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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隧道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隧

道用移动式吊机，包括沿隧道长度方向上进行铺

设的导轨以及能够在该导轨上行走的行走机构，

所述行走机构上安装有顶升机构的一端，其顶升

机构的另一端安装起重横梁，使起重横梁能够通

过顶升机构做竖直向上或竖直向下的运动，所述

起重横梁远离地面的一端的平面上设置有垂直

于导轨的轨道，并在起重横梁上设置有能够在该

轨道上移动的行走小车，所述行走小车上设置有

钢丝绳卷筒，其钢丝绳卷筒上缠绕钢丝绳，钢丝

绳上设置吊钩对物件进行吊运同时可通过顶升

机构对起重横梁顶升，使得避免了现有技术中所

述的由于隧道上部空间的浪费以及桥吊顶部至

吊钩最小距离的要求，导致无法将物件吊至目标

高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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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隧道用移动式吊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沿隧道长度方向上进行铺设的导轨(1)以及能

够在该导轨(1)上行走的行走机构(2)，在所述行走机构(2)上安装有顶升机构(3)的一端，

其顶升机构(3)的另一端安装起重横梁(4)，使得起重横梁(4)能够通过顶升机构(3)做竖直

向上或竖直向下的运动，并在所述起重横梁(4)远离地面的一端的平面上设置有垂直于导

轨(1)的轨道(401)，并在起重横梁(4)上设置有能够在该轨道(401)上移动的行走小车(5)，

所述行走小车(5)车体B(501)为框架结构，在所述行走小车(5)上设置有用于吊装物件的起

吊装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隧道用移动式吊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行走机构(2)共两个，分别

位于隧道两侧的一对钢轨上，其行走机构(2)包括车体A(201)、动力机构、传动机构和与钢

轨接触的车轮(202)，所述车体A(201)为箱体结构，其箱体结构的开口位于靠近地面的一

端，并在车体A(201)内部安装动力机构以及传动机构，通过动力机构和传动机构控制两对

车轮(202)行走，其两对车轮(202)分别安装于车体A(201)前后两端；所述行走机构(2)的车

体A(201)远离地面的一端平面上的前后两端分别安装有至少一个顶升机构(3)的一端，所

述顶升机构(3)的另一端安装在方形框架结构的起重横梁(4)的四个角上。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隧道用移动式吊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顶升机构(3)包括油缸和

伸缩臂，所述伸缩臂套在油缸上，伸缩臂由多节套筒组成，每节套筒之间设置有防止相邻套

筒在相对移动时脱落的阻挡部，使得伸缩臂能够随油缸同步运动。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隧道用移动式吊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行走小车(5)包括车体B

(501)、滚轮(503)、动力机构和传动机构，并在行走小车(5)框架结构的架体上设置有凹槽，

凹槽位于车体B(501)靠近地面的一端架体平面上，在所述凹槽内设置有动力机构和传动机

构，通过动力机构和传动机构控制行走小车(5)在起重横梁(4)上设置的轨道(401)上行走。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隧道移动式吊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起重横梁(4)上设置有两个

行走小车(5)，并在两个行走小车(5)相邻的两个平面上设置有防碰撞缓冲装置。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隧道移动式吊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行走机构(2)和行走小车(5)

所采用的动力机构均为电机，所述行走机构(2)和行走小车(5)所采用的传动机构包括传动

轴、联轴器、制动器和减速箱；使得在电机通电后，制动器松闸、动力输入减速箱将电机的高

转速低扭矩变成低转速大扭矩，减速箱经过传动轴和联轴器将动力传给车轮(202)或滚轮

(503)。

7.如权利要求1到6任意权利项所述的隧道用移动式吊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起吊装置

包括钢丝绳卷筒(502)以及缠绕在钢丝绳卷筒(502)上的钢丝绳(504)，其钢丝绳(504)的一

端连接吊钩(507)，另一端固定在钢丝绳卷筒(502)上。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隧道用移动式吊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行走小车(5)远离地面一

端的平面上且平行于轨道(401)的两个架体之间安装有钢丝绳卷筒(502)，钢丝绳卷筒

(502)通过动力机构和传动机构控制转动，其钢丝绳(504)竖直向下穿过行走小车(5)框架

结构的中空部分，再穿过起重横梁(4)框架结构的中空部分到达地面位置处。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隧道用移动式吊机，其特征在于，钢丝绳卷筒(502)一端通过轴

