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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抽采履带式坑道钻机的研制与应用
田宏亮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研究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５４）
摘要：目前煤矿井下瓦斯抽采用全液压动力头式钻机以分体式为主，钻机搬迁费时费力，钻孔施工
效率较低，履带式钻机的研制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从４种新型履带式坑道钻机的研制及现场
应用情况看，采用整体式履带车载结构，可在井下自行搬迁，方便快捷，工人劳动强度低；机身
倾角调整方便省力，钻机固定安全可靠；钻机设计参数合理，配套高强度钻杆处理卡钻事故的能
力强；采用全液压驱动，各执行机构既可实现联动，又可单独控制工作；液压系统采用多泵系统，

可独立调节各机构工作参数、转速和扭矩无级调整；采用具有节能效果的负载敏感技术，泵控变
量便于实现远程控制，符合钻进工况特性要求，可满足煤矿坑道不同孔深钻探施工需求。
关键词：自行式履带钻机；全液压钻机；负载敏感技术
中图分类号：Ｐ６３４．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ｒａｃｋ－ｍｏｕｎｔｅｄ

ｒｉｇ ｆｏｒ ｇａｓ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ＴＩＡＮ 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

（Ｘｉ＇ａｎ Ｂｒａｎｃｈ，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５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ａｌ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ｉｇ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ｄｏｐｔｓ ｄｅｔａｃｈａｂｌｅ
Ｉｔ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ｎｅｅｄ ｇｒｅａｔ ｅｆｆｏｒ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ｆｏｕｒ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ｎｅｗ

ｏｆ

ｔ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ｇａｓ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ｇａｌｌｅｒｙ．

ｍ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ｉｇ ａｎｄ ｂｅ 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ｋ—ｍｏｕｎｔｅｄ ｒｉｇ ｗｉｌｌ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ｌｌｅｒｙ ｔｒａｃｋ—ｍｏｕｎｔｅｄ ｒｉｇ ａ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 ｔｒａｃｋ－ｍｏｕｎｔｅｄ ｒｉｇ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ｍｏｖｉｎｇ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ｅａｓｙ ｆｏｒ ｄｉｐ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ｓａｇｅ ｆｏｒ ｆｉｘｉｎｇ．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ｒｉｇ ｉｓ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ｉｓ ｏｆ
ｆｏｒ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ｄｏｐｔｓ ｍｕｌｔｉ—ｐｕｍ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ｅａｓｙ ｆｏｒ ｃｏｎ－
ｅｖｅ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ｖｓ．Ｔｈｅ ｌｏａ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ｉ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ｉｇｈ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ｒｏｌ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ｃｋ－ｍｏｕｎｔｅｄ ｒｉｇ；ａｌ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ｉｇ；ｌｏａ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煤矿井下瓦斯抽采钻机以全液压动力头式为

先后申请立项展开科技部技术开发专项资金项目

主，钻机一般由主机、泵站、操纵台三部分构成。

“ＺＤＹ６０００Ｌ履带自行式水平深孔瓦斯抽放钻机”、

井下搬迁需拆卸管路，并将钻机拆分为部件，待运

发改委国家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专项“煤矿井下千ｎｌ

输到位后再组装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于小型钻机比

瓦斯抽放钻孔施工装备及工艺技术开发”等项目的

较方便，然而对于中深孔和深孔钻机，整体及部件

研究，随后又展开了系列履带钻机的开发。目前已

体积和质量较大，搬迁移位就显得非常困难，且耗

推出ＺＤＹ６０００Ｌ型、ＺＤＹ４０００Ｌ型、ＺＤＹｌ２００Ｌ型

时多，工人劳动强度高。另外，在钻机井下远距离

和ＺＤＹ６０００ＬＤ型几种履带式钻机定型产品。本文主

搬迁时需拆卸管路，在搬迁过程中接头裸露易引起

要阐述其中４种新型号履带钻机的结构和性能特点。

液压油的污染，导致液压系统发生故障，钻机整体
可靠性降低。近几年，随着煤矿安全高效生产的需
求，钻掘交替矛盾日益突出，对瓦斯抽采钻孔提出
了缩短钻机搬迁时间、降低工人劳动强度、提高钻
机利用率和施工效率的要求。
针对这种需求，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研究院

１技术方案
１．１成孔工艺
煤矿井下瓦斯抽采钻孔总体要求是：直径较大；
一般不取心；在钻进硬岩层时以复合片钻进为主，
牙轮钻进为辅，钻进煤层时使用复合片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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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抽采钻孔钻进方式可分为２种：一是钻机

