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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TBM清渣机器人机构设计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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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隧道底部积渣清理是TBM（tunneling boring machine）施工中钢拱架立拱前的必备环节，随着人们对支护

质量、施工效率、安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人工清渣难以满足施工要求。基于此，提出一种机器人作业的清
渣方法。首先，分析隧道底部积渣分布情况与环境结构特点，获得机器人设计要求，进行新型机器人机构设计；其
次，基于Denavit–Hartenberg（D–H）参数法建立其连杆坐标系，进行正逆运动学计算，给出末端位姿矩阵的表达
式和逆运动学最优解的选取算法，并进行工作空间计算和分析；然后，以单关节位置控制为例，进行积分分离PID
控制器设计；最后，搭建了隧道底部积渣清理试验平台，并进行隧道底部积渣清理试验。结果表明：新型清渣机器
人能够实现3 830 mm的作业深度和±45°的作业范围；与传统PID相比，积分分离PID将超调量降低18.7%，解决了
位置误差累积引起的关节抖动问题，改善系统控制效果；该清渣机器人作业周期为53 s，可作为敞开式TBM施工
过程隧道底部积渣清理的有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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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Experiment of Muck Removal Robot for Tunneling Boring Machine
HE Fei，ZHUO Xingjian，SUN Yanming，YUAN Xiaowei，JIANG Lijie
(China Railway Eng. Equipment Group Co., Ltd., Zhengzhou 450016, China)

Abstract: Muck removal at the bottom of tunnel is required before steel arch erection in tunneling boring machine (TBM) construction. With the
increasing requirements for quality, efficiency and safety, the traditional manual muck removal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A muck removal method for the robot was proposed. Firstly, the distribution of muck at the bottom of the tunnel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vironmental structure were analyzed,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of the robot were obtained, and the new robot structure was designed. Secondly, the
link coordinate system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Denavit–Hartenberg (D–H) parameter method, the forward and inverse kinematics were calculated, the matrix of the end positional and the selection algorithm of the optimal solution of the inverse kinematics were presented, and the
workspace was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obot could achieve a working depth of 3 830 mm and a working range of ±
45°. Then, taking the single joint position control as an example, the integral separation PID controller was designed.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ID, the overshoot was reduced by 18.7%, and the problem of joint jitter caus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position error was solved. Finally, the
test platform of the muck removal robot was built, and the muck removal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t took 53 seconds to
clean muck, which could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solution for muck removal at the bottom of the tunnel during open TBM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unneling boring machine; muck removal robot; structural design; control;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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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环境特征和各类隧道掘进机（tunnel boring machine，TBM）特点，提出推广应用全断面TBM是科学
高效建成川藏铁路的有效途径之一。
由于隧道路段具有破碎带多、地应力高（最高可
达78 MPa）等地质特点[4–5]，在TBM施工过程中，岩爆、
顶部坍塌掉块等现象频发，易导致石渣、岩块大量堆
积在钢拱架安装机附近，因此，隧道底部积渣清理成
为TBM施工过程的必备环节。目前，石渣主要由人工
采用铁锹和编织袋将积渣装袋 [6]，然后由运渣车或放
置在皮带机上随皮带机运输出去。但由于川藏线路高
寒（最低气温–30 ℃）、缺氧（全线平均海拔3 800 m）、
高地热及局部地段经过含煤地层（检测出CH4、SO2、
H2S、CO等有害气体），极易导致人员伤亡。因此，传
统的人工清渣已无法满足施工要求，实现机械化换
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解放人势在必行 [7]。
德国Herrenknecht公司采用一种小型装载机进行
清渣作业，但该设备对工作空间和操作人员技能要
求较高，且采用装载机进行积渣转运时容易影响洞
内交通；美国的Robbins设计了一种4自由度清渣机械
臂，但运渣作业仍需人工进行；中铁十八局集团隧道
工程有限公司设计的一种清渣系统 [8]通过设计的小
皮带机将石渣及废弃物输送至斗式提升机，斗式提
升机将石渣转运至主机皮带机，随主机皮带机运出
洞外，但设备所占空间较大，且需要人工将积渣堆积
在小皮带机上，仅实现了运渣自动化。综上所述，隧
道底部积渣清理总体尚未实现自动化。
针对上述问题，以提高TBM对不良地质的适应
性和TBM隧道底部积渣清理自动化为目标，基于视
觉和雷达，提出一种机器人清渣方案，并进行一种新
型TBM清渣机器人机构设计和仿真；最后，搭建隧道
底部积渣清理试验台，验证该方案的可行性，并将该
技术成果应用于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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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controller，PLC），控制机械臂调整位姿，最终实
现渣石的清理。作业流程如图3所示。

