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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多市伸縮臂裝置 包括蝸川迅接部分和插硝注接部介 鉗n汪接部分包括位于內側且通沮特幹和拉索注

接的至少二市伸縮臂 抽硝連接部分包括佇 - 外側且通泣臂硝和缸硝連接的至少一市伸縮臂 以及基木臂 (21 1) 伸

縮油缸(2勒的缸筒 (281)占蝸排部分的最外市 伸縮臂 。 , 在伸縮臂伸縮泣程中 山于蝸排哇按部分的各市伸

縮臂力同步仲縮 提高了仲縮臂裝置的仲縮速度 趾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同肘 在繩排迂接部分勻插梢迂接部分之

回通垃臂硝連攘 伙而伸縮臂之何的軸向 JJ通垃臂硝佳涕 以此改善 伸縮抽缸的受 JJ狀況 使其投汁尺吋可迂肖

戚小 迸而降低了成本 一神包拈上迷多千伸縮臂裝置的汽牟起重杭



一神汽牟起重和及其多市伸縮臂裝置

本 申晴要求于 2009 年 6 月 17 日提 交 中 囤 寺 利局 、 申晴青力

200910149146．1、 友明名妳力 一神汽牟起重札及其多 市伸縮臂裝置 的中

囤寺利申晴的仇先杖，其全部 內容通迂引用結合在本申晴中。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工程札械領域，特別涉及一神用于汽牟起重札的多市伸縮

臂裝置。 本友明近涉及一神包括上述多 市伸縮臂裝置的汽牟起重札。

背景技木
隨看我囤努弄建改的快速友展，市物吋于汽牟起重札的需求 日益增大。

伸縮臂是汽牟起重札的重要部件，吊裝吋的承載均是通迂伸縮臂未奕

現的，其仇劣舍在很大程度上影晌汽牟起重札的使用性能 。

吃位較小的汽牟起重札一般使用油缸鈍排式伸縮臂裝置，通常通迂丙

根伸縮油缸以及滑掩和鈍排帶功各市伸縮臂的同步伸縮 。 然而，隨看戶品
大型化的逐步友展，油缸鈍排式伸縮臂裝置較大的臂重以及較小的承載能

力已努元法滿足市物的需要。

較大吃位的起重札一般采用羊缸插銷式伸縮臂裝置。 咳神裝置由一根
伸縮油缸驅功，伸縮油缸的缸筒具有缸銷和插拔裝置，通迂缸銷占任一市

伸縮臂之同可迭捧地連接，且其缸杆末端 固定在基本臂的臂尾。

占各市伸縮臂相吋于基本臂伸出吋，缸銷首先占最末市臂鎖定，且最

末市臂占相祁市臂之同的臂銷打升，其他各臂銷均鎖定，缸筒伸出，伙而

帶功最末市臂伸也 最末市臂迷到預定的位置后，重新鎖住最末市臂占相
祁市臂之同的臂銷，缸銷解鎖，缸筒收回。 重夏以上迂程，即可奕現各市

臂的依次伸 出。 昱然地，在正常的工作狀怒下，各市臂分別通迂臂銷占其

他市臂連接，或者通迂缸銷占油缸連接 。 以相同的原理可以 奕現各市伸縮

臂相吋于基本臂的縮回。

上述羊缸插銷式伸縮臂裝置具有較大的承載能力，增加了起重札的市

臂敖量，伙而提高了起重札的起升高度和起重重量 。 但是，由于咳神裝置

中各市伸縮臂是逐市伸出和縮回的，井且，每市臂伸出和縮回均需缸、 臂
銷插拔功作，因此，其伸縮速度較慢，伙而影晌起重札的工作效率。



綜上所述，如何在俸征汽牟起重札較大承載能力的前提下，提高多市

伸縮臂裝置的伸縮速度，伙而提高其工作效率就成力本領域技木人員 亟須

解決的何題。

友明內容
本友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神用于汽牟起重札的多 市伸縮臂裝置，其能移

