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540143.7

(22)申请日 2020.06.1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791913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10.20

(73)专利权人 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43102 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龙山

桥工业园

(72)发明人 任勇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同辉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357

代理人 杨敬

(51)Int.Cl.

B61K 5/0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4488819 U,2015.07.22

CN 201484432 U,2010.05.26

CN 109436017 A,2019.03.08

CN 105539502 A,2016.05.04

CN 87213850 U,1988.07.06

CN 107444428 A,2017.12.08

CN 102442331 A,2012.05.09

CN 2837163 Y,2006.11.15

CN 207274712 U,2018.04.27

CN 200988495 Y,2007.12.12

CN 2785933 Y,2006.06.07

CN 210310370 U,2020.04.14

审查员 汪煜婷

 

(54)发明名称

一种铁水罐火车复轨侧移小车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铁水罐火车复轨侧移小车，

涉及轨道复轨设备技术领域，包括底座和滑动底

座，所述滑动底座与底座滑动连接，所述滑动底

座上方设置有立式千斤顶，所述立式千斤顶底座

与滑动底座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滑动底座移动

方向侧面固定连接有卧式千斤顶，所述卧式千斤

顶与底座竖直设置的固定座固定连接；所述底座

下侧两端均设置有夹持火车铁轨的固定夹块和

活动夹块，所述固定夹块与底座固定连接，所述

活动夹块与底座滑动连接，通过立式千斤顶将火

车顶起，并通过卧式千斤顶驱动滑块底座调整火

车轮的位置，使其落在铁轨上，实现火车复轨，操

作简单快捷，缩短了复轨的时间，减少了人力，实

现了成本节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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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铁水罐火车复轨侧移小车，包括底座(3)和滑动底座(7)，所述滑动底座(7)与底

座(3)滑动连接，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底座(7)上方设置有立式千斤顶(8)，所述立式千斤

顶(8)底座与滑动底座(7)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滑动底座(7)移动方向侧面固定连接有卧

式千斤顶(9)，所述卧式千斤顶(9)与底座(3)竖直设置的固定座(10)固定连接；

所述底座(3)下侧两端均设置有夹持火车铁轨的固定夹块(1)和活动夹块(2)，所述固

定夹块(1)与底座(3)固定连接，所述活动夹块(2)与底座(3)滑动连接，活动夹块(2)背离固

定夹块(1)侧设置有压板(21)，所述压板(21)与滑杆(14)一端固定连接，滑杆(14)与底座

(3)上竖直设置的支座(15)滑动连接，滑杆(14)上设置有弹簧(13)，弹簧(13)介于压板(21)

与支座(15)之间；

所述滑杆(14)的另一端与第一齿条(23)固定连接，所述底座(3)底侧中心设置有大齿

轮(22)，所述大齿轮(22)与第一转轴(18)固定连接，所述第一齿条(23)与大齿轮(22)啮合

连接，所述第一转轴(18)与底座(3)底部转动连接，所述第一齿条(23)背离大齿轮(22)的侧

面与底座(3)底部设置的限位块滑动连接；

所述大齿轮(22)下方同轴设置有小齿轮(24)以及介于大齿轮(22)和小齿轮(24)之间

的隔板(20)，所述隔板(20)与底座(3)底部的限位块固定连接，所述小齿轮(24)与第一转轴

(18)固定连接，所述小齿轮(24)一侧啮合连接有第二齿条(17)，所述第二齿条(17)垂直活

动夹块(2)移动方向滑动；所述第二齿条(17)下侧设置有盖板(19)，所述盖板(19)上表面竖

直设置有挡板，所述挡板与第二齿条(17)平面侧贴合，且第二齿条(17)与挡板滑动连接，所

述盖板(19)与支座(15)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铁水罐火车复轨侧移小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底座

(7)内侧开设有矩形凹槽，凹槽内设置有多组第二转轴(25)，所述第二转轴(25)与滑动底座

(7)转动连接，且第二转轴(25)轴线与滑动底座(7)移动方向垂直，所述第二转轴(25)轴向

上设置有多组滚轮(5)，所述滚轮(5)圆周面与底座(3)上表面接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铁水罐火车复轨侧移小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3)由

两块平行的钢板及中间焊接有多组竖直钢板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铁水罐火车复轨侧移小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3)上

设置有容纳滑动底座(7)下侧边沿的滑槽(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铁水罐火车复轨侧移小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3)底

面设置有T型槽(31)，所述活动夹块(2)与T型槽(31)卡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铁水罐火车复轨侧移小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座(10)

背离卧式千斤顶(9)侧设置有加强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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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铁水罐火车复轨侧移小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轨道复轨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铁水罐火车复轨侧移小车。

