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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兖煤黑豹矿业装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巷道安

全、高效、快速掘进系统配套装备的专业化公司，国家火

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2 年，位于素

有“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美誉的山东省邹城

市，占地 70 余亩。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煤矿支护专业委员会

副会长单位、中国矿业协同创新联盟 (Chinese Union for 

Mining Innovation， 简称 CUMI) 理事单位。

公司现有三大系列产品：巷道快速掘进配套装备系列、

矿业辅助运输系列和巷道修复系列产品。公司的销售网络

主要覆盖了山东、山西、内蒙、宁夏、黑龙江、江苏、陕西、

重庆、河南、河北、安徽、江西等省市各大矿区。

巷道快速掘进配套装备中的掘锚护一体机是我公司联

合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学院在国家“973计划”、“十二五”

和“十三五”的发展规划下，为煤矿实现绿色智能开采，

历经多年研制开发出适合于复杂情况巷道的高效快速掘进，

该装备首次实现了掘、护、锚主要工艺机械化和连续化。

公司的机载临时支护装置是国内首创，研制开发并市

场化，已列入国家重点火炬计划项目，其市场占有率全国

第一。

 2004 年公司被山东省科技厅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2007 年被山东省科技厅和山东省知识产权局评为“中国专

利山东明星企业”；2009 年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荣誉称号；2010 年公司商标荣获“山东省著名商标”称号；

2012 年荣获“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和“全国安全生产科

技创新型中小企业”荣誉称号；2013 年荣获“济宁市矿用

掘锚护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济宁市“一企一技术”

研发中心等荣誉称号；2014 年荣获“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

新技术企业”荣誉称号。

2014 年，公司与中国科学院院士何满潮及其带领的中

国矿业大学 ( 北京 )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

室联合成立了“第三代支护技术配套装备研究院”，其目

的为研究并推动全国煤矿支护新技术的革新。2016 年公司

院士工作站晋升为“山东省院士工作站”。

公司愿景：

安全、高效、智能掘进装备实现巷道掘进的技术革命。

公司宗旨：

创建一流企业，以科技力量服务煤炭事业。

公司使命：

为矿业绿色智能高效开采而努力创新。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创建一流企业 以科技力量服务煤炭事业 CREATE FIRST-CLASS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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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锚护一体机

截割部改造——具有锚护功能的截割部

悬臂式掘进机

EBZ 系列掘锚机，真正实现了割煤、支护、锚装连续一

体化，掘支护主要工艺第一次完全实现机械化，提高了掘进

效率、施工安全得到根本保障；最大限度降低了工人的劳动

强度，改善了作业环境，减人提效，实现了煤矿掘、锚、护

机械化一体化梦想。

为解决煤矿巷道开拓时人工窜管前探梁支护所存在

的缺点，提高综掘机械化程度，实现快速、安全的掘进

工艺。我公司研发机载临时支护装置，对空顶区实现安全、

可靠、快速的支护工艺，大大提高了掘进生产的安全性，

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具有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DDD30 电动单轨吊车主要用于矿业各种复

杂巷道（上坡下山短距离起伏转弯分岔狭窄低矮

等）条件下的固定或推移轨道，实现器材、设备

的辅助运输，是本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

成熟产品。

DDD8J 矿用隔爆型单轨吊车主要用于井下材料、设备等物件

的运输。由电动葫芦、行走车、轨道、吊挂组件、电控系统、电气

限位等部件组成。标准配置轨道长度为 100 米，每节轨道长度为 3

米 。其特点：（1）二或三路可逆空气启动器；（2）可与 FYJ(A)

