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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45钻机的常见故障排除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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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DM45 是履带式液压顶部驱动的多杆成孔牙轮钻机，系统原理为柴油发动机驱动空气压缩机和液压系统。

受钻机使用环节存在的故障问题影响，严重阻碍了掘进进度。本文概述了 DM45钻机的基本情况，分析了 DM45

钻机的常见故障种类，总结了 DM45钻机的常见故障排除方法，以为 DM45钻机日常运维及其正常工作提供可行

性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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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露天矿山和采石场中，覆盖层和矿体及

岩石爆破孔钻进作为一项关键工作，受爆破孔钻机在

尺寸、动力功率、钻进机构和运载等方面的差异，钻

进效率不一。DM45 是履带式液压顶部驱动的多杆成孔

牙轮钻机，专为爆破孔钻进而设计。DM45 使用柴油发

动机驱动空气压缩机和液压系统。关于其常见故障排

除方法的分析，可为保障钻机的正常工作提供条件。

现就 DM45钻机的常见故障排除方法分析如下：

1 DM45钻机概况

DM45 是履带式液压顶部驱动的多杆成孔牙轮钻

机，专为爆破孔钻进而设计。DM45 使用柴油发动机驱

动空气压缩机和液压系统。DM45 提供高风压和低风压

配置，以满足三牙轮钻头或潜孔锤钻进需求。牙轮或

潜孔锤钻进，孔径可达 9 英寸（229mm）。电液控制器

位置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DM45 提供高风压和低风

压配置，以满足的三牙轮钻头或潜孔锤钻进需求；选

用角度钻进环节，以新的驾驶室设计可使操作员清楚

地观察钻进平台；动力装置最大程度地提高了机械效

率，防止部件承受钻进和推进冲击负荷；为满足最恶

劣的钻孔条件而不损耗动力，以实现发动机和空压机

的完美组合。其中钻孔参数设计如表 1所示。

2 DM45钻机的常见故障种类

DM45钻机的使用寿命，受其本身质量、日常维护

等影响。现就 DM45钻机常见故障种类分析如下：

2.1 断钻杆

钻杆损坏严重，无法继续使用，需停工修复或更

换钻杆，恢复施工强度削弱。且钻杆已弯曲，易断裂。

2.2 冲击器不响

维护好卷扬机、打桩机、冲孔桩机能，对保障正

常工作工况，延长设备使用寿命，保障使用中的安全

性能提升，防范可能出现的错误操作等对企业造成的

人员及其物质损失。

基于原因进行检查，提升冲击器距离，以减少排

气阻力，将水吹出一部分，必要时，可卸下冲击器并

进行清洗 /更换零件。

2.3 卡钻

受复杂地形影响，在正常钻进中机器受钎头断翼、

新换钎头过大、机器位移 /钻具在孔中凿岩偏斜；钻进

过程中受石块掉落 /大裂隙、溶洞等影响；泥夹石的地

带粉尘且不易排出；长时间停钻未吹净岩粉，导致钻

具为冲击器埋没。

2.4 钎头问题

钻杆跳动引发的碎片掉落、钎头被掉落的石头击

伤，从外表判断是否掉合金柱，钻杆跳动较有节奏。

3 DM45钻机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3.1 针对性排除

3.1.1 钻机液压系统压力不足

调压阀疲劳要调整限位螺母或更换弹簧；若调压

阀座锥损坏或卡死，要拆下调压阀套简检修。

3.1.2 钻机联轴节发热，弹性圈过度磨损

受钻机动力机与离合器装配影响，同轴度差，需

要提高装配同轴度；及时更换磨损件。

3.1.3 钻机油泵启动后不上油 /油量不足

先排检油箱内油量是否不足 /无油，加油至油位线

故障仍未排除者，需排查过滤器是否堵塞；查看油箱

通气孔是否堵塞或吸油管接头松动、进气等。

3.1.4 钻机卷扬机抱闸打滑

及时清除抱闸带内面上油污，需及时清除抱闸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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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若钻机抱闸内无油污，需检查制动带和闸轮间隙，

