；所述柔性填充介质通过压力泵进入由盾体

外壳、前密封环、后密封环和巷道围岩组成的密闭空间内。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行走机构包含基

座、撑靴、撑靴油缸、推进油缸；所述撑靴通过撑靴油缸支撑于巷道围岩；所述基座通过撑靴

油缸与撑靴联结；所述推进油缸以基座为反力基础向前推进盾体。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器采用电

机、气缸、液压缸或内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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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巷道快速掘进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的结构

设计。

背景技术

[0002] 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煤炭开采主要包括回采和掘进两个环节。液压支架的引

进使工作面回采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目前正在进行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升级换代，而掘进机

械发展相对滞后。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巷道掘进设备为以EBZ系列为代表的炮头悬臂式掘

进机，其主体结构在巷道采用架棚被动支护时期即已发展成熟。在巷道支护工艺由架棚被

动支护升级为锚杆索主动支护后，炮头式悬臂掘进机并未跟随巷道支护工艺的改变而发

展。以炮头悬臂式掘进机掘进，单体锚杆钻机施工锚杆索的作业方式机械化水平低，工人劳

动强度大，2018年全国巷道平均月进尺仅为186m，约为全国工作面回采速度的一半。采掘接

续失调成为制约煤矿高产高效发展的“卡脖子”问题。

[0003] 为实现巷道掘进作业的机械化高效作业，我国引进消化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掘进支

护一体化设备，主要以滚筒式掘锚一体机为主。掘锚一体机在鄂尔多斯等围岩较为完整的

矿区实现了较好的应用效果，但是掘锚一体机空顶、空帮距较大，在山西等围岩较为破碎

的、不允许长距离空顶、空帮的矿区应用效果较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已有巷道掘进设备不足之处，提供一种可带压移动巷道

快速掘进设备。该设备不仅将巷道围岩成型和巷道截割在空间上分离，并且能对围岩施加

主动支护力，避免空顶、空帮，从而提高对破碎围岩，不能长距离空顶、空帮的作业条件的适

应性。作业人员在盾体和锚杆索支护完成的空间中作业，安全性得到保证。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本发明设计的一种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包括盾体、第一截割部、运输机构、行

走机构、锚固机构和支撑机构等；所述第一截割部与盾体固接；所述运输机构与盾体固接；

所述行走机构与盾体固接；所述锚固机构与行走机构固接；所述支撑机构与行进机构固接；

该装备还包括第二截割部、保压机构、出渣机构；所述第二截割部与盾体前部边缘固接；所

述保压机构与盾体固接；所述出渣机构与盾体固接。

[0006] 本发明设计的一种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截割部包

含第一驱动器、第一摇臂、第二驱动器、第二摇臂、第三驱动器、截割炮头；所述第一驱动器

与盾体固接；所述第一摇臂的一端与第一驱动器的输出端套接，第一摇臂的另一端与第二

驱动器固接；所述第二摇臂的一端与第二驱动器的输出端套接；第二摇臂的另一端与第三

驱动器固接；所述截割炮头与第三驱动器套接；所述截割炮头的中心线与第三驱动器输出

端中心线重合。

[0007] 本发明设计的一种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锚固机构包括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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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顶锚杆钻机、m个帮锚杆钻机，其中，n和m均为大于或者等于2的自然数；所述n个顶锚杆钻

机沿巷道宽度方向呈直线等间距排列；所述m个帮锚杆钻机沿巷道高度方向呈直线等间距

排列；所述顶锚杆钻机和帮锚杆钻机所在平面之间的距离为1个支护排距。

[0008] 本发明设计的一种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保压机构包含

前密封环、后密封环、柔性充填介质、压力泵、压力检测装置；所述前密封环与盾体固接；所

述后密封环与盾体固接；所述压力泵与盾体固接；所述柔性填充介质通过压力泵进入由盾

体外壳、前密封环、后密封环和巷道围岩组成的密闭空间内。

[0009] 本发明设计的一种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行走机构包含

基座、撑靴、撑靴油缸、推进油缸；所述撑靴通过撑靴油缸支撑于巷道围岩；所述基座通过撑

靴油缸与撑靴联结；所述推进油缸以基座为反力基础向前推进盾体。

[0010] 本发明设计的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驱动器、第二驱

动器、第三驱动器采用电机、气缸、液压缸或内燃机的一种或多种组合。

[0011]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突出性效果：

本发明装置利用盾体、第一截割部、运输机构、行走机构、锚固机构、支撑机构、第二截

割部、保压机构、出渣机构综合实现了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保压机构紧随截割部对形成

的巷道围岩进行主动支护，保压机构后部紧跟锚固机构进行锚杆索永久支护施工，实现巷

道开挖后全历程支护，避免了空顶、空帮。在围岩裂隙发育，完整性差的条件下也能实现前

掘后支作业，避免传统作业方式中掘进和支护的反复换位作业。主截割部及作业人员在盾

体和锚杆索永久支护的保护下作业，提高了掘进和支护作业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设计的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的一种实施例的立体外观图（未

画出部分零件）。

[0013] 图2是图1所示实施例的一个正视图。

[0014] 图3是图1所示实施例的侧视图（图2的左视图）。

[0015] 图4是图1所示实施例的一个局部剖视图（图3的局部剖视图），显示出在巷道掘进

过程中，保压机构（前密封环、后密封环、压力检测装置、压力泵、柔性填充介质）、盾体和围

岩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

[0016] 图5是图1所示实施例的一个后视图。

[0017] 图6是图1所示实施例的第一截割部的爆炸视图。

[0018] 在图1至图6中：

1－盾体，           2－第一截割部，       3－运输机构，     4－行走机构，

5－锚固机构，       6－支撑机构，         7－第二截割部，   8－保压机构，

9－出渣机构，       201－第一驱动器，     202－第一摇臂，   203－第二驱动器，

204－第二摇臂，     205－第三驱动器，     206－截割炮头，   501－顶锚杆钻机，

502－帮锚杆钻机，   801－前密封环，       802－后密封环，   803－柔性充填介质，

804－压力泵，       805－压力检测装置，   401－基座，       402－撑靴，

403－撑靴油缸，     404－推进油缸，       10－围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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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9] 本发明属于巷道快速掘进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的结构

