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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Fig. l

(57) Abstract: A pre-assembling, lifting, moving and emplacing device for a large factory and mine equipment comprises rails lead
ing to an equipment base (3) and a lifting, moving and emplacing equipment arranged in the rails. The lifting, moving and emplacing
equipment includes a lifting ：frame (1) with lifting fittings ( 11) and a hydraulic power moving carriage unit (2) which can move in
the rails. The moving carriage unit (2) comprises four hydraulic power carriages (24) with emplacing and lifting fittings (21). The
emplacing device solves lifting, moving and emplacing problems of the large equipment, with steady work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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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一种 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移动就位装置包括通 向设备基础 （3 ) 的轨道和设置在轨

道上 的提升移动就位 设备 。所述提 升移动就位 设备包括带有提升装置 （11 ) 的提升框架 （1) 和

可在轨道上移动 的液压动力移动小车组 （2) ，该移动小车组 （2) 包括 四个液压动力小车 （24) 。

所述液压动力小车 （24) 带有就位提升装置 （21 ) 。该就位装置解决 了大型设备提升移动就位

的问题 ，具有稳定的工作性能 。



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移动就位装置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涉及大型设备就位 ，尤其涉及一种大型工矿设备的就位装置 。

背景技术

工矿设备正 向着大型化 ，重型化发展 。比如采矿业使用 的球磨机 、 自磨机 ，

其长度或宽度尺寸往往达到数米乃至数十米 ，重量动辄数百吨乃至上千吨 。这种

设备如果在现场组装就位 ，需要在现场设置广大 的材料堆场 ，不利于管理 ，因此

常常采取在设备生产厂家预先装配设备主体后运送到现场进行安装就位 的方法 。

但是对于上述 的大型设备 ，如果采用 吊机就位 ，会 由于设备形状复杂 ，重量大等

原因给 吊机带来很大的困难 ，同时吊运成本也十分高昂。

发明内容

本实用新型 旨在解决上述 问题 ，提供一种大型工矿设备提升移动就位装置 。

本实用新型完美解决大型设备提升移动就位 的问题 ，工作稳定 ，较采用 吊机成本

低 。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 的：

一种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移动就位装置 ，它包括通 向设备就位基础

的轨道 ，它还包括 ：设置在所述轨道上 的提升移动就位设备 ；所述提升移动就位

设备包括带有提升装置 的提升框架和可在轨道上移动 的液压动力移动小车组 ，它

包括 四个液压动力小车 ，所述液压动力移动小车带有就位提升装置 。

所述 的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移动就位装置 ，所述提升装置包括 ：四

个立柱和 四个立柱顶部设置的横梁 ，所述提升装置架设在两侧 的横梁上 。

所述 的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移动就位装置 ，所述提升装置为穿芯液

压提升装置共有 四个 ，它包括：独立 的液压系统 ，独立 的穿芯液压千斤顶 、独立

的钢索卷取装置及一套共用 的 PLC 远程控制箱 。

所述 的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移动就位装置 ，所述提升框架上部 的四

个横梁上架设有安装架 ，所述液压提升装置安装在安装架的四角位置上 。

所述 的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移动就位装置 ，所述移动小车包括 ：两

侧承载立柱和车体承载梁 ，所述提升装置架设在两侧承载立柱上 。



所述 的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移动就位装置 ，所述移动小车为液压动