背景技术

[0002] 重载火车在轨道上运行时可能会因轨道间距1435mm的改变、道岔未搬到位等原因

从而产生脱轨现象。目前专业火车轨道复轨器采购价格高昂,同时因火车脱轨事件很少发

生，专业复轨器使用率低，现有的火车复轨方式多通过千斤顶配合人字型脱轨修复器进行

轨道纠正恢复，由于使用时需耗费大量人力和时间，火车复轨效率低，即复轨一辆火车需要

20人左右连续工作6小时，同时人工操作简易脱轨修复器全凭职工个人经验完成复轨，操作

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同时使用人字型脱轨修复器时需要开动火车，会对火车轮造成磨损，

增加返修成本，因此我们提出一种铁水罐火车复轨侧移小车。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铁水罐火车复轨侧移小车，以

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铁水罐火车复轨侧移小车，包括

底座和滑动底座，所述滑动底座与底座滑动连接，所述滑动底座上方设置有立式千斤顶，所

述立式千斤顶底座与滑动底座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滑动底座移动方向侧面固定连接有卧

式千斤顶，所述卧式千斤顶与底座竖直设置的固定座固定连接；

[0005] 所述底座下侧两端均设置有夹持火车铁轨的固定夹块和活动夹块，所述固定夹块

与底座固定连接，所述活动夹块与底座滑动连接。

[000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滑动底座内侧开设有矩形凹槽，凹槽内设置有多

组第二转轴，所述第二转轴与滑动底座转动连接，且第二转轴轴线与滑动底座移动方向垂

直，所述第二转轴轴向上设置有多组滚轮，所述滚轮圆周面与底座上表面接触。

[0007]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底座由两块平行的钢板及中间焊接有多组竖直钢

板组成。

[0008]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底座上设置有容纳滑动底座下侧边沿的滑槽。

[0009]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底座底面设置有T型槽，所述活动夹块与T型槽卡

接。

[0010]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固定座背离卧式千斤顶侧设置有加强筋。

[0011]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活动夹块背离固定夹块侧设置有压板，所述压板

与滑杆一端固定连接，所述滑杆与底座上竖直设置的支座滑动连接，滑杆上设置有弹簧，所

述弹簧介于压板与支座之间。

[0012]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滑杆的另一端与第一齿条固定连接，所述第一齿

条所述底座底侧中心设置有大齿轮和第一转轴，所述大齿轮与第一转轴固定连接，所述滑

杆与大齿轮啮合连接，所述第一转轴与底座底部转动连接，所述第一齿条背离大齿轮的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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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与底座底部设置的限位块滑动连接。

[0013]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大齿轮下方同轴设置有小齿轮以及介于大齿轮和

小齿轮之间的隔板，所述隔板与底座底部的限位块固定连接，所述小齿轮与第一转轴固定

连接；

[0014] 所述小齿轮一侧啮合连接有第二齿条，所述第二齿条垂直活动夹块移动方向滑

动；

[0015] 所述第二齿条下侧设置有盖板，所述盖板上表面竖直设置有挡板，所述挡板与第

二齿条平面侧贴合，且第二齿条与挡板滑动连接，所述盖板与支座固定连接。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该发明相比较现有技术而言，使用方便，缩短了铁水罐火车掉

道的复轨的时间，同时复轨操作仅需3～5人，相比较现有的复轨方式减少了人力成本费用；

[0017] 该发明携带方便轻巧，便于搬运和拆装，避免了火车轮与路基磨损，减少了额外的

修复成本。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

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的底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的剖面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的底部齿轮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固定夹块‑1、活动夹块‑2、底座‑3、T型槽‑31、滑槽‑4、滚轮‑5、滑动底座‑7、

立式千斤顶‑8、卧式千斤顶‑9、固定座‑10、支撑板‑12、弹簧‑13、滑杆‑14、支座‑15、执柄‑

16、第二齿条‑17、第一转轴‑18、盖板‑19、隔板‑20、压板‑21、大齿轮‑22、第一齿条‑23、小齿

轮‑24、第二转轴‑25。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5] 请参阅图1～4，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铁水罐火车复轨侧移小车，包括底座3和滑

动底座7，所述滑动底座7与底座3滑动连接，所述滑动底座7上方设置有立式千斤顶8，所述

立式千斤顶8底座与滑动底座7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滑动底座7移动方向侧面固定连接有

卧式千斤顶9，所述卧式千斤顶9与底座3竖直设置的固定座10固定连接；

[0026] 所述底座3下侧两端均设置有夹持火车铁轨的固定夹块1和活动夹块2，所述固定

夹块1与底座3固定连接，所述活动夹块2与底座3滑动连接。

[0027] 工作时，将底座3安装在火车铁轨上，上方正对应火车底盘，将固定夹块1和活动夹

块2装夹在铁轨两侧，将底座3固定在火车铁轨上，防止底座3发生松动；操作立式千斤顶8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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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安装在立式千斤顶8上侧的支撑板12上行顶住火车底盘，继续操作立式千斤顶8使得支撑

