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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新型工程机械抢修平台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新型工程机械抢修平
台，
包括组合式吊装设备和翻转结构；
组合式吊
装设备包括立柱、横梁、开设有通槽的钢板和手
动葫芦和上下调节机构；
立柱由至少两个立柱块
固定连接组成，
立柱的下端的立柱块下安装有车
轮；
横梁由多个横梁块固定连接组成；
钢板下安
装的车轮组成滑车，
多个滑车连接并按照通槽水
平于与横梁的方向布置组成左右滑道，
立柱下端
的车轮位于左右滑道的通槽内，
多个钢板连接并
按照垂直于横梁的方向布置组成前后滑道，
左右
滑道下端的车轮位于前后滑道的通槽内；
翻转结
构的翻转架体的下部安装有车轮，
车轮放置在钢
板的通槽内。可自动限位固定 ，
是安全性、可靠
性、
通用性和便携性于一体的多功能抢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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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新型工程机械抢修平台，
包括组合式吊装设备和翻转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
组合式吊装设备包括立柱(1)、
横梁(5)、
开设有通槽的钢板(10)和手动葫芦(9)和上下调节
机构；
所述的立柱(1)由至少两个立柱块固定连接组成，
所述的立柱块上下两个端面均开设
有凹槽，
上下两个端面有凸沿，
凸沿上开设有用于安装螺栓的孔，
立柱块上开设有方形孔；
所述的立柱的下端的立柱块下安装有车轮；
所述的横梁(5)由多个横梁块固定连接组成，
所
述的横梁块上开设有孔；
所述的钢板(10)下安装的车轮组成滑车，
多个滑车连接并按照通
槽水平于与横梁(5)的方向布置组成左右滑道(2) ，
立柱下端的车轮位于左右滑道(2)的通
槽内，
多个钢板(10)连接并按照垂直于横梁(5)的方向布置组成前后滑道(3) ，
左右滑道(2)
下端的车轮位于前后滑道(3)的通槽内；
所述的上下调节机构包括拉钩(6)和开设有通孔的
拉杆(8) ，
拉钩和拉杆通过拉绳(4)连接，
所述的拉绳放置在立柱块上端的凹槽内，
拉钩位于
横梁的通孔内，
拉杆插入立柱块的方形孔内，
拉杆(8)的通孔内放置长度大与立柱块方形孔
的高度的挡块(7) ，
所述的手动葫芦(9)通过弯钩挂在横梁上，
所述的翻转结构包括翻转架
体(14)、
设置在翻转架体内的涡轮蜗杆减速机(13)和通过连接板(11)安装在翻转架体(14)
上的悬臂(12)，
所述的翻转架体的下部安装有车轮，
所述的车轮放置在钢板(10)的通槽内。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工程机械抢修平台，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钢板(10)的侧
面有凸块，
凸块上开设有安装孔。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工程机械抢修平台，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横梁(5)的横
截面为长方形，
立柱块的方形孔为长方形孔，
横梁(5)的横截面积小与长方形孔的大小，
所
述的手动葫芦(9)通过弯钩挂在横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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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工程机械抢修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工程机械保障设备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新型工程机械抢修平台。
背景技术
[0002] 如GJW111型挖掘机、
GJT112型推土机、
GJZ112型装载机等“三高”机械进入了中修
或是大修期，
抢修作业过程中，
机械发动机、
液力变矩器、变速箱等总成部件的拆装是必不
可少的，
更是极为重要的环节，
常规操作时比较困难。
目前，
工程装备在日常维修保障中主
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维修机具通用性差，
对发动机大修并检修液力变矩器、变速箱，
工程车辆的高度和发动机的安装位置和种类有四十几种，
都不相同，
现有的工程机械抢修
平台也互不通用，
无论是演习任务，
还是野外驻训携带及展开都非常不便。二是保障要素要
求全，
与各种抢修任务不相适应，
平时装备抢救抢修训练，
即使在有电源的前提下，
不但要
保障吊车，
还要保障针对各种型号发动机、变矩器等总成部件都要适用的专用抢修机具设
备，
而且这些保障要素还需要相互依托、相互辅助、相互服务，
否则，
抢救抢修训练任务很难
完成。三是维修作业危险性大，
通过调研及平时维修工作实践，
在工程装备大中修拆装总成
部件时，
经常需要动用大型机具设备，
如频繁使用吊装设备搬运，
对总成部件进行翻转，
另
外，
作业时根据维修作业需要，
人还要经常在大型装备或零部件底部作业，
在这些过程中都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装备抢救抢修实效性、
可靠性要求又极高，
否则会在抢救抢修过程中
发生磕伤碰伤。
因此，
有必要研发操作简便、
安全系数高的工程装备抢修平台。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新型工程机械抢修平台，
可有效解决各种工程装备
不同条件下抢救抢修对多种机具设备的依赖，用于对工程装备各大总成部件的吊装与翻
转，
并可自动限位固定，
是安全性、
可靠性、
通用性和便携性于一体的多功能抢修平台，
实际
使用价值大。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新型工程机械抢修平台，
包括组合式吊装设备和翻转结构；
所述的组合式吊
装设备包括立柱1、横梁5、开设有通槽的钢板10和手动葫芦9和上下调节机构；
所述的立柱
1，
由至少两个立柱块固定连接组成，
所述的立柱块上下两个端面均开设有凹槽，
上下两个
端面有凸沿，
凸沿上开设有用于安装螺栓的孔，
