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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ＤＹ６０００Ｌ型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的研制水
殷新胜

田宏亮

姚克

孙保山

邬

迪凡东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研究院）
摘要随着煤炭采掘技术的发展，钻掘交替矛盾日益突出，现有的分体式全液压钻机虽然可满足钻孔施工
要求，但其运移性差、辅助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已不能很好地满足高产高效的要求。研制履带自行式钻机，提高机

动性、降低劳动强，是十分必要的。详细介绍了ｚＤ删Ｌ型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的研制中整体式布局设计、履
带底盘车体及主要部件设计思路、液压系统的设计等，并介绍了钻机的试验及推广应用情况，测试结果表明各项技
术指标达到了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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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为实现煤炭快速安

的推广，广大用户迫切要求这种状况能迅速得到改

全生产，许多大型煤矿提出用大直径长钻孑Ｌ进行瓦

善。因此，研制新型履带自行式钻机，克服现有钻机

斯抽放。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研究院先后研制出

的缺点，促进煤矿高效安全生产，显得极为迫切。

ｚＤＹ６０００ｓ型和ｚＤＹ鬻：ｓ型全液压坑道深孔钻机及

针对这种情况，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研究院

配套机具，采用孔口回转钻进方式，由主机、操纵台、

结合科技部科研院所技术研究开发专项资金项目

泵站三部分组成的分体式结构，具有结构简单、可靠

“ｚＤＹ６０００Ｓ履带自行式水平深孔瓦斯抽放钻机”开

性高、适应性强的特点，在铜川、晋城、阳泉等许多地

发出了ＺＤＹ６０００Ｌ型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该钻

区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

机是具备履带行走功能的全液压动力头式坑道钻

随着先进开采方法的采用和生产的快速发展，

机，在满足孑Ｌ口回转钻进的基础上，设置了适合孔底

钻掘交替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年产量超过千万吨

液力马达（螺杆钻具）钻进的装置，具有钻进能力

的煤炭企业，对煤矿瓦斯抽采技术及钻机设备提出

大、可靠性高、钻进效率高、工艺适应性广及辅助功

了更快更高的要求。目前煤矿井下所施工的长距离

能齐全等优点，主要应用于煤矿井下近水平大直径

瓦斯抽放钻孑Ｌ深度多在５００ ｍ左右，成孔速度相对

瓦斯抽放孔的钻进。

较快，钻机的搬迁频繁，因此搬迁周期对生产进度影
响很大。以上两种钻机在纯钻进时间上可以满足目
前煤矿安全生产的要求，但搬迁方式限制了钻机的
工作效率，直接制约了大直径长钻孔瓦斯抽放技术
·９４·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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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导师。７】００５４陕西省西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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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新胜等：ＺＤＹ６０００Ｌ型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的研制
１总体方案设计
１．１钻进方法的选择
在煤矿井下钻孑Ｌ施工中，钻进方法按钻杆的工
作方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钻机的回转器驱动钻杆
回转，由钻杆带动钻头来破碎煤或岩石。此时钻机
回转功率消耗在克服钻杆转动的摩擦阻力和钻头破
碎岩石上，钻孑Ｌ愈深、钻杆直径愈大，摩擦阻力消耗
的功率也愈大。另一种是钻杆不回转，而用孔底液
力马达在高压水的作用下直接驱动钻头回转来破碎
煤或岩石。这种方式没有回转钻杆的功率消耗，可
以相对地减少对钻机回转能力的要求；孔底液力马

