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1198395.2

(22)申请日 2021.05.31

(73)专利权人 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地址 250000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4677号1815室

(72)发明人 刘本立　周国超　刘勇军　邵坤厚　

王晓巍　王立江　丛凯　冯全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维正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1508

代理人 吴永伟

(51)Int.Cl.

E21B 15/00(2006.01)

E21B 7/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公路桥梁施工的钻孔平台

(57)摘要

本申请涉及公路桥梁施工的技术领域，公开

了一种用于公路桥梁施工的钻孔平台，其包括底

座、用于与地面连接的移动机构和用于与钻孔设

备连接的连接机构，所述连接机构设置在底座远

离地面的一侧，所述移动机构与底座连接，所述

底座上开设有作业口，所述作业口位于连接机构

下方。本申请具有提高工作人员钻孔作业效率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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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公路桥梁施工的钻孔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100）、用于与地面连接

的移动机构（200）和用于与钻孔设备（400）连接的连接机构（300），所述连接机构（300）设置

在底座（100）远离地面的一侧，所述移动机构（200）与底座（100）连接，所述底座（100）上开

设有作业口（110），所述作业口（110）位于连接机构（300）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公路桥梁施工的钻孔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机

构（300）包括两个平行设置的支撑板（310），所述支撑板（310）与底座（100）垂直，两个所述

支撑板（310）相互靠近的侧壁上均连接有用于固定钻孔设备（400）的安装组件（320），所述

支撑板（310）开设有第一滑槽（311），所述第一滑槽（311）内设置有滑块（312），所述滑块

（312）与支撑板（310）滑动连接，所述滑块（312）靠近地面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弹簧（313），所

述弹簧（313）远离滑块（312）的一端与支撑板（310）固定连接，所述安装组件（320）与滑块

（312）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公路桥梁施工的钻孔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组

件（320）包括连接板（321）、双向丝杠（322）、两个丝母（323）和两块夹持板（324），所述连接

板（321）与滑块（312）转动连接，所述连接板（321）远离支撑板（310）的一侧开设有第二滑槽

（325），所述双向丝杠（322）位于第二滑槽（325）内，所述双向丝杠（322）与连接板（321）转动

连接，两个所述丝母（323）均与双向丝杠（322）螺纹连接，两个所述丝母（323）相向运动，其

中一个所述丝母（323）与其中一块夹持板（324）连接，另一个所述丝母（323）与另一块夹持

板（324）固定连接，两块所述夹持板（324）平行设置且夹持板（324）与连接板（321）垂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公路桥梁施工的钻孔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板

（310）远离连接板（321）的一侧设置有用于限制连接板（321）转动的调节组件（330），所述调

节组件（330）与支撑板（310）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公路桥梁施工的钻孔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组

件（330）包括辅助板（331）、蜗轮（332）和蜗杆（333），所述辅助板（331）固定连接在滑块

（312）远离连接板（321）的一侧，所述蜗轮（332）位于辅助板（331）远离支撑板（310）的一侧，

所述蜗轮（332）与连接板（321）同轴固定连接，所述蜗杆（333）转动连接在辅助板（331）远离

连接板（321）的一侧，所述蜗杆（333）与蜗轮（332）啮合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公路桥梁施工的钻孔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机

构（200）包括四组滚动组件（210），所述底座（100）的横截面为长方形，四组所述滚动组件

（210）分别位于底座（100）靠近地面一侧四角的位置，所述滚动组件（210）包括连接件（211）

和滚轮（212），所述滚轮（212）与底座（100）转动连接，所述滚轮（212）与连接件（211）转动连

接，所述滚轮（212）的转动轴线与连接件（211）的转动轴线垂直，所述连接件（211）的转动轴

线垂直于底座（100）所在平面。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公路桥梁施工的钻孔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件

（211）螺纹连接有第一螺栓（220），所述第一螺栓（220）一端与滚轮（212）的侧壁抵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用于公路桥梁施工的钻孔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

