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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Y6000L型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液压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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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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负载敏感；节能；钻机；液压系统

中图分类号：P634．3 文献标识码：A

DI蛐驴of hyd聊llic鲫st哪of刁)Y6000L伽砌‘-m咖n垂ed tIl舢d d—m呜rig
Y矾)【iIl-she耐IⅥ∞Ning-pi耐．c砸N Gen-ni-YAO Kel-Ⅱ心岫liaIl91。FAN她1(1．蔑7吼酬．吼讹伽船蜘砌缸砌脚．瓜7饥7100“，儡讹；
2．陇彬∞h帆cD以胁渤．Z研g如啪cD以朐jd喈一捌以站删西m。玩饿彘m 727102．吼打m)A蝴：Itis si础c8l吐tD啦妇删c 8y8l嘲幻be螗雕㈣疆跚li嗨堍alld她h袖口l毗io 0f筋shillg gas

龇．Tlle咖唧吐哟le 0f出e妇e10弘I坝1l 0f删c syslem峨Iig iII缸lllnd i8 di8cussed丘砌tlle p既嚣pe胡ve 0ftlle蛐M aIld唧螂iIlg．11le蛐aIllie 8y蜘0f珊Y6000L眦k．姗I吐ed蛐rigig州，aIld删砌。蛐aIld谳删l呷虢desc蒯．1he咖0f硼脚L蛐lig删tllattlle州啪池咖is 0f蛐舭一
6v删“弛liab衄y·鼬weU幽缸砖丑蟹时bil畸and即盱黟跗villg．
K眄wm由：l∞d-嘲siI】g；朗盱野咄；由iⅡi119 rig；hy击跚恤s)，鼬锄

随着先进开采方法的采用和煤炭生产的快速发

展，特别是一井一面高产高效达到600万t、800万t

甚至1 000万t的产量，对煤矿瓦斯抽采技术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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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道钻机。该钻机是具备履带行走功能的全液压动

力头式坑道钻机，适宜孔口回转钻进和孔底液力马

达(螺杆钻具)钻进，具有钻进能力大、可靠性高、钻

进效率高及辅助功能齐全等优点，主要应用于煤矿

井下近水平大直径瓦斯抽放孑L和横贯通风孔的钻进

等安全领域。

液压系统是全液压钻机的核心，其性能直接影

响钻机的整体性能和可操作性等。皿删L型履
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液压系统采用了负载敏感技

术，经试验和应用证明，该系统成功可行，对全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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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基本功能回路和辅助功能回路组成。其中回转回

路主要为钻具提供回转动力，在给进回路提供的给

进力的配合作用下，实现钻具的钻进。回转回路主

要用于克服钻具的负载转矩，因此其压力就与回转

负载的变化相适应。给进回路主要用于提供钻进的

给进、起拔力，结合钻探工艺实现加压、减压钻进。

液压传动控制系统可以分为：阀控制、泵排量控

制和泵转速控制。以下针对不同的液压传动控制系

统对钻机各液压功能回路进行性能分析。

1．1阀控制系统

阀控液压系统是用阀来实现系统的压力、流量

和方向控制的液压系统。典型的系统由定量泵一溢

流阀一节流阀组成，具有系统简单、能耗大、温升高

等特点。目前全液压坑道钻机液压系统主要采用这

种阀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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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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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系统设计根据最大功率要求进行设计，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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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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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不产生过剩压力和过剩流量，因而系统具有显著

的节能效果。

图l负载敏感控制原理图

F培．1蹦nciple 111印0fl∞小吨00n谳
目前很多国外钻机生产商都采用了这种泵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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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液压坑道钻机，率先研发出了具有负载敏感泵控

系统的全液压坑道钻机。

1．3泵转速控制系统

泵转速控制系统又称为变频调速泵控系统，它通

过改变泵的转速调节泵的流量输出。目前该系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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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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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层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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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石愿(页岩、泥灰岩、褐煤、黄土等) 高 快 小

中硬岩层(粗砂岩、石灰岩等) 较高 快 大

硬岩层(花岗岩、石英岩等)害径龛猁) 慢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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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液压传动控制的特

点与钻探工艺对钻机液压系统的要求，设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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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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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设计，要解决好履带行走时，系统单油泵供油一双

马达转动的压力协调、流量分配及原地转向、坡道驻

车等问题。

ZDY6000L型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液压系统

(图2)中，左右履带的行走由一组液控先导手动阀2

控制四联比例多路换向阀7中的前两联来实现，并

由同一个液压泵9来供油。由于行走与回转回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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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2№iple map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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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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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地节能效果。

马达总成，有效地解决坡道驻车等问题。 b． 良好的启动特性 当电动机启动后，I泵

3．2回转回路 为全排量，当压力瞬时达到负载敏感泵设定的变量红删L型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液压系统 压力即2胁时，先导油使主泵内油缸活塞杆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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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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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转速稳定、操控方便系统提供一个恒定

量，液压系统中不产生过剩压力和过剩流量。 的流量，并可用远控先导阀比例控制。恒定的流量

扣嘲L钻机回转回路具有以下特点： 减少回转负载波动对钻机及钻具的冲击影响，提高

a． 中位最小流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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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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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泵系统结构简单，操作维修简便，成本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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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求的给进压力大于回转压力时，靠节流阀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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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的系统，使钻进参数调节更为方便。皿Y6000L型

钻机采用双泵系统，在钻进时I泵、Ⅱ泵各自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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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幅度范围内调节，因此不仅存在减压阀减压节流损

失，而且会形成大量溢流损失，因此Ⅱ泵选用恒压变

量泵，减少了溢流损失。

为了在倒杆时实现快速起下钻具，用排量大的

主泵设置了一个快速倒杆回路，减少了钻进的辅助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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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下实现给进油缸与卡盘、夹持器之间的联动。由

于卡盘、夹持器自身工作原理不同，可保证实现“先

卡紧，后松开”的特殊要求。当该阀处于中位时取消

联动，可单独使给进油缸运动，增加机动性。

e． 在给进钻油路中串联一个双向节流阀和两

个液控单向阀，通过调节阀的开度改变系统压力，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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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能在夹持器不需要工作时，通过液控单向阀过油，

减小回油阻力，让油缸快速运动，缩短辅助时间。

4应用效果

z【n『6000L型覆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于2006年

5月在“国家安全生产西安钻机检测检验中心”通过

型式试验；2006年8月在山西省晋城煤业集团寺河

煤矿进行工业性试验，历时40 d，钻进了3个孔，成

孔3个，总进尺1 565 m，最大孔深612 m。两项试验

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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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回转回路工艺适应性强，操作简便，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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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水区涌水量一般为100～200岔，h；富水区的涌水

量一般为200一400 m，／h。

工作面回采过程中，涌水量的变化还受岩性特

征、构造发育形态、回采速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出水

位置相对物探异常位置具有明显的滞后现象，一般

滞后30。80 m不等。

4结语

矿井音频电透视具有明显的特点，有利于解决

工作面顶、底板水文异常体探测问题；适宜在准备回

采的工作面，或存在有2条顺槽(透距≤350 m)的区

域探测应用。主要探查工作面内部(或2巷道间)

顶、底板一定高度(或深度)范围内水文异常地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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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音频电透视的技术特点、应用技术条件、解释参

数与岩性、构造及回采涌水量的关系的基础上，可以

更加科学、准确地预测预报工作面顶部岩层水害，更

好地为煤矿安全生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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