图ｌ钻机结构示意

达扭矩较小，适合钻进小直径钻孔且钻进效率高，但

１一主机；２一操纵台；３一泵站；
４一履带车体；５一稳固装置

孔底液力马达用水作介质，需水量大，在软煤岩中钻
进不利于护孔和钻深孔；而且孔底液力马达价格贵、

压坑道钻机的主要技术参数具体如下：

易磨损，致使钻孔成本增加。结合我国煤矿实际情
况，本钻机还是以钻杆回转作为钻进的主要方式，把

回转额定转矩／（Ｎ·ｍ）

６ ０００一ｌ ６００

回转额定转速／（ｒ／ｍｉｎ）

５０一１９０

主轴额定制动转矩／（Ｎ·ｍ）

孔底动力钻进作为定向钻进中纠斜的特殊手段。

。主轴倾角／（。）

１．２传动方式的确定

最大给进／起拔力／ｋＮ

由于煤矿井下钻孑Ｌ施工的特殊性，使得全液压

行走速度／（ｋＩｎ／ｈ）

动力头式钻机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起逐渐成为我国

最大爬坡能力／（。）

煤矿瓦斯坑道钻机的主导机型。全液压动力头式钻

接地比压／（Ｎ／ｍｍ２）

机在钻进近水平深孔时，可以方便地进行起、下钻

电动机功率／ｋｗ

具，工作安全可靠，而且可无级调速，通过油压表随

２主要机构设计

时监视执行机构工作负载的大小并及时进行调整，

２．１履带车体

ｌ ５００
一ｌＯ～２０
１８０
Ｏ一２．５
２０
Ｏ．０６
７５

履带底盘采用液压驱动，主要由行走装置和刚

工艺适应性较强，便于实现顺序动作和联动。因此
本钻机也采用全液压的传动方式。

性连接式车架组成。行走装置主要包括驱动轮、导

１．３结构布局的确定

向轮、支重轮、履带总成、履带张紧装置及行走减速

为了解决好钻机的移动行走问题，需要将钻机

机，我们选用了标准的四轮一带成熟产品。行走装

及泥浆泵、钻具等附属部件设计在行走的履带车体

置中左右纵梁分别整体焊接后与中间梁焊接为一个

上。但考虑到大部分煤矿的巷道条件，履带车体上

整体式车架。

只设置钻机部件，即只将主机、操纵台和泵站三部分

２．２

放在车体上，各部分之间用高压胶管相连接，有效地
缩小履带车体的尺寸，方便井下运输和移动。

回转器
回转器是钻机的核心部件。选用Ａ６Ｖ２５０斜轴

式变量液压马达，采用行星减速机构，将动力经由减

为了尽可能的增大钻机的给进行程，减少起下

速机构传动至主轴。通过调节马达排量，可实现转

钻等辅助时间，我们将钻机给进机身与履带平行设

矩和转速大范围的无级调节。为了使钻机具有实施

置，油箱、电机泵组、操纵台设置在车体平台的另一

定向钻进技术的功能，在钻机回转器的第一传动轴

侧，同时选用同轴串泵并与电机法兰连接，缩短车体

上设计钻杆制动抱紧装置，采用油压抱紧、弹簧松开

的长度。多机结构如图１所示。

的常开式卡紧结构。

１．４主要性能技术参数

２．３夹持机构

本钻机主要应用于近水平长距离瓦斯抽放孑Ｌ钻

夹持机构包括液压卡盘和液压夹持器两个部

进，因此机身倾角的调整范围不需要很大，倾角有一

件。液压卡盘的功能是在回转钻进及起、下钻时使

１００一２０。即可满足使用要求。参考ｚＤＹ系列钻机

钻杆随同回转器一起运动。液压夹持器则主要用于

的设计经验，经分析计算，ｚＤＹ６０００Ｌ型履带式全液

起、下钻时夹持孑Ｌ内钻具，使之处于静止状态，并与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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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孔质量和钻机及钻具的寿命提高有显著的意义。