如过松需适当调紧。

3.1.5 钻机离合器打滑

摩擦片过度磨损 /破裂 /压紧弹簧老化或断裂，需

检修钻机摩擦片。

3.1.6 钻机油泵发热和磨损

及时修理和更换油泵，油粘度过高 /过低中，严格

按说明书规定用油；检查钻机油泵的传动装置，提高

装配精度。

3.1.7 液压系统问题

油温过高，油箱内油液过少或油泵损坏，要加油

或修理油泵；要合理选用工作泵，按说明书推荐工作

压力。

3.2 掌握爆破钻孔基本操作技巧

加强对钻孔技术的研究和探索，对有效控制掘进

速度、提升掘进质量等发挥了关键性效果。严格光爆

的每一道工序组织，使钻孔机手熟练掌握钻孔机性能、

构造和操作方法。根据选出的孔位和各光爆孔参数准

确的实施钻孔作业。具体转孔中，要严格准备、定位、

开口、穿进、拔钎、移位六步钻孔方法。

3.3 保证钻孔质量

钻孔前应准确地将中心线、腰线引至作业面，定

出周国边孔和紧靠周边孔的一圈二周边孔位置，并作

出明显标志。在拱顶钻正，其需在距作业面 1m处悬挂

临时中心线，保持炮孔沿坑道中心线钻进效能，在孔

内插入炮棍等作为方向性标志。邻近扩大孔也应打得

平直。预量钻杆长度，做好记号，在各孔孔底落平面上，

防范周围边深度 >邻近孔深度扩大面积。

3.4 合理支架轴向推力和角度控制

掘进作业中，硬岩有 800~900N推力，软岩 600~ 

700N的推力。钻机和支架间角度需根据实际使用经验，

在硬岩中一般保持 130°~140°间（钻机支架与抗道成

40°~50°）；软岩保持在 120°~130°间（钻机支架与坑

道成 50°~60°），打底眼不受角度范围限制，可根据情

况选定。

3.5 提高钻孔速度和质量

钻孔作业中，要求对拉风水管、安钻、开钻、换钻、

移动支架、交换位置进行快速排查；日常对钻机、支架、

维修风水管、钻孔质量、险情等加大力度；对残孔、石缝、

软夹层、破碎带等进行规避。

3.6 基于实际工程的钻孔问题故障排查措施

断钻杆处理方法：加钻杆时应注意检查钻杆磨损

过大和已弯曲并停止使用。冲击器不响故障排除：基

于原因进行检查，将冲击器提升一段距离上，以减少

排气阻力，将水吹出一部分，必要时，将冲击器卸下

清洗 /更换零件。另外，要避免钻机左右摆动和上下跳

跃，坚持三点一线；作业人员交接中，要在减低气门

或在停风后进行，选用钻杆时注意质量检查。

夹钻故障排除上，要合理地进行眼孔角度控制；

确保钻机供水不断线，及时排出岩粉；岩粉变成黑色

或钻机停滞时，检查钻头，及时更换断刃；发现三角

眼应立即调整回弹簧；保持 1~2小时加油一次，使机

身温度处于 40℃ ~70℃。钻机喷水控制上，要经常将

储气包中存的水从排水阀中排除；及时更换损坏的及

时水针。选择钻杆尾部规格选择钻机时，钻头、钻杆

的结合应牢固，及时加注润滑油更换钻头。

表 1 DM45钻机钻孔参数

设备型号 DM45

机型简称 45

发动机型号 Caterpillar C18

额定功率 (kW) 470

整机质量 (kg) 4.1万

运输尺寸 -宽 (mm) 5230（工作）

运输尺寸 -高 (mm) 13300（工作）

钻深 (m) 53300

钻孔口径 (mm) 149-229

通孔直径 (mm) 149-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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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掌握故障排除方法

