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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水头电站进水口事故快速闸门大型

油缸现场拆装方法，将油缸从闸门孔口吊出，在

坝面实现翻身放平，采用安全、高效、节约性的完

成事故快速闸门大型油缸的拆装工艺，克服高水

头电站拆装大型油缸检修工期长、工作量大、操

作难度和安全风险高，其有益效果主要体现在：

将油缸缸旁的有杆腔供油油管更换为带球阀的

高压软管，方便后续对油缸活塞杆的控制及油缸

吊装穿越油缸支撑架中心孔；在起吊前后，吊头

退轴和固定，确保油缸安全起吊，在起吊过程中

油缸活塞杆不会由于自重下滑，提高安全性；采

用翻身工装与油缸上端面和吊耳连接，配合门机

和汽吊实现翻身；采用将闸门快闭至全关位，在

油缸有杆腔内的油液最少时，更换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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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水头电站进水口事故快速闸门大型油缸现场拆装方法，其特征是，它包括如

下步骤：

步骤1，安装防护，在启闭机泵房孔口和事故快速闸门孔口位置搭设安全隔离围栏；在

门槽内上下通行的进人孔口安装护栏及防坠落设备；

步骤2，平台搭设，在油缸（6）吊头部位的检修平台（7）上搭设满搭检修平台（7）；

步骤3，通道清理，拆除油缸（6）起吊通道内进水口坝面泵房的孔口承重盖板、泵房内孔

口部位雨棚、泵房内闸门孔口盖板（5）；

步骤4，更换油管，更换油缸（6）缸旁的有杆腔供油油管，更换后的供油油管为带球阀的

高压软管；

步骤5，吊头退轴，将油缸活塞杆吊头（64）与闸门拉杆（9）的连接轴退出，使油缸（6）与

连接的事故闸门（10）有效分体；

步骤6，吊头固定，将收回的吊头固定在全缩位置，并外加硬质的固定部件对吊头进行

加固锁定；

步骤7，管路拆除，拆除油缸（6）与液压系统连接的所有管路；

步骤8，工装安装，在油缸（6）上端面安装临时的吊装及翻身工装；翻身工装结构为包括

法兰盘上部设置的两个耳板，销轴穿过耳板与吊耳（2）连接；

步骤9，油缸吊运，采用进水口坝面门机（1）对油缸（6）进行起吊，通过安装的翻身工装

与门机（1）的吊耳（2）连接，并保持门机（1）的吊耳（2）与油缸（6）处于垂直状态，将其吊出闸

门孔口，并置于汽车吊回转半径内；

步骤10，翻身放平，采用汽车吊配合门机（1）对油缸（6）进行翻身放平工作，将其放平后

置于非孔口部位，放置时下方垫好木方，并调整油缸（6）有杆腔通油孔的位置，使其处于正

下方，为后续排油做准备，同时做好防止油缸（6）翻滚措施；

步骤11，油缸排油，通过外接的高压软管的控制球阀对油缸（6）有杆腔内的油液进行排

空，排空后拆除外接的高压软管，安装零时堵板，并做好密封措施；

步骤12，装车返厂，油缸（6）内液压油排空后，使用门机（1）和汽车吊配合将其吊运到运

输的拖车上，并将其牢固的绑扎在车体上；

步骤13，油缸回装，当油缸（6）运输回现场后，按步骤4~步骤11倒序将油缸（6）吊装至工

作位置，并连接相应的管路；

步骤14，油缸联调，油缸（6）安装完成后，对油缸（6）进行全行程排气试验、系统压力试

验；

步骤15，防护拆除，当所有工作完成后，拆除前期搭设的安全防护，恢复至工作前的状

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水头电站进水口事故快速闸门大型油缸现场拆装方法，其

特征是：

在步骤4中，具体方法是将闸门快闭至全关位，此时油缸（6）内的活塞（61）与油缸下端

盖（62）贴合；关掉泵房内油缸有杆腔供油管（43）通油阀，松掉油缸缸旁的有杆腔供油管与

油缸连接法兰，排出管路中的油液，然后松掉缸旁油管管卡，拆除缸旁有杆腔供油管（43），

用带阀门的高压软管将泵房内有杆腔供油管和油缸下腔供油孔连接起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水头电站进水口事故快速闸门大型油缸现场拆装方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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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是：