这便于获得合适的转速、扭矩匹配，易于实现顺序

的回转器驱动钻杆回转，由钻杆带动钻头来破碎岩

动作和联动，可以方便地起、下钻具，通过油压表

石，这时可配套采用稳定组合钻具，实现钻孔轨迹

随时监视执行机构工作负载的大小并及时进行调

向上、保直和向下的控制；另一种是钻杆不回转，

整，工艺适应性较强，因而应用越来越广，目前已

而用螺杆钻具（孔底液力马达）在高压水的作用下直

是我国煤矿坑道钻机的主导机型。

接驱动钻头回转来破碎岩石，这时与随钻测斜系统
配套，可实现钻孔轨迹的全方位定向。

ＺＤＹ６０００Ｌ型、ＺＤＹ４０００Ｌ型、ＺＤＹｌ２００Ｌ型
和ＺＤＹ６０００ＬＤ型等４种履带式钻机均为全液压动

ＺＤＹ４０００Ｌ和ＺＤＹｌ２００Ｌ两种型号钻机以钻进

力头式。前３种型号产品将主机、泵站和操纵台３

深度３００ ｍ以内的短钻孔和中深钻孔为主，这类钻

大部分安装在履带平台上，力求钻机结构紧凑，工

孔的定向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成孔工艺以孔口回转

作占地尽可能小，主要适用于巷道条件一般的煤矿；

钻进为主；而ＺＤＹ６０００Ｌ和ＺＤＹ６０００ＬＤ型钻机的

ＺＤＹ６０００Ｕ）型钻机除主机、泵站和操纵台外，还将

钻进能力均为６００ ｍ，主要用于瓦斯抽采长钻孔钻

钻机配套的泥浆泵和磁力启动器安装在履带车体

进，这类钻孔定向精度要求较高，同时要兼顾孔口

上，钻机和配套设备可实现整体移动，工作和搬迁

回转和孔底动力两种钻进工艺。

更加快捷，主要适用于巷道断面大、条件较好的较

１．２机型及传动方式的确定

大型煤矿。

煤矿井下常用的钻机有２种：一种是机械传动、

１．３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４种履带钻机的主要技术性能参数见表１【ｌ’３】。

液压给进的立轴式钻机；另一种是全液压动力头式
钻机。立轴式钻机是最早在井下使用的钻机，近水
平深孔时，起、下钻具费时费力，安全性较差，目
前在浅孔钻机中仍占一定比例。全液压动力头式钻
机，人员可远离孔口操作，工作安全可靠，具有功
重比大，可实现无级调速，且调速范围大等优点。

２主要机构设计
２．１

回转器
回转器是钻机的核心部件，钻机正常工作以低

速大扭矩工况居多，回转器设计采用变量马达驱动，

表１钻机基本参数表
Ｔａｂｌｅ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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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经变速箱降速后传动至主轴，由主轴带动卡盘

因此钻机选用了油缸直接推动的给进方式，有效地

抱紧钻杆并驱动钻杆转动。通过调节马达排量，可

利用机身的长度和宽度，并增加了机身的刚度。

实现转矩和转速大范围的无级调节。ＺＤＹ６０００Ｌ和

２．４履带车体

ＺＤＹ６０００ＬＤ型钻机回转器具备主轴定位功能，可实

履带底盘采用液压驱动，主要由行走装置和刚

现孔底动力定向钻进，在钻机回转器的第一传动轴

性连接式车架组成。行走装置主要包括驱动轮、导

上设计钻杆制动抱紧装置，采用油压抱紧、弹簧松

向轮、支重轮、履带总成、履带张紧装置及行走减

开的常开式卡紧结构。

速机。行走装置中左右纵梁分别整体焊接后与中间

２．２夹持机构

梁焊接为一个整体车架。

夹持机构包括液压卡盘和液压夹持器两个部
件。液压卡盘的功能是在回转钻进及起、下钻时使

３液压系统设计

钻杆随同回转器一起运动。液压夹持器则主要用于
起、下钻时夹持孔内钻具，使之处于静止状态，并
与液压卡盘配合实现机械拧、卸钻杆。为了简化操作，
在油路中设置了联动功能。从动作协调性考虑，液压
卡盘为油压卡紧、弹簧松开的胶筒式结构，而液压夹