及 FYF(A) 本质安全型遥控接收及发射装置配接，实现井下无线遥

控；（3）采用 JDB 电子综合保护器，可分别对二或三路负载的过载、

过流、断相、漏电进行有效保护。

WPZ-45/450 煤矿巷道修复机集装载、破碎、

行走于一体，具有多功能的设备，主要用于巷道受压

变形后修复，特别是对岩石底板、起鼓、侧帮水沟的

挖掘、起到很大作用。实现扩帮、挑顶、起底机械化

施工，大臂可以旋转 360°，也可以大臂下降落地，

扒皮带下面落地煤。同时配备了冲击錘、铲斗快拆装

置，在井下可以短时间内实现的功能转换。

载有锚护装置的截割部，替换现有掘进机的截割部，不

增加最大外形尺寸，并且不改变原有掘进机上的其他结构，

使掘进机升级为掘锚护多功能一体机。能够满足掘进、临时

支护和打锚杆的功能需要，大大的降低了人工的劳动强度。

该产品的出现填补了国内煤机业的空白，帮助煤矿降低成本，

实现了减人提效，安全高效机械化连续性工作，提高了国产

煤机产品的整体技术水准。

悬臂式掘进机，主要用于煤岩硬度≤ f7.5 的煤巷、半煤

岩巷以及软岩的巷道、隧道快速掘进。采用截割部伸缩设计；

液压系统采用恒功率、压力切断、负载敏感控制；关键零部

件均采用国际知名品牌。能够实现连续截割、装载、运输作业。

最大定位截割断面 24m2，最大截割硬度≤ 75MPa，纵向

工作坡度 ±16°。

CMM2-8 煤矿用液压锚杆钻车（DCA-45 型自动成巷

超前切缝钻机）是由中矿（北京）深部国家重点实验室与我

公司基于长臂开采 110 工法煤矿切顶卸压沿空成巷无煤柱开

采技术研究联合研制，专门用于切缝爆破炮孔的施工。

CMM1-10 煤矿用液压锚杆钻车是我公司针对煤矿井下

巷道的锚装研制的一种多用途新型钻车。该车体积小、重量轻、

灵活多用、具有良好的通过性，在掘进迎头可以和掘进机先

后作业；亦可在井下进行探水、探瓦斯、打地锚、巷道补网

修复和综采工作面停面锚网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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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CMM2-8 煤矿用液压锚杆钻车（110 工法切缝钻车）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煤矿用液压锚杆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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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用液压锚杆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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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载临时支护装置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电动单轨吊车（齿条式）

电动单轨吊车（挤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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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用巷道修复机

CMM2-30 煤矿用液压锚杆钻车配有两部锚杆钻机，单独

操作，互不影响，具有结构合理紧凑、动作灵活、操作简便等特点，

采用变量先导操作系统，充分体现了产品的先进性、可靠性、

适用性和经济性等特点。行走机构所配置的一体式马达减速机

选用进口件，履带板采用优质合金铸钢材料保证其运行可靠。

整体结构简单，紧凑，功能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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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Z 系列掘锚机

主要特点 / FEATURES AND VALUES
1. 优化整机结构，在不增加截割部最大外形尺寸的情况下，增加了锚杆钻机和护顶装置，解决了遮挡掘进视线和刮帮

难题。 

2. 锚杆机工作时，截割部落地，满足煤矿安全作业规程。

3. 锚杆机工作平台在截割部上，离迎头距离近，主臂行程短，刚性好，掘进、锚护工作切换速度快。 

4. 锚杆机工作时位置可伸至截割头前方，达到零空顶距支护。

5. 锚杆机马达布置在架体的后方，便于人员操作；操作人员处于永久支护下本质安全。

6. 锚杆钻机可实现前后伸缩，左右横移，左右旋转，前后旋转。在不动整机情况下，实现两排顶、帮部上部两锚杆高

效施工。

7. 配备了临时支护装置（可定制），零距离及时控顶。

8. 适用于矩形、梯形和拱形巷道。

9. 适应巷道高度 2.8-4.4m，适应巷道宽度 3.5-5m( 也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