在步骤5中，油缸活塞杆吊头（64）与闸门拉杆（9）连接轴退轴，具体方法是通过更换后

的高压油管与液压系统连接起来，从而控制油缸活塞杆（63），将闸门拉杆（9）提升至

EL.589m平台（7）上进行锁定，然后将油缸活塞杆吊头（64）与闸门拉杆（9）连接轴拆除，确保

油缸（6）与现场事故闸门（10）分体。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水头电站进水口事故快速闸门大型油缸现场拆装方法，其

特征是：

在步骤6中，通过接通的高压软管系统控制油缸活塞杆（63），将油缸活塞杆（63）收回到

零行程，关闭外接高压软管的球阀，通过钢丝绳或吊带将油缸活塞杆吊头（64）进行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水头电站进水口事故快速闸门大型油缸现场拆装方法，其

特征是：

在步骤7中，全关泵房内油缸无杆腔供油球阀、有杆腔供油球阀与油缸无杆腔补油球

阀，拆除泵房内与油缸相连接的无杆腔供油管（41）和补油管（42），解除软管与泵房内有杆

腔供油管路的连接，将高压软管通过钢丝绳悬挂在油缸下端盖上，后期通过吊装油缸时将

其一起掉出闸门孔口。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水头电站进水口事故快速闸门大型油缸现场拆装方法，其

特征是：

在步骤8中，其方法是拆除油缸开度仪（44），通过开度仪的中心孔安装吊具将油缸上端

盖拆除；将翻身工装的法兰盘与油缸上端部位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水头电站进水口事故快速闸门大型油缸现场拆装方法，其

特征是：

在步骤9中，使用进水口坝面门机对油缸进行起吊，通过安装的翻身工装的法兰盘与门

机吊耳（2）连接，并保持门机吊耳（2）与油缸（6）处于垂直状态，将其吊出泵房孔口，使油缸

底部最低点比坝面高约0.5米及以上，然后平稳的将其移动到空旷位置，并处于汽车吊回转

半径内。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水头电站进水口事故快速闸门大型油缸现场拆装方法，其

特征是：

在步骤11中，在排油前应设置好排油所需的零时中转池，油缸内的油液通过外接高压

软管控制其球阀将油液进行防空至中转池内，然后通过抽油小车将其抽放至专门的油桶

内，然后对其进行集中处理。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水头电站进水口事故快速闸门大型油缸现场拆装方法，其

特征是：

在步骤14中，油缸安装完成后，对油缸进行三次全行程排气试验，具体做法是在启门过

程中，在油缸开度仪的顶部外接一根测压软管，用于排出油缸无杆腔内的空气，油缸有杆腔

内的气体，则通过闭门随液压油流回油箱后再排出油箱外，实现对油缸内部的有效排气；系

统压力试验及整定，主要是对液压系统及油缸的各种压力继电器进行调试，确保压力继电

器发讯正确无误，实现对液压系统的有效保护，确保油缸运行平稳无振动，液压系统运行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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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头电站进水口事故快速闸门大型油缸现场拆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电站闸门拆装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高水头电站进水口事故快速闸门

大型油缸现场拆装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高水头电站在其引水发电系统的取水口处均设置有进水口事故快速闸门，水轮发