图1
Fig. 1

清渣实际工况

Actual working condition of muck removal

1
2
3
O
4

90°
A

O′

B
5

1. 拱架安装平台；2. 皮带运输机；3. 主梁；
4. 锚杆钻机；5. 隧道底部积渣。

图2
Fig. 2

隧道清渣区域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muck removal area in tunnel
开始

基于视觉图像识别

雷达点云采集

1 清渣机器人机构设计
信息融合

1.1 清渣机器人工况分析
根据清渣实际工况（图1），积渣主要散落在隧道
底部±45°区域内 [9]，体量特征沿隧道轴线方向随机分
布，如图2所示。按照20 min的钢拱架拼装时间，清渣
要在钢拱架拼装最后一环前完成，考虑20%的余量，
清渣作业需在16 min内完成。
为实现清渣作业的机械化、自动化甚至是智能
化，根据施工实际工况及隧道清渣区域范围，将摄像
头和雷达安装在机器人底座上，采集积渣信息；通过
上位机进行视觉图像和雷达点云信息融合，分析获
得渣石的位置信息；通过各关节处布置的传感器识
别机械臂的当前位姿，进行清渣运动规划，并将各关
节运动量发送至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积渣识别

机械臂位姿识别

规划清渣路径

机械臂调整位姿，同时抓取积渣

结束

图3
Fig. 3

清渣机器人作业流程

Operation flow chart of muck removal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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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在吊梁钢轨上移动和手部回转对末端姿态没

1.2 清渣机器人机构设计
采用以下方案进行清渣机器人的设计：

有影响，建模时不考虑这两个自由度。采用D–H参数

首先，根据清渣区域需求，所设计的清渣机器人

法 [12–13]，以回转支承轴线竖直向下为 z0正方向，以隧

需要沿着隧道轴线移动，能够进行回转、俯仰、挖渣

道轴线向前为 x0 正方向，建立基坐标系；其他关节以

等动作，因此，其自由度数目应不少于4个；此外，在

转 动 轴 线 或 伸 缩 方 向 为 zi 轴 ， 以zi 与zi−1 的 公 垂 线 为

清渣作业结束后，机械臂可折叠起来，不影响后续作

xi 轴，且以远离 zi−1的方向为 xi 正方向，根据右手定则，

业；针对机械臂作业安装限制、负载能力、防水、防尘

确定 yi轴正方向，最终建立坐标系，如图5所示，获得

和运动平稳性要求，选择电液混合驱动方案；针对机

D–H参数如表1所示。

械臂的灵活性

[10]

要求，提出图4所示的新型机械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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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表1

15
16
1. 吊梁钢轨；2. 减速电机；3. 滑台滑轮组；4.滑台驱动轮组；
5. 滑动平台安装板；6. 回转支承；7. 机械臂底座；8. 大臂摆动
缸；9. 大臂；10. 小臂摆动缸；11. 小臂主臂；12. 小臂副臂；
13. 腕部回转式减速器；14. 腕部摆动缸；15. 手部回转式减
速器；16. 末端挖斗。