当钻机在工作中出现故障时需及时处理、正确应

对，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以确保生产安全。在实

际工作中应结合具体情况，综合分析、准确判断、及

时处理，而掌握钻机故障处理方法至关重要。

3.8 钻机使用中的注意事项控制

在钻机钻孔中，禁止反转动力头，必要时停工拆

卸情形下，方能达到液压夹持器夹紧钻杆效果。轴承、

油泵、马达、电动机等子部件的温度控制中，温度需

≤ 60℃ ，油温需≤ 50℃ ，还需停机检查并予以处理。

各压力表所指示压力的变动中，需结合相关情

形后方能进行精准判断。针对出现的过载现象进行节

流阀调节，降低推进速度，减少负荷量；当回油压力

>0.8MPa时，要停机清洗或更换过滤器滤芯。

钻机在钻进过程中，一旦发现异常声响或动力头

大幅度振动、机架摆动、立柱框架晃动等，均应停机

检查并尽快处理。

安全运行操作环节，需严格规定记号，对规定的

程序操作予以控制，以有效防范和避免过快换向导致

的液压冲击对机件的损伤。

观察油箱油位指标，针对出现 <标定位的油位，

需立即停机加油。

4 研究综述

结合现有钻机控制系统无法实现泵站远程启停及

故障监测，设计出一种基于 S7-1200 PLC、比例放大器

和组态屏等关键元器件的顶驱钻机电控系统，可完全

实现对液压泵站的远程启停控制、状态监测以及在动

力头无级调速的全过程中，均可以保证当前转速下动

力头输出的扭矩最大，钻机输出性能最佳，操作灵活

性显著提高 [1]。本文基于钻机结构原理、选型计算、失

效形式及故障成因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并说明了设计

及使用过程中的预防措施及注意事项 [2]。联合应用自动

化钻机管柱输送系统；通过 DP数据交互实现动力猫道

控制主站与输送机械手控制从站的融合；软件程序采

用模块化的设计方法，各模块相互独立；自动化钻机

管柱输送控制系统硬件运行稳定，有效避免了外部电

气故障对控制部分的干扰与破坏；软件各模块间的抗

干扰能力强、程序运行良好；管柱输送用时 45 s，定位

精度高于 0.2°，一次输送交接成功率大于 95％，实现

了管柱无人化高效自动输送 [3]。在钻修作业前，可以通

过有效的风险评估手段，提前识别设备风险，及时处

理设备故障，提高后续作业效率。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

建立了海洋液压钻机综合评价模型，给出了各个评价

因素的权重，评估结果符合现场实际情况 [4]。

针对钻机在调试、使用过程中出现行走速度不稳

定的故障，通过检查管路、测试关键点的输出压力和

液压泵的输出特性，结合行走液压系统原理，最终确

定差速阀组的内泄是导致故障的主要原因。在更换差

速阀组后，故障排除，行走系统恢复正常 [5]。利用 VB

程序语言和 Access数据库技术，设计完成一套具备故

障推理能力，以诊断知识库为核心的铁钻工故障诊断

系统；通过现场工程实例验证，该系统能帮助现场操

作人员快速排除铁钻工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故障，缩

短故障排除时间，提高故障诊断准确率；铁钻工故障

诊断系统既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故障诊断系统使用，

又可作为一个单设备故障诊断模块集成到整套钻机的

故障诊断系统中 [6]。基于矿用水平定向钻机智能化电控

系统，机构涵盖微处理器、电压电流检测模块、安全

栅采集模块、漏电闭锁模块、漏电流检测模块和先导

模块；系统应用后，对实现电动机远程和就地启停控

制及远程先导保护等基本功能；电流采集精度高，误

差小于 2％；故障识别准确，漏电闭锁保护和过载保护

动作准确、可靠 [7]。采用对关键液压元件进出口压力与

流量实时监控的方法，对电控元件通信、控制及精度

周期性监控的方法，在控制器内比对判定监控元件的

故障状态，提高遥控钻机的综合施工效率 [8]。

上文概述了 DM45钻机的基本情况，分析了 DM45

钻机的常见故障种类，总结了 DM45钻机的常见故障

排除方法，在实际的工程建设中，基于故障分析的排

除方法，收到了较佳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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