该机优化设计，结构紧凑，锚护作

业与截割作业功能实现完全闭锁互不干

扰，割煤、支护、锚装连续一体化，掘

支护主要工艺第一次完全实现机械化，

极大地提高了掘进效率；零空顶距及时

护顶和机械锚装，替代原有的人工前串

梁临时支护方式，施工安全得到了根本

保障；连接部件强度高，整机运行可靠

性高，故障率大大降低，操作方便，使

用快捷，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工人的劳动

强度，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减人提效，

实现了煤矿掘、锚、护机械化一体化梦

想。该掘锚护一体机是目前国内最先进、

最灵活、最实用的井下掘进设备。

可 生 产 机 型：150、160、200、

220、230、260 型。

参数名称 单位 参数数值

截割电机 kW 160/100

泵站电机 kW 90

截割头转速 rpm 46/23

定位截割范围 mm
高度 4400

宽度 5200

接地比压 MPa 0.14

总重 t 50

总长 m 9.6

总宽 m 3.3

机身高 m 1.8

星轮转速 rpm 27

装载能力 ml/h 210

参数名称 单位 参数数值

运输机链速 m/min 56

行走速度 m/min 0~7

爬坡能力 ° ±18

液压泵 ml/r 145+145 柱塞泵

油箱容积 L 600

总装机功率 kW 250

锚杆钻机扭矩 Nm 300

钻机转速 rpm 460

锚机推进力 kN 20

定位锚护范围 mm
高度 2800~4400

宽度 3500~5000

主要技术参数 / KEY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此参数为 EBZ160MH 掘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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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参数 / KEY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参数名称 单位 参数数值

截割电机 kW 参照原机参数

截割头转速 rpm 参照原机参数

动力源 采用原机泵站（也可另配泵站）

锚杆钻机扭矩 Nm 300

钻机转速 rpm 460

锚机推进力 kN 20

定位锚护范围 mm 高度 2800~4400

悬臂式掘进机

主要特点 / FEATURES AND VALUES
1. 截割部可伸缩，伸缩行程为 550mm。

2. 具有内、外喷雾，外喷雾前置，合理设计喷嘴位置，强化外喷雾效果。

3. 铲板底部大倾角，整机地隙大，爬坡能力强。

4. 中间运输机平直结构，与铲板搭接顺畅，龙门高、运输通畅。

5. 关键零部件采用进口知名品牌，元部件通用性好。

6. 液压系统采用恒功率、压力切断、负载敏感控制。

7. 电气系统采用新型综保，模块化设计，具有液晶汉字动态显示功能。

8. 重心低，机器稳定性好。

该机为 EBZ160 型，主要用于煤岩硬度≤ f7.5 的煤巷、半煤岩巷以及软岩的巷道、隧道快速掘进，能够实现连

续截割、装载、运输作业。最大定位截割断面 24m2，最大截割硬度≤ 75MPa，纵向工作坡度 ±16°。

主要技术参数 / KEY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适用范围 / APPLICATION SCOPE

参数名称 单位 参数数值

总体长度 m 9.30

总体宽度 m 2.90

总体高度 m 1.65

总    重 t 43

截割卧底深度 m 0.22

地    隙 m 0.22

龙门高度 m 0.45

参数名称 单位 参数数值

接地比压 MPa 0.14

行走速度 m/min 0 ～ 6

爬坡能力 ° ±16

截割抗压强度 MPa ≤ 75

牵 引 力 kN ≥ 220

供电电压 V AC1140/660

主要特点 / FEATURES AND VALUES
1. 钻机扭矩 300Nm，钻机推进力 20KN，最大转速 460r/min。

2. 可直接对锚杆施加预紧力（锚杆一般要求预紧力 120~150Nm）。

3. 与传统气动锚杆钻机相比：传统气动锚杆钻机扭矩小（最大到 130Nm），没有导向机构，成孔质量差；我公司钻

机配备大扭矩马达，有撑顶机构，导向滑架机构刚性强，钻孔效率高，成孔质量好，药卷搅拌效果好，提高锚护强度。

4. 闭锁功能：通过液压切换阀，实现掘进、锚护作业相互闭锁，即在锚护作业时，掘进机所有动作实现完全闭锁。

载有锚护装置的截割部，替换现有掘进机的截割部，与原截割部对比，不增加最大外形尺寸，不影响截割性能，并

且不改变原有掘进机上的其他结构，使掘进机升级为掘锚护多功能一体机。

改造后的截割部采用掘进机液压动力源，配有专用冷却器，防止油温升高，油温不影响掘进机截割作业，也可另配

泵站。

在不动掘进机情况下，能实现两排锚杆支护作业（排距≤ 1.2 米）。

可改造机型 EBZ150-EBZ230、EBZ260。

截割部改造——具有锚护功能的截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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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 / FEATURES AND VALUES
1、结构合理紧凑、动作灵活；