电机组发生飞逸事故和引水管破裂事故时，快速关闭截断水流，保护电站机组或引水钢管，

从而保障电站厂房及设备的安全运行；为保证事故快速闸门能在短时间内快速闭门，一般

采用液压启闭机结构形式进行启闭控制，所以事故快速闸门的安全稳定运行直接关系到发

电厂及电站的安全和受益。

[0003] 例如，溪洛渡电站进水口事故快速闸门自2013年接管至今，已运行8年之久，部分

金属结构及附件已到了设备的检修周期，加之液压启闭机的油缸常年浸泡在水里，可能导

致部分防腐涂料发生脱落，同时油缸及附件的橡胶密封件使用年限一般不超过8年；因此，

对进水口事故快速闸门的液压启闭机油缸进行整体检修是电站维护人员亟待解决的问题。

[0004] 由于其进水口液压启闭机油缸属于大型油缸，其外形尺寸为Φ0.99m×15.9m，空

缸重量为54.8t（含油总重59.8t）；油缸采用竖式安装于606米高程，尾部球面支承，以消除

启闭机和闸门的制造和安装误差对油缸运行的不利影响。液压缸的有杆腔和无杆腔均留有

富余行程，以适应土建以及闸门吊耳制造以及安装可能存在的误差，保证闸门能严密关闭；

油缸下端活塞杆吊头与拉杆相连。受电站进水口事故快速闸门布置空间限制，液压启闭机

油缸不具备现场拆解检修条件，油缸必须从现有工位吊装至进水口坝顶610米高程再进行

检修或者返厂检修，工期长，工作量大，操作难度和安全风险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高水头电站进水口事故快速闸门大型油

缸现场拆装方法, 能缩短工期，减少设备拆装工作量及施工操作难度，降低作业安全风险。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高水头电站进水口事故

快速闸门大型油缸现场拆装方法，它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安装防护，在启闭机泵房孔口和事故快速闸门孔口位置搭设安全隔离围

栏；在门槽内上下通行的进人孔口安装护栏及防坠落设备；

步骤2，平台搭设，在油缸吊头部位的检修平台上搭设满搭检修平台；

步骤3，通道清理，拆除油缸起吊通道内进水口坝面泵房的孔口承重盖板、泵房内

孔口部位雨棚、泵房内闸门孔口盖板；

步骤4，更换油管，更换油缸缸旁的有杆腔供油油管，更换后的供油油管为带球阀

的高压软管；

步骤5，吊头退轴，将油缸活塞杆吊头与闸门拉杆的连接轴退出，使油缸与连接的

事故闸门有效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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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吊头固定，将收回的吊头固定在全缩位置，并外加硬质的固定部件对吊头