力移动小车 ，共有 四个 ，并包括 ：一套共用 的液压系统 ，四个独立 的液压动力马

达 ，八个天平式轮轴支撑 。

所述 的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移动就位装置 ，所述液压动力移动小车

还包括精度调整装置 ，所述精度调整装置包括 ：并联多重控制 的液压缸精度调整

装置 ，和机械式的绞盘加螺杆调整装置 。

本实用新型采用在厂家预装设备主体 ，同时在设备安装现场 同步进行基础施

工和设备安装准备工作 ，设备本体和附件被移动设备运输到现场 ，利用提升框架

进行提起卸车 ，运输车辆退 出后 ，移动小车移动提升框架下方承载 ，再将被提升

设备移 出框架 ，提升到预定高度后 ，小车将被提升设备移入设备基础 ，精度调整

后提升设备 回落 ，被提升设备安装就位 。本实用新型颠覆 了以往磨机安装工艺 ，

可 以提前在预组装场地进行磨机等大型设备预组装 ，既缩短 了安装工期 ，又能降

低现场安装强度 ，大幅降低 了安装成本 。全套系统采用液压系统驱动 ，工作稳定 ，

提升重量大 、高度高 ，可 以高精度定位调整 ，是其它安装方法不具备 的功能。同

时此设备使用对安装环境要求低 ，解决 了大型设备 吊装 的站位需要 ，对周 围施工

环境影响时间短 ，较好地解决了与其它专用安装交叉影响。

附图说明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示意 图；

图 2 为所述提升框架示意 图；

图 3 为所述提升装置示意 图；

图 4 为所述液压移动小车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请参见 图 1 至 图 4，一种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移动就位装置 ，它包括 :

通 向设备基础 3 的轨道和设置在轨道上的提升移动就位设备；所述提升移动就位

设备包括带有提升装置 11 的提升框架 1和可在轨道上移动 的液压动力移动小车组

2，它包括 四个液压动力小车 24，所述液压动力移动小车带有就位提升装置 21;

所述提升装置包括：四个立柱 12 和 四个立柱顶部设置的横梁 13，所述提升装



置 11 架设在两侧 的横梁 13 上 。

所述 的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移动就位装置 ，所述提升装置 11 包括 四

个穿芯液压提升装置 15，每个穿芯液压提升装置 15 包括：独立 的液压系统 151，

独立 的穿芯液压千斤顶 152、独立 的钢索卷取装置 153 及一套共用 的 PLC 远程控

制箱 （图中未能示出）。

所述 的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移动就位装置 ，所述提升框架上部 的四

个横梁 13 上架设有安装架 16，所述液压提升装置 15 安装在安装架 16 的四角位置

上 。

所述 的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就位方法 ，所述移动小车 2 包括：两侧

承载立柱 23 和车体承载梁 22，所述就位举升装置 2 1 架设在两侧承载立柱 23 上 。

所述 的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移动就位装置 ，所述移动小车为液压动

力移动小车 24，共有 四个 ，并包括：一套共用 的液压系统 ，四只独立 的液压动力

马达 ，八只天平式轮轴支撑 （图中未能明示 ）。

进一步的，为了保证就位精度 ，所述液压动力移动小车 2 还可包括精度调整

装置 ，所述精度调整装置包括：并联多重控制 的液压缸精度调整装置 ，和机械式

的绞盘加螺杆调整装置 （图中均未能示出）。

使用 中，利用提升装置 11 将设备主体提起 ，在轴线运输车撤 出后 ，液压动力

移动小车通过轨道进入设备主体下 100 方 ，将设备主体 100 固定在液压动力移动

小车 2 的车架上；

液压动力移动小车 2 将设备主体移动到设备基础 3 边侧 ，通过提升装置 2 1将

设备主体抬起 ，在设备主体最低点越过设备基础 3 后 ，移动小车组 2 进入基础位

置 ，再通过举升装置 2 1 回落设备主体 ，将设备主体安装精度调整后 ，安装在设备

安装基础 3 上 ；

把移动小车组 2 移 出设备安装基础 3 位置 ，对设备主体下部的基础进行施工 ，

同时完成设备最后 的组装 。



权利要求

1. 一种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移动就位装置 ，它包括通 向设备就位基

础 的轨道 ，其特征在于 ，它还包括 ：设置在所述轨道上的提升移动就位设备；所

述提升移动就位设备包括带有提升装置 的提升框架和可在轨道上移动 的液压动力

移动小车组 ，它包括 四个液压动力小车 ，所述液压动力移动小车带有就位提升装

置。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移动就位装置 ，其特征

在于 ，所述提升装置包括：四个立柱和 四个立柱顶部设置 的横梁 ，所述提升装置

架设在两侧 的横梁上 。

3 . 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 的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移动就位装置 ，