2、该设备体积小、采用履带行走，具有良好的通过性；

3、定位切缝孔时，操作简单，两部钻臂同时工作；

4、两部钻臂可独立旋转，能够满足钻孔轴线与铅垂线夹角的要求；当液压钻车处于斜坡上时，通过摆动机构对钻臂的调整，

可满足所有钻孔平行度的要求，当巷道条件较差时，避免出现交叉孔、钻孔轴线与铅垂线夹角不符合要求等原因造成顶板

垮落不充分；

5、钻臂具有侧向移动机构，满足所有钻孔在一条直线上，使顶板沿预裂切缝线切落后成巷质量较好并能保证留巷后的巷道宽

度，大大减少了日后的巷道维护量；

6、钻机配备大扭矩马达，钻孔效率。；

7、钻机配备钻杆夹持机构、钻机支顶装置，能够方便钻杆的装卸及钻杆的导向 ; 成孔质量较好，易于装入定向爆破聚能管； 

8、液压系统采用德国品牌，变量控制，系统稳定可靠。

主要技术参数 / KEY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成孔效果钻孔施工

CMM2-8 煤矿用液压锚杆钻车
（110工法切缝钻车）

“切顶卸压沿空成巷”工艺流程中，其关键工序是

在巷道顶板施工一排定向爆破孔，为回采过程中爆破切

顶做前期准备；爆破孔的施工必须满足成孔质量较好、

钻孔角度误差小、所有钻孔需成一条直线、所有钻孔平

行等要求。 

CMM2-8 煤 矿 用 液 压 锚 杆 钻 车（DCA-45 型 自

动成巷超前切缝钻机）是由中矿（北京）深部国家重点

实验室、山东兖煤黑豹矿业装备有限公司基于长臂开采

110 工法煤矿切顶卸压沿空成巷无煤柱开采技术研究联

合研制，专门用于切缝爆破炮孔的施工。

项    目 单 位 参 数

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2400x700x1800

2400x700x2300

2400x700x3300

钻臂数量 个 2

机  重 kg 4000±5％

运行状态最小转变半径 mm 2300

适应巷道高度
（也可定制）

m

1.9-2.5m

2.4-3.2 m

3.4-4.2 m

钻头直径 mm Φ48-Φ52

钻孔深度 m 0-20

冲洗水压力 MPa 1.5 ～ 2

适应钎具 mm S29

钻臂中心距 mm 2400/2500

接地比压 MPa 0.1
离地间隙 mm 92

项    目 单 位 参 数

工作电压 V 660/1140

整机功率 kW 45  

额定工作压力 MPa 18

额定转距 N•m 300

额定转速 r/min 460

推进行程 mm 1470（矮型 1070）

钻臂沿机体侧向行程 mm 350

钻臂沿机体轴向行程 mm 100

钻臂沿机体侧向摆角 (° ) ±30

钻臂沿机体轴向摆角 (° ) ±10

行走速度 m/min 0 ～ 28

爬坡能力 (° ) ±18

履带板宽度 mm 200

供水装置
额定压力 Mpa 1.5 ～ 2

额定流量 L/min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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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用液压锚杆钻车
CMM2-30 型煤矿液压锚杆钻车在结构上采用

