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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海上高稳定运输装置，底座

机构上面通过起重机构连接载重平台稳定机构，

起重摇臂通过载重平台稳定机构连接载重平台；

底座机构中的外圆框固定连接在底座支撑上，外

圆框与半圆体之间通过滚动小球及固定小球板

连接，外圆框底部通过固定重块板连接配重块；

载重平台稳定机构中的伺服电机通过伺服电机

支架固定连接在支座上，伺服电机通过同步带轮

和同步带与支座下端转轴上的同步带轮连接，同

步带与载重平台相连接，导轨通过横梁固定在支

座上，并通过滑块连接载重平台，由同步带带动

载重平台沿导轨上下运动。本发明能克服由于海

浪造成的维运船各个方向的摇晃，为维修工人提

供一个稳定的运输平台，便于船上的工人平稳登

陆到岛上，进行设备维护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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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上高稳定运输装置，包括底座支撑机构、底座机构、起重机构、载重平台稳定

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机构通过底座支撑机构中的底座支撑(23)和脚支撑(21)固定

连接在船甲板上，底座机构上面通过起重机构连接载重平台稳定机构；所述起重机构包括

起重臂(11)、大液压缸(16)、起重摇臂(5)、小液压缸铰座(12)、小液压缸(8)，起重臂(11)一

端与起重臂铰座(19)铰接，另一端与起重摇臂(5)铰接，起重臂铰座(19)固定连接在底座机

构的底座平台(20)上，起重臂(11)与底座平台(20)之间铰接有大液压缸(16)；起重臂(11)

与起重摇臂(5)之间铰接有小液压缸(8)；所述起重摇臂(5)前端通过载重平台稳定机构连

接载重平台(1)；所述底座机构包括底座支撑(23)、外圆框(43)、半圆体(46)、配重块(22)、

固定重块板(48)、固定小球板(51)、滚动小球(52)，所述外圆框(43)固定连接在底座支撑

(23)上，外圆框(43)与半圆体(46)之间通过滚动小球(52)及固定小球板(51)连接，半圆体

(50)放置在滚动小球(52)上，外圆框(43)底部通过固定重块板(48)连接配重块(22)；所述

载重平台稳定机构包括同步带轮(24)、横梁(29)、横梁支架(30)、导轨(3)、滑块(31)、同步

带(33)、支座(35)、伺服电机(36)、伺服电机支架(38)、转轴(39)，所述伺服电机(36)通过伺

服电机支架(38)固定连接在支座(35)上，支座(35)与起重摇臂(5)前端连接，伺服电机(36)

的转轴上固定连接一个同步带轮(24)，该同步带轮(24)通过同步带(33)连接安装在支座

(35)下端转轴(39)上的另一个同步带轮(24)，同步带(33)与载重平台(1)相连接，横梁(29)

通过横梁支架(30)固定在支座(35)上，横梁(29)上固定连接导轨(3)，导轨(3)通过滑块

(31)连接载重平台(1)，由同步带(33)带动载重平台(1)沿导轨(3)上下运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上高稳定运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配重块(22)的柄部插

入半圆体(50)的孔中，固定重块板(48)插入配重块(22)柄部的方形孔中，用六角头螺栓

(47)将固定重块板(48)固定在半圆体(50)的底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上高稳定运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脚支撑(21)通过紧固

件将脚支撑(21)和底座支撑(23)连接在一起，并通过六角头螺栓(44)固定在底座平台(20)

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上高稳定运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大液压缸(16)一端通

过大液压缸推杆铰座(15)和销轴与起重臂(11)铰接，另一端通过大液压缸铰座(17)和销轴

与底座平台(20)铰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上高稳定运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小液压缸(8)一端通

过小液压缸铰座(12)和销轴与起重臂(11)铰接，另一端通过小液压缸推杆铰座(6)和销轴

与起重摇臂(5)铰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上高稳定运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座平台(35)上部开

有通孔，并通过连接轴与起重摇臂(5)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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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高稳定运输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海上运输装置，尤其是一种运维船靠岸登陆时提供稳定的平台，

方便工人由船登岛，对海岛上的设备进行日常维修和维护的海上运输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风能作为一种极具竞争力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在全世界广泛应用，尤其是海上风