（100）远离地面的一侧设置有限位杆（230），所述限位杆（230）与连接件（211）固定连接，所

述限位杆（230）螺纹连接有第二螺栓（240），所述第二螺栓（240）一端与底座（100）抵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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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公路桥梁施工的钻孔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公路桥梁施工的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用于公路桥梁施工的钻孔平

台。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出行方式的改变，路面交通车辆越来越多，简单的

依靠路面依然不能满足人们对路面交通的需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公路桥梁的建设得

到了充分的发展。公路和桥梁在建设时需要安装钢筋和支柱，在安装钢筋和支柱前需要在

桥梁基面上进行钻孔。

[0003] 目前，在桥面上进行钻孔作业时，工作人员通常需要手持钻孔设备在一段桥面上

的多点进行钻孔。

[0004]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发明人认为在桥面上进行钻孔作业所需要行进的距离较

长，工作人员长时间手持钻孔设备进行移动和钻孔作业，存在影响工作人员工作效率的缺

陷。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缓解因工作人员需要长时间手持钻孔设备进行钻孔作业而对工作人员工作

效率的影响，本申请提供一种用于公路桥梁施工的钻孔平台。

[0006]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用于公路桥梁施工的钻孔平台，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用于公路桥梁施工的钻孔平台，包括底座、用于与地面连接的移动机构和用

于与钻孔设备连接的连接机构，所述连接机构设置在底座远离地面的一侧，所述移动机构

与底座连接，所述底座上开设有作业口，所述作业口位于连接机构下方。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连接机构将钻孔设备安装在底座上，利用底座对钻

孔设备进行支撑；底座连接有移动机构，利用移动机构提高底座移动的便捷性；工作人员通

过移动底座对钻孔设备进行移动，降低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0009] 可选的，所述连接机构包括两个平行设置的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与底座垂直，两个

所述支撑板相互靠近的侧壁上均连接有用于固定钻孔设备的安装组件，所述支撑板开设有

第一滑槽，所述第一滑槽内设置有滑块，所述滑块与支撑板滑动连接，所述滑块靠近地面的

一端固定连接有弹簧，所述弹簧远离滑块的一端与支撑板固定连接，所述安装组件与滑块

连接。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两组相对设置的安装组件对钻孔设备进行固定，钻

孔设备固定连接在两组安装组件之间，安装组件可以沿靠近或远离地面的方向移动，降低

工作人员在使用钻孔设备进行钻孔作业时需要将钻孔设备与安装组件分离的概率，提高钻

孔设备使用的便捷性。

[0011] 可选的，所述安装组件包括连接板、双向丝杠、两个丝母和两块夹持板，所述连接

板与滑块转动连接，所述连接板远离支撑板的一侧开设有第二滑槽，所述双向丝杠位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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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滑槽内，所述双向丝杠与连接板转动连接，两个所述丝母均与双向丝杠螺纹连接，两个所

述丝母相向运动，其中一个所述丝母与其中一块夹持板连接，另一个所述丝母与另一块夹

持板固定连接，两块所述夹持板平行设置且夹持板与连接板垂直。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两个相向移动的夹持板对钻孔设备进行固定，转动

双向丝杠对两块夹持板进行移动，钻孔设备安装便捷；通过将连接板与滑块转动连接，转动

连接板对钻孔设备的钻进方向进行调节，提高钻孔平台的适用性。

[0013] 可选的，所述支撑板远离连接板的一侧设置有用于限制连接板转动的调节组件，

所述调节组件与支撑板连接。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支撑板远离连接板的一侧设置限制连接板转动的调节

组件，利用调节组件对连接板的转动进行限制，从而对钻孔设备的转动进行限制，提高钻孔

设备工作时的稳定性。

[0015] 可选的，所述调节组件包括辅助板、蜗轮和蜗杆，所述辅助板固定连接在滑块远离

连接板的一侧，所述蜗轮位于辅助板远离支撑板的一侧，所述蜗轮与连接板同轴固定连接，

所述蜗杆转动连接在辅助板远离连接板的一侧，所述蜗杆与蜗轮啮合连接。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蜗杆驱动蜗轮转动，蜗轮与连接板同轴固定连接，转