了整体升降的工作平台，可以根据巷道高度情况通

过平台升降使作业人员进行上下调整，从而很方便

的实现巷道内不同高度、不同顶板角度锚杆 ( 索 ) 孔、

侧帮锚杆孔的机械化施工。

本钻车具有钻进功能全面，工作效率高，工人

劳动强度低等特点，采用全液压控制，液压锚杆钻

机，其转矩、推力、转速能随工作负载的变化，实

现较合理的匹配，使液压锚杆钻机始终保持良好的

钻削性能，提高支护效率和支护质量。

主要特点 / FEATURES AND VALUES
1. 结构合理，零部件强度好，刚性好。

2. 全部采用液压系统控制，具有负载反馈功能，操作简单稳定。

3. 设有两套液压锚杆钻机均由液压系统控制，且两钻臂及推进机构可独立作业。

4. 两台钻臂机构可旋转至不同位置和角度，独立进行顶板锚杆锚索、侧帮锚杆的施工作业。

5. 超长导向和定位机构，适应一次性钻孔 2.5 米，无须接、换钻杆。

6. 设有可升降的平台，可使两钻臂整体随平台上下升降，以满足不同 巷道高度的施工要求，并方便作业人员操作。

7. 行走机构采用液压马达 + 减速机驱动；采用涨紧轮组和涨紧油缸组成的履带涨紧装置。

参数名称 单位 参数

整机

适应巷道断面 m2 30

工作范围（宽 * 高） mm 6000x5000

运行状态外形尺寸
（长 * 宽 * 高）

mm
5900x2300x3200

（允差 ±20）

适应钎具 mm S19-S22

适用钻杆长度 mm 2700

工作电压 V 1140 660

装机功率 kW 45

钻机马达

额定工作压力 MPa 18

额定工作流量 L/min 63

额定转矩 N·m 300

额定转速 r/min 460

参数名称 单位 参数

钻臂

工作压力 MPa 16

工作流量 L/min 25

钻臂伸缩长度 mm 1920

推进补偿行程 mm 1040

推进器俯仰角度 （°） ±10

推进器摆动角度 （°） -10----100

行走

行走速度 m/min 7

爬坡能力 （°） 13

履带板宽度 mm 380

辅助

工作装置

供水装置
额定压力 MPa 1.5-2

额定流量 L/min 40

工作台
工作高度 mm 700

工作宽度 mm 960-1100

主要技术参数 / KEY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煤矿用液压锚杆钻车

主要特点 / FEATURES AND VALUES
1.  采用履带式行走，能够很好地适应井下坑洼、泥泞的地面条件。

2.  电力驱动，全液压控制。

3.  钻臂可以 360°旋转。

4.  钻臂可以作为平台，既能搭载探水钻机，也能搭载锚杆钻机。

钻车泵站启动后，通过钻车后方的先导操作阀控制钻车移动到需要的位置，准备打孔作业；钻臂由连杆臂、横臂组成，

可以保持钻机部水平升降，安装在可以 360°旋转的回转部上，通过先导操作阀控制钻车钻臂及搭载在钻臂上的锚杆

钻机或探水钻机伸展到合适的打孔位置，开始打孔作业。

主要技术参数 / KEY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工作原理 / WORKS

CMM1-10 煤矿用液压锚杆钻车是我公司针对煤矿井下巷道的锚装研制的一种多用途新型钻车。该车体积小、重量

轻、灵活多用、具有良好的通过性，在掘进迎头可以和掘进机先后作业；亦可在井下进行探水、探瓦斯、打地锚、巷道

补网修复和综采工作面停面锚网作业。

参数名称 单位 参数 备注
钻车尺寸 （长 × 宽 × 高） m 5.4×1×1.8 收紧

水平钻孔高度 m ≤ 3.45
行走速度 m/min ≤ 20
爬坡能力 （°） ±12
钻孔直径 mm Φ28~Φ50
额定压力 MPa 16

探
水
钻
机

额定转速 r/min 210
额定转矩 N.m 500
钻孔深度 m 0~100
钻孔速度 m/min 0~1.5

锚
杆
钻
机

额定转速 r/min 460
额定转矩 N.m 300

一次最大钻孔深度 m 2.4
钻孔速度 m/min ≥ 1

钻孔上下倾角 （°） ±90
钻孔水平倾角 （°） ±180 

油缸推力 滑动架油缸 kN 14
整机重量 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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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单轨吊车（齿条式）

