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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ＤＹ６０００Ｌ型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液压系统设计
殷新胜１，姚宁平１，陈跟马２，姚克１，田宏亮１，凡 东１
（１．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研究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５４；
２．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陕西耀县７２７１０２）
摘要：提高全液压坑道钻机液压系统的技术水平，对于改善钻机整机性能及提高瓦斯抽采孔的成孔
率具有重要意义。在对全液压坑道钻机液压系统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根据钻探工艺和液压传动控
制系统节能的要求，设计了冱）Ｙ６０００Ｌ型覆带式全液压境道钻机液压系统，其功能主要包括行走回
路、回转回路、给进回路和辅助回路。经型式试验和现场工业性试验表明，该液压系统设计合理、先
进可靠，具备良好的机动性，且节能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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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先进开采方法的采用和煤炭生产的快速发

个基本功能回路和辅助功能回路组成。其中回转回

展，特别是一井一面高产高效达到６００万ｔ、８００万ｔ

路主要为钻具提供回转动力，在给进回路提供的给

甚至１ ０００万ｔ的产量，对煤矿瓦斯抽采技术及设备

进力的配合作用下，实现钻具的钻进。回转回路主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这种情况，煤炭科学研究

总院西安研究院研发出扛惝Ｌ型履带式全液压

要用于克服钻具的负载转矩，因此其压力就与回转

坑道钻机。该钻机是具备履带行走功能的全液压动

给进、起拔力，结合钻探工艺实现加压、减压钻进。

负载的变化相适应。给进回路主要用于提供钻进的

力头式坑道钻机，适宜孔口回转钻进和孔底液力马

液压传动控制系统可以分为：阀控制、泵排量控

达（螺杆钻具）钻进，具有钻进能力大、可靠性高、钻

制和泵转速控制。以下针对不同的液压传动控制系

进效率高及辅助功能齐全等优点，主要应用于煤矿

统对钻机各液压功能回路进行性能分析。

井下近水平大直径瓦斯抽放孑Ｌ和横贯通风孔的钻进

１．１阀控制系统

等安全领域。
液压系统是全液压钻机的核心，其性能直接影

阀控液压系统是用阀来实现系统的压力、流量

响钻机的整体性能和可操作性等。皿删Ｌ型履

和方向控制的液压系统。典型的系统由定量泵一溢

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液压系统采用了负载敏感技

等特点。目前全液压坑道钻机液压系统主要采用这

术，经试验和应用证明，该系统成功可行，对全液压

种阀控系统。

坑道钻机的液压系统具有升级换代的意义。
１全液压坑道钻机液压系统
全液压坑道钻机液压系统主要由回转和给进两

流阀一节流阀组成，具有系统简单、能耗大、温升高

在回转回路中，当孔内地层情况比较复杂，负载
变化剧烈频繁时，回转压力相应地会有大幅快速波
动，同时泵压力随之变化，其内泄量也不断变化，这

导致其输出流量频繁波动，致使回转速度波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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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寿命；而在松软地层中，发生抱钻、卡钻等事故

时，会造成系统高压溢流，能量损失大，发热严重；当
钻机不回转，进行辅助操作时，系统存在中位卸荷回
油，也存在一定的能量损失；同时阀控系统回转速度
调节困难。

第３５卷

在研制阶段，成本较高，没有进入大规模推广阶段。
２钻探工艺对液压系统的要求
通过钻探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可总结出几种
典型地层钻进对钻探工艺的要求（表１）。

钻机的给进系统比较复杂，不同工况要求能够
实现高压小流量、高压大流量、低压小流量、低压大

衰ｌ几种典型地层钻进工艺特点

融ｌ Ｔ．妇ｌ妇ＩＷ叩柏０ｆ孵僧咖切敝Ｉ血啦螂

流量。系统设计根据最大功率要求进行设计，因此
地层特点

需要通过减压阀、节流阀、调速阀等实现钻进需要的
压力与流量，存在很大的能量损失，同时操作复杂。
采用阀控系统的钻机系统元件简单，目前应用很
广，但存在以上明显的缺点，特别是整机效率往往仅

有４０％多，操纵复杂等，已逐步被其他系统所取代。
１．２泵排量控制系统
泵控系统就是当系统的压力达到设定值时，高
压油不从溢流阀溢流，而是泵排量会相应地减小。
主要可分为恒压变量泵控系统、恒功率变量泵控系
统和负载敏感泵控系统等。可以负载敏感液压系统
为例，其工作原理如图ｌ所示。通过节流阀前后的
压差控制负载敏感阀来调节泵的流量输出，而不受
负载压力变化的影响；泵的出口压力，仅比负载压力
高出一定值（该压差值通常为Ｏ．７—２．１ ＭＰａ），在最