动蜗杆对钻孔设备的钻进方向进行调节，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操作的便捷性。

[0017] 可选的，所述移动机构包括四组滚动组件，所述底座的横截面为长方形，四组所述

滚动组件分别位于底座靠近地面一侧四角的位置，所述滚动组件包括连接件和滚轮，所述

滚轮与底座转动连接，所述滚轮与连接件转动连接，所述滚轮的转动轴线与连接件的转动

轴线垂直，所述连接件的转动轴线垂直于底座所在平面。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滚轮与地面抵接，减小底座与地面之间的摩擦力，提

高钻孔平台移动的便捷性；通过将连接件与底座转动连接，使滚轮可以多向移动，进一步提

高工作人员对钻孔平台进行移动时的便捷性。

[0019] 可选的，所述连接件螺纹连接有第一螺栓，所述第一螺栓一端与滚轮的侧壁抵接。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钻孔设备进行竖直方向上的钻孔作业时，利用第一螺

栓对滚轮的转动进行限制，提高钻孔设备在竖直方向钻进时的稳定性。

[0021] 可选的，所述底座远离地面的一侧设置有限位杆，所述限位杆与连接件固定连接，

所述限位杆螺纹连接有第二螺栓，所述第二螺栓一端与底座抵接。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钻孔设备进行水平方向上的钻孔作业时，利用第二螺

栓对连接件的转动进行限制，提高钻孔设备在水平方向钻进时的稳定性。

[0023]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4] 1 .通过将钻孔设备安装在底座上，利用底座对钻孔设备进行支撑；底座连接有移

动机构，工作人员通过移动底座对钻孔设备进行移动，降低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工作

人员的工作效率；

[0025] 2.通过利用两组相对设置的安装组件对钻孔设备进行固定，钻孔设备固定连接在

两组安装组件之间，安装组件可以沿靠近或远离地面的方向移动，降低工作人员在使用钻

孔设备进行钻孔作业时需要将钻孔设备与安装组件分离的概率，提高钻孔设备使用的便捷

性；

[0026] 3 .通过在支撑板远离连接板的一侧设置调节组件，利用调节组件限制连接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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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提高钻孔设备工作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申请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申请实施例安装组件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申请实施例滚动组件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30] 附图标记：100、底座；110、作业口；200、移动机构；210、滚动组件；211、连接件；

212、滚轮；220、第一螺栓；230、限位杆；240、第二螺栓；300、连接机构；310、支撑板；311、第

一滑槽；312、滑块；313、弹簧；320、安装组件；321、连接板；322、双向丝杠；323、丝母；324、夹

持板；325、第二滑槽；330、调节组件；331、辅助板；332、蜗轮；333、蜗杆；400、钻孔设备。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1‑3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用于公路桥梁施工的钻孔平台。参照图1和图2，一种用于

公路桥梁施工的钻孔平台包括长方体结构的底座100，底座100的长度方向和宽度方向均水

平设置。底座100上方连接有连接机构300，利用连接机构300对钻孔设备400进行安装。底座

100上端中间位置开设有供钻孔设备400穿过的作业口110，钻孔设备400穿过作业口110在

桥面上进行钻孔作业。底座100下方连接有移动机构200，利用移动机构200提高底座100移

动的便捷性；工作人员通过移动底座100对钻孔设备400进行移动，降低工作人员的工作强

度，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0033] 参照图1和图2，连接机构300包括两块垂直固定连接在底座100上的支撑板310，两