设计。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进一步详细介绍本发明的具体结构、工作原理的内容。

[0020] 本发明设计的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一种实施例，如图1至图6所示，包括盾

体1、第一截割部2、运输机构3、行走机构4、锚固机构5和支撑机构6；所述第一截割部2与盾

体1固接；所述运输机构3与盾体3固接；所述行走机构4与盾体1固接；所述锚固机构5与行走

机构4固接；所述支撑机构6与行进机构4固接；该装备还包括第二截割部7、保压机构8、出渣

机构9；所述第二截割部7与盾体1前部边缘固接；所述保压机构8与盾体1固接；所述出渣机

构9与盾体1固接。

[0021] 本发明设计的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一种实施例，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截

割部2包含第一驱动器201、第一摇臂202、第二驱动器203、第二摇臂204、第三驱动器205、截

割炮头206；所述第一驱动器201与盾体1固接；所述第一摇臂202的一端与第一驱动器201的

输出端套接，第一摇臂202的另一端与第二驱动器203固接；所述第二摇臂204的一端与第二

驱动器203的输出端套接；第二摇臂204的另一端与第三驱动器205固接；所述截割炮头206

与第三驱动器205套接；所述截割炮头206的中心线与第三驱动器205输出端中心线重合。

[0022] 本发明设计的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一种实施例，其特征在于：所述锚固机

构包括n个顶锚杆钻机501、m个帮锚杆钻机502，其中，n和m均为大于或者等于2的自然数；所

述n个顶锚杆钻机501沿巷道宽度方向呈直线等间距排列；所述m个帮锚杆钻机502沿巷道高

度方向呈直线等间距排列；所述顶锚杆钻机501和帮锚杆钻机502所在平面之间的距离为1

个支护排距。

[0023] 本发明设计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一种实施例，其特征在于：所述保压机构8

包含前密封环801、后密封环802、柔性充填介质803、压力泵804、压力检测装置805；所述前

密封环801与盾体1固接；所述后密封环802与盾体1固接；所述压力泵804与盾体1固接；所述

柔性填充介质803通过压力泵804进入由盾体1外壳、前密封环801、后密封环802和巷道围岩

10组成的密闭空间内；

本发明设计的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一种实施例，其特征在于：所述行走机构4包

含基座401、撑靴402、撑靴油缸403、推进油缸404；所述撑靴402通过撑靴油缸403支撑于巷

道围岩10；所述基座401通过撑靴油缸403与撑靴402联结；所述推进油缸404以基座401为反

力基础向前推进盾体1；

本发明设计的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装备一种实施例，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驱动器

201、第二驱动器203、第三驱动器205采用电机、气缸、液压缸或内燃机的一种或多种组合。

[0024] 本实施例的工作原理，结合附图叙述如下：

在实际的巷道掘进过程中，按工序，可以将本发明设计的移动带压巷道快速掘进装备

的工作过程分为两个阶段：行走阶段和截割破岩阶段。

[0025] 在所有阶段，盾体1、保压机构8和围岩10之间充满柔性填充介质803为围岩10提供

主动的临时支护力。在截割破岩阶段，盾体1相对于围岩10静止不动，。第一截割部2将进入

盾体1内部的围岩10破坏、通过出渣机构9和运输机构3将破坏后的围岩10运输至巷道外部，

于此同时，锚固机构5通过顶锚杆钻机501和帮锚杆钻机502对巷道进行及时支护，实现掘进

和支护的同时作业，提高效率。当第一截割部2和锚固机构5完成一个排距作业后，装备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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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阶段。在此阶段，第一截割部2和锚固机构5停止工作，行走机构4中的撑靴油缸403伸长

使得撑靴402与围岩10接触，推进油缸404伸长利用撑靴402提供的反力将盾体1推动向前移

动，在盾体1移动的同时，第二截割部7开始工作，第二截割部7截割前方围岩10，形成截面为

“回”字形空间，使得部分盾体1深入围岩10内部，部分围岩10进入盾体1内部，当盾体1在推

进油缸404的推动下，相对围岩10移动一个排距时，撑靴油缸403缩短，撑靴402与围岩10分

离，之后，推进油缸404缩短利用固接在盾体1上的支撑机构6提供的反力带动行走机构4往

前移动一个排距，至此，行走阶段结束。

[0026] 在实际的巷道掘进中，一个掘进作业周期里，截割破岩阶段和行走阶段交替进行，

实现长距离掘进。不再赘述。

[0027] 本发明装置利用盾体、第一截割部、运输机构、行走机构、锚固机构、支撑机构、第

二截割部、保压机构、出渣机构综合实现了带压移动巷道快速掘进。保压机构紧随截割部对

形成的巷道围岩进行主动支护，保压机构后部紧跟锚固机构进行锚杆索永久支护施工，实

现巷道开挖后全历程支护，避免了空顶、空帮。在围岩裂隙发育，完整性差的条件下也能实

现前掘后支作业，避免传统作业方式中掘进和支护的反复换位作业。主截割部及作业人员

在盾体和锚杆索永久支护的保护下作业，提高了掘进和支护作业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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