Tab. 1

清渣机器人连杆坐标系

Link coordinate system of muck removal robot
清渣机器人D–H参数表

Denavit–Hartenberg parameters of muck removal robot

连杆编号 转角θi/rad 偏距di/m 连杆长度ai/m 连杆扭角αi/rad
1

θ1

2

θ2

3

θ3

如图4所示，清渣机器人安装在主梁下部，主要

4

0

由行走装置和机械臂组成。行走装置主要由吊梁钢

5

θ5

轨、减速电机、滑台轮滑组、滑台驱动轮组、滑动平台

6

θ6

安装板、回转支承等组成。其中：吊梁钢轨采用两根

注：ai 为zi 与zi−1的公垂线长度；αi 为zi 与zi−1之间的夹角；di 为
xi 与 xi−1之间的距离；θi 为 xi 与 xi−1之间的夹角。

图4
Fig. 4

清渣机器人本体机构

Body structure of muck removal robot

“H”型钢对称布置；滑动平台上安装有滑轮安装座、
驱动轮安装座、减速电机，实现机器人本体沿隧道轴
向移动；回转支承连接滑动平台安装板与机械臂底
座，通过减速电机实现机械臂整体转动。机械臂主要

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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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2

0

k3

0

0

0

–π/2

d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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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4

0

π/2

0

k5

0

正向运动学分析

2.1.1

根据建立的连杆坐标系，利用齐次变换矩阵 i−1
i T
表示相邻连杆的几何关系：

sin αi sin θi
 cos θi − cos θi sin θi

 sin θi cos αi cos θi − sin αi cos θi
i−1

iT = 
sin αi
cos αi
 0

0
0
0

臂内置的直线油缸实现小臂的伸缩；小臂末端安装


ai cos θi 

ai sin θi 

di 

1
（1）

有腕部回转式减速器，实现腕部的回转；腕部摆动缸

代入表1中的D–H参数，获得清渣机器人连杆间

实现手部的俯仰；此外，末端安装回转式减速器，实

的变换矩阵 01 T 、12 T 、23 T 、 34 T 、 45 T 、 56 T ，则末端挖斗的位姿

现末端挖斗的翻转。

可表示为：

由机械臂底座、大臂摆动缸、大臂、小臂摆动缸、小臂
主臂、小臂副臂、腕部回转式减速器、腕部摆动缸、手
部回转式减速器、末端挖斗等组成。其中：大臂摆动
缸实现大臂的俯仰；小臂摆动缸实现小臂的俯仰；小

2 清渣机器人建模与仿真
2.1 清渣机器人运动学建模

0
6

T = 01 T 12 T 23 T 34 T 45 T 56 T =

建立机器人的运动学模型是进行机器人运动分
析、工作空间计算、运动控制的前提 [11]。考虑到清渣

式（2）中：

nx
ny
nz
0

ox
oy
oz
0

ax
ay
az
0

px
py
pz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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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x =c6 (s1 s5 −c5 (c1 s2 s3 −c1 c2 c3 ))+s6 (c1 c2 s3 +c1 c3 s2 ),

3） θ6 的求解

ny =s6 (c2 s1 s3 +c3 s1 s2 )−c6 (c1 s5 +c5 (s1 s2 s3 −c2 c3 s1 )),

根据式（3）展开后第3行、第2列元素相等，可得：
−s6 (ny c1 −n x s1 )−c6 (oy c1 −ox s1 ) = 0。

nz =c5 c6 s23 −s6 c23 ,
o x =c6 (c1 c2 s3 +c1 c3 s2 )−s6 (s1 s5 −c5 (c1 s2 s3 −c1 c2 c3 )),
oy =s6 (c1 s5 +c5 (s1 s2 s3 −c2 c3 s1 ))+c6 (c2 s1 s3 +c3 s1 s2 ),

a.当 oy c1 −ox s1 = 0 时，若−ny c1 +nx s1 > 0 ， θ6 =0°；若
−ny c1 +nx s1 < 0 ，θ6 =180°。