承安装在单耳安装座(505)上，另一端与传动机构连接，传动机构与设置在动力箱(506)中

的动力机构连接，所述钢丝绳卷筒(502)采用的动力机构为电机，传动机构包括传动轴、联

轴器、制动器和减速箱，使得在电机通电后，制动器松闸、动力输入减速箱将电机的高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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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扭矩变成低转速大扭矩，减速箱经过传动轴和联轴器将动力传给钢丝绳卷筒(502)。

10.如权利要求1到6任意权利项所述的隧道用移动式吊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起吊装置

为设置在行走小车(5)靠近地面一端平面上的软吊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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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用移动式吊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隧道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隧道用移动式吊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全断面岩石掘进机越来越多的用于超长隧道的施工，然而全断面岩石掘进

机必须在洞内进行组装，其在洞内组装的条件有限。目前，在洞内对全断面岩石掘进机的组

装主要采用桥吊，采用桥吊进行吊装时，首先需要通过起重机来吊装实现桥吊的安装，将桥

吊安装在隧道的上部空间，其隧道的上部空间安装桥吊，造成上部空间的浪费，使得其在狭

小隧道施工时，再结合桥吊的吊钩与吊顶之间的最小距离的要求使得无法将物件吊至目标

高度时。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所提供了一种隧道用移动式吊机，有效的

避免了隧道上部分空间的浪费，并且避免了在狭小隧道施工时由于隧道上部空间的浪费再

结合吊钩与吊顶之间的最小距离的要求使得无法将物件吊至目标高度的问题。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隧道用移动式吊机，包括沿隧道长度方向上进行铺设的导轨以及能够在该导轨上

行走的行走机构，在所述行走机构上安装有顶升机构的一端，其顶升机构的另一端安装起

重横梁，使得起重横梁能够通过顶升机构做竖直向上或竖直向下的运动，并在所述起重横

梁远离地面的一端的平面上设置有垂直于导轨的轨道，并在起重横梁上设置有能够在该轨

道上移动的行走小车，在所述行走小车上设置有用于吊装物件的起吊装置。

[0006] 所述起吊装置包括设置在行走小车上的钢丝绳卷筒，以及钢丝绳卷筒上缠绕的钢

丝绳，其钢丝绳的一端连接吊钩，另一端固定在钢丝绳卷筒上。在通过钢丝绳对物件进行吊

运的同时还可通过顶升机构对其整体起到一个向上抬升的作用，使得其有效的避免了现有

技术中所述的由于隧道空间的限制以及桥吊顶部至吊钩最小距离的要求，导致无法将物件

吊至目标高度的问题。

[0007] 所述导轨由两对钢轨组成，两对钢轨分别设置在隧道两侧。

[0008] 具体的，所述行走机构共两个，分别位于隧道两侧的一对钢轨上，其行走机构包括

车体A、动力机构、传动机构和与钢轨接触的车轮，所述车体A为箱体结构，其箱体结构的开

口位于靠近地面的一端，并在车体A内部安装动力机构以及传动机构，通过动力机构和传动

机构控制两对车轮行走，其两对车轮分别安装于车体A前后两端。

[0009] 所述行走机构的车体A远离地面的一端平面上的前后两端分别安装有至少一个顶

升机构的一端，所述顶升机构的另一端安装在方形框架结构的起重横梁的四个角上。

[0010] 所述顶升机构包括油缸和伸缩臂，所述伸缩臂套在油缸上，伸缩臂由多节套筒组

成，每节套筒之间设置有防止相邻套筒在相对移动时脱落的阻挡部，使得伸缩臂能够随油

缸同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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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行走小车包括车体B、滚轮、动力机构和传动机构，其车体B为框架结构，并在