块支撑板310平行设置，作业口110位于两支撑板310之间。两块支撑板310上均沿竖直方向

开设有第一滑槽311，第一滑槽311贯穿支撑板310远离和靠近另一支撑板310的两侧面，第

一滑槽311内设置有与支撑板310滑动连接的滑块312；滑块312下方固定连接有竖直设置的

弹簧313，弹簧313远离滑块312的一端与支撑板310固定连接，弹簧313位于第一滑槽311内。

两滑块312相互靠近的一侧均连接有用于固定钻孔设备400的安装组件320。

[0034] 安装组件320包括与滑块312转动连接的连接板321，连接板321远离支撑板310的

一侧开设有第二滑槽325，第二滑槽325内设置有与连接板321转动连接的双向丝杠322，双

向丝杠322螺纹连接有两个相对运动的丝母323，两个丝母323均位于第二滑槽325内，利用

第二滑槽325对丝母323的移动进行导向；两个丝母323远离连接板321的一侧均固定连接有

夹持板324，夹持板324与连接板321垂直。在利用两组相对设置的安装组件320对钻孔设备

400进行固定时，将钻孔设备400置于两组安装组件320之间，通过转动双向丝杠322使两块

夹持板324向相互靠近的方向移动，从而对钻孔设备400进行固定。安装组件320可以沿靠近

或远离地面的方向移动，降低工作人员在使用钻孔设备400进行钻孔作业时需要将钻孔设

备400与安装组件320分离的概率，提高钻孔设备400使用的便捷性。

[0035] 参照图1和图2，其中一个滑块312远离另一滑块312的一侧连接有调节组件330，利

用调节组件330对连接板321的转动进行限制。

[0036] 调节组件330包括与滑块312固定连接的辅助板331，辅助板331远离滑块312的一

侧转动连接有蜗轮332，蜗轮332与连接板321同轴固定连接，辅助板331远离滑块312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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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连接有蜗杆333，蜗杆333与蜗轮332啮合连接。在进行钻孔作业时，可以根据使用需求

对连接板321进行转动，使钻孔设备400进行水平方向的钻孔作业，通过将连接板321与蜗轮

332同轴固定连接，利用蜗轮332蜗杆333的配合对连接板321的转动进行限制，提高钻孔设

备400工作时的稳定性。

[0037] 参照图1和图3，移动机构200包括四组滚动组件210，四组滚动组件210分别连接在

底座100下方四角的位置。滚动组件210包括与底座100转动连接的连接件211，连接件211的

转动轴线与底座100垂直；连接件211远离底座100的一端转动连接有滚轮212，滚轮212的转

动轴线垂直于连接件211的转动轴线。

[0038] 连接件211上螺纹连接有第一螺栓220，第一螺栓220一端与滚轮212的侧壁抵接。

底座100上方设置有与连接件211固定连接的限位杆230，限位杆230螺纹连接有第二螺栓

240，第二螺栓240的转动轴线竖直设置，第二螺栓240一端与底座100抵接。

[0039] 通过利用滚轮212与地面抵接，减小底座100与地面之间的摩擦力，提高钻孔平台

移动的便捷性；连接件211与底座100转动连接，使滚轮212可以多向移动，进一步提高工作

人员对钻孔平台进行移动时的便捷性。在钻孔设备400进行竖直方向上的钻孔作业时，转动

第一螺栓220使其一端与滚轮212抵接，从而对滚轮212的转动进行限制，提高钻孔设备400

在竖直方向钻进时的稳定性。在钻孔设备400进行水平方向上的钻孔作业时，转动第二螺栓

240使其与一端底座100抵接，从而对连接件211的转动进行限制，提高钻孔设备400在水平

方向钻进时的稳定性。

[0040] 本申请实施例一种用于公路桥梁施工的钻孔平台的实施原理为：在工人在桥面上

进行钻孔作业时，利用连接机构300将钻孔设备400安装在底座100上，利用底座100对钻孔

设备400进行支撑；底座100连接有移动机构200，工作人员通过移动底座100对钻孔设备400

进行移动，降低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0041] 以上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申请

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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