b.当 −ny c1 +nx s1 = 0时，θ6 =90°。

oz = −c6 c23 −c5 s6 s23 ,

c.其他情况，解得：

ax = −c5 s1 −s5 (c1 s2 s3 −c1 c2 c3 ),

θ6 =arctan

ay =c1 c5 −s5 (s1 s2 s3 −c2 c3 s1 ),

4） d4的求解

az =s5 s23 ,

将式（2）两端依次左乘01 T −1，右乘 56 T −1、 45 T −1、 34 T −1，得：

px =k2 c1 +k3 c1 c2 +d4 s23 c1 +k5 c6 (s1 s5 −c5 (c1 s2 s3 −
c1 c2 c3 ))+k5 s6 s23 c1 +k4 c1 c2 s3 +k4 c1 c3 s2 ,
py =k2 s1 +k3 c2 s1 +d4 s23 s1 − k5 c6 (c1 s5 +c5 (s1 s2 s3 −
c2 c3 s1 ))+k5 s6 s1 s23 +k4 c2 s1 s3 +k4 c3 s1 s2 ,
pz =k3 s2 −k4 c23 +k5 (c5 c6 +s5 s6 )s23 /2−d4 c23 +
k5 c56 s23 /2−k5 c23 s6 +k1 ；

0
1

cmn = cos(θm + θn ) 。

逆向运动学分析
在实际控制过程，通过视觉与雷达系统分析计
算出积渣的位置信息，需要通过逆运动学 [14–15]求解
清渣机进行姿态调整时的各关节变量。对于本文研
究的隧道底部积渣清理机器人，其逆运动学可描述
为：已知作业过程末端挖斗在基坐标系下位姿 06 T ，求

k4 s6 (ny c1 −n x s1 )+d4 (s6 (ny c1 −nx s1 )+c6 (oy c1 −o x s1 ))+
k5 ny c1 −py c1 −k5 n x s1 +px s1 +k4 c6 (oy c1 −ox s1 ) = 0，
d4 =−((k4 s6 (ny c1 −nx s1 ) + (k5 ny c1 −py c1 −k5 nx s1 +px s1 +
k4 c6 (oy c1 −ox s1 )))/(s6 (ny c1 −nx s1 ) + c6 (oy c1 −ox s1 )))。

5） θ2 的求解
根据式（4）展开后第2行、第4列元素相等，可得：
k3 s2 = pz −k5 nz d4 (oz c6 + nz s6 )−k4 oz c6 −k4 nz s6 −k1 ，