进行加固锁定；

步骤7，管路拆除，拆除油缸与液压系统连接的所有管路；

步骤8，工装安装，在油缸上端面安装临时的吊装及翻身工装；翻身工装结构为包

括法兰盘上部设置的两个耳板，销轴穿过耳板与吊耳连接；

步骤9，油缸吊运，采用进水口坝面门机对油缸进行起吊，通过安装的翻身工装与

门机的吊耳连接，并保持门机的吊耳与油缸处于垂直状态，将其吊出闸门孔口，并置于汽车

吊回转半径内；

步骤10，翻身放平，采用汽车吊配合门机对油缸进行翻身放平工作，将其放平后置

于非孔口部位，放置时下方垫好木方，并调整油缸有杆腔通油孔的位置，使其处于正下方，

为后续排油做准备，同时做好防止油缸翻滚措施；

步骤11，油缸排油，通过外接的高压软管的控制球阀对油缸有杆腔内的油液进行

排空，排空后拆除外接的高压软管，安装零时堵板，并做好密封措施；

步骤12，装车返厂，油缸内液压油排空后，使用门机和汽车吊配合将其吊运到运输

的拖车上，并将其牢固的绑扎在车体上；

步骤13，油缸回装，当油缸运输回现场后，按步骤4~步骤11倒序将油缸吊装至工作

位置，并连接相应的管路；

步骤14，油缸联调，油缸安装完成后，对油缸进行全行程排气试验、系统压力试验；

步骤15，防护拆除，当所有工作完成后，拆除前期搭设的安全防护，恢复至工作前

的状态。

[0007] 在步骤4中，具体方法是将闸门快闭至全关位，此时油缸内的活塞与油缸下端盖贴

合；关掉泵房内油缸有杆腔供油管通油阀，松掉油缸缸旁的有杆腔供油管与油缸连接法兰，

排出管路中的油液，然后松掉缸旁油管管卡，拆除缸旁有杆腔供油管，用带阀门的高压软管

将泵房内有杆腔供油管和油缸下腔供油孔连接起来。

[0008] 在步骤5中，油缸活塞杆吊头与闸门拉杆连接轴退轴，具体方法是通过更换后的高

压油管与液压系统连接起来，从而控制油缸活塞杆，将闸门拉杆提升至EL.589m平台上进行

锁定，然后将油缸活塞杆吊头与闸门拉杆连接轴拆除，确保油缸与现场事故闸门分体。

[0009] 在步骤6中，通过接通的高压软管系统控制油缸活塞杆，将油缸活塞杆收回到零行

程，关闭外接高压软管的球阀，通过钢丝绳或吊带将油缸活塞杆吊头进行固定。

[0010] 在步骤7中，全关泵房内油缸无杆腔供油球阀、有杆腔供油球阀与油缸无杆腔补油

球阀，拆除泵房内与油缸相连接的无杆腔供油管和补油管，解除软管与泵房内有杆腔供油

管路的连接，将高压软管通过钢丝绳悬挂在油缸下端盖上，后期通过吊装油缸时将其一起

掉出闸门孔口。

[0011] 在步骤8中，其方法是拆除油缸开度仪，通过开度仪的中心孔安装吊具将油缸上端

盖拆除；将翻身工装的法兰盘与油缸上端部位连接。

[0012] 在步骤9中，使用进水口坝面门机对油缸进行起吊，通过安装的翻身工装的法兰盘

与门机吊耳连接，并保持门机吊耳与油缸处于垂直状态，将其吊出泵房孔口，使油缸底部最

低点比坝面高约0.5米及以上，然后平稳的将其移动到空旷位置，并处于汽车吊回转半径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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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在步骤11中，在排油前应设置好排油所需的零时中转池，油缸内的油液通过外接

高压软管控制其球阀将油液进行防空至中转池内，然后通过抽油小车将其抽放至专门的油

桶内，然后对其进行集中处理。

[0014] 在步骤14中，油缸安装完成后，对油缸进行三次全行程排气试验，具体做法是在启

门过程中，在油缸开度仪的顶部外接一根测压软管，用于排出油缸无杆腔内的空气，油缸有

杆腔内的气体，则通过闭门随液压油流回油箱后再排出油箱外，实现对油缸内部的有效排

气；系统压力试验及整定，主要是对液压系统及油缸的各种压力继电器进行调试，确保压力

继电器发讯正确无误，实现对液压系统的有效保护，确保油缸运行平稳无振动，液压系统运

行正常。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主要体现在：

将油缸缸旁的有杆腔供油油管更换为带球阀的高压软管，方便后续对油缸活塞杆

的控制及油缸吊装穿越油缸支撑架中心孔；

在起吊前后，吊头退轴和固定，确保油缸安全起吊，在起吊过程中油缸活塞杆不会

由于自重下滑，提高安全性；

采用翻身工装与油缸上端面和吊耳连接，配合门机和汽吊实现翻身；

采用将闸门快闭至全关位，在油缸有杆腔内的油液最少时，更换油管。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液压泵站平面布置图。

[0018] 图3为图2的A‑A处剖视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门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油缸吊装出泵房孔口的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油缸现场翻身的示意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翻身工装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为图7的俯视示意图。

[0024] 图9为本发明油缸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门机1，吊耳2，泵房孔口盖板3，液压泵站4，无杆腔供油管41，补油管42，有杆