所述框架结构的架体上设置有凹槽，凹槽位于车体B靠近地面的一端架体平面上，在所述凹

槽内设置有动力机构和传动机构，通过动力机构和传动机构控制行走小车在起重横梁上设

置的轨道上行走；在所述小车远离地面一端的平面上且平行于轨道的两个架体之间安装有

钢丝绳卷筒，钢丝绳卷筒通过动力机构和传动机构控制转动，其钢丝绳竖直向下穿过行走

小车框架结构的中空部分，再穿过起重横梁框架结构的中空部分到达地面位置处。

[0012] 优选的，钢丝绳卷筒一端通过轴承安装在单耳安装座上，另一端与传动机构连接，

传动机构与设置在动力箱中的动力机构连接。

[0013] 以上所述行走机构、行走小车和钢丝绳卷筒所采用的动力机构均为电机，所述行

走机构、行走小车和钢丝绳卷筒所采用的传动机构包括传动轴、联轴器、制动器和减速箱。

使得在电机通电后，制动器松闸、动力输入减速箱将电机的高转速低扭矩变成低转速大扭

矩，减速箱经过传动轴和联轴器将动力传给车轮或钢丝绳卷筒。当电机断电时，则刹车或钢

丝绳卷筒停止运动。

[0014] 优选的，所述起重横梁上设置有两个行走小车，并在两个行走小车相邻的两个平

面上设置有防碰撞缓冲装置，优选的，其防撞缓冲装置采用橡胶垫。

[0015] 进一步的，出于施工成本的考虑，所述起吊装置为设置在行走小车靠近地面一端

平面上的软吊带。通过顶升机构控制整个起重横梁向下移动，使得软皮带达到靠近物件的

位置后，将物件的挂钩挂在软皮带上，再通过顶升机构带动起重横梁向上移动，使得软皮带

以及挂于软皮带上的物件向上移动，从而实现物件的起吊，避免了通过设置钢丝绳卷筒、钢

丝绳以及用于驱动钢丝绳卷筒运动的动力机构和传动机构来实现物件吊运所造成的成本

过高的问题。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钢丝绳对物件进行吊装，当达到钢丝绳的吊装极

限高度后，还可通过顶升机构使得起重横梁整体向上移动，从而使得钢丝绳向上运动，从而

有效的利用了隧道上部空间，避免了其与吊钩与吊顶之间的最小距离相结合导致在狭小隧

道中无法将物件吊至目标高度的问题，且本发明大大降低了施工成本，其起吊装置采用软

吊带的方式，进一步的减小了施工成本，并且本发明能够快速的转场使用，避免了通过桥吊

进行吊装时，需要安装桥吊的繁复施工工序。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标记说明：1.导轨；2.行走机构；3.顶升机构；4.起重横梁；5.行走小车；6.软

吊带；201.车体A；202.车轮；401.轨道；501.车体B；502.钢丝绳卷筒；503.滚轮；504.钢丝

绳；505.单耳安装座；506.动力箱；507.吊钩。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1] 实施例1，参见附图1，隧道用移动式吊机，包括沿隧道长度方向上进行铺设的导轨

1以及能够在该导轨1上行走的行走机构2，在所述行走机构2上安装有顶升机构3的一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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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升机构3的另一端安装起重横梁4，使得起重横梁4能够通过顶升机构3做竖直向上或竖直

