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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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1903787.7

(22)申请日 2019.11.06

(73)专利权人 安徽瑞赛克再生资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地址 241000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长春路8号发变联合厂房

(72)发明人 张应愿　牛涛　姚俊　周辉　

齐咸祥　

(74)专利代理机构 芜湖安汇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4107

代理人 张永生

(51)Int.Cl.

B25B 27/00(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发电机组连接壳安装工装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发电机组连接壳安

装工装车，包括底座，还包括发动机台架和发电

机台架，所述发动机台架和发电机台架均设在底

座上；所述发动机台架包括立柱和用于支撑定位

发动机的发动机台板，所述发动机台板可旋转的

设在立柱上，立柱设在底座上，所述发电机台架

包括支撑台架和用于支撑定位发电机的发电机

台板，所述发电机台板可升降的设在支撑台架

上，所述支撑台架相对发动机台架可移动的设在

底座上。该发电机组连接壳安装工装车结构设计

合理，利用此工装车支撑发动机和发电机并可灵

活调整位置，大大降低了发电机组连接壳的安装

难度，装配作业人员的工作强度小，缩短了装配

工时，提高了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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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发电机组连接壳安装工装车，包括底座，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发动机台架和发电

机台架，所述发动机台架和发电机台架均设在底座上；所述发动机台架包括立柱和用于支

撑定位发动机的发动机台板，所述发动机台板可旋转的设在立柱上，立柱设在底座上，所述

发电机台架包括支撑台架和用于支撑定位发电机的发电机台板，所述发电机台板可升降的

设在支撑台架上，所述支撑台架相对发动机台架可移动的设在底座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发电机组连接壳安装工装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为平板结构，

平板上设有导轮槽，支撑台架底部设有滚轮，滚轮位于导轮槽中。

3.如权利要求1所述发电机组连接壳安装工装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动机台板上设有

发动机托架和可滑动的一对发动机支撑滑块，所述发动机托架和发动机支撑滑块上均设有

用于定位发动机的定位销。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发电机组连接壳安装工装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发电机台架包

括下台架、中间台架以及上台架，所述下台架可移动的设在底座上，所述中间台架可升降的

设在下台架上，上台架可旋转的设在中间台架上，所述上台架的台面为发电机台板的板面。

5.如权利要求3所述发电机组连接壳安装工装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动机台板上设有

滑槽，发动机支撑滑块下部位于滑槽中，发动机台板上设有移动槽，滑槽和移动槽相垂直设

置，发动机托架的下部可移动的设在移动槽中。

6.如权利要求4所述发电机组连接壳安装工装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台架的下方设有

丝杠螺母，底座上设有与丝杆螺母相适配的丝杠，丝杠的一端设有转动手柄。

7.如权利要求4所述发电机组连接壳安装工装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台架和下台架

之间设有导向柱，所述下台架和中间台架之间设有升降驱动结构。

8.如权利要求4所述发电机组连接壳安装工装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发电机台板上设有

发电机托架和可滑动的一对发电机支撑滑块，所述发电机托架和发电机支撑滑块上均设有

用于定位发电机的定位销。

9.如权利要求4所述发电机组连接壳安装工装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台架上设有支

撑盘和可旋转的设在支撑盘上的支撑柱，所述支撑柱的顶部与发电机台板的下部铰接相

连，支撑柱的外壁上设有用于驱动发电机台板倾斜调整的转动调整结构。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发电机组连接壳安装工装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发电机台板上设

有滑槽，发电机支撑滑块下部位于滑槽中，发电机台板上设有移动槽，滑槽和移动槽相垂直

设置，发电机托架的下部可移动的设在移动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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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组连接壳安装工装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发电机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发电机组连接壳安装工装车。

背景技术

[0002] 现如今，电力作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种能量来源，为人类生活带来

了极大的便利，然而随着用电环境的改变，常常会发生停电的窘况。人们由此实用新型了发

电机组作为备用电源，其中发电机组中动力输出源发动机曲轴飞轮端端面与发电机转子端

端面通过连接壳连接成为刚性整体，连接壳安装精度很高，有着较高的同轴度，所以在安装

过程中存在很大的难度，这也直接影响着发电机组运行的平顺性。

[0003] 目前发动机组中的发动机与发电机对接装配多采取人工吊机安装，装配过程中悬

吊的发电机或发动机会左右晃动，难以控制，难以保证安装精度；并且不便安装，装配作业

劳动强度大，费时费力。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不足，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发电机组连接壳

安装工装车，其降低了装配难度，提高了装配效率。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该发电机组连接壳安装工装车，包括底座，还包括发动机台架和发电机台架，所述

发动机台架和发电机台架均设在底座上；所述发动机台架包括立柱和用于支撑定位发动机

的发动机台板，所述发动机台板可旋转的设在立柱上，立柱设在底座上，所述发电机台架包

括支撑台架和用于支撑定位发电机的发电机台板，所述发电机台板可升降的设在支撑台架

上，所述支撑台架相对发动机台架可移动的设在底座上。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底座为平板结构，平板上设有导轮槽，支撑台架底部设有滚轮，滚