其特征在于 ，所述提升装置为穿芯液压提升装置共有 四个 ，它包括 ：独立 的液压

系统 ，独立 的穿芯液压千斤顶 、独立 的钢索卷取装置及一套共用 的 PLC 远程控制

箱 。

4 .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移动就位装置 ，其特

征在于 ，所述提升框架上部 的四个横梁上架设有安装架 ，所述液压提升装置安装

在安装架的四角位置上 。

5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移动就位装置 ，其特

征在于 ，所述移动小车包括 ：两侧承载立柱和车体承载梁 ，所述提升装置架设在

两侧承载立柱上 。

6 . 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5 所述 的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移动就位装置 ，

其特征在于 ，所述移动小车为液压动力移动小车 ，共有 四个 ，并包括 ：一套共用

的液压系统 ，四个独立 的液压动力马达 ，8 个天平式轮轴支撑 。

7 . 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大型工矿设备预先组装 、提升移动就位装置 ，其特

征在于 ，所述液压动力移动小车还包括精度调整装置 ，所述精度调整装置包括 ：

并联多重控制 的液压缸精度调整装置 ，和机械式的绞盘加螺杆调整装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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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相关文件

类 型 引用文件，必要时，指明相关段落 相关的权利要求

A CN10158021 1A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18. 11 月 2009(18. 11.2009) 1-7

参见图 1-4 及相应说明

A CN101712444A (广东力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26.5 月 2010(26.05.2010) 1-7

参见摘要，权利要求 1,3, 图 1-3 及相应说明

A CN101 152949 一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02.4 月 2008(02.04.2008) 1-7

参见全文

A CN201288033Y (中国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12.8 月 2009(12.08.2009) 1-7

参见全文

A CN201224661Y (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22.4 月 2009(22.04.2009) 1-7

参见全文

其余文件在 C 栏的续页中列出 见同族专利附件。

* 引用文件的具体类型： "T" 在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之后公布，与申请不相抵触，但为了
"A" 认为不特别相关的表示了现有技术一般状态的文件 理解发明之理论或原理的在后文件
"E" 在国际申请日的¾ ¾¾ 公布 先申请或 "X" 特别相关的文件，单独考虑该文件，认定要求保护的
"L" 可能对优先权要求构成怀疑的文件，或为确定另一篇 发明不是新颖的或不具有创造性

引用文件的公布日而引用的或者因其他特殊理由而引 "Y" 特别相关的文件，当该文件与另一篇或者多篇该类文件
用的文件 （如具体说明的） 结合并且这种结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为显而易见时，

"O" 涉及口头公开、使用、展览或其他方式公开的文件 要求保护的发明不具有创造性
"P" 公布日先于国际申请日但迟于所要求的优先权日的文件 "&" 同族专利的文件

国际检索实际完成的日期 国际检索报告邮寄日期
12.9 月2011(12.09.2011) 20.10 月 2011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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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续). 相 关文件

类 型 引用文件 ，必要 时 ，指 明相 关段落 相 关 的权利要求

A CN201 186864Y (上 海宝冶 建设有 限公 司；) 28. 1 月 2009(28.01.2009) 1-7

参 见全文

A JP2008156015A(MURATA KIKAI KK) 10.7 月 2008(10.07.2008) 1-7

参 见全文

A FR2776280A1(REEL SA) 24.9 月 1999(24.09. 1999) 参 见全文 1-7

A FR2369991A(POTAIN SA) 07.7 月 1978(07.07. 1978) 参见全文 1-7

PCT/ISA/210 表(第 2 页续页）（2009 年 7 月）



国 际检 索 报 告 PCT/CN2010/080310
关 于 同族 专 利 的信 息

检索报告中引用的 公布 日期 同族专利 公布 日期
专利文件

CN10158021 1A 18. 11.2009 无

CN101712444A 26.05.2010 无

CN101 152949A 02.04.2008 CN100560468C 18. 11.2009

CN20 1288033 Y 12.08.2009 无

CN201224661Y 22.04.2009 无

CN201 186864Y 28.01.2009 无

JP2008156015A 10.07.2008 无

FR2776280A1 24.09. 1999 无

FR2369991A 07.07. 1978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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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主题的分类

B66C 17/20 (2006.01)1

B66C 5/00 (200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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