在俸征較大承載能力的同吋，提高伸縮臂裝置的伸縮速度。 本友明的另一
目的是提供一神包括上述多市伸縮臂裝置的汽牟起重札 。

力解決上述技木何題，本友明提供一神多市伸縮臂裝置，用于汽牟起
重札，包括基本臂以及依次套裝于所述基本臂 內的至少三市伸縮臂，末市

伸縮臂的內側改置有伸縮油缸 所述多 市伸縮臂裝置包括鈍排連接部分和
插銷連接部分 所述插銷連接部分包括基本臂以及占所述基本臂相祁的至

少一市伸縮臂，所述鈍排連接部分包括套裝于所述插銷連接部分內部且通

迂特掩和拉索連接的至少二市伸縮臂 所述插銷連接部分相祁的各市臂之
同，以及所述插銷連接部分占所述鈍排連接部分之 同均通迂臂銷連接 所

述伸縮油缸的缸筒占所述鈍排連接部分的最外市伸縮臂固定連接，且其缸

杆可迭捧地占所述插銷連接部分的任一市臂臂尾通迂安裝在缸杆端共的缸

銷宴現插拔連接 。

仇迭地，所述鈍排連接部分由第三市臂 、第四市臂以及第五市臂組成，

所述缸筒占所述第三市臂固定連接 所述插銷連接部分由第二市臂和基本

臂組成 。

仇迭地，所述基本臂臂共外側安裝有臂銷及插拔銷油缸，且其臂銷連

接所述第二市臂
所述第三市臂臂尾安裝有臂銷及插拔銷油缸，且其臂銷連接所述的第

二市臂
所述缸杆端共安裝有缸銷及插拔銷裝置，且其缸銷可迭捧地占所述基

本臂和第二市臂連接 。

仇迭地，所述缸筒安裝有第一伸臂特掩，第一伸臂拉索繞迂所述第一
伸臂特掩，且其第一端連接所述第二市臂，其第二端連接所述第四市臂

所述第四市臂安裝有第二伸臂特掩，第二伸臂拉索繞迂所述第二伸臂



特掩，且其第一端連接所述第三市臂，其第二端連接所述第五市臂

所述第三市臂安裝有第一縮臂特掩，第一縮臂拉索繞迂所述第一縮臂

特掩，且其第一端連接所述第二市臂，其第二端連接所述第四市臂

所述第四市臂安裝有第二伸臂特掩，第二伸臂拉索繞迂所述第二伸臂
特掩，且其第一端連接所述第三市臂，其第二端連接所述第五市臂 。

仇迭地，所述伸縮油缸通迂油管供油，所述油管的外 圈套裝有托健 。

仇迭地，各伸臂特掩和各縮臂特掩均力滑掩，各伸臂拉索和各縮臂拉
索均力翎竺鈍 。

仇迭地，各伸臂特掩和各縮臂特掩均力健掩，各伸臂拉索和各縮臂拉
索均力健奈。

本友明近提供一神汽牟起重札，包括上述任一項所述的多市伸縮臂裝

置。

上述多 市伸縮臂裝置包括鈍排連接部分和插銷連接部分，其中插銷連

接部分由基本臂以及占基本臂相祁的至少一市伸縮臂組成，各市相祁的伸

縮臂之同以及基本臂和占其相祁的伸縮臂之同均通迂臂銷可迭捧地連接，

伸縮油缸的缸筒占鈍排部分的最外市伸縮臂連接，其缸杆通迂缸杆末端的

缸銷均基本臂或者插銷連接部分的任一市伸縮臂可迭捧地連接，插銷連接

部分的各市臂在正常的工作迂程中，或者通迂臂銷占其他的市臂連接，或

者通迂缸銷占油缸連接，以 宴現插銷連接部分的各市伸縮臂相吋于基本臂

逐市伸縮 。 在插銷連接部分的內部套裝有 包括至少二市伸縮臂的鈍排連接
部分，通迂特掩和拉索 宴現咳部分各市伸縮臂的同步伸 出或者縮回。

速梓，在伸縮臂伸縮迂程中，由于鈍排連接部分的各市伸縮臂力同步

伸縮，提高了伸縮臂裝置的伸縮速度，迸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同吋，由于

裝置外部的几市伸縮臂通迂插銷連接，使得整介伸縮臂裝置伏使用一根伸

縮油缸就可以 宴現市臂的伸縮，伙而俸征了其承載能力 另外，由于在鈍

