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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风电塔施工平台，从上至下

包括平台支撑梁，具有若干根围绕旋转中心对称

的支梁组成，每根支梁为可伸缩结构；旋转平台，

在旋转平台上设置了以旋转中心为圆心的圆形

旋转轨道，每根支梁下方设置了旋转滑块，旋转

滑块在圆形旋转轨道内滑动；支撑平台，支撑平

台上支撑有旋转平台，支撑平台上还设置有若干

根伸缩牛腿，伸缩牛腿围绕旋转平台分布，伸缩

牛腿抵在风电塔内部侧壁上。本发明具有以下优

点：整体性好，其中的伸缩牛腿抵在风电塔内部

侧壁上，使得整个施工平台满布风电塔筒内部，

安全性高；施工平台设置了旋转平台，使得其能

够转动，满足工人工作面不断变化的要求；平台

支撑梁的支梁为可伸缩结构，能够适应风电塔不

同截面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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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风电塔施工平台，其特征在于，从上至下包括

一平台支撑梁(100)，具有若干根围绕旋转中心对称的支梁(110)组成，每根所述支梁

(110)为可伸缩结构；

一旋转平台(200)，在所述旋转平台(200)上设置了以所述旋转中心为圆心的圆形旋转

轨道(210)，每根所述支梁(110)下方设置了旋转滑块(220)，所述旋转滑块(220)在所述圆

形旋转轨道(210)内滑动；

一支撑平台(300)，所述支撑平台(300)上支撑有旋转平台(200)，所述支撑平台(300)

上还设置有若干根伸缩牛腿(400)，所述伸缩牛腿(400)围绕所述旋转平台(200)分布，所述

伸缩牛腿(400)抵在风电塔(600)内部侧壁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电塔施工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平台(300)上还设置有

驱动所述旋转滑块(220)在所述圆形旋转轨道(210)内滑动的驱动装置。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风电塔施工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装置位于所述旋转中心

下方。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风电塔施工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平台(300)上还设置驱

动所述伸缩牛腿(400)伸缩的液压油缸(410)。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电塔施工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梁(110)的端部上设置有

操作栏杆(500)，所述操作栏杆(500)垂直于所述平台支撑梁(100)。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电塔施工平台，其特征在于，还设置有平台支撑次梁，所述平

台支撑次梁由固定在每两根支梁(110)之间的次梁(120)连接构成。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风电塔施工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梁(110)端部上设置有安

装孔(111)，所述固定在每两根支梁(110)之间的次梁(120)通过固定在安装孔(111)内的螺

栓与所述支梁(110)固定。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风电塔施工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圆形旋转轨道(210)的半径

小于所述固定在每两根支梁(110)之间的次梁(120)形成的多边形的内切圆半径。

9.一种使用如权利要求1～8中任一项所述的风电塔施工平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调整所述伸缩牛腿(400)，使其端部抵在风电塔(600)内部侧壁上，调整每根支梁(110)

的长度至所需的长度，将每根支梁(110)下方的旋转滑块(220)沿着圆形旋转轨道(210)旋

转至所述支梁(110)到达所需的位置，操作人员站在平台支撑梁(100)上对风电塔(600)进

行施工。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7476560 B

2



风电塔施工平台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风电塔施工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风电塔施工平台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在混凝土风电塔等高层或者超高层建筑的施工中，仍然需要搭建施工平

台，施工人员在施工平台上对风电塔内部进行穿索、张拉、封闭接缝、紧固螺栓等操作，当前

常用附着式挂篮或采用吊车吊篮进行施工，这种挂篮或者吊车吊篮操作面小，安全风险大，

另外在施工前需要自下而上搭设脚手架，预制混凝土风电塔高度大，搭设脚手架工期长，无

法满足快速施工。

发明内容

[0003] 为克服上述现有装置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风电塔施工平台，用于解决上

述问题。

[0004] 为达上述及其它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风电塔施工平台，从上至下包括

[0005] 一平台支撑梁，具有若干根围绕旋转中心对称的支梁组成，每根所述支梁为可伸

缩结构；

[0006] 一旋转平台，在所述旋转平台上设置了以所述旋转中心为圆心的圆形旋转轨道，

每根所述支梁下方设置了旋转滑块，所述旋转滑块在所述圆形旋转轨道内滑动；

[0007] 一支撑平台，所述支撑平台上支撑有旋转平台，所述支撑平台上还设置有若干根

伸缩牛腿，所述伸缩牛腿围绕所述旋转平台分布，所述伸缩牛腿抵在风电塔内部侧壁上。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支撑平台上还设置有驱动所述旋转滑块在所述圆形旋转轨道内滑

动的驱动装置。

[0009] 作为优选，所述驱动装置位于所述旋转中心下方。

[0010] 作为优选，所述支撑平台上还设置驱动所述伸缩牛腿伸缩的液压油缸。

[0011] 作为优选，所述支梁的端部上设置有操作栏杆，所述操作栏杆垂直于所述平台支

撑梁。

[0012] 作为优选，还设置有平台支撑次梁，所述平台支撑次梁由固定在每两根支梁之间

的次梁连接构成。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支梁端部上设置有安装孔，所述次梁通过固定在安装孔内的螺栓