该机结构由起吊装置、行走机构、轨道、吊挂组件、电缆拖曳装置、电控系统等组成。出厂整机长度为 99 米，

每节轨道长度为 3 米，扣式连接。轨道由工字钢及齿条组成，行走机构由电机、减速箱等部分组成，减速箱的输出行

走齿轮与齿条啮合。起吊装置安装在行走机构下方。整机靠吊挂组件与十字梁或锚杆连接，通过锚杆或十字梁固定在

巷道的顶板上。

轨道靠吊挂组件通过锚杆或十字梁固定在巷道的顶板上。整机沿轨道行走，起吊装置将重物从地面吊起，启动行

走电机，电机将动力传递给减速箱，经三级减速后传递到行走齿轮上，行走齿轮与轨道上的齿条相啮合，从而驱动其

沿轨道行走，达到运送物料的目的。

主要技术参数 / KEY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DDD8J 电动单轨吊车

DDD8J 电动单轨吊车主要用于煤矿井

下需要各种长短起重运输距离的巷道和综

采面上下端头超前支护区段的运输。轨道

形式为齿条式 16 ＃标准工字钢。

主要特点 / FEATURES AND VALUES
1. 结构紧凑、布局合理、故障率低。

2. 移动方便，可随工作面一同推进。

3. 控制系统采用防爆无线遥控，安全性高，可做到人货分离。

4. 设置多重保护，保证设备及人员的安全。

5. 操作简单，可大大降低工人劳动强度。

参数名称 单位 参数数值

最大牵引力 kN 8

吊放最大重量 t 5

标准配置行走最大运行速度 m/min 20

吊放最大运行速度 m/min 0.8

适应坡度 ° ≤ 18

吊车外形尺寸（长 × 宽 × 高 ) mm 1860×870×590

100 米标准配置： t 4.722

通过能力
垂直半径 m >5.5

水平半径 m >3.5

最大遥控距离 m ≤ 15

坡道坡度（°） 0—8° 10 12 14 16 18

吨位（t） 5 4.3 3.5 3 2.6 2.3

各种坡道上运载的物料质量

结构特征 / STRUCTURE

工作原理 / WORKS

电动单轨吊车（挤压式）

专利号：LZL201320795958.5

DDD30 电动单轨吊车用于煤矿各种复杂巷道（上坡下山短距离起伏转弯分岔狭窄低矮等）条件下的柴油机蓄

电池单轨吊的迎头区段，实现器材、设备的转载运输。是本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先进成熟的产品。轨道形式为

I140E、I140V 型通用轨道。

主要特点 / FEATURES AND VALUES
1. 结构紧凑，布局合理，故障率低，维修方便。

2. 随工作面延伸运行。

3. 控制系统采用无线防爆遥控，安全性高。

4. 水平弧形轨道转弯半径 4 米，垂直弧形轨道转弯半径 6 米。

5. 运行在柴油机或蓄电池单轨吊迎头区段，转载部件、器材、物料。

6. 设置多重保护系统，保证设备及人员的安全。

7. 操作简单，可大大降低工人劳动强度。

主要技术参数 / KEY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参数名称 单位 参数数值

额定电压 V 1140/660

牵引电动机功率 kW
2×7.5 

( 或按技术协议执行 )

吊放额定重量 t
2×5 

( 或按技术协议执行 )

额定静制动力 kN 2×40

行走速度 m/min 24 ~30

适应坡度 ° ≤ 15

参数名称 单位 参数数值

适应轨型 I140E、I140V、I155

机头外形尺寸 cm
5400×1020×1150

（长 × 宽 × 高）

通过

能力

水平转弯半径 m 4

垂直转弯半径 m 6

保证遥控距离 m ≤ 15

度　　数  0-8°  10°  12°  15°  18°  20°  25°

吨位（t） 10 7.3 6.5 5.4 4.6 4.2 3.4

各种坡道上运载的物料质量

结构特征 / STRUCTURE

本产品是由电动葫芦、运输挂车、连接梁、牵引行走车、松闸液压站、轨道、吊挂组件、电控系统、数十辆挂缆

小车部件组成。运行在柴油机或蓄电池单轨吊的迎头区段，机头由运输挂车、摩擦轮牵引行走弹力抱闸机构车、松闸

液压站、矿用隔爆兼本质安全型电磁起动器及系列电缆挂车构成。煤矿用电动葫芦悬挂在电动葫芦挂车下方。使用矿

用隔爆兼本质安全型无线遥控器操纵电动葫芦起重钩的升降和摩擦轮牵引车的往返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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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用巷道修复机
WPZ-45/450 煤矿用巷道修复机主要用于