腔供油管43，油缸开度仪44，闸门孔口盖板5，油缸6，活塞61，油缸下端盖62，油缸活塞杆63，

油缸活塞杆吊头64，平台7，悬挑平台8，闸门拉杆9，事故闸门10。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如图1~图9中，一种高水头电站进水口事故快速闸门大型油缸现场拆装方法，它包

括如下步骤：

步骤1，安装防护，在启闭机泵房孔口和事故快速闸门孔口位置搭设安全隔离围

栏；在门槽内上下通行的进人孔口安装护栏及防坠落设备；其目的在于实现对检修区域内

临边区域的有效保护。

[0027] 优选地，步骤1中，是在EL.610平台启闭机泵房孔口及EL.606泵房内闸门孔口和人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13463583 A

6



员通行孔口搭设专门的防护隔离围栏。

[0028] 步骤2，平台搭设，在油缸6吊头部位的检修平台7上搭设满搭检修平台7；其目的在

于确保检修区域安全。

[0029] 优选地，是在闸门孔口内EL.577悬挑平台8上搭设供检修人员工作的作业平台，该

平台可有效将闸门孔口部位镂空部位全部遮盖。

[0030] 步骤3，通道清理，拆除油缸6起吊通道内进水口坝面泵房的孔口承重盖板、泵房内

孔口部位雨棚、泵房内闸门孔口盖板5；其目的在于通过门机1上的吊耳2拆除起吊通道内的

干涉的设备。

[0031] 步骤4，更换油管，更换油缸6缸旁的有杆腔供油油管，更换后的供油油管为带球阀

的高压软管；其目的在于，有杆腔供油油管在起吊过程中，无法穿越油缸支撑架中心孔，需

要对其进行拆除，同时考虑到油缸吊头退轴后还需要将活塞杆提升至全缩状态，并将其锁

定在此位置，此时油缸有杆腔内充满了液压油，待吊装时需要将其与液压系统油管解除连

接，所以需要将缸旁供油管进行拆除并更换为带球阀的高压软管，从而方便后续对油缸活

塞杆的控制及油缸吊装穿越油缸支撑架中心孔。

[0032] 步骤5，吊头退轴，将油缸活塞杆吊头64与闸门拉杆9的连接轴退出，使油缸6与连

接的事故闸门10有效分体；其目的在于确保油缸安全起吊。

[0033] 步骤6，吊头固定，将收回的吊头固定在全缩位置，并外加硬质的固定部件对吊头

进行加固锁定；其目的在于确保油缸在起吊过程中油缸活塞杆不会由于自重下滑。

[0034] 步骤7，管路拆除，拆除油缸6与液压系统连接的所有管路；其目的在于确保油缸起

吊过程中无牵挂物。

[0035] 步骤8，工装安装，在油缸6上端面安装临时的吊装及翻身工装；翻身工装结构为包

括法兰盘上部设置的两个耳板，销轴穿过耳板与吊耳2连接；其目的在于由于快速门油缸与

机架采用端部球面法兰悬垂支撑，所以油缸外壁与机架间隙非常小，无法在油缸外壁安装

吊装所需的吊点，以满足后期油缸的吊运及翻身工作。

[0036] 步骤9，油缸吊运，采用进水口坝面门机1对油缸6进行起吊，通过安装的翻身工装

与门机1的吊耳2连接，并保持门机1的吊耳2与油缸6处于垂直状态，将其吊出闸门孔口，并

置于汽车吊回转半径内；

步骤10，翻身放平，采用汽车吊配合门机1对油缸6进行翻身放平工作，将其放平后

置于非孔口部位，放置时下方垫好木方，并调整油缸6有杆腔通油孔的位置，使其处于正下

方，为后续排油做准备，同时做好防止油缸6翻滚措施；

步骤11，油缸排油，通过外接的高压软管的控制球阀对油缸6有杆腔内的油液进行

排空，排空后拆除外接的高压软管，安装零时堵板，并做好密封措施；其目的在于防止空气

和雨水进入油缸内部。

[0037] 步骤12，装车返厂，油缸6内液压油排空后，使用门机1和汽车吊配合将其吊运到运

输的拖车上，并将其牢固的绑扎在车体上；其目的在于防止侧翻和滑动。

[0038] 步骤13，油缸回装，当油缸6运输回现场后，按步骤4~步骤11倒序将油缸6吊装至工

作位置，并连接相应的管路；

步骤14，油缸联调，油缸6安装完成后，对油缸6进行全行程排气试验、系统压力试

验；其目的在于确保油缸运行平稳无振动，系统各报警值设置正确，系统压力值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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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步骤15，防护拆除，当所有工作完成后，拆除前期搭设的安全防护，恢复至工作前

的状态。

[0040] 在步骤4中，具体方法是将闸门快闭至全关位，此时油缸6内的活塞61与油缸下端

盖62贴合；关掉泵房内油缸有杆腔供油管43通油阀，松掉油缸缸旁的有杆腔供油管与油缸

连接法兰，排出管路中的油液，然后松掉缸旁油管管卡，拆除缸旁有杆腔供油管43，用带阀

门的高压软管将泵房内有杆腔供油管和油缸下腔供油孔连接起来。