力发电，由于海上的风能资源丰富，在海域进行风能发电噪声不会影响到人类、不会对环境

造成破坏等，因而海上风力发电发展迅速。但是由于海面天气多变，还时常伴有台风等灾害

性天气，这种极具破坏性的天气使得海上风电机组容易受到侵蚀和损坏；另外，海上风电机

组一般设置在海中央的岛屿上，受到海风、海面海浪和海底涌流的影响很大，这就需要工人

经常登岛进行设备维护和维修。但是海洋恶略的环境情况，较大的风浪往往影响维修工人

正常登岛进行机组维护。为此，需要设计一种海上高稳定运输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海上高稳定运输装置，在工人需要对风电机组进行日常维护和

维修时能够克服船体由于海浪而产生的晃动，保证工人在由船登岛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安全

性。

[0004]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5] 一种海上高稳定运输装置，包括底座支撑机构，底座机构，起重机构，载重平台稳

定机构，所述底座机构通过底座支撑机构中的底座支撑和脚支撑固定连接在船甲板上，底

座机构上面通过起重机构连接载重平台稳定机构；所述起重机构包括起重臂、大液压缸、起

重摇臂、小液压缸铰座、小液压缸，起重臂一端与起重臂铰座铰接，另一端与起重摇臂铰接，

起重臂铰座固定连接在底座机构的底座平台上，起重臂与底座平台之间铰接有大液压缸；

起重臂与起重摇臂之间铰接有小液压缸；所述起重摇臂前端通过载重平台稳定机构连接载

重平台；所述底座机构包括底座支撑、外圆框、半圆体、配重块、固定重块板、固定小球板、滚

动小球，所述外圆框固定连接在底座支撑上，外圆框与半圆体之间通过滚动小球及固定小

球板连接，半圆体放置在滚动小球上，外圆框底部通过固定重块板连接配重块；所述载重平

台稳定机构包括同步带轮、横梁、横梁支架、导轨、滑块、同步带、支座、伺服电机、伺服电机

支架、转轴，所述伺服电机通过伺服电机支架固定连接在支座上，支座与起重摇臂前端连

接，伺服电机的转轴上固定连接一个同步带轮，该同步带轮通过同步带连接安装在支座下

端转轴上的另一个同步带轮，同步带与载重平台相连接，横梁通过横梁支架固定在支座上，

横梁上固定连接导轨，导轨通过滑块连接载重平台，由同步带带动载重平台沿导轨上下运

动。

[0006] 进一步，所述配重块的柄部插入半圆体的孔中，固定重块板插入配重块柄部的方

形孔中，用六角头螺栓将固定重块板固定在半圆体的平面上。

[0007] 进一步，所述脚支撑通过紧固件将脚支撑和底座支撑连接在一起，并通过六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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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固定在底座平台上。

[0008] 进一步，所述大液压缸一端通过大液压缸推杆铰座和销轴与起重臂铰接，另一端

通过大液压缸铰座和销轴与底座平台铰接。

[0009] 进一步，所述小液压缸一端通过小液压缸铰座和销轴与起重臂铰接，另一端通过

小液压缸推杆铰座和销轴与起重摇臂铰接。

[0010] 进一步，所述支座平台上部开有通孔，并通过连接轴与起重摇臂固定连接。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2] 1本发明通过设计相应的补偿机构克服由于海浪造成的维运船各个方向的摇晃，

为维修工人提供一个稳定的运输平台，便于船上的工人平稳登陆到岛上，进行设备维护和

修理。

[0013] 2本发明结构简单，安装方便，可以快速便捷的安装在海上发电机组运维船上，为

运维船靠岸登陆时提供稳定的平台。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海上高稳定运输装置结构主视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的载重平台稳定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的载重平台稳定机构结构剖视图

[0017] 图4是载重平台稳定机构中转轴与同步带轮连接示意图；

[0018] 图5是载重平台稳定机构中转轴与支座连接结构剖视图；

[0019] 图6是本发明的底座机构剖视图；

[0020] 图7是本发明的底座机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2] 请参阅图1-7，本发明的海上高稳定运输装置，由底座支撑机构，底座机构，起重机