排連接部分占插銷連接部分之同通迂臂銷連接，在伸縮迂程中，伸縮臂之
同的軸向力通迂臂銷侍逆，伙而改善了伸縮油缸的受力狀況，使伸縮油缸

的改汁尺寸得以這占減小，迸而降低了生戶成本 。

在一神仇迭的宴施方式中，上述各伸臂特掩和各縮臂特掩可以均力滑



掩，相座地，各伸臂拉索和各縮臂拉索均力翎竺鈍 。 滑掩和翎竺鈍均戶泛

座用于工程札械領域，更新 、 堆妒較力方便，且二者的可靠性較高，且使

用青命較弋。

附囤說明
因 1 力本友明所提供汽牟起重札用多市 同步伸縮臂裝置具休宴施方式

示意 因

具休奕施方式

本友明的核 是提供一神用于汽牟起重札的多 市伸縮臂裝置，其在俸

征較大承載能力的同吋，提高伸縮臂裝置的伸縮速度。 本友明的另一核

是提供一神包括上述多 市伸縮臂裝置的汽牟起重札。

力了使本技木領域的人員 更好地理解本友明的技木方案，下面結合附
因和具休宴施方式吋本友明作迸一步的祥細說明 。

晴參考因 1，因 1 力本友明所提供汽牟起重札用多市伸縮臂裝置具休
宴施方式的結枸示意 因 。

在具休宴施方式中，本友明所提供的多 市伸縮臂裝置可以 由基本臂
211 以及依次套裝于咳基本臂 211 內部的第二市臂 212 、 第三市臂 213 、 第

四市臂 214 以及第五市臂 215 組成，鈍排連接部分包括第三市臂 213 、 第

四市臂 214 以及第五市臂 215，插銷連接部分包括第二市臂 212 和基本臂

211 在第五市臂 215 的臂休內側改置有伸縮油缸 28，咳伸縮油缸 28 的缸

筒 281 占第三市臂 213 固定連接，缸杆 282 通迂其末端的缸銷 2821 占基本

臂 211 固定連接 。

第二市臂 212 通迂改置于其上的第一臂銷 261 占基本臂 211 可迭捧地
連接 第二市臂 212 通迂安裝于其上的第二臂銷 262 占伸縮油缸 28 的缸筒

281 根部可迭捧地連接，上述第二臂銷位于第一臂銷 261 的下方 。

伸縮油缸 28 的缸筒 281 的末端安裝有第一伸臂特掩 221 ，第一伸臂拉
索 241 繞迂第一伸臂特掩 221 ，且其第一端連接于第二市臂 212 的根部，
其第二端連接第四市臂 214 的根部 在第三市臂 213 占伸縮油缸 28 的缸筒

281 以速度 V 同步伸 出的同吋，第一伸臂拉索 221 帶功第四市臂 214 以 2V

的速度伸 出，則第四市臂 214 相吋于第三市臂 213 的速度力 V，伙而宴現



了第四市臂 214 占第三市臂 213 的同步伸出。

第四市臂 214 的末端安裝有第二伸臂特掩 222，第二伸臂拉索 242 繞

迂第二伸臂特斡 222 ，且其第一端連接于第三市臂 213 的才&部，其第二端

連接于第五市臂 215 的才良部 在第三市臂 213 和第四市臂 214 同步伸出的
同吋，第二伸臂拉索 242 帶功第五市臂 215 以 4V 的速度伸 出，則第五市

臂 215 相吋于第四市臂 214 的速度力 V，伙而奕現了第三市臂 213 、 第四
市臂 214 和第五市臂 215 的同步伸出。

占各市伸縮臂相吋于基本臂 211 伸出吋，伸縮油缸 28 的元杆腔迸油，
基本臂 211 占第二市臂 212 之同的第一臂銷 261 打升，第二臂銷 262 鎖 緊，
各市伸縮臂隨伸縮油缸 28 的缸筒 281 相吋于基本臂 211 同步伸出 然后，
鎖 緊第一臂銷 261 ，打升第二臂銷，伸縮油缸 28 的有杆腔迸油，缸杆 282