回转

给进给进

速度

速度压力

……（煤层碳质泥岩、软质泥岩等）

低

慢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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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小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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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大

硬岩层（花岗岩、石英岩等）害径龛猁）

中硬岩层（粗砂岩、石灰岩等）

较高

ａ．为适应不同的钻进地层，钻机的回转转速
要求有较大的调节范围；
ｂ．

钻机的给进系统不仅要满足高压小流量、低

压大流量，而且还要实现高压大流量、低压小流量；
ｃ．

钻机的给进系统要求有较大的功率储备；

ｄ．钻机的给进系统要能实现加压钻进、减压
钻进等功能。
３刁）Ｙ６０∞Ｌ钻机液压系统设计

高限压范围内能自动适应负载的变化。液压泵只需
提供与执行元件负载相匹配的压力、流量，液压系统

针对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液压传动控制的特

中不产生过剩压力和过剩流量，因而系统具有显著

点与钻探工艺对钻机液压系统的要求，设计了

的节能效果。

皿Ｙ６０００Ｌ型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液压系统
（图２），按其功能主要可分为行走回路、回转回路、
给进回路和辅助回路。
３．１行走回路
煤矿井下道路条件恶劣，具备履带式行走功能
钻机的必须机动性强、移动搬迁方便，能适应条件恶
劣的道路，支撑稳固，现场安装等辅助时间短。但煤
矿井下巷道狭窄，两片履带在直线行走过程中如何
保持同步，特别在其中一片遇到障碍时，两片履带负
载相差大时，防止撞向巷道十分重要；同时钻机要能
图ｌ负载敏感控制原理图

Ｆ培．１蹦ｎｃｉｐｌｅ

１１１印０ｆｌ∞小吨００ｎ谳

在狭窄巷道原地转向；还应解决钻机的坡道驻车问
题，防止突然断电伤人等问题。所以，履带的液压系

目前很多国外钻机生产商都采用了这种泵控系

统设计，要解决好履带行走时，系统单油泵供油一双

统。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研究院将负载敏感系

统、恒压变量系统技术应用在皿嗍Ｌ型履带式

马达转动的压力协调、流量分配及原地转向、坡道驻

全液压坑道钻机，率先研发出了具有负载敏感泵控

ＺＤＹ６０００Ｌ型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液压系统

车等问题。

系统的全液压坑道钻机。

（图２）中，左右履带的行走由一组液控先导手动阀２

１．３泵转速控制系统

控制四联比例多路换向阀７中的前两联来实现，并

泵转速控制系统又称为变频调速泵控系统，它通

由同一个液压泵９来供油。由于行走与回转回路不

过改变泵的转速调节泵的流量输出。目前该系统还

会同时工作，因此行走回路和回转回路共用一个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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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皿Ｙ６０００Ｌ型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液压系统原理图

ｈｙ由孤ｄｉｃ ８ｙ蜘０ｆ刁Ｈ胃）ｏｏＬ嗽ｍ叫ｍｅｄ ｈｌｍｄ击ｉ】１：堍ｒｉｇ
ｌ——行走马达；２一液控先导手动阀；＇一回转马达；４一卡盘；卜夹持器；６一给进油缸；

