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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汽轮发电机转子槽楔装配设

备，涉及汽轮发电机装配工艺技术领域，包括安

装在地面的基础部分和液压系统，所述基础部分

上安装有支撑部分，所述支撑部分上安装有悬

臂，所述液压系统包括液压缸，所述液压缸安装

于悬臂腹板上。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汽轮发电机转

子槽楔装配设备，与原有技术相比，采用本发明

所述技术方案，可以明显增强设备的整体刚度，

提高设备装配精度，从而有效提高汽轮发电机转

子槽楔的装配效率，提升装配质量，降低劳动者

工作强度，降低生产成本。解除了现有技术中的

安全隐患，也使得槽楔装配更加安全环保，节能

降耗。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4页

CN 108418356 B

2021.01.29

CN
 1
08
41
83
56
 B



1.汽轮发电机转子槽楔装配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安装在地面的基础部分(1)和液压

系统，所述基础部分(1)上安装有支撑部分(2)，所述支撑部分(2)上安装有悬臂(3)，所述液

压系统包括液压缸(4)，所述液压缸(4)安装于悬臂腹板上；

所述悬臂腹板的挠度满足

悬臂腹板的转角θ满足

其中，P为两液压缸(4)的合力，L为支撑点到梁中心距离，E为弹性模量，I为惯性矩；

所述支撑部分(2)包括主支撑板(7)、设置于主支撑板(7)上方的侧板(8)和设置于主支

撑板(7)下方的底板(12)，所述底板(12)与基础部分(1)结构配合，所述主支撑板(7)与侧板

(8)之间存在夹角，所述夹角为钝角；

所述支撑部分(2)上设置有加强结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轮发电机转子槽楔装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础部分(1)

的上表面与地面平齐，所述基础部分(1)通过预埋的地脚螺栓固定设备。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轮发电机转子槽楔装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部分(2)

为封闭式结构。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汽轮发电机转子槽楔装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悬臂(3)安装

在侧板(8)的下表面上。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轮发电机转子槽楔装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悬臂(3)下方

设置有至少三组液压缸安装孔。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汽轮发电机转子槽楔装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缸(4)安

装在液压缸座上，所述液压缸座为悬挂式可移动结构，所述液压缸座通过液压缸安装孔固

定在悬臂(3)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轮发电机转子槽楔装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缸(4)的

活塞杆前端安装有接杆(5)，所述接杆为外螺纹接杆。

8.如权利要求1至7任一所述的汽轮发电机转子槽楔装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

系统包括液压泵、油箱、换向阀和溢流阀、调速阀、液压管路，所述换向阀为手动换向阀，所

述液压管路为耐高压油管。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8418356 B

2



汽轮发电机转子槽楔装配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提供了汽轮发电机转子槽楔装配设备，涉及汽轮发电机装配工艺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空内冷汽轮发电机的转子槽楔采用LY12-CZ、Q235等材料，为长度240-420mm的楔

形结构，主要作用是固定转子线圈位置，防止线圈发生变形跟位移，槽楔装配工序是汽轮发

电机装配中的关键工序。

[0003] 每台汽轮发电机需转子槽楔200-300根不等，工艺标准要求很高，槽楔与转子槽配

研时单位面积接触面需达3/4，哑壳声不得超过槽楔全长1/10，且两端必须楔紧。这就使槽

楔装配不仅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而且对装配质量要求很高。

[0004] 如果槽楔安装过松就起不到固定转子线圈的作用，转子高速旋转时槽楔也会与转

子本体发生磕碰产生异响，而且容易损坏转子线圈，发生电机短路。现有装配工艺中，由于

现有设备整体刚度不足，造成设备运行过程中液压缸严重失压，安装的槽楔质量无法满足

工艺要求。

[0005] 由于槽楔安装时受力较大，造成设备支撑裂痕严重，在工作中抖动严重，极易发生

危险并大大提高了操作难度。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发明提供了汽轮发电机转子槽楔装配设备，该装配设备结

构合理，既能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安全隐患，又能严格按照工艺要求来使用。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汽轮发电机转子槽楔装配设备，包括安装在地面的基础

部分和液压系统，所述基础部分上安装有支撑部分，所述支撑部分上安装有悬臂，所述液压

系统包括液压缸，所述液压缸安装于悬臂腹板上。

[0008] 本发明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基础部分的上表面与地面平齐，所述基础部分通过

预埋的地脚螺栓固定设备。

[0009] 本发明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支撑部分为封闭式结构。

[0010] 本发明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支撑部分包括主支撑板、设置于主支撑板上方的侧

板和设置于主支撑板下方的底板，所述底板与基础部分结构配合，所述主支撑板与侧板之

间存在夹角，所述夹角为钝角。

[0011] 本发明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悬臂安装在侧板的下表面上。

[0012] 本发明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支撑部分上设置有加强结构。

[0013] 本发明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悬臂下方设置有至少三组液压缸安装孔。

[0014] 本发明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液压缸安装在液压缸座上，所述液压缸座为悬挂式

可移动结构，所述液压缸座通过液压缸安装孔固定在悬臂上。

[0015] 本发明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液压缸的活塞杆前端安装有接杆，所述接杆为外螺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08418356 B

3



纹接杆。

[0016] 本发明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液压系统包括液压泵、油箱、换向阀和溢流阀、调速

阀、液压管路，所述换向阀为手动换向阀，所述液压管路为耐高压油管。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汽轮发电机转子槽楔装配设备，与原有