解得：
θ2 =arcsin((pz −k5 nz d4 (oz c6 +nz s6 )−k4 oz c6 −k4 nz s6 −k1 )/k3 )。

6） θ3的求解

解关节变量 θ1、θ2 、 θ3、 d4、 θ5、 θ6 。本文采用解析法 [16]将
关节变量分离出来进行求解，其具体过程如下：

根据式（4）展开后第2行、第1列元素相等，可得：
s23 = az s5 + c5 (nz c6 −oz s6 )，

1） θ1的求解
解得：

将式（2）两端同时左乘 01 T 的逆矩阵01 T −1 ，右乘56 T

θ3 = =arcsin(az s5 +c5 (nz c6 −oz s6 ))−θ2 。

的逆矩阵56 T −1 ，得：
（3）

根据式（3）展开后第3行、第4列元素相等，可得：
k5 ny c1 −py c1 −k5 nx s1 + px s1 = 0。

a.当 k5 ny −py = 0 时，若 k5 nx −px > 0 ， θ1=0°；若 k5 nx −
px < 0 ，θ1=180°。

b.当k5 nx −px = 0 时， θ1=90°。
c.其他情况，解得：
θ1 =arctan

k5 ny -py
。
k5 nx -px

2） θ5的求解
根据式（3）展开后第3行、第3列元素相等，可得：
−c5 =ax s1 −ay c1 ，

解得：

(
)
θ5 = ± arccos ay c1 − a x s1 。

（4）

根据式（4）展开后第3行、第4列元素相等，可得：

2.1.2

T −106 T 56 T −1 = 12 T 23 T 34 T 45 T

T −106 T 56 T −145 T −134 T −1 = 12 T 23 T

解得：

其 中 ， si = sin θi ，ci = cos θi ，smn = sin(θm + θn )，

0
1

oy c1 −ox s1
。
−ny c1 +nx s1

综上，即可获得清渣机器人要到达任意位姿时
的所有逆解。
最优解选取

2.1.3

通过逆运动学求解获得机器人在目标姿态下的
多组逆解，根据最短行程原则对其进行加权选择。
首先，由于实际运动过程中，各关节都有一定的
运动范围限制，因此，将超出关节范围的逆解删除；
然后，将满足关节运动范围的逆解与机器人上一姿
态的关节变量做差；由于清渣机器人前3个连杆较大，
后3个连杆较小，其运动代价不同，因此，依据“多移
动小连杆，少移动大连杆”的原则，对各关节变量的
差值进行加权，选择总运动代价最小的一组作为最
优解，即：
min

6
∑
i=1

| fi ∆i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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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i为 i 连杆变量的加权系数，∆i 为i 关节与上一姿

特卡罗法 [17]求解其工作空间，借助MATLAB软件，获

态关节变量的差值。

得清渣机器人工作空间如图6所示。
图6中，X轴正方向表示隧道的轴向方向，Y轴正

2.2 工作空间求解
工作空间是清渣机器人能否完成具体任务的判

方向表示水平方向，Z轴正方向表示隧道竖直向下方

断依据。设计的隧道底部积渣清理机器人实际尺寸

向。从图6（b）、（d）获得清渣机器人末端挖斗的最大

为k1=0.58 m，k2=1.038 m，k3=1.081 9 m，k4=0.107 m，

作业深度为3 830 mm，且满足隧道底部±45°的作业

k5=0.666 6 m， d4取值范围为1.035～1.415 m。基于蒙

范围需求。
5
y6

4
5

x6

1
Z/m

Z/m

z6

2

z6
0

0
−1
−2

机器人

机器人

−3

−5
5

−4

5

Y/ 0
m

−5

0
X/m

−5 −5

−5

(b) YOZ 平面

5

5

4

4

3

3

2

2

1

y6
x6

1
Z/m

y6
x6

0

0
−1

−1
−2

−2

z6

−3

−3

−4

−4

−5

5

0
Y/m

(a) 工作空间 3 维图

Y/m

90°

x6

3

y6

−5

−5
0
X/m
(c) XOY 平面

5

图6
Fig. 6

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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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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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XOZ 平面

5

清渣机器人末端工作空间

Workspace of end effector of muck removal robot

2.3 控制器设计
清渣机械臂采用液压驱动方案，电气系统如图7
所示。上位机采用LabVIEW设计，进行清渣机器人运

上位机
PC

指令信号
Modbus
TCP 总线

动规划并产生指令信号；上位机PC通过Modbus TCP
总线与PLC控制器通信，PLC控制器通过EtherCAT总
线与放大器相连；放大器收到PLC控制器的输出信号，

EtherCAT
总线
EtherCAT 耦合器
倍福模块

继而驱动比例阀组，控制执行机构带动机器人各关

放大器

执行机构
及负载

角度（位置）传感器

节负载按给定指令运动；各关节传感器将当前角度
（位置）信号通过EtherCAT总线反馈给PLC控制器。
图7中的执行机构采用电液比例位置控制系统，

PLC
控制器

图7
Fig. 7

清渣机器人电气框图

Electrical block diagram of muck removal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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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每个液压执行元件、对应的关节负载及相应的控
制算法构成一个独立的位置控制系统。以液压缸为
例，其控制框图如图8所示。
输入
r (t)

e (t)

