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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悬索桥主缆和吊索检测维护用行星式
行走小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悬索桥主缆和吊索检
测维护用行星式行走小车，
它包括牵引小车(1)
和吊篮(2)，
述吊篮(2)吊置于牵引小车(1)下方；
所述牵引小车(1)包括车架(11)，
所述车架(1)底
部设置有左右两组行走轮(12)，
所述车架(11)中
部设置有提升机(13)，
所述提升机(13)上设置有
牵引钢丝绳(14)，
所述车架(11)上前后平行设置
有两个吊点横梁(15)，
所述吊点横梁(15)上设置
有左右两个吊具(16)。本实用新型牵引小车沿主
缆扶手钢丝绳行走，
吊篮在牵引小车下方做上下
升降 ，
通过两个系统不同的运行轨迹的组合，
理
论上可以到达悬索桥主缆和吊索系统的任何位
置。

说明书5页

附图5页

CN 212533725 U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1 .一种悬索桥主缆和吊索检测维护用行星式行走小车，
其特征在于：
它包括牵引小车
(1)和吊篮(2) ，
所述牵引小车(1)设置于前后两个塔身之间主缆两侧的扶手钢丝绳上，
所述
吊篮(2)吊置于牵引小车(1)下方；
所述牵引小车(1)包括车架(11) ，
所述车架(11)底部设置有左右两组行走轮(12) ，
左右
两组行走轮(12)分别设置于前后两个塔身之间主缆两侧的扶手钢丝绳上，
所述车架(11)中
部设置有提升机(13) ，
所述提升机(13)上设置有牵引钢丝绳(14) ，
所述牵引钢丝绳(14)连
接设置于前后两个塔身之间，
所述车架(11)上前后平行设置有两个吊点横梁(15) ，
所述吊
点横梁(15)上设置有左右两个吊具(16)；
所述吊篮(2)包括吊篮架(21) ，
所述吊篮架(21)上设置有前后两个吊篮提升机(22) ，
每
个吊篮提升机(22)下方均对应设置有一收绳器(23) ，
所述吊篮提升机(22)上设置有提升钢
丝绳(24) ，
所述提升钢丝绳(24)一端与牵引小车(1)上对应的吊具(16)相连接，
另一端与对
应收绳器(23)相连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索桥主缆和吊索检测维护用行星式行走小车，
其特征
在于：
所述提升机(13)有两个，
两个提升机(13)左右相对布置。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悬索桥主缆和吊索检测维护用行星式行走小车，
其特征
在于：
每个提升机(13)一侧均设置有安全锁，
所述安全锁与提升机(13)成对方向安装。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索桥主缆和吊索检测维护用行星式行走小车，
其特征
在于：
所述行走轮(12)外表面开设有凹槽。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索桥主缆和吊索检测维护用行星式行走小车，
其特征
在于：
所述车架(11)前后两侧均设置有导向轮(17) ，
所述导向轮(17)的位置与牵引钢丝绳
(14)或安全钢丝绳的位置相对应。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索桥主缆和吊索检测维护用行星式行走小车，
其特征
在于：
所述车架(11)前后两端设置有防撞装置和限位开关。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索桥主缆和吊索检测维护用行星式行走小车，
其特征
在于：
每个行走轮(12)均对应设置有一防脱绳轮，
所述防脱绳轮通过铰链连接设置于行走
轮(12)下方。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索桥主缆和吊索检测维护用行星式行走小车，
其特征
在于：
所述吊篮(2)有两个，
两个吊篮(2)分别吊置于牵引小车(1)左右两侧，
每个吊篮通过
前后两个吊点与牵引小车(1)相连接。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悬索桥主缆和吊索检测维护用行星式行走小车，
其特征
在于：