煤巷及半煤岩巷、全岩巷巷道的顶板、底板及侧

帮的日常维护作业，也可以根据需要快速更换破

碎锤，对大块的岩石、煤块进行破碎，便于装运。

该机工作大臂可以左右摆动 45°，大臂也可以旋

转 360°，同时配有前推铲，可以满足上顶板挖掘，

侧邦挖掘和下部挖掘、破岩、装车、起吊等各项

动作要求，实现挖掘毛水沟、卧底、破岩、清理浮煤、

清理皮带机底部、平整巷道及小型配件吊装等多

种功能作业，并具有体 积小，机动灵活、安全高

效等特点。

该机能够适应井下复杂环境，在短时间内即

可实现破碎器和挖斗功能的转换，大量减少了人

工作业时间，解决了煤矿巷道维护、修整的难题，

实现了井下巷道修复的机械化作业。

主要特点 / FEATURES AND VALUES
1. 无需更换销轴，短时间实现破碎锤和铲斗更换。

2. 破岩能力强，冲击性大。

3. 破碎锤设有活动挂钩，可拆卸，安装方便，可靠实用。

4. 装载效率高，扒斗反铲装料，扒臂旋转角度大，彻底解决因扒臂干涉导致扒装死角问题。

5. 操作简便、作业效率高。

参数名称 单位 参数数值

挖掘深度 mm 500

挖掘高度 mm ≤ 4500

挖掘宽度 mm ≤ 4000

爬坡能力 ° ≤ 16

冲击工作压力 MPa 14-17

机重 kg 6000

参数名称 单位 参数数值

主电机功率 kW 45

电压等级 V 660/1140

行走速度 m/s ≥ 0.3

离地间隙 mm 200

履带接地比压 MPa ≤ 0.1

系统压力 MPa 16

15
16

主要特点 / FEATURES AND VALUES
1. 支护面积大，初撑力较大。

2. 可在低顶板巷道的工况下顺利翻转打开和收回。

3. 利用掘进机的泵站做动力，全液压控制，操纵平稳，展开迅速，有利于对机器实现自我保护。

4. 结构巧妙、布局合理、活动机构的液压管路全部采用高压胶管。

5. 显著减少临时支护时间，大幅降低职工劳动强度，明显提高劳动效率，对锚护工作的安全起到了有效的保障。

主要技术参数 / KEY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机载临时支护装置

结构：由顶梁架、连接器、主架、油缸、插装双向锁、高压油管路、分流集流阀、二位三通阀、控制操作阀等组成。

原理：工作时利用掘进机的泵站供油，通过二位三通阀经过溢流阀到操作阀，由分流集流阀分流，进入双向锁，

双向锁打开进入油缸，主架打开升起，顶架打开升起，直到所需要的高度，角度停止。

适应巷道高度 2.5~4.5 米的矩形、倾斜顶板、梯形、拱形巷道。可配套各种型号的掘进机。

结构与工作原理 / WORKS

适用范围 / APPLICATION SCOPE

序号 参数名称 参数值 备注

1 适用巷道高度 2.5~4.5m

2 额定工作阻力 20kN

3 支护面积 1.8m×2m 可按用户要求制作

4 支护超出炮头 1 m~1.8m

5 系统压力 16MPa

6 顶架可倾斜 ≤ 20 度 上展 45 度

7 整机重量 约 1000Kg

机载临时支护装置是我公司针对掘进迎头临

时支护难题而提出的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它的

出现将彻底改变传统的窜管前探梁的临时支护形

式，可有效对顶板施加初撑力，真正起到主动安

全防护的作用，显著减少临时支护时间，大幅度

降低职工劳动强度，明显提高劳动效率。

该装置结构巧妙，性能可靠、安装简便、适

用巷道范围广、可配套机型多，工作过程符合《煤

矿安全规程》有关规定。产品经过了多次严酷的

现场检验，受到广大一线职工的热烈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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