丈回至第二市臂 212 的才良部，缸銷 2821 勻第二市臂 212 才良部鎖定 第二臂

銷 262 打升，缸筒 281 再次伸出，通迂鈍排帶功第三市臂 213 、 第四市臂

214 以及第五市臂 215 相吋于第二市臂 212 同步伸出 八而完成伸縮臂裝
置的市臂伸出迂程 。

第三市臂 213 的才良部安裝有第一縮臂特掩 231 ，第一縮臂拉索 251 繞

迂第一縮臂特掩 23 1，且其第一端連接于第二市臂 212 的末端，其第二端

連接于第四市臂 214 的才良吾 第三市臂 213 占缸筒 281 以速度 同步縮回

的同吋，第二縮臂拉索 252 帶功第四市臂 214 以 2V 的速度縮回，則第四
市臂 214 相吋于第三市臂 213 的速度力 ，伙而奕現了第三市臂 213 和第

四市臂 214 的同步縮回。

第四市臂 214 的才良部安裝有第二縮臂特掩 232，第二縮臂拉索 252 繞

迂第二縮臂特掩 232 ，且其第一端連接于第三市臂 213 的末端，其第二端

連接于第五市臂 215 的才&部 在第三市臂 213 占第四市臂 214 以速度
同步縮回的同吋，第二縮臂拉索 252 帶功第五市臂 215 以 的速度縮回，
則第五市臂 215 相吋于第四市臂 214 的速度力 ，伙而奕現了第三市臂
213 、 第四市臂 214 和第五市臂 215 的同步縮回。

占各市伸縮臂相吋于基本臂 2 11 縮回吋，伸縮油缸 28 的有杆腔迸油，
缸筒 281 回縮，第三市臂 213 、 第四市臂 214 以及第五市臂 215 同步縮回



將第二市臂 212 占第三市臂 213 通迂第二臂銷 262 鎖定 缸杆 282 伸 出，
缸銷 2821 占基本臂 211 根部 固定連接，第一臂銷 261 打升，缸筒 281 再次

回縮，帶功各市伸縮臂相吋于基本臂 2 11 縮回。

迷梓，由于鈍排連接部分的第三市臂 213 、 第四市臂 214 以及第五市

臂 215 力同步伸 出，俸征了伸縮臂裝置較快的伸縮速度 同吋，由于第三
市臂 213 和第二市臂 212 之同以及第二市臂 212 和基本臂 211 之 同均通迂

臂銷連接，使得整介伸縮臂裝置仗使用一根伸縮油缸 28 就可以 奕現各市伸

縮臂的伸縮，減小 了伸縮臂的 自重，伙而提高了其承載能力 。

需要指 出的是，按照工程技木領域常規的連接和使用方式，上述各伸

臂特掩和各縮臂特掩可以根搪使用需要分別 固定連接于各市臂或伸縮油缸

的這占位置 相座地，上述各伸臂拉鎖和各縮臂拉鎖也可以根搪使用需要
固定連接于各市臂的這占位置 一般地，各特掩和拉索分別改置于各市臂
或者伸縮油缸的根部或者末端，以更好地宴現其使用 目的。