立柱块上开设有方形孔；
所述的立柱的下端
的立柱块下安装有车轮；
所述的横梁5，
由多个横梁块固定连接组成，
所述的横梁块上开设
有孔；
所述的钢板10下安装的车轮组成滑车，
多个滑车连接并按照通槽水平于与横梁5的方
向布置组成左右滑道2，
立柱下端的车轮位于左右滑道2的通槽内，
多个钢板10连接并按照
垂直于横梁5的方向布置组成前后滑道3，
左右滑道2下端的车轮位于前后滑道3的通槽内；
所述的上下调节机构包括拉钩6和开设有通孔的拉杆8，
拉钩和拉杆通过拉绳4连接，
所述的
拉绳放置在立柱块上端的凹槽内，
拉钩位于横梁的通孔内，
拉杆插入立柱块的方形孔内，
拉
杆8的通孔内放置长度大与立柱块方形孔的高度的挡块7，
所述的手动葫芦9通过弯钩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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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梁上，
所述的翻转结构包括翻转架体14、
设置在翻转架体内的涡轮蜗杆减速机13和通过
连接板11安装在翻转架体14上的悬臂12，
所述的翻转架体的下部安装有车轮，
所述的车轮
放置在钢板10的通槽内。
[0006] 作为本实用新型更优的技术方案：
所述的钢板10的侧面有凸块，
凸块上开设有安
装孔。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更优的技术方案：
所述的横梁4的横截面为长方形，
立柱块的方形
孔为长方形孔，
横梁4的横截面积小与长方形孔的的大小，
所述的手动葫芦9通过弯钩挂在
横梁上。
[000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09] 1、
翻转结构和吊装设备的工作区域铺装有同样规格的带有通槽的钢板，
解决了现
有技术中的抢修平台的通用性差的技术问题，
并且安装位置固定精确。
[0010] 2、
在不拆装设备的情况系实现了前后左右上下六个方向上的调节，
节省了作业时
间，
提高了工作效率，
为工程维修的快速安全的需求提供了保障。
[0011] 3、
组成设备的零部件通用性高，
前后左右调节使用相同大小和结构完全相同的零
部件，
立柱和横梁均有相同的单元连接组成，
使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吊装设备具有安装拆卸
方便的优点。
[0012] 综上所述：
本实用新型具有装备抢救抢修实效性和可靠性高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上下调节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钢板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7] 如图1至3所示，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新型工程机械抢修平台，
包括组合式吊装设
备和翻转结构；
所述的组合式吊装设备包括立柱1、
横梁5、
开设有通槽的钢板10和手动葫芦
9和上下调节机构；
所述的立柱1，
由至少两个立柱块固定连接组成，
所述的立柱块上下两个
端面均开设有凹槽，
上下两个端面有凸沿，
凸沿上开设有用于安装螺栓的孔，
立柱块上开设
有方形孔；
所述的立柱的下端的立柱块下安装有车轮；
所述的横梁5，
由多个横梁块固定连
接组成，
所述的横梁块上开设有孔；
所述的钢板10下安装的车轮组成滑车，
多个滑车连接并
按照通槽水平于与横梁5的方向布置组成左右滑道2，
立柱下端的车轮位于左右滑道2的通
槽内，
多个钢板10连接并按照垂直于横梁5的方向布置组成前后滑道3，
左右滑道2下端的车
轮位于前后滑道3的通槽内；
所述的上下调节机构包括拉钩6和开设有通孔的拉杆8，
拉钩和
拉杆通过拉绳4连接，
所述的拉绳放置在立柱块上端的凹槽内，
拉钩位于横梁的通孔内，
拉
杆插入立柱块的方形孔内，
拉杆8的通孔内放置长度大与立柱块方形孔的高度的挡块7，
所
述的手动葫芦9通过弯钩挂在横梁上，
所述的翻转结构包括翻转架体14、
设置在翻转架体内
的涡轮蜗杆减速机13和通过连接板11安装在翻转架体14上的悬臂12，
所述的翻转架体的下
部安装有车轮，
所述的车轮放置在钢板10的通槽内。所述的钢板10的侧面有凸块，
凸块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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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安装孔。所述的横梁4的横截面为长方形，
立柱块的方形孔为长方形孔，
横梁4的横截面
积小与长方形孔的的大小，
所述的手动葫芦9通过弯钩挂在横梁上。
[0018]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过程如下：
将一个立柱块的低端安装上车轮，
顶端上的凸沿与
另一个立柱块的凸沿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进而组装成立柱1，
多车滑车首尾连接拼装成左右
滑道2，
将多个钢板10拼装成前后滑道3，
将左右滑道2放置在前后滑道3上，
两个钢板10侧面
的凸块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将左右滑道下方的车轮放置于前后滑道2的通槽内，
立柱1下端
的车轮放置于左右滑道2内，
根据工程机械的实际大小选择合适数量的滑车和钢板10。横梁
块用螺栓固定连接成横梁5，
根据所需要的吊装高度将拉钩6吊装在横梁5的通孔内，
拉绳4
放置于立柱块的凹槽内，
拉杆8伸入到立柱块的方形孔中，
将横梁5深入到立柱块的方形孔
中，
挡块7放置在拉杆8的孔内阻挡拉杆8从方形孔内脱落，
连接完成后的吊装设备可以通过
上下调整机构实现横梁5的上下方向上的移动，
通过多个滑车的拼装成左右滑道2实现在不
拆装的情况下立柱的左右方向上的移动，
通过多个钢板10拼装成前后滑道，
两个钢板10之
间通过凸块固定连接，
实现了立柱1前后方向上的移动，
根据待维修机械的情况将翻转结构
放置于吊装设备的横梁下方的前后滑道3上，
还可根据维修机械的高度将翻转结构放置于
左右滑道2上，
左右滑道2放置于前后滑道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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