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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SUPPORT DEVICE FOR WALKING MACHINES

(54) 友明名林 : 神行走式杭械支承裝置及具有速神支承裝置的混凝土泵午

(57) Abstract: A support device for
walking machines comprises a frame-like
base (5) connected to a chassis (11),
sheathe tubes (3,4;9,10) xed on the
frame-like base (5), extensible arms (2)
provided in the sheathe tubes (3,4;9,10),
support parts (1,7) provided on the
outward ends of the extensible arms
(2) and extensible perpendicularly. The
sheathe tubes (3,4;9,10) are arranged in
double X-form. One pair of sheathe tubes
(3,4) arranged diagonally to each other
are parallel and at same height. The other
pair of the sheathe tubes (9,10) arranged
diagonally to each other are also parallel
and at same height. The other pair of

Fig．2 the sheathe tubes (9,10) are arranged at
different height with one pair of sheathe
tubes (3,4). A concrete pump vehicle

using the support device according to the invention is more compact, more stable and can wok in limited space.

(57)

神川于行走札械的支承裝宜，其包括迂接于底盎 ( 11) 上的框架式底碎 (5) ，固定丁框架式底杯 (5)
上的套管部 (3, 4 9, 10) , 布置在套管部件 (3, 4; 9, 10) 內的伸縮臂 (2) ，裝役于伸縮臂 (2) 外
端且垂直伸縮的支承部什 ( 1, 7) 。其中，套管部件 (3, 4 9, 10) 呈孜 X 型布置 呈肘角布置的 肘套肯
部件 (3, 4) 相平行且她于相同的高度上 相互平行且她于相同高度上的呈肘廂布置的另一肘套管部件 (9,

勻所述 - 肘套管部件 (3, 4) 灶于不同的高度上。采用根据本友明所迷的支承裝置的混凝土泵革鈷枸黛10
湊 稔定性高，且可用于狄窄工地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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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行走武帆械支承裝置及
具有迭神支承裝置的混凝土泵羊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一神行走式札械支承裝置及具有迷神支承裝置的

混凝土泵牟 。

背景技木
在現有技木申，行走式桃械特別是混凝土泵牟上的支腿通常

有三神工作方式，其中一神力前支腿交叉伸縮 、后支腿向后撰功
或力 型 一科力后攜式支腿，即前后支腿均向后撰功收拔 另

一神力前摺式支腿，即前支腿向前攜功收拔，后支腿向后攜功收
拔 。 送些支腿均可相吋于底盎的軸攜功或伸縮，且在支腿禾端具
有用于支承的垂直油缸，使行走式工程札械能侈在作並忖茨得穗
定的工作狀悉 。

在 P 357988 占 E3 24029 中都披露了一科具有交叉伸縮

型前支腿的札功混凝土泵牟 ，其中，混凝土泵牟布置有具有丙介

或多介軸的牟架 牟架上安裝有布料杆，其可銳豎直軸特功 布
料杆安裝在靠近前軸的杆座上 具有丙介面朝前成吋舟交叉分布
中的可伸縮前腿，所迷丙介交叉分布的可伸縮前腿布置在不 同的
高度上 前支腿均可伸縮管布置在支撐座上，核支撐座均杆座固

定違接 。 EP0357988 中所公布泵牟布置有赴于前支腿的可伸縮管

后端 匹域中的丙介可伸展后支腿，且所迷后支腿安裝成可銳怪直
軸特功，后支腿可八其賀駛位置平行于牟架面向后部特功，迸入
其面朝后朝外成舛角分布的支撐位置。 DE3 24029 中所公布泵牟

布置有赴于前支腿的可伸縮管后端 匡域中的 形后支腿，所迷后

支腿套管平行于底盎牟掩軸安裝，后支腿可沿套管伸縮展升。

在 DE4203820 中公升了一神混凝土撰功型支腿。其札 支腿



連接在回特底座的銷軸上，在回特底座占撰功型支腿之岡連接有
撰功油缸。 占混凝土泵牟泵送混凝土到洗筑魚忖，前支腿園銳銷

軸向外回特至可支撐位置岩泵牟赴于行駛狀悉吋，支腿向內收縮

于泵牟 兩側。 速神改各具有其皓枸尺寸特性受作並吻地的限制而

不能在狹窄的工地上施工的缺魚 。

在 T S6 40540 申公升了一神可行駛式工作祝械的前接式支
腿。 支腿具有一可銳垂直的特軸在一底盎上偏特的支臂箱休、一
可相吋于核支腿箱休伸縮式移功的套管式部件、一穿迂支腿箱休
和套管式部件延伸的汲向作用的液座缸和一在套管式部件的前端
改置的可垂直移功的支承部件 。 可伸縮的液座缸以其丙木端 固定
于在支腿箱休和套管 式部件的相互迅 萬 的各末端 匹域 內的 固定
魚 。 垂直的特軸通迂一在 禹升后面的固定魚向支腿部件方向的一
抽向距 萬 赴在支臂箱休上改置的羊切剖分的軸承座枸成，井定位
成使其占液座缸的移功軸域橫切。