Ｆｉｇ．２№ｉｐｌｅ

ｍａｐ ｏｆ

７一四联比例多路换向阀；８一支撑油缸控制阀；９～Ｉ泵；ｌＯ一Ⅱ泵

并选取具有停车自动自锁、过载保护等回路的行走
马达总成，有效地解决坡道驻车等问题。
３．２回转回路

著地节能效果。
ｂ．

良好的启动特性

当电动机启动后，Ｉ泵

红删Ｌ型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液压系统

为全排量，当压力瞬时达到负载敏感泵设定的变量

（图２），具有摩擦定位功能的液控先导手动阀２控

配油盘摆角变小，实现最小流量输出，降低了对电动

制四联液控比例多路换向阀７的第三联，再控制回

机启动力矩的要求，减少了冲击，迸一步提高了原动

转马达，实现对钻机回转的控制。其中主要用于向

机的使用寿命。

回转供油的泵９选用了负载敏感泵，多路阀选用了

压力即２胁时，先导油使主泵内油缸活塞杆推动

ｃ．

压力切断液压系统最大工作压力的控制

具备负载反馈功能的液控比例多路换向阀，从而构

是通过Ｉ泵上设置的压力切断阎来控制实现。当外

成了负载敏感液压系统。

载荷超过设定值时，压力切断阀起作用，从而使主泵

负载敏感液压系统的原理是：通过节流阀（多路

出口压力始终处于系统额定的状态，对系统起到保

换向阀）前后的压差控制负载敏感阀来调节泵的流

护作用，此时主泵几乎无压力油输出，这就最大限度

量输出，不受负载压力变化的影响；泵的出口压力仅

地减少了功率损耗和系统发热，具有显著的节能效

比负载压力高出一定值（该压差值通常为０．７—２．１

果。而传统的做法是通过主阀上的安全阀过载溢流

ＭＰａ），在最高限压范围内能自动适应负载的变化。

来实现的，此时的功率损耗和系统发热都较大。

液压泵只需提供与执行元件负载相匹配的压力、流
量，液压系统中不产生过剩压力和过剩流量。

扣嘲Ｌ钻机回转回路具有以下特点：

转速稳定、操控方便系统提供一个恒定

减少回转负载波动对钻机及钻具的冲击影响，提高

当钻机进行辅助操

钻机及钻具的寿命，在复杂多变或破碎地层中意义

作，不动作时，也就是司钻不操纵先导阀即主阀阀芯

显著。系统提供的流量可以方便地实现远控比例调

处于中位时，先导油使主泵内油缸活塞杆推动配油

节，可以随时根据工况改进工艺，提高钻机的工艺适

ａ．

中位最小流量控制

ｄ．

的流量，并可用远控先导阀比例控制。恒定的流量

盘摆角变小，实现最小流量输出（仅维持系统内泄漏

应性和操作方便性。

量），此时系统压力为２ ＭＰａ左右，最大限度地减少

３．３给进回路

了传统中位卸荷液压功率损耗和系统发热，具有显

万方数据

单泵系统结构简单，操作维修简便，成本低。但

煤田地质与勘探

·８０－

第３５卷

在要求的给进压力大于回转压力时，靠节流阀人为

个液控单向阀，通过调节阀的开度改变系统压力，协

地增压会导致油液严重发热，影响系统效率。双泵
系统将钻机同时工作的给进和回转部分分成两个独

调给进油缸６与夹持器的动作，避免起下钻时因系
统压力过低夹持器不能完全张开，造成钻杆擦伤。

立的系统，使钻进参数调节更为方便。皿Ｙ６０００Ｌ型

并能在夹持器不需要工作时，通过液控单向阀过油，

钻机采用双泵系统，在钻进时Ｉ泵、Ⅱ泵各自独立的

减小回油阻力，让油缸快速运动，缩短辅助时间。

工作，满足回转参数与给进参数独立调节的要求。
给进回路的压力根据钻探工艺的要求，能在大

４应用效果

幅度范围内调节，因此不仅存在减压阀减压节流损

ｚ【ｎ『６０００Ｌ型覆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于２００６年

失，而且会形成大量溢流损失，因此Ⅱ泵选用恒压变

５月在“国家安全生产西安钻机检测检验中心”通过

量泵，减少了溢流损失。

型式试验；２００６年８月在山西省晋城煤业集团寺河

为了在倒杆时实现快速起下钻具，用排量大的

煤矿进行工业性试验，历时４０ ｄ，钻进了３个孔，成

主泵设置了一个快速倒杆回路，减少了钻进的辅助

孔３个，总进尺１

时间。

结果表明：

３．４辅助回路
为了简化和减少操作失误，缩短起下钻作业时
间，在液压系统上设计了执行机构间的联动功能：
ａ．回转器正、反转时，回转油路中的部分高压
油通过单向阀进入液压卡盘４，使卡盘自动卡紧钻杆。
ｂ．

反转时，部分高压油进入夹持器的副油

缸，以增加夹持器５的夹紧能力。
ｃ．操作回转联动阀，可实现正转时卡盘卡紧、
夹持器自动松开，停止回转后，夹持器自动卡紧，防
止因误操作引起滑杆事故。
ｄ．通过起下钻联动阀，分别在起钻或下钻工

ｍ，最大孔深６１２ ｍ。两项试验

５６５

ａ．该钻机具备直线行走、坡道驻车、原地转向
等功能，满足狭窄巷道的使用要求，并具备良好的机
动性，适应井下复杂的路面情况；
回转回路工艺适应性强，操作简便，并具

ｂ．

备节能的特点。在复杂地层中，能提高成孔质量，延
长钻机及钻具的寿命；
ｃ．给进回路可以方便地实现加减压钻进，能
显著节能；
ｄ．

系统具备各种联动功能，能有效减轻劳动

强度，提高钻进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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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７６页）涌水量一般小于３０ ｍ３／ｈ；中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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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位置、分布形态及含水性相对强弱等。
该技术在济三矿的应用，为工作面采前防治水
工作的实施，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参考资料。在充分

工作面回采过程中，涌水量的变化还受岩性特

认识音频电透视的技术特点、应用技术条件、解释参

征、构造发育形态、回采速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出水

数与岩性、构造及回采涌水量的关系的基础上，可以

位置相对物探异常位置具有明显的滞后现象，一般

更加科学、准确地预测预报工作面顶部岩层水害，更

滞后３０。８０ ｍ不等。

好地为煤矿安全生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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