构，载重平台稳定机构组成。底座机构通过底座支撑机构固定在船甲板上，底座机构上面通

过起重机构连接载重平台稳定机构，重平台稳定机构上装有载重平台1。

[0023] 底座支撑机构中的脚支撑21通过六角头螺栓固定在船甲板上，并通过垫片53，螺

母54，双头螺柱55将脚支撑21和底座支撑23连接起来。起重机构包括起重臂铰座19、大液压

缸铰座17、大液压缸推杆铰座15、起重臂11、销轴14、大液压缸16、起重摇臂5、小液压缸推杆

铰座6、销轴7、小液压缸铰座12、销轴13、小液压缸8。

[0024] 起重臂铰座19通过六角头螺栓45固定在底座机构的底座平台20上，大液压缸铰座

17通过六角头螺栓44固定在底座平台20上，大液压缸推杆铰座15通过六角头螺栓9固定在

起重臂11上，销轴14连接大液压缸推杆铰座15和大液压缸16，起重摇臂5固定在起重臂11的

末端，小液压缸推杆铰座6通过六角头螺栓9固定在起重摇臂5上，销轴7固定小液压缸推杆

铰座6，小液压缸铰座12通过六角头螺栓9固定在起重臂11上，销轴13连接小液压缸铰座12

和小液压缸8。载重平台稳定机构上的载重平台1通过六角头螺栓32固定在同步带33上，同

步带轮24通过平键34过盈配合固定在转轴39上，横梁29通过横梁支架30与六角头螺栓32固

定在支座平台35上，导轨3通过六角头螺栓32固定在横梁29上，支座平台35上部开有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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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连接轴与起重摇臂5固定连接。

[0025] 底座机构包括底座支撑23，外圆框43，半圆体46，配重块22，固定重块板48，固定小

球板51，滚动小球52。外圆框43通过六角头螺栓固定在底座支撑23上，滚动小球52放入外圆

框43的孔中，用固定小球板51固定小球，固定小球板51用六角头螺栓49固定在外圆框43上，

半圆体50放置在滚动小球52上，配重块22的柄部插入半圆体50的孔中，固定重块板48插入

配重块22柄部的方形孔中，用六角头螺栓47将固定重块板48固定在半圆体50的平面上。海

浪摇晃补偿的原理是在外圆框43和半圆体46之间有18个可转动的滚动小球52，由六个有孔

的固定小球板51固定滚动小球52的位置，固定小球板51用来防止安装时滚动小球52滑落，

在半圆体46下方悬挂一个配重块22使半圆体46保持静止。当船体摇晃时支脚和外圆框43由

于固定在船板上会和船体一起产生摇晃运动，但中间的半圆体46由于与六排小球球面间点

接触，以此抵消海浪对船体造成的摇晃运动，使机构保持平稳。

[0026] 载重平台稳定机构包括同步带轮24，螺母25，弹簧挡圈26，垫圈27，螺柱28，横梁

29，横梁支架30，滑块31，六角头螺栓32，37，41，同步带33，平键34，支座35，伺服电机36，伺

服电机支架38，端盖42，深沟球轴承40，转轴39，伺服电机36放置在伺服电机支架38上，通过

六角头螺栓37将伺服电机支架38固定在支座平台35上，将同步带轮24通过平键34过盈配合

固定在伺服电机36转轴上，用螺母25，弹簧挡圈26，垫圈27，螺柱28将同步带轮24周向固定，

端盖42通过六角头螺栓41固定在支座平台35上，深沟球轴承40固定在转轴39上，转轴39轴

肩顶住深沟球轴承40内圈，端盖42顶住深沟球轴承40外圈，同步带轮24通过平键34过盈配

合固定在转轴39上，横梁29通过横梁支架30与六角头螺栓32固定在支座35上，导轨3通过六

角头螺栓32固定在横梁29上，滑块31放置在导轨3上。海浪升沉补偿的原理是通过伺服电机

36的正转和反转来带动同步带轮24的旋转，由同步带轮24带动与之啮合的同步带33运动，

带动固定在同步带33上的载重平台1，以此抵消海浪对船体造成的升沉运动。

[0027] 本装置可方便的安装在运维船上，在船摇晃摆动过程中通过补偿机构提供逆补

偿，克服海浪造成的船只前后方向的纵摇、左右方向的横摇和上下方向的垂荡，保证工人在

由船登岛过程中的平稳性和安全性，能够使维修人员在恶略的海洋环境中顺利完成海上风

电机组的定期检查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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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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