轮位于导轮槽中。

[0008] 所述发动机台板上设有发动机托架和可滑动的一对发动机支撑滑块，所述发动机

托架和发动机支撑滑块上均设有用于定位发动机的定位销。

[0009] 所述发电机台架包括下台架、中间台架以及上台架，所述下台架可移动的设在底

座上，所述中间台架可升降的设在下台架上，上台架可旋转的设在中间台架上，所述上台架

的台面为发电机台板的板面。

[0010] 所述发动机台板上设有滑槽，发动机支撑滑块下部位于滑槽中，发动机台板上设

有移动槽，滑槽和移动槽相垂直设置，发动机托架的下部可移动的设在移动槽中。

[0011] 所述下台架的下方设有丝杠螺母，底座上设有与丝杆螺母相适配的丝杠，丝杠的

一端设有转动手柄。

[0012] 所述中间台架和下台架之间设有导向柱，所述下台架和中间台架之间设有升降驱

动结构。

[0013] 所述发电机台板上设有发电机托架和可滑动的一对发电机支撑滑块，所述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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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架和发电机支撑滑块上均设有用于定位发电机的定位销。

[0014] 所述中间台架上设有支撑盘和可旋转的设在支撑盘上的支撑柱，所述支撑柱的顶

部与发电机台板的下部铰接相连，支撑柱的外壁上设有用于驱动发电机台板倾斜调整的转

动调整结构。

[0015] 所述发电机台板上设有滑槽，发电机支撑滑块下部位于滑槽中，发电机台板上设

有移动槽，滑槽和移动槽相垂直设置，发电机托架的下部可移动的设在移动槽中。

[0016]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17] 该发电机组连接壳安装工装车结构设计合理，利用此工装车支撑发动机和发电机

并可灵活调整位置，大大降低了发电机组连接壳的安装难度，装配作业人员的工作强度小，

缩短了装配工时，提高了产量。

附图说明

[0018] 下面对本说明书各幅附图所表达的内容及图中的标记作简要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工装车结构示意图一。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工装车侧面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工装车结构示意图二。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工装车结构示意图三。

[0023] 图5为实用新型发电机台架结构示意图一。

[0024] 图6为实用新型发电机台架结构示意图二。

[0025] 图中：

[0026] 1.底座、101.导轮槽、2.扶手、

[0027] 3 .发动机台架、301 .立柱、302 .发动机台板、303 .旋转结构、304 .发动机托架、 

305.发动机支撑滑块、306.定位销、

[0028] 4.下台架、401.丝杠、402.下台架台板、5.中间台架、501.升降结构、502.中间台架

台板、6.上台架、601.上台架台板、602.转动调整结构、603.发电机托架、  604.发电机支撑

滑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对照附图，通过对实施例的描述，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

细的说明。

[0030] 如图1至图6所示，该发电机组连接壳安装工装车，包括底座1、发动机台架和发电

机台架；发动机台架和发电机台架均设在底座上，底座为平板结构，底座下方设置四个万向

滚轮，并在底座的一端设有扶手2。

[0031] 发动机台架3包括立柱301和用于支撑定位发动机的发动机台板302，发动机台板

通过旋转结构303设在立柱上，发动机台板在立柱顶部可旋转，立柱设在底座上，发电机台

架包括支撑台架和用于支撑定位发电机的发电机台板，所述发电机台板可升降的设在支撑

台架上，支撑台架相对发动机台架可移动的设在底座上。

[0032] 底座的板面上设有一对并排的导轮槽101，支撑台架底部设有滚轮，滚轮位于导轮

槽中，从而实现发电机台架的整体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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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立柱301为圆柱结构，立柱的下端固定在底座上，发动机台板旋转通过蜗杆控制，