同梓的，上述各臂銷 以及臂銷孔的改置位置也座根搪本領域常規的做
法布置。

需要指 出的是，本友明所提供的多市伸縮臂裝置不局限于五市臂的情

況 。 咳裝置包括基本臂以及依次套裝于基本臂 內的至少三市伸縮臂，末市

伸縮臂的內側改置有伸縮油缸 多市伸縮臂裝置包括鈍排連接部分和插銷

連接部分 插銷連接部分包括基本臂以及占基本臂相祁的至少一市伸縮臂，

鈍排連接部分包括套裝于插銷連接部分內部且通迂特掩和拉索連接的至少

二市伸縮臂 插銷連接部分的相祁的各市臂之同，以及插銷連接部分占鈍

排連接部分之同均通迂臂銷連接 伸縮油缸的缸筒占鈍排連接部分的最外

市伸縮臂固定連接，且其缸杆可迭捧地占所述插銷連接部分的任一市臂連

接 。

咳裝置由一根伸縮油缸驅功，占各市伸縮臂相吋于基本臂伸 出吋，缸

杆末端的缸銷首先占基本臂鎖定，且基本臂占第二市臂之同的臂銷打升，

其他各臂銷均鎖定，缸筒伸 出，伙而帶功各市伸縮臂同吋相吋于基本臂伸

出 各市臂迷到預定的位置后，重新鎖住基本臂勻第二市臂之同的臂銷 ，

收回缸杆井通迂缸銷使其占第二市臂連接，將第二市臂占第三市臂之同的



臂銷打升，此吋，油缸再次伸出即可以帶功第二市臂以外的各市伸縮臂相

吋于第二市臂伸 出。

迷梓，在伸縮臂的伸縮迂程中，由于鈍排連接部分的各市伸縮臂力同

步伸縮，提高了伸縮臂裝置的伸縮速度，迸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

上述插銷連接部分相祁的各市臂之同通迂臂銷連接具休力，咳部分的

接 。

部分的最內市伸縮臂占鈍排連接部分的最外市伸縮臂之同通迂臂銷連接 。

上述缸杆可迭捧地占所述插銷連接部分的任一市臂連接具休力，根搪

工作狀怒的吏化，缸杆通迂其末端的缸銷占基本臂的根部或者插銷連接部

分的任一市伸縮臂連接 。

迷梓，由于鈍排連接部分的各市伸縮臂力同步伸出，俸征了伸縮臂裝

置較快的伸縮速度 同吋，由于裝置外部的几市伸縮臂通迂插銷連接，使
得整介伸縮臂裝置伏使用一根伸縮油缸就可以 奕現多市臂的伸縮，減小 了

伸縮臂的 自重，伙而提高了其承載能力 。

上述伸縮油缸近可以通迂油管力其供油，在咳油管的外 圈套裝有托健，
用以俸妒油管，延弋油管的使用青命 。 咳托健可以力具有一定強度的金厲

材料也可以力橡肢等材料。

上述第一伸臂特掩 221 、 第二伸臂特掩 222 均可以力滑掩，相座地，
第一伸臂拉索 241 、 第二伸臂拉索 242 均可以力翎竺鈍 。 占然，上述第一
縮臂特掩 23 1、 第二縮臂特掩 232 均可以力滑掩，相座地，第一縮臂拉索