与所述支梁固定。

[0014] 作为优选，所述圆形旋转轨道的半径小于所述次梁形成的多边形的内切圆半径。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使用上述风电施工平台的施工方法，调整所述伸缩牛腿，使其

端部抵在风电塔内部侧壁上，调整每根支梁的长度至所需的长度，将每根支梁下方的旋转

滑块沿着圆形旋转轨道旋转至所述支梁到达所需的位置，操作人员站在平台支撑梁上对风

电塔进行施工。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提供一种风电塔施工平台及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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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具有以下优点：

[0017] 1、施工平台整体性好，其中的伸缩牛腿抵在风电塔内部侧壁上，使得整个施工平

台满布风电塔筒内部，安全性高；

[0018] 2、施工平台设置了旋转平台，使得其能够转动，满足工人工作面不断变化的要求；

[0019] 3、施工平台支撑梁的支梁为可伸缩结构，能够适应风电塔不同截面大小；

[0020] 4、平台支撑次梁为装配式，可根据不同塔筒直径选择安装。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风电塔外侧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风电塔施工平台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风电塔施工平台俯视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提供的伸缩牛腿分布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提供的旋转平台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发明提供的次梁构造示意图；

[0027] 图中：100-平台支撑梁、110-支梁、111-安装孔、120-次梁、121-定位销、200-旋转

平台、210-圆形旋转轨道、220-旋转滑块、300-支撑平台、400-伸缩牛腿、410-液压油缸、

500-操作栏杆、600-风电塔。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

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

[0029] 请参照图2和图3，本发明提供一种风电塔施工平台，从上至下包括一平台支撑梁

100、旋转平台200和支撑平台300。

[0030] 具体地，请参照图2和图3，平台支撑梁100具有若干根围绕旋转中心对称的支梁

110组成，在本实施例中为六根，形成了正六边形，每根支梁110将正六边形中心与每个顶点

连接，每根所述支梁110为可伸缩结构，也就是说每根支梁110的长度可以变化。

[0031] 较佳地，在每一根支梁110的端部上竖直设置了操作栏杆500，操作栏杆500垂直于

支梁110，工作人员可沿着操作栏杆500进行施工操作。

[0032] 较佳地，每两根支梁110之间还可架设次梁120，用于增大平台支撑梁100的支撑面

积，次梁120的两端皆与支梁110端部的安装孔111通过螺栓固定，或者次梁120两端下方固

定一定位销121，该定位销121插入安装孔111内，使得次梁120固定在两根支梁110之间，这

样次梁120构成了正六边形的每一条边。

[0033] 旋转平台200为一方形平台，其用于承载平台支撑梁100，具体的承载方式为：在所

述旋转平台200上设置了以所述旋转中心为圆心的圆形旋转轨道210，所述圆形旋转轨道

210的半径小于所述次梁120围成的正六边形的内切圆半径，并且每根所述支梁110下方设

置了旋转滑块220，所述旋转滑块220在所述圆形旋转轨道210内滑动，这样使得整个平台支

撑梁100是以旋转中心为圆心进行旋转。

[0034] 支撑平台300，为四根梁形成的十字架形，其用于承载旋转平台200，支撑平台200

上还设置有若干根伸缩牛腿400，平均每一根梁上设置一根伸缩牛腿400，这样使得所述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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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牛腿400围绕所述旋转平台200的中心分布，当整个施工平台搭建在风电塔600内时，所述

伸缩牛腿400抵在风电塔600内部侧壁上。

[0035] 伸缩牛腿400使用与其连接的液压油缸410作为驱动装置，驱动其伸缩从而改变长

度，当施工平台在风电塔600内向上移动时，伸缩牛腿400逐渐减小长度，适应风电塔600内

部的半径。

[0036] 本发明还提供了使用如上所述的风电施工平台的施工方法，调整液压油缸410从

而调整伸缩牛腿400的长度，使得所述支撑平台300的伸缩牛腿400抵在风电塔600内部侧壁

上，调整支梁110至所需的长度，将每根支梁110下方的旋转滑块220沿着圆形旋转轨道210

旋转至所述支梁110到达所需的位置，操作人员站在平台支撑梁100上对风电塔600进行施

工。施工完毕后，将施工平台向上或者向下移动时，可再次调整液压油缸410和支梁110，使

伸缩牛腿400和支梁110适应该高度处的施工。

[0037] 较佳地，操作人员可以借助操作栏杆500对风电塔600内部进行施工。

[0038] 较佳地，在每两根支梁110端部设置次梁120，一来可以增加平台支撑梁100的支撑

面积，增加其支撑强度，二来次梁120靠近风电塔600内部侧壁，可以方便操作人员在靠近风

电塔600内部侧壁之处施工。

[0039] 本发明提供一种风电塔施工平台及方法，具有以下优点：

[0040] 1、施工平台整体性好，其中的伸缩牛腿400抵在风电塔600内部侧壁上，使得整个

施工平台满布风电塔600筒内部，安全性高；

[0041] 2、施工平台设置了旋转平台200，使得其能够转动，满足工人工作面不断变化的要

求；

[0042] 3、施工平台支撑梁100的支梁110为可伸缩结构，能够适应风电塔600不同截面大

小；

[0043] 4、平台支撑次梁120为装配式，可根据不同塔筒直径选择安装。

[0044]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发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

和范围，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之内，则

本发明也意图包括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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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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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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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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