在上迷寺利文猷中所披露的技木方案申存在下迷技木岡題。

占行走式牟輛采用接功型支腿忖，由于接功型支腿結枸尺寸
特性受作並切地的限制，展升所需空同大，因此不能在狹窄的工
地上施工。且在 P 579 的奕施例叱 由于前支腿占后支腿軸
域呈一定的角度連接，未 自布料杆井將通迂杆座侍早的座力必須

沿看牟輛的整介衣度施加至后支腿，迷就需要花大力乞迸行牟架

改汁而提高 了戶品的生戶成本。

占采用 型后支腿忖，柬 自布料杆的座力通迪杆座、牟架侍
早至后支腿的未度增大，叭而需要增大牟架的皓枸、重量以保梓
牟架有足侈的弦度，因此提高了戶品的改汁、生戶成本。

舀采用前接式支腿忖，由于需要在每今支腿側部都安裝液座
油缸以完成支腿銳銷軸特功的迂程，其結枸的改汁也更加夏染，
成本也更高，且支腿以收縮狀怒展升成力工作狀怒所需要的時岡



相吋較未，降低了工作效率。

因此，本友明的目的是力解決現有技木中存在的支承裝置中

的不足而提供一神改迸的可伸縮支承裝置以及采用速神支撐裝置
的混凝土泵牟 。本友明裝置結枸筒羊、能移在短吋同內完全展升，
且可用于狹窄工地施工，使用于行走式札械例如混凝土泵牟的支
承裝置結枸史加紫湊，充分利用支承裝置的空岡，且能使左右支
腿受力吏加均衡而增加作止忖整牟的穗定性 。

友明內容

凝土泵牟，如本領域技木人員 所公知的那祥，所迷混凝土泵牟 包

括底盎、安裝于底盎上的特功札枸、布料杆 、 泵送裝置及支承裝
置，底盎包括至少一介后軸 布料杆占特功札枸相連，且在迸行
泵送作並忖伸展而在非作止狀悉下忖折疊放置在底盎上方 特功
札枸 、 布料杆、泵送裝置和支承裝置均安裝于底盎上 泵送裝置
位于特功札枸的后方 。

用于混凝土泵牟的上迷支承裝置包括 違接于底盎上的框架

式底座 固定于框架式底座上的套管部件 布置在套管部件 內的
伸縮臂 裝改于套管部件外端且可垂宜伸縮的支承部件 。

其申，套管部件呈汲 x 型布置，呈吋角布置的一吋套管部件
相平行且赴于相同高度上，井赴于另一吋相平行且赴于相同 高度
上的呈吋角布置的套管部件之上或之下。 根搪需要，相平行布置
的成吋套管之間可相互緊靠布置或可同隔一定距 萬布置。

其中，套管 內的各伸縮臂包括丙介或丙介以上可逐圾插入的
多 圾伸縮臂。

占混凝土泵牟工作忖，四介伸縮臂可同時或分別伸展，占支
腿伸展到可垂直伸展支承部件的位置后，支腿前端的支承部件則
垂直送功至穗定基面銷幣，四根伸出支承部件的支撐魚形成一介



正方形支撐角魚淋而 固定泵牟 以便作止。 占泵牟完成作止后，四
介支腿按照相反的工作迂程完成八伸展狀怒到收縮狀怒的特換 。

附圈說明
圈 所示力本友明支承裝置的患休結枸示意 團。

囤 2 所示力根搪本友明耿 X 型 支腿的一神宴施方式的俯視
團 。

圈 3 所示力根搪本友明汲 X 型支腿的另一神奕施方式的俯視
圈 。

圈 4 所示力根搪本友明汲 X 型支腿的再一神奕施方式的俯視
囤 。

團 5 所示力團 2 昱示的根搪本友明及 X 型支腿的一神奕施方

式的俯視圈，其中的支腿伸縮臂力多圾伸縮臂。

具休奕施方式

如團 所示，所迷混凝土泵牟 包括底盎 、安裝于底盎上的
特功札枸 2、布料杆 3、泵送裝置 8 及支承裝置 底盎 包括
至少一介后軸 6 布料杆 3 占特功札枸 2 相連，且在迸行泵送
作並忖伸展而在非作止狀怒下忖折疊放置在底盎 的上方 特功
札枸 叨、布料杆 3、泵送裝置 8 和支承裝置均安裝于底盎上 泵