在油路中设置了联动功能。从动作协调性考虑，液

给进回路的压力和流量根据钻探工艺的要求会

压卡盘为油压卡紧、弹簧松开的胶筒式结构，而液压

在大幅度范围内调节，因此不仅存在一定的减压阀

夹持器则在碟形弹簧夹紧、油压松开的常闭式结构

减压节流损失，而且会存在大量的溢流损失，因此我

的基础上增加了夹紧副油缸，即所谓的复合式结构。

们选用恒压变量泵，减少了溢流损失。

２．４给进装置

４试验及应用推广

动力头式钻机给进装置的类型有多种，不同类

４．１试验情况

型的给进机构具有不同的结构特点、工作性能和适

该钻机于２００６年５月在国家安全生产西安钻

用范围。本钻机的给进装置，除了具有可以实现回

机检测检验中心进行了型式试验，运转正常，测试结

转器的往复移动，完成起、下钻具工序以及在钻进过

果表明各项技术指标达到了设计要求。２００６年１２

程中控制孔底压力满足钻头连续破岩的要求等基本

月在山西省晋城煤业集团寺河煤矿进行工业性试

功能外，还要在出现孔内事故时能进行强力起拔，因

验。工业性试验在寺河矿２３０５工作面开始进行钻

此本钻机吸取ｚＤＹ系列钻机的成功经验，选用了两

机工作面开始进行，钻进了３个孑Ｌ，２号钻孑Ｌ瓦斯突

个双杆油缸并列安装使用，活塞杆固定在机身两端

出并发生塌孑Ｌ事故而提前终孔，完成两个能力孔，总

的挡板上，有效地利用机身的长度和宽度，并增加了

进尺１

５６５

ｍ（见表１）。

机身的刚度。缸筒沿活塞杆往复运动，改善了缸筒

表１工业试验记录

的导向性，延长了油缸的使用寿命。油缸的挡环插

孔号钻娉深度繁警紫警繁警堡型：Ｌ

入托板的马蹄形挡块之间，装拆方便。
３液压系统的设计
液压传动控制系统节能发展可分为３个阶段，
即阀控制阶段、泵排量（容积）控制阶段和泵转速控

ｌ－

６０３

１８．４３

１４．０６

２８．５０

６

６

２’

３５０

未统计

未统计

未统计

４

未统计

３。

６ｌ

２３．２５

１８．９０

４２．７５

４

２．５

２．

制阶段…。与此对应现有的全液压坑道钻机的液

３个钻孔位于同一个钻窝，孔位相距１ ｍ，钻孔

压系统分为阀控制、泵排量控制和泵转速控制３类。

完成后，钻机整体移位、重新对孔位、支撑稳固总计

阀控液压系统用阀来实现系统的压力、流量和方向

耗时仅半小时，而ｚＤＹ６０００ｓ和ｚＤＹ：器ｓ型钻机需

控制的液压系统，典型的为定量泵一溢流阀一节流

要时间超过３ ｈ，孑Ｌ间距越长，则时间差距越大，充分

阀系统，具有系统简单、能耗大、温升高的特点怛Ｊ。

体现履带钻机机动性强、支撑稳固简便的优越性。

目前全液压坑道钻机液压系统主要采用的就是阀控

４．２应用推广

系统。泵转速控制系统又称为变频调速泵控系统，

该型钻机在抚顺矿务局老虎台矿井下钻进了
５６５

２３个孑Ｌ，总进尺２

流量调节，仅在个别产品中得到应用。我们设计的

左右的钻孔，以前钻机移孔位需半天，现在仅需半小

ＺＤＹ６０００Ｌ型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液压系统采用

时，劳动强度小。

先进的负载敏感和恒压变量控制系统。
该液压系统主要由回转和给进两个基本回路和

ｍ，平均每天完成２个２００

ｍ

通过改变泵的转速改变泵的流量输出，实现系统的

该型钻机在沁和能源有限公司永红矿补掘巷人
口处接电，然后自行至钻场，行程１

３００

ｍ。钻机行

辅助功能组成。其中回转回路主要为钻具提供回转

驶过程平稳，速度稳定，操作方便，大大减少了钻机

动力，在给进回路提供的给进力的配合作用下，实现

移位过程中人力、物力的消耗，充分体现了履带钻机

钻具的钻进。其中回转回路主要用于克服钻具的负

在煤矿井下的优势。

载转矩，因此其压力就与回转负载的变化相适应。

截至目前，该型钻机还在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

给进回路主要用于提供钻进的给进、起拔力，结合钻

司神东煤炭分公司、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

探工艺实现加压、减压钻进。

限公司常村矿、陕西海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煤业

回转回路中泵选用了负载敏感泵，多路阀选用
了具备负载反馈功能的液控比例多路换向阀，构成
了负载敏感液压系统。具有钻探工艺适应性强、操
作简便，并具备节能的特点。尤其在复杂地层中，对
．９６·

万方数据

集团得到成功推广应用。
５结论
ｚＤＹ６０００Ｌ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通过试验及
推广应用表明：

（下转第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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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６）中系数２是因为两相直流电在定子两相
中形成回路，ａ雇为强励系数，其值可取２．５左右。
３结论
结合ＰＬＣ技术，６ＲＡ７０全数字调速其可以很好
地应用到ＴＫＤ系统的动力制动改造中去，具有性能
稳定、运行可靠、调节精度高、参数设置方便、自身保
护完备以及故障率低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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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履带钻机整体布局合理，机动性强，井下移
动稳固快速、方便；
（２）采用负载敏感液压系统技术，钻机性能先

械化、高产高效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装备；也标志着我
国煤矿坑道钻机的研制水平又跨上了一个新的台
阶。
参考文献

进、操控性好，节能效果显著，工作可靠；
（３）ｚＤＹ６０００Ｌ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具备煤
层钻孔６００ ｍ以上的能力，是目前我国能力最大的
履带式全液压钻机。
履带钻机的研制成功，不仅为煤矿的现代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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