利用蜗杆传动的自锁性能保证发动机台板不发生随意转动。

[0034] 发动机台板上设有发动机托架304和可滑动的一对发动机支撑滑块305，发动机托

架和发动机支撑滑块上均设有用于定位发动机的定位销306。

[0035] 发动机台板上设有滑槽，发动机支撑滑块下部位于滑槽中，发动机台板上设有移

动槽，滑槽和移动槽相垂直设置，发动机托架的下部可移动的设在移动槽中。发动机托架能

前后移动，以满足不同体积大小的发动机。

[0036] 发动机托架的下方的移动块位于移动槽中，移动块为工字型结构，运用梯形丝杠

的结构原理，转动移动块下方手柄，能使托架上升和下降。

[0037] 发电机台架包括下台架4、中间台架5以及上台架6，下台架可移动的设在底座上，

所述中间台架可升降的设在下台架上，上台架可旋转的设在中间台架上，上台架的台面为

发电机台板的板面，即上台架台板601为发电机台板。

[0038] 下台架4包括下台架台板402和设在下台架台板四个拐角的支脚，支脚的下端设有

滚轮，滚轮设在对应的导轮槽101中。

[0039] 下台架的下台架台板402下方设有丝杠螺母，底座上设有与丝杆螺母相适配的丝

杠401，丝杠的一端设有转动手柄；通过转动丝杆带动下台架沿导轮槽的方向移动。

[0040] 中间台架5包括中间台架台板502和升降结构501，升降结构设在下台架台板上，升

降结构可为液压缸或丝杆，中间台架和下台架之间设有导向柱，通过升降驱动结构驱动中

间台架升降。

[0041] 中间台架上设有支撑盘和可旋转的设在支撑盘上的支撑柱，支撑柱旋转通过蜗杆

控制；支撑柱的顶部与发电机台板的下部铰接相连，支撑柱的外壁上设有用于驱动发电机

台板倾斜调整的转动调整结构602，转动调整结构运用蜗杆传动结构。

[0042] 发电机台板上设有发电机托架603和可滑动的一对发电机支撑滑块604，所述发电

机托架和发电机支撑滑块上均设有用于定位发电机的定位销。

[0043] 发电机台板上设有滑槽，发电机支撑滑块下部位于滑槽中，发电机台板上设有移

动槽，滑槽和移动槽相垂直设置，发电机托架的下部可移动的设在移动槽中。

[0044] 该发电机组连接壳安装工装车结构设计合理，利用此工装车支撑发动机和发电机

并可灵活调整位置，大大降低了发电机组连接壳的安装难度，装配作业人员的工作强度小，

缩短了装配工时，提高了产量。

[0045] 优选具体实例为：

[0046] 本连接壳安装工装小车主要由底座部分、发动机台面部分、发电机台面部分组成。

底座部分有四个万向轮，带有刹车功能，市场上能够采购，后部分是一个扶手，方便人员移

动，底座最大投影平面上有两导轮槽。

[0047] 发动机台面部分通过圆形立柱安装在底座上，上部分可以左右旋转，台面的旋转

通过蜗杆控制，利用蜗杆传动的自锁性能保证发动机台面不发生随意转动，发动机台面的

后端部是发动机固定支架的两安装滑块，两滑块能左右滑动，亦能绕铰链轴转动。发动机台

面的前端是发动机托架，运用梯形丝杠的结构原理，转动手柄，能使托架上升和下降，发动

机托架能前后移动，以满足不同体积大小的发动机。

[0048] 发电机台面由一级台面和二级台面以及三级台面组成，一级台面负责沿底座长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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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底座四脚有四个导轮，导轮嵌在底座导轮槽内，一级台面前后移动，运用的是滚珠丝

杠的结构，运行精确稳定。二级台面安装在一级台面上，负责上下移动，中间有一升降结构，

运用丝杆升降原理，四周有四导向柱，保证运行的平顺，三级台面安装在二级台面上。三级

台面的工作原理与发动机台面相同，这里不再赘述，不过新加了一个自由度，三级台面能绕

铰链轴线左右倾斜，运用蜗杆传动结构。

[0049] 操作过程：调整好发动机托架与两固定滑块的位置，将安装好连接壳以及固定支

架的发动机用吊具吊放在发动机台面上，其中发动机支架的下安装孔对应两滑块的定位销

柱，发动机皮带轮端放在发动机托架上。吊装发电机，使发电机的支架安装孔对应发电机平

台滑块的定位销柱，发电机后端部放置在发电机托架上，转动一级台面的滚珠丝杠手柄，发

电机平台向发动机端靠近，调节发动机台面与发电机台面使发电机转子轴线与发动机曲轴

输出轴线在大致的位置，然后进行微调，使发电机转子轴线与发动机飞轮轴线在同一轴线

上，调节发电机一级台面，发电机台面向发动机台面靠近，连接壳端面与发电机端面结合，

然后拧上固定螺栓，打到合适的力矩，通过连接壳的安装使发动机发电机成为一个整体。

[0050] 发电机组发动机与发电机的固定对接，同轴度是一个重要的参数，本实用新型中

发动机台面和发电机台面都赋予了可控自由度，两台面通过特殊的结构设计，使发动机和

发电机在一定的角度固定，能很快找到所需的同轴度完成装配作业，且发电机台面和发动

机台面的固定点可以调节，使得不同体积大小的发电机与发动机对接能够在一台工装小车

上完成，实现了一机多用，体现了柔性生产的原则，减少了额外开发工装的费用。

[0051] 上述仅为对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实施例说明，上述技术特征可以任意组合形成多个

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方案。

[0052]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示例性描述，显然本实用新型具体实现并不受

上述方式的限制，只要采用了本实用新型的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非实质性的改进，

或未经改进将本实用新型的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1249848 U

6



图1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211249848 U

7



图4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211249848 U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