[0041] 在步骤5中，油缸活塞杆吊头64与闸门拉杆9连接轴退轴，具体方法是通过更换后

的高压油管与液压系统连接起来，从而控制油缸活塞杆63，将闸门拉杆9提升至EL.589m平

台7上进行锁定，然后将油缸活塞杆吊头64与闸门拉杆9连接轴拆除，确保油缸6与现场事故

闸门10分体。

[0042] 在步骤6中，通过接通的高压软管系统控制油缸活塞杆63，将油缸活塞杆63收回到

零行程，关闭外接高压软管的球阀，通过钢丝绳或吊带将油缸活塞杆吊头64进行固定。

[0043] 在步骤7中，全关泵房内油缸无杆腔供油球阀、有杆腔供油球阀与油缸无杆腔补油

球阀，拆除泵房内与油缸相连接的无杆腔供油管41和补油管42，解除软管与泵房内有杆腔

供油管路的连接，将高压软管通过钢丝绳悬挂在油缸下端盖上，后期通过吊装油缸时将其

一起掉出闸门孔口。

[0044] 在步骤8中，其方法是拆除油缸开度仪44，通过开度仪的中心孔安装吊具将油缸上

端盖拆除；将翻身工装的法兰盘与油缸上端部位连接。

[0045] 在步骤9中，使用进水口坝面门机对油缸进行起吊，通过安装的翻身工装的法兰盘

与门机吊耳2连接，并保持门机吊耳2与油缸6处于垂直状态，将其吊出泵房孔口，使油缸底

部最低点比坝面高约0.5米及以上，然后平稳的将其移动到空旷位置，并处于汽车吊回转半

径内。

[0046] 在步骤11中，在排油前应设置好排油所需的零时中转池，油缸内的油液通过外接

高压软管控制其球阀将油液进行防空至中转池内，然后通过抽油小车将其抽放至专门的油

桶内，然后对其进行集中处理。

[0047] 在步骤14中，油缸安装完成后，对油缸进行三次全行程排气试验，具体做法是在启

门过程中，在油缸开度仪的顶部外接一根测压软管，用于排出油缸无杆腔内的空气，油缸有

杆腔内的气体，则通过闭门随液压油流回油箱后再排出油箱外，实现对油缸内部的有效排

气；系统压力试验及整定，主要是对液压系统及油缸的各种压力继电器进行调试，确保压力

继电器发讯正确无误，实现对液压系统的有效保护，确保油缸运行平稳无振动，液压系统运

行正常。

[0048] 上述的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优选技术方案，而不应视为对于本发明的限制，本申

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在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相互任意组合。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应以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包括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中技术特征的等同替换方

案为保护范围。即在此范围内的等同替换改进，也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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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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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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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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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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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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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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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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