板12将火车顶离地面，确保火车轮底部高出火车铁轨支撑板12厘米，启动卧式千斤顶9水平

移动火车，调整火车轮正对铁轨上方，操作立式千斤顶8下行，火车轮落在铁轨上方，即可完

成火车复轨，相比较现有的“人字形”复轨装置，极大提升了复轨效率，同时，不需要开动火

车，减少了火车轮的磨损，而且还减少了人力。

[0028] 如图1所示，在底座3上设置有容纳滑动底座7下侧边沿的滑槽4，滑动底座7放置在

滑槽4内，滑动底座7沿滑槽4滑动，防止滑动底座7发生侧滑，提高了稳定性滑动底座7移动

的稳定性。

[0029] 如图3所示，在滑动底座7内侧开设有矩形凹槽，凹槽内设置有多组第二转轴25，第

二转轴25与滑动底座7的两侧壁转动连接，且第二转轴25轴线与滑动底座7移动方向垂直，

第二转轴25轴向上安装有多组滚轮5，滚轮5圆周面与底座3上表面接触，减少了滑动底座7

与底座3的摩擦损耗，同时提高了滚轮5移动的灵活性，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0030]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底座3由两块平行的钢板及中间焊接有多组竖直钢板组成，不

仅保证了底座3的刚度和强度，同时减少了底座3的自重，便于携带和搬运，减少了劳动强

度。

[0031]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固定座10背离卧式千斤顶9侧设置有加强筋，如图3所示，即在

固定座10的右侧设置有多组加强筋，提高了固定座10的强度和刚性，保证了滑动底座7侧移

的稳定性。

[0032]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在活动夹块2背离固定夹块1侧设置有压板21，压

板21与滑杆14一端固定连接，滑杆14与底座3上竖直设置的支座15滑动连接，滑杆14上设置

有弹簧13，弹簧13介于压板21与支座15之间；在弹簧13的弹力作用下，活动夹块2和固定夹

块1将铁轨夹持固定，复轨完成后，向左拉动滑杆14，即可使得压板21松开活动夹块2，及固

定夹块1和活动夹块2松开铁轨，便于安装和拆卸。

[0033]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如图2至4所示，滑杆14的另一端与第一齿条23固定连接，在底

座3底侧中心设置有大齿轮22和第一转轴18，大齿轮22与第一转轴18固定连接，滑杆14与大

齿轮22啮合连接，第一转轴18与底座3转动连接，第一齿条23右面与底座3底部设置的限位

块滑动连接，即第一齿条23前后移动，通过转动第一转轴18，第一转轴18带动大齿轮22转

动，大齿轮22驱动第一齿条23前后移动，当需要拆卸复轨器时，如图4所示，顺指针转动第一

转轴18，即大齿轮22顺时针转动驱动第一齿条23向右移动，第一齿条23带动滑杆14像右移

动，及压板21脱离活动夹块2，活动夹块2和固定夹块1脱离铁轨。

[0034]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如图3和3所示，大齿轮22下方同轴设置有小齿轮24以及介于

大齿轮22和小齿轮24之间的隔板20，隔板20与底座3底部的限位块固定连接，小齿轮24与第

一转轴18固定连接，小齿轮24一侧啮合连接有第二齿条17，第二齿条17垂直活动夹块2移动

方向滑动，第二齿条17下侧设置有盖板19，盖板19上表面竖直设置有挡板，挡板与第二齿条

17平面侧贴合，且第二齿条17与挡板滑动连接，盖板19与支座15固定连接，第二齿条17左端

安装有执柄16，通过左右拉动执柄16，即可带动第一转轴18转动，安装或者拆卸底座3时，像

左拉动执柄16，带动第二齿条17顺时针转动，即可使得压板21向中间运动，活动夹块2失去

弹簧13的压力，向上抬动底座3即可拆卸下来，操作简单轻巧。

[0035]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将底座3安装在火车脱轨的所在车厢承载底盘的下方，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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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13的弹力作用下，活动夹块2与固定夹块1压紧铁轨两侧，使得底座3固定在铁轨上，操作

立式千斤顶8使得支撑板12顶起火车底盘使得火车轮高出铁轨，启动卧式千斤顶9推动滑动

底座7横向移动，使得火车轮正对铁轨上方，对立式千斤顶8进行缓慢泄压，使得火车轮落在

铁轨上方，即完成火车复轨工作。

[0036]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左”、“右”等指示方位或者位

置关系为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

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设备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或操作，因此不

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37] 此外。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在本发明的描述中，“若干”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

以上，除非另有明确具体的限定。

[0038]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

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因此，从任意一处来说，都应将实施例看作

是指导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本发

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有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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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111791913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