左右两个吊篮(2)之间通过前后两根固定连杆相连接。
10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索桥主缆和吊索检测维护用行星式行走小车，
其特征
在于：
所述吊篮架(21)顶部设置有前后两个防倾斜式安全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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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悬索桥主缆和吊索检测维护用行星式行走小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悬索桥主缆和吊索检测维护用行星式行走小车，
属于桥梁检
修养护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悬索桥主缆被称为大桥的“生命线”，
吊索也承担着桥面结构和主缆之间的承重作
用，
他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悬索桥设计寿命一般要求100年以上，
在漫长的服役过程中，
主
缆和吊索的检修养护是确保其使用寿命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其中主缆和吊索外观检测和维
养是发现、判定病害，
并采取措施消除病害的较有效的方法。
[0003] 悬索桥主缆虽设置了检修道，
人员可以沿主缆上表面的检修道行走，
简单检查主
缆上表面的防护层以及索夹上表面密封性等状况，
主缆下表面及索夹下方的密封性的检
查，
需要借助检修小车来实施。
吊索的检查和维修目前没有有效的手段，
一般是通过望远镜
检查，
再通过蜘蛛人下到疑似问题位置进行确认的方法检测，
吊索维修的难度较大，
大多采
用换索的方式解决。
目前的主缆检修小车只有沿着主缆行走的功能，
只能对主缆下表面和
索夹进行检测检查和维修，
对吊索上端锚具、
索体及减震架的检查和维修无法有效实施，
这
是一个一直困扰桥梁界的难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提供一种悬索桥主缆和吊
索检测维护用行星式行走小车，
牵引小车系统能够沿主缆扶手钢丝绳行走，
吊篮系统在牵
引小车下方做上下升降 ，
通过两个系统不同的运行轨迹的组合，
理论上可以到达悬索桥主
缆和吊索系统的任何位置，
解决了以往困扰该领域的技术难题。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悬索桥主缆和吊索检测维护
用行星式行走小车，
它包括牵引小车和吊篮，
所述牵引小车设置于前后两个塔身之间主缆
两侧的扶手钢丝绳上，
所述吊篮吊置于牵引小车下方；
[0006] 所述牵引小车包括车架，
所述车架底部设置有左右两组行走轮，
左右两组行走轮
分别设置于前后两个塔身之间主缆两侧的扶手钢丝绳上，
所述车架中部设置有提升机，
所
述提升机上设置有牵引钢丝绳，
所述牵引钢丝绳连接设置于前后两个塔身之间，
所述车架
上前后平行设置有两个吊点横梁，
所述吊点横梁上设置有左右两个吊具；
[0007] 优选的，
所述吊篮包括吊篮架，
所述吊篮架上设置有前后两个吊篮提升机，
每个吊
篮提升机下方均对应设置有一收绳器，
所述吊篮提升机上设置有提升钢丝绳，
所述提升钢
丝绳一端与牵引小车上对应的吊具相连接，
另一端与对应收绳器相连接。
[0008] 优选的，
所述提升机有两个，
两个提升机左右相对布置。
[0009] 优选的，
每个提升机一侧均设置有安全锁，
所述安全锁与提升机成对方向安装。
[0010] 优选的，
所述行走轮外表面开设有凹槽。
[0011] 优选的，
所述车架前后两侧均设置有导向轮，
所述导向轮的位置与牵引钢丝绳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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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钢丝绳的位置相对应。
[0012] 优选的，
所述车架前后两端设置有防撞装置和限位开关。
[0013] 优选的，
每个行走轮均对应设置有一防脱绳轮，
所述防脱绳轮通过铰链连接设置
于行走轮下方。
[0014] 优选的，
所述吊篮有两个，