送裝置 8 位于特功札枸 2 的后方。

如圈 2 所示，用于行走析械的上迷支承裝置力可伸縮式，其
包括 連接于底盎 J 的框架式底座 5 固定于框架式底座上的
套管部件 3、4 、9、 0 四介布置于套管部件 內的伸縮臂 2 裝故
于伸縮臂外端且可垂直伸縮的支承部件 、7。 核 奕施例 中，框架

式底座呈矩形 套管部件 3 七 4、9 占 0 平行同高度緊接布置，
套管部件 3、4 位于套管部件 9、 0 之上，八俯視圈看四介套管呈
汲 X 型 支承部件均力液座油缸，且支承部件 、7 底端赴于同

一水平面 伸縮臂 2 占相座的套管部件 同軸布置。 圭工作忖，四



介伸縮臂 2 可同時在所迷套管 3、4 、 9、 0 內水平伸縮，伸縮的
距 萬 可以根搪具休的工作現切而定 圭伸縮臂 2 完成伸縮后，裝
改于伸縮臂 2 端部的支承部件 、7 可垂直伸出接蝕地面而起到支
撐作用 。 在行駛狀悉下，所迷伸縮臂 2 可回縮至套管 3、 4 、 9、

0 中。

圈 3 所示力根搪本友明汎 x 型支腿的另一神宴施方式的俯視
團 。 其叱 套管部件 9、 0 位于套管部件 3、 4 之上。

圈 4 所示力根搪本友明及 X 型支腿的再一神奕施方式的俯視
圈 。 其扒 套管部 、 4 位于套管部件 9、 0 之上，此外，相平
行的套管之同根搪宴阮需要阿 隔一定距 萬或相互緊接。 此外，團

中未昱示套管部件 9、 0 位于套管部件 3、4 之上且相平行套管之
同相岡隔一定距 萬 的情況，但速神方式也包含在本友明的范 園 內 。

囤 5 所示力圈 2 昱示的根搪本友明茨 X 型支腿的一科 奕施方

式的俯視團，其中的支腿伸縮臂 2 力多圾伸縮臂，多圾伸縮臂的
形式同祥這用于圈 3、4 所示的方式。

物地限制不能在狹窄工地作並的限制 。 采用 了四介支腿直接伸縮

以迷到行駛狀怒均工作狀怒特換的工作方式，結枸改汁史加筒羊，
座力侍早至后支腿的未度更小，伙而可降低牟架重量，減少 了成
本。 且四根伸出支承部件的支撐魚形成一介正方形支撐角魚 ，改
計中充分考慮 了牟輛重 七支腿布置的具休位置，其吋魚 我大致
相交在混凝土泵牟的重 赴，具有較高的穗定性。

冬管通迪結合奕施例 已銓具休地昱示和描迷了本友明，但是，
本領域技木人員 座核明自，在不背 禹本友明的精神和范園的情況

下，本友明可以迸行各神交化和交吏。



． 一神用 于行走札械的支承裝置，其包括連接于底盎 ( )

上的框架式底座 ( 5 固定于框架式底座 ( 5 的套管部件 ( 3 ,
4 9 0 ) 布置在套管部件 內的伸縮臂 ( 2 裝改于伸縮臂 ( 2

外端且垂直伸縮的支承部件 ( , 7

其特征在于，套管部件 ( 3 4 9 0 呈及 X 型布置，呈
吋角布置的一村套管部件 ( 3 , 4 ) 相平行且赴于相同高度上，相
互平行且赴于相同 高度上的呈村角布置的另一吋套管部件 ( 9 , 0 )

占所述一村套管部件 ( 3 , 4 赴于不同的高度上。

2． 根搪杖利要求 所迷的支承裝置，其特征在于，成吋角

布置的相平行套管相互漿接布置。

3． 根搪枚利要求 工 所迷的支承裝置，其特征在于，成吋角

布置的相平行套管相距一定距 萬布置。

4． 根搪杖利要求 、 2、3 所迷的支承裝置，其特征在于，

5． 一科混凝土泵牟 ，包括底盎 ) 、安裝于底盎上的特
功札枸 2 ) 、布料杆 3 ) 、 泵送裝置 8 ) 及根搪杖利要求 王

4 之一所迷的支承裝置，底盎 ( ) 包括至少一介后軸 布料
杆 ( 3 ) 均特功札枸 ( 2 ) 相連 特功札枸 2 ) 、布料杆 3 )

泵送裝置 ( 8 ) 和所迷支承裝置均安裝于底盎 ( ) 上 泵送裝置
8 ) 位于特功札枸 2 ) 的后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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