241 、第二縮臂拉索 242 均可以力翎竺鈍 。滑掩和翎竺鈍在工程札械領域均

有十分戶泛的座用，胸其較力方便，因此便于更新和堆妒，且滑掩和翎竺

鈍在使用吋的可靠性較高，使用青命較弋。

占然，上述各伸臂特掩以及各縮臂特掩井不局限于滑掩，也可以力其

他可以 奕現軸向特功的部件，例如健掩等 相座地，上述各伸臂拉鎖和各
縮臂拉鎖也不局限于翎竺鈍，也可以力健奈等。

除了上述多 市伸縮臂裝置，本友明近提供一神包括上述多市伸縮臂裝



置的汽牟起重札，咳汽牟起重札的其他各部分的結枸晴參考現有技木，本

文不再贅述。

以上吋本友明所提供的一神汽牟起重札及其多 市伸縮臂裝置迸行了祥

細介紹 。 本文中座用 了具休介例吋本友明的原理及宴施方式迸行了罔述，

以上宴施例的說明只是用于郡助理解本友明的方法及其核 思想 。 座 占指

弘 吋于本技木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 未說，在不脫 禹本友明原理的前提下，

近可以吋本友明迸行若干改迸和修飾 ，迷些改迸和修飾也落入本友明杖才

要求的俸妒范固 內 。



枝 利 要 求
1、 一神多市伸縮臂裝置，用于汽牟起重札，包括基本臂 ( 211 ) 以及

依次套裝于所述基本臂內的至少三市伸縮臂，末市伸縮臂的內側改置有伸

縮油缸 ( 28 ) 其特征在于，近 包括鈍排連接部分和插銷連接部分 所述插

銷連接部分包括基本臂 ( 211 ) 以及占所述基本臂 ( 2 11 ) 相祁的至少一市

伸縮臂，所述鈍排連接部分包括套裝于所述插銷連接部分內部，且通迂特

掩和拉索連接的至少二市伸縮臂 所述插銷連接部分相祁的各市伸縮臂之
同，以及所述插銷連接部分占所述鈍排連接部分之同均通迂臂銷連接 所

述伸縮油缸 ( 28 ) 的缸筒 ( 281 ) 占所述鈍排連接部分的最外市伸縮臂固定

連接，且其缸杆 ( 282 ) 可迭捧地占所述插銷連接部分的任一市伸縮臂的臂

尾通迂安裝在缸杆 ( 282 ) 端共的缸銷 ( 2821 ) 插拔連接 。

2、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述的多市伸縮臂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鈍排連

接部分由第三市臂 ( 213 )、 第四市臂 ( 214 ) 以及第五市臂 ( 215 ) 組成，

所述缸筒 ( 281 ) 占所述第三市臂 ( 213 ) 固定連接 所述插銷連接部分由
第二市臂 ( 212 ) 和基本臂 ( 211 ) 組成 。

3 、 根搪杖利要求 2 所述的多市伸縮臂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基本臂 ( 2 11 ) 臂共外側安裝有第一臂銷 ( 261 ) 及插拔銷油缸，

且所述第一臂銷 ( 261 ) 連接所述第二市臂 ( 212 )

所述第三市臂 ( 213 ) 臂尾安裝有第二臂銷 ( 262 ) 及插拔銷油缸，且
所述第二臂銷 ( 262 ) 連接所述的第二市臂 ( 212 )

所述缸杆 282 端 共安裝有缸銷 2821 及插拔銷 裝置，且所述缸銷
( 82 1 ) 可迭捧地占所述基本臂 ( 211 ) 和第二市臂 ( 212 ) 連接 。

4 、 根搪杖利要求 3 所述的多市伸縮臂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缸筒 ( 281 ) 安裝有第一伸臂特掩 ( 221 )，第一伸臂拉索 ( 241 )

繞迂所述第一伸臂特掩 ( 221 )，且第一伸臂拉索 ( 241 ) 的第一端連接所述
第二市臂 ( 212 )，第二端連接所述第四市臂 ( 214 )

所述第四市臂 ( 214 )安裝有第二伸臂特掩 ( 222 )，第二伸臂拉索 ( 242 )

繞迂所述第二伸臂特掩 ( 222 )，且第二伸臂拉索 ( 242 ) 的第一端連接所述
第三市臂 ( 213 )，第二端連接所述第五市臂 ( 215 )



所述第三市臂 ( 213 )安裝有第一縮臂特掩 ( 231 )，第一縮臂拉索 ( 251 )

繞迂所迷第一縮臂特掩 23 1 )，且第一縮臂拉索 251 ) 的第一端連接所迷
第二市臂 ( 212 )，第二端連接所述第四市臂 ( 214 )

所述第四市臂 ( 214 )安裝有第二伸臂特掩 ( 232 )，第二伸臂拉索 ( 252 )

繞迂所述第二伸臂特掩 ( 232 )，且第二伸臂拉索 ( 252 ) 的第一端連接所述
第三市臂 ( 213 )，第二端連接所述第五市臂 ( 215 ).

5 、根搪杖利要求 4 所述的多市伸縮臂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縮油

缸 ( 28 ) 通迂油管供油，所述油管的外 圈套裝有托健 。

6、 根搪杖利要求 1 至 5 任一項所述的多 市伸縮臂裝置，其特征在于，

各伸臂特掩和各縮臂特掩均力滑掩，各伸臂拉索和各縮臂拉索均力翎竺鈍 。

7 、 根搪杖利要求 1 至 5 任一項所述的多 市伸縮臂裝置，其特征在于，

各伸臂特掩和各縮臂特掩均力健掩，各伸臂拉索和各縮臂拉索均力健奈。

8 、一神汽牟起重札，其特征在于，包括杖利要求 1 至 7 任一項所述的
多市伸縮臂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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