两个吊篮分别吊置于行走小车左右两侧，
每个吊篮通过
前后两个吊点与牵引小车相连接。
[0015] 优选的，
左右两个吊篮之间通过前后两根固定连杆相连接。
[0016] 优选的，
所述吊篮架顶部设置有前后两个防倾斜式安全锁。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18] 1、
本实用新型牵引小车系统上的两个提升机的和安全锁反向安装，
可以使小车在
行走至任何位置都能保持足够的牵引力；
[0019] 2、
本实用新型牵引小车行走轮下装有用铰链连接的防脱绳轮，
当小车通过扶手绳
夹的时候，
防脱绳轮可让位通过，
既避免了行走轮脱离扶手绳的风险，
又能保证运行顺畅；
[0020] 3、
本实用新型牵引小车前后两侧设置了防撞装置和限位开关，
可以避免两则塔端
位置小车撞击塔身发生危险，
或避免突发情况(如扶手绳夹脱落错位形成阻挡物)给小车带
来的风险；
[0021] 4、
本实用新型牵引小车上设置四个吊点用于悬挂两侧吊篮，
吊篮可通过提升机升
降，
吊篮上装有安全锁可防止运行中篮体倾斜；
[0022] 5、
本实用新型吊篮设置了两根安全固定连杆，
分别连接两只吊篮的外侧，
将两只
吊篮连接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
同时到达吊索工位后，用两根链条将两只吊篮与吊索索
体捆紧在一起，
增加了吊篮施工操作中的稳定性，
也能防止突发的大风对吊篮的冲击，
保证
人员安全；
[0023] 6、
本实用新型牵引小车沿主缆扶手钢丝绳行走，
如同行星运行，
吊篮在牵引小车
下方做上下升降，
如同围绕行星运行的卫星，
通过两个系统不同的运行轨迹的组合，
理论上
可以到达悬索桥主缆和吊索系统的任何位置，
解决了以往困扰该领域的技术难题，
对悬索
桥缆吊系统的检修管养工作提供了新的技术能力。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悬索桥主缆和吊索检测维护用行星式行走小车的结构示意
图。
[0025] 图2为图1中牵引小车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图1的主视图。
[0027] 图4为图3的侧视图。
[0028] 图5为图3的俯视图。
[0029] 图6为2中吊篮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7为图6的侧视图。
[0031] 其中：
[0032] 牵引小车1
[0033] 吊篮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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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架11
行走轮12
提升机13
牵引钢丝绳14
吊点横梁15
吊具16
导向轮17
安装板18
安全锁19
所述吊篮2
吊篮架21
吊篮提升机22
收绳器23
提升钢丝绳24
防倾斜式安全锁25
定向脚轮26
收绳器挡杆27
主缆3
扶手钢丝绳4
扶手绳夹5
导绳器6。

具体实施方式
[0055] 如图1～图7所示，
本实施例中的一种悬索桥主缆和吊索检测维护用行星式行走小
车，
它包括牵引小车1和吊篮2，
所述牵引小车1设置于前后两个塔身之间主缆两侧的扶手钢
丝绳上，
所述吊篮2吊置于牵引小车1下方；
[0056] 所述牵引小车1包括车架11，
所述车架1底部设置有左右两组行走轮12，
左右两组
行走轮12分别设置于前后两个塔身之间主缆两侧的扶手钢丝绳上，
所述车架11中部设置有
提升机13，
所述提升机13上设置有牵引钢丝绳14，
所述牵引钢丝绳14连接设置于前后两个
塔身之间，
所述提升机13通过牵引钢丝绳14提升牵引小车，
所述车架11上前后平行设置有
两个吊点横梁15，
所述吊点横梁15上设置有左右两个吊具16；
[0057] 所述提升机13有两个，
两个提升机13左右相对布置；
[0058] 每个提升机13上还设置有一安全钢丝绳，
所述安全钢丝绳与牵引钢丝绳14一样连
接设置于前后两个塔身之间，
安全钢丝绳是牵引钢丝绳14的备用绳；
[0059] 每个提升机13一侧均设置有安全锁19，
所述安全锁19与提升机13成对方向安装；
[0060] 所述行走轮12外表面开设有凹槽，
工作时行走轮可沿主缆扶手钢丝绳行走；
[0061] 所述车架11前后两侧均设置有导向轮17，