现有全液压坑道钻机的液压系统按流量调节方
式不同可分为阀控制、泵排量控制和泵转速控制３
类。阀控液压系统是用各种液压阀来实现对系统压
力、流量和方向控制的液压系统，具有系统简单、

持器则在碟形弹簧夹紧、油压松开的常闭式结构的基

能耗大、温升高的特点。目前，全液压坑道钻机液

础上增加了夹紧副油缸，即所谓的复合式结构。

压系统主要采用的就是这种系统。泵转速控制系统

２．３给进装置

又称为变频调速泵控系统，通过改变泵的转速改变

动力头式钻机给进装置的类型有多种，不同类

泵的流量输出，实现系统的流量调节，仅在个别产

型的给进机构具有不同的结构特点、工作性能和适

品中得到应用【４１。本文涉及到的４种新型履带式全

用范围。本钻机的给进装置，除了具有可以实现回

液压坑道钻机液压系统采用负载敏感和恒压变量泵

转器的往复移动，完成起、下钻具工序以及在钻进

控制系统。以下以ＺＤＹ６０００Ｌ型钻机液压系统为例，

过程中控制孔底压力满足钻头连续破岩的要求等基

介绍这几种履带钻机的液压回路组成及特点。

本功能外，还要在出现孔内事故时能进行强力起拔，

图１
Ｆｉｇ．１

ＺＤＹ６０００Ｌ型履带式全液压钻机液压系统原理图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ＺＤＹ６０００Ｌ ｔｙｐ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ｉ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ｌ——行走马达；２——远控手柄；

３——回转马达；４——液压卡盘；

７——负载敏感多路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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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ＤＹ６０００Ｌ型钻机液压系统如图１所示。该液

８——支撑油缸；

９－－－Ｉ泵；

５——夹持器；６一给进油缸；
１０－－－－－ＩＩ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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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系统由回转和给进两个基本回路和辅助功能组

孔深９２．６ ｍ；在煤层无水的情况下。孔深均在１００

成。其中回转回路主要为钻机提供回转动力，实现

以上，平均孔深１１４．５

钻具的回转破岩。由于回转回路主要用于克服钻具

ＺＤＹ６０００ＬＤ型钻机现场工业性试验于２００７年１２

的负载转矩，因此，其压力就与回转负载的变化相

月在陕煤集团大佛寺矿进行。采用孔底动力定向钻

适应。给进回路主要用于提供钻进的给进、起拔力，

进工艺共施工沿煤层钻孔４个，总进尺ｌ ８２４ｍ。其

结合钻探工艺实现加压、减压钻进。辅助回路主要

中４号钻孔主孔孔深８１１．８ ｍ，终孔直径１１３ ｍｍ。

用于钻机的稳固和驱动履带行走。
回转回路中泵选用了负载敏感泵，多路阀选用

ｍ。

５结论

了具备负载反馈功能的液控比例多路换向阀，构成

瓦斯抽采履带式钻机研制成功并形成系列产

了典型的泵控负载敏感液压系统。其具有钻探工艺

品。为煤矿井下瓦斯抽采钻孔钻进提供了新型高效

适应性强、操作简便，节能等特点。尤其在复杂地

施工设备，可满足煤矿坑道不同孔深钻探施工的需

层中，对成孔质量和钻机及钻具的寿命提高有显著

求，具有以下技术特点：
钻机采用整体式履带车装结构，可在井下自行

的意义。
给进回路的压力和流量根据钻探工艺的要求会
在大幅度范围内调节。因此，不仅存在一定的减压
阀减压节流损失，而且会存在大量的溢流损失。选

搬迁，方便快捷，工人劳动强度低；机身倾角调整
方便省力，钻机固定安全可靠。
钻机主要液压元件选用进口产品，可靠性高；
钻机设计参数合理，配套高强度钻杆处理卡钻事故

用恒压变量泵，可有效减少溢流损失。

的能力强。
４钻机试验与应用

钻机采用全液压驱动，各执行机构既可实现联

ＺＤＹ６０００Ｌ型钻机于２００６年８月在山西省晋城
煤业集团寺河煤矿２３０５工作面进行工业性试验，共完
成试验钻孔３个，孔径均为１５３ ｍｍ，总进尺１

５６５ ｍ，

最大孔深６１２ｍ。
ＺＤＹ４０００

Ｌ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在阳煤集团新元矿

动，又可单独控制工作。液压系统采用多泵系统，
可独立调节各机构工作参数、转速和扭矩无级调整；
采用具有节能效果的负载敏感技术，泵控变量便于
实现远程控制，符合钻进工况特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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