向下的运动，并在所述起重横梁4远离地面的一端的平面上设置有垂直于导轨1的轨道401，

并在起重横梁4上设置有能够在该轨道401上移动的行走小车5，在所述行走小车5上设置有

用于吊装物件的起吊装置。

[0022] 所述起吊装置包括钢丝绳卷筒502以及缠绕在钢丝绳卷筒502上的钢丝绳504，其

钢丝绳504的一端连接吊钩507，另一端固定在钢丝绳卷筒502上。在通过钢丝绳504对物件

进行吊运的同时还可通过顶升机构3对其整体起到一个向上抬升的作用，使得其有效的避

免了现有技术中所述的由于隧道空间的限制以及桥吊顶部至吊钩507最小距离的要求，导

致无法将物件吊至目标高度的问题。

[0023] 所述导轨1由两对钢轨组成，两对钢轨分别设置在隧道两侧，使得两个行走机构2

上的车轮A202分别坐落在两对钢轨上，从而在起吊物件时整个装置更加的稳定。

[0024] 具体的，所述行走机构2共两个，分别位于隧道两侧的一对钢轨上，其行走机构2包

括车体A201、动力机构、传动机构和与钢轨接触的车轮202，所述车体A201为箱体结构，其箱

体结构的开口位于靠近地面的一端，并在车体A201内部安装动力机构以及传动机构，通过

动力机构和传动机构控制两对车轮202行走，其两对车轮202分别安装于车体A201前后两

端。

[0025] 所述行走机构2的车体A201远离地面的一端平面上的前后两端分别安装有至少一

个顶升机构3的一端，所述顶升机构3的另一端安装在方形框架结构的起重横梁4的四个角

上。

[0026] 优选的，为防止起吊物件过重时，四个顶升机构3无法快速的将物件吊起或起吊困

难，因此在所述行走机构2的车体A201远离地面的一端平面上的前后两端分别安装有两个

顶升机构3的一端。

[0027] 所述顶升机构3包括油缸和伸缩臂，所述伸缩臂套在油缸上，伸缩臂由多节套筒组

成，每节套筒之间设置有防止相邻套筒在相对移动时脱落的阻挡部，使得伸缩臂能够随油

缸同步运动。

[0028] 所述行走小车5包括车体B501、滚轮503、动力机构和传动机构，其车体B501为框架

结构，并在所述框架结构的架体上设置有凹槽，凹槽位于车体B501靠近地面的一端架体平

面上，在所述凹槽内设置有动力机构和传动机构，通过动力机构和传动机构控制行走小车5

在起重横梁4上设置的轨道401上行走；在所述小车远离地面一端的平面上且平行于轨道

401的两个架体之间安装有钢丝绳卷筒502，钢丝绳卷筒502通过动力机构和传动机构控制

转动，其钢丝绳504竖直向下穿过行走小车5框架结构的中空部分，再穿过起重横梁4框架结

构的中空部分到达地面位置处。

[0029] 优选的，钢丝绳卷筒502一端通过轴承安装在单耳安装座505上，另一端与传动机

构连接，传动机构与设置在动力箱506中的动力机构连接。

[0030] 以上所述行走机构2、行走小车5和钢丝绳卷筒502所采用的动力机构均为电机，所

述行走机构2、行走小车5和钢丝绳卷筒502所采用的传动机构包括传动轴、联轴器、制动器

和减速箱。使得在电机通电后，制动器松闸、动力输入减速箱将电机的高转速低扭矩变成低

转速大扭矩，减速箱经过传动轴和联轴器将动力传给车轮202或钢丝绳卷筒502。当电机断

电时，则刹车或钢丝绳卷筒502停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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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优选的，所述起重横梁4上设置有两个行走小车5，并在两个行走小车5相邻的两个

平面上设置有防碰撞缓冲装置，优选的，其防撞缓冲装置采用橡胶垫。

[0032] 在起吊物件时，启动控制钢丝绳卷筒502转动的电机，使得钢丝绳卷筒502转动，与

钢丝绳504连接的吊钩507向下移动，吊钩507吊住物件后，控制电机转动，钢丝绳卷筒502反

转，将吊钩507向上拉动，从而使得物件向上抬升，若无法达到目标高度，可启动顶升机构3

使得起重横梁4向上抬升，使得吊于吊钩507上的物件也向上抬升。当达到目标高度后，可启

动控制行走机构2的动力机构，使得整个装置在导轨1上行走，或启动控制行走小车5在轨道

401上行走的动力机构，使得物件能够跟随行走小车5移动，从而到达目标位置。当到达目标

位置后，启动控制钢丝绳卷筒502转动的电机，使得吊钩缓慢向下移动，从而缓慢放下起吊

物件。

[0033] 实施例2，参见附图2，出于施工成本的考虑，基于实施例1的安装基础上，将所述起

吊装置替换为软吊带6，所述软吊带6设置在行走小车5靠近地面一端的平面上。通过顶升机

构3控制整个起重横梁向下移动，使得软皮带达到靠近物件的位置后，将物件的挂钩挂在软

皮带上，再通过顶升机构3带动起重横梁4向上移动，使得软皮带以及挂于软皮带上的物件

向上移动，从而实现物件的起吊，避免了通过设置钢丝绳卷筒502、钢丝绳504以及用于驱动

钢丝绳卷筒502运动的动力机构和传动机构来实现物件吊运所造成的成本过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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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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