控制算法
（积分分离 PID）

17

3.2 控制器试验与结果分析
为验证积分分离PID算法的有效性，设计传统
PID和积分分离PID两种控制算法位置跟踪对比试验。

放
大
器

比
例
阀

液 uout (t)
压
缸

机械臂6个关节的位置控制算法相同，以第4个关节
为例，设定5°的阶跃信号，两种算法相关参数均设置
为 Kp = 20 ，T i = 0.5，T d = 0，积分分离PID的积分分离

角度（位置）传感器

点 ε 设置为1°，获得阶跃响应结果如图10所示。
7

图8

6

Block diagram of single joint control

由于传统PID控制算法积分环节对偏差的积累
作用存在着积分饱和的缺点 [18]，从而引起输出过大
超调，甚至导致系统剧烈振荡的问题，因此，清渣机
器人采用积分分离PID[19–20]的控制算法。其基本思路
为：当机器人各关节给定值与实际输出反馈值存在
很大误差（大于设定阈值）时，取消积分作用，避免积
分作用累积导致系统超调量增大，降低其稳定性；当
传感器输出反馈值接近关节的给定值时，引入积分
环节，提高清渣机器人控制精度。
积分分离PID控制算法如下：
]
 [

1wt
T d de (t)



(t)
(t)
K
e
+
e
dt
+
, |e| ≤ ε ;


 p
Ti 0
dt

uout (t) = 
[
]


T d de (t)



(t)
K
e
+
, |e| > ε

 p
dt
（6）
式中， e (t) 为位置（角度）误差， Kp 、 T i 、 T d 分别为比例
系数、积分时间和微分时间， ε 为积分分离点。

4
3
2

参考位置
传统 PID 响应
积分分离 PID 响应

1
0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时间/s

图 10
Fig. 10

两种算法下的试验结果

Experimental results under two algorithms

由图10可知：传统PID和积分分离PID均可实现
关节的稳定控制，但传统的PID控制超调量较大，其
超调达到21.3%；采用积分分离PID控制，当误差量大
于1°时，积分环节并未起到作用，所以其积分环节仅
在接近参考信号时才起作用，超调量较小，仅在2.6%
以内，降低了18.7%。
3.3 隧道底部积渣清理试验

3 样机试验

基于搭建的试验台，在模拟隧道底部放置渣石，
机器人进行底部积渣清理，获得清渣机器人作业过

3.1 试验平台搭建
以开挖直径6 400 mm的TBM为搭载对象，搭建
隧道底部积渣清理机器人试验平台，如图9所示。
分线盒

5
位置/(°)

Fig. 8

单关节位置控制框图

程如图11所示。
图11（a）为抓渣起始姿态，机器人末端运动至渣
土处，准备进行渣土抓取；图11（b）和（c）为机器人抓

机械臂底座
视觉系统

渣后的运动姿态，机器人抓取渣土后，沿着隧道洞壁
进行运渣；图11（d）为倒渣姿态，此时机器人末端挖
斗运动至主梁上方，挖斗翻转，将渣土倾倒，完成单
次清渣作业。清渣机器人沿着运动路径，能够在53 s
完成单次清渣作业，并且机器人运动平稳，无较大的
抖动现象。以直径为6 400 mm的隧道为例，按照较差
工况，渣石的积攒厚度为0.5 m，隧道方向长度为0.5 m
时，渣石总体积约为0.698 4 m3；按照斗容0.04 m³，约

渣石

需挖掘15次（约13.25 min），满足16 min的需求。证明
清渣机械臂
模拟洞壁

图9
Fig. 9

清渣机器人试验平台

Test platform of the muck removal robot

了清渣方案的可行性，以及机构和控制系统设计的
合理性和清渣的高效。
该技术成果已应用于粤海引水项目、川藏项目；
其中，搭载清渣机的“雪域先锋”号TBM于2021年8月
12日顺利抵达西藏林芝项目工地，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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