技术相比，采用本发明所述技术方案，可以明显增强设备的整体刚度，提高设备装配精度，

从而有效提高汽轮发电机转子槽楔的装配效率，提升装配质量，降低劳动者工作强度，降低

生产成本。解除了现有技术中的安全隐患，也使得槽楔装配更加安全环保，节能降耗。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汽轮发电机转子槽楔装配设备机械部分结构主视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汽轮发电机转子槽楔装配设备机械部分结构立体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支撑部分侧视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支撑部分主视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液压缸座的俯视示意图；

[0023] 图6是本发明液压缸座的主视示意图；

[0024] 图7是本发明的液压原理示意图。

[0025] 其中，1、基础部分；2支撑部分、；3、悬臂；4、液压缸；5、接杆；6、加强筋；7、主支撑

板；8、侧板；9、防护板；10、筋板；11、前支撑；12、底板；13、后支撑。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介绍。

[0027] 同时，由于下文所述的只是部分实施例，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

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28] 设备整体采用封闭式结构，由地下基础部分1、地上支撑部分2、悬臂3及液压系统

组成。其中支撑部分2通过螺栓安装于基础部分1，悬臂3通过螺栓固定于支撑部分2，工作用

液压缸4安装于高强度的焊接的悬臂腹板上，其余液压元器件放置于设备后面。工作时行车

吊装待装配转子落于可移动推车上，人工推至转子槽楔装配设备工位处。在转子槽中预放

转子槽楔，通过操作液压系统中换向阀控制液压缸4进行槽楔装配。

[0029] 基础部分1支撑整个地上工作部分，主要由两块Q235钢板构成，基础部分1位于地

面以下，通过预埋八根地脚螺栓来固定设备，基础部分1上表面与地面平齐。

[0030] 支撑部分2整体采用封闭式结构。主体采用钢板焊接结构，主支撑板与侧板夹角

135°，便于槽楔安装，前后支撑及各种加强筋用来提高整体强度。安装时通过调整底板12与

基础部分1之间的间隙及位置来保证两支撑位于同一立体平面上。为增强主支撑与侧板的

强度同时保证其焊接性能，材料选用Q345。支撑部分2的结构能够很好的保证设备的整体刚

度，从而避免工作部位出现裂痕、抖动等情况。

[0031] 悬臂3由Q345钢板按照尺寸断续焊接而成，总长5700mm。为满足不同系列汽轮发电

机转子槽楔的装配要求，悬臂3下方钻有六排孔用来安装液压缸4，通过改变液压缸4的安装

位置来实现不同产品槽楔的安装。根据悬臂3结构及设备整体受力情况，焊接的悬臂腹板上

切应力需要进行校核 ,根据梁的结构及固定方式 ，确定按照简支梁挠度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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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臂腹板的转角θ满足 其

中，P为两液压缸4的合力，L为支撑点到梁中心距离，E为弹性模量，I为惯性矩。

[0032] 通过校核这两个参数可知，设计的悬臂刚度不仅可以满足要求，而且极大提高了

工作部位的机械性能，避免出现液压缸4抖动、上翘，工作位不在同一直线上等情况。

[0033] 液压系统主要由液压泵、油箱、液压缸4、换向阀以及溢流阀、调速阀、液压管路等

组成。液压缸4主要完成槽楔安装工作，选用外径100mm，内径70mm的UY系列液压缸，行程

500mm，工作压力12.5MPa，换向阀采用手动换向阀，管路采用耐高压油管。

[0034] 由于安装时槽楔所受摩擦力较大，有发生塑性变形的风险，故需对槽楔的受力情

况进行校核。根据 (槽楔材料的最小屈服强度)(其中F为液压缸

标准推力98.17KN，S为不同产品槽楔的最小截面积)进行校验，通过校验可以确定液压缸能

够满足要求。

[0035] 液压缸座起到连接液压缸4与悬臂3的作用。为了满足不同产品的装配需要，液压

缸座为悬挂式可移动结构。工作状态下液压缸座固定于预留的安装孔位上，当需更换产品

型号时，通过拧松螺母移动液压缸座，将液压缸座固定于在悬臂3的另外一排安装孔位上。

既能保证设备的通用性，又能实现液压元件移动位移的最小化，增加液压元件的使用寿命。

[0036] 实施例：在图1和图2中，基础部分1通过预埋八根地脚螺栓来固定设备，其水平面

与地面平齐。

[0037] 图3、图4是支撑部分2的构造图。整体通过M24螺栓与基础部分1联接，底板12与基

础部分1之间的间隙及位置可以调整来保证两端工位位于同一立体平面上。主支撑板7与侧

板8焊接夹角135°，便于槽楔安装。通过焊接前支撑11后支撑13加强筋6及筋板10来提高整

体强度。

[0038] 在图1中，悬臂3为设备工作状态下受力距最集中的部件，由Q345钢板按照尺寸要

求断续焊接而成，总长5700mm，通过螺栓与支撑部分中侧板8联接固定。为满足不同系列汽

轮发电机转子槽楔的装配要求，悬臂下方钻有六排孔用来安装图3的液压缸座。液压缸4主

要完成槽楔的安装工作，经螺栓与液压缸座联接。通过调整液压缸座在悬臂3的安装位置，

实现不同产品型号转子槽楔的安装。液压缸4活塞杆前端安装外螺纹接杆5，为增大接杆的

机械性能，材料选用45钢并进行调质热处理。

[0039]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凡在本

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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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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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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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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