所述导向轮17的位置与牵引钢丝绳14或
安全钢丝绳的位置相对应，
所述导向轮17用于引导牵引钢丝绳14或安全钢丝绳；
[0062] 所述车架11前后两端设置有防撞装置和限位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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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行走轮12均对应设置有一防脱绳轮，
所述防脱绳轮通过铰链连接设置于行走
轮12下方；
[0064] 所述行走轮12包括轮架121，
所述轮架121上通过轮轴122设置有轮子123；
[0065] 所述车架11上设置有左右两组安装板18，
所述轮架121设置于安装板18上；
[0066] 所述吊篮2有两个，
两个吊篮2分别吊置于行走小车1左右两侧，
每个吊篮通过前后
两个吊点与牵引小车1相连接；
[0067]
左右两个吊篮2之间通过前后两根固定连杆相连接；
[0068] 所述吊篮2包括吊篮架21，
所述吊篮架21上设置有前后两个吊篮提升机22，
每个吊
篮提升机22下方均对应设置有一收绳器23，
所述吊篮提升机22上设置有提升钢丝绳24，
所
述提升钢丝绳24一端与牵引小车1上对应的吊具16相连接，
另一端与对应收绳器23的收绳
器轴相连接；
[0069] 所述吊篮提升机22上还设置有安全钢丝绳，
安全钢丝绳的固定和连接方式与提升
钢丝绳相同，
是提升钢丝绳的备用绳；
[0070] 所述吊篮架21顶部设置有前后两个防倾斜式安全锁25，
用于防止吊篮倾斜；
[0071] 所述吊篮架21底部设置有多个定向脚轮26；
[0072] 所述收绳器23外侧设置有收绳器挡杆27。
[0073] 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具体安装和操作步骤来实现小车行走和吊篮升降，
从而实现
对主缆和吊索的检测和维修：
[0074] 1、
用辅助牵引钢丝将牵引钢丝绳和安全钢丝绳牵引至两端塔顶，
均与塔身紧固装
置固接，
在等间距(如2～3个夹)扶手绳夹处安装可拆卸式导向轮引导牵引钢丝绳和安全钢
丝绳；
[0075] 2、
在桥面主缆最低处借助安装车梁将小车安装在主缆上，
小车的行走轮放置在主
缆两侧的扶手绳上，
调节两对行走轮间距以适合扶手绳的间距；
将提升机和安全锁连接在
牵引钢丝绳和安全钢丝绳上，
锁紧安全锁，
扣上防脱绳轮，
接通牵引小车和吊篮的供电电
缆；
[0076] 3、
施工人员携带必要的工具进入两侧吊篮，
注意两侧配重基本平衡，
两则重量差
控制在50Kg内；
[0077] 4、
收紧吊篮的提升钢丝绳，
保持两则吊篮在最高位，
然后打开小车行进控制开关，
使牵引小车沿扶手绳向上行走移动，
牵引小车行至工作位置后关闭行走控制开关，
牵引小
车自动锁紧在工作位；
[0078] 5、
如果工作面是主缆或索夹，
则无需下降吊篮，
此时两则吊篮的工作人员合作，
先
将一端连在一只吊篮上的2根安全固定连杆与另一个吊篮连接，
使两只吊篮形成一个整体，
确保刚度和稳定性，
然后开始检测或维修作业；
[0079] 6、
如果工作面是吊索，
则牵引小车须行走到该吊索位置并锁紧，
使吊索索体在两
只吊篮的中间位置，
然后两侧吊篮中工作人员操作控制开关下降吊篮至吊索工作位置，
再
将安全固定连杆将两只吊篮连接，
并用两根链条分别将两侧吊篮与吊索索体捆紧，
以加强
吊篮稳定性，
最后开始相关作业；
[0080] 7、
作业完毕松开捆绑链条(吊篮在最高位时不需链条捆绑)和安全固定连杆，
打开
吊篮升降控制开关、提升吊篮至最高位(工作面为最高位时此步骤省略) ，
关闭吊篮控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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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锁紧吊篮，
打开牵引小车控制开关，
使小车行走至下个工作面，
重复以上操作。
[0081] 除上述实施例外，
本实用新型还包括有其他实施方式，
凡采用等同变换或者等效
替换方式形成的技术方案，
均应落入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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