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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风电塔架风叶维护

一体机，包括塔筒上抱圈和塔筒下抱圈，所述塔

筒上抱圈和塔筒下抱圈分别包括有数量相等的

上抱筒板和下抱筒板，在上抱筒板或下抱筒板上

安装有托承横杆，所述位置相对应的上抱筒板和

下抱筒板之间支承有电动推杆；所述托承横杆上

固定安装有悬桥支架，该悬桥支架上滑动支承有

维护悬桥，悬桥驱动电机通过悬桥驱动机构驱动

维护悬桥。所述悬桥支架上滑动支承有两相互平

行的维护悬桥。所述托承横杆上固定安装有爬升

台架，所述悬桥支架固定安装于爬升台架上。所

述维护悬桥通过移动滑轨滑动支承于悬桥支架

上；所述悬桥驱动机构为丝杠螺母副。该维护一

体机，爬升顺畅，既可以对塔身进行维护，也可以

对风叶进行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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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风电塔架风叶维护一体机，包括塔筒上抱圈和塔筒下抱圈，所述塔筒上抱圈和

塔筒下抱圈分别包括有数量相等的上抱筒板（33）和下抱筒板(36)，在上抱筒板（33）或下抱

筒板（36）上安装有托承横杆（31），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抱筒板（33）和下抱筒板（36）之间支

承有电动推杆（39）；所述托承横杆（31）上固定安装有悬桥支架（51），该悬桥支架（51）上滑

动支承有维护悬桥（54），悬桥驱动电机（56）通过悬桥驱动机构驱动维护悬桥（5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电塔架风叶维护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悬桥支架（51）上

滑动支承有两相互平行的维护悬桥（54）。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风电塔架风叶维护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托承横杆

(31)上固定安装有爬升台架（2），所述悬桥支架（51）固定安装于爬升台架（2）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风电塔架风叶维护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爬升台架（2）包

括有台架下框架（21）和台架上框架（23），该台架下框架（21）和台架上框架（23）固定连接；

所述悬桥支架（51）固定连接于台架下框架（21）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电塔架风叶维护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维护悬桥（54）通

过移动滑轨滑动支承于悬桥支架（51）上；所述悬桥驱动机构为丝杠螺母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风电塔架风叶维护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滑轨包括有

上移动滑轨（59）和下移动滑轨（57），上移动滑轨（59）和下移动滑轨（57）相距地安装于悬桥

支架（51）上，所述维护悬桥（54）通过上移动滑轨（59）和下移动滑轨（57）滑动支承于悬桥支

架（51）上；该上移动滑轨（59）和下移动滑轨（57）均为直线导轨。

7.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风电塔架风叶维护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悬桥驱动机

构的丝杠螺母副包括驱动丝杠（55）和驱动螺母（53），该驱动丝杠（55）通过丝杠支座（52）转

动支承于悬桥支架（51），所述驱动螺母（53）固定连接于维护悬桥（54）上，与驱动丝杠（55）

传动连接的悬桥驱动电机（56）安装于悬桥支架（51）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电塔架风叶维护一体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塔筒上抱圈的

一上抱筒板（33）上安装有上卷扬机（37），该上卷扬机（37）的上抱筒钢索（34）缠绕于各下抱

筒板（36）的外侧；在塔筒下抱圈的一下抱筒板（36）上安装有下卷扬机（38），该下卷扬机

（38）的下抱筒钢索（35）缠绕于各下抱筒板（36）的外侧。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电塔架风叶维护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托承横杆（31）铰

支于上抱筒板（33）上，在托承横杆（31）上铰连有斜撑杆（32），该斜撑杆（32）铰支于与所述

上抱筒板（33）相对应的下抱筒板（36）上。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电塔架风叶维护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抱筒板（33）

由若干上抱筒板单元相互铰连而成，所述下抱筒板（36）也由若干下抱筒板单元相互铰连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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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塔架风叶维护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风力发电机的维护施工设备，尤其涉及一种用于对风电塔架

塔壁及风叶叶面进行清洁、检修、维护和涂装等作业的施工机械。

背景技术

[0002] 风力发电电源系统由风力发电机组、风电塔架、风电叶片及电控制转换等部件组

成。其中风力发电机组是能量转换装置，它通过叶片的转动带动发电机发电；叶片是风能转

换为电能最为直接和不可缺少的重要构件；塔架是风力发电机组的支撑构件，它除起支撑

作用外，还起着吸收机组震动的作用。故而风电塔架和叶片是整个风力发电系统中最为关

键的风电机件。

[0003] 风电塔架和叶片往往处于较为恶劣的使用环境下，尤其是海上风电塔架和叶片又

处于严重腐蚀环境氛围中，不仅受到风吹、日晒、雨淋，更受到潮湿盐雾的侵蚀，很容易导致

钢质塔筒外壁防腐涂层破坏，油漆脱落，筒体锈蚀，加之风电塔架和叶片涂层使用寿命超限

会产生涂层粉化、脱落、起泡和松动等现象而加速其老化；同时叶片面层的积垢也会引起叶

片气流的拢动，影响发电效率，需定期维护清理。塔架连接部位的紧固件也有一定的作用时

效，使用一定时间后必须予以维修更换。因此，必须对风电塔架和叶片出现的蚀斑部位进行

喷射处理，以完全去除腐蚀剥落部位的氧化锈蚀层或旧涂层以露出母材，再以动力砂轮对

处理部位边缘打磨后，进行底漆、中涂漆及面漆施工作业，而达到原始的设计厚度要求。这

一施工过程不仅劳动强度大，作业难度高，而且时有人身安全事故的发生，尤其是随着大型

风电建设速度的加快，风电塔筒的高度均超过100米，甚至达到150米，更增加了作业难度和

操作安全风险。

[0004] 目前对风电塔架和叶片维护保养较为普遍的做法是作业人员通过机舱上的绳索

被逐渐下放，作业人员悬吊在塔架和叶片附近的空中对塔架和叶片分别进行作业，由于风

电叶片悬置于空中其作业难度更大，加之塔架高度均达到百米，空中风速较高，不仅增加施

工作业难度，劳动强度，施工效率低，而且对作业人员的心理素质和技术水平均有较高的要

求。

[0005] 申请人于2019年03月27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风电塔维护爬升机”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申请号：201920394831.X，该爬升机包括塔筒上抱圈和塔筒下抱圈，塔筒上、下

抱圈分别由数量相等的上下抱筒板组成，多片的塔筒上下抱筒板通过对应的卷扬机钢索箍

成塔筒上抱圈和塔筒下抱圈，通过上下抱圈筒板之间的液压缸或气动缸的交替伸缩和抱圈

钢索的交替收放而实现整机的爬升，并完成对塔架筒身的维护和保养。虽然该结构设计合

理精巧，能安全高效地完成对塔身的维护和保养，但在使用中仍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由于

上、下抱筒板的交替爬升驱动件采用的是液压缸或气动缸，由于液压缸或气动缸的伸缩动

作受到控制阀、管路及执行器等多个控制元件的影响，其响应速度慢及动作精度低，很难保

证同一抱圈的各液压缸或气缸的同步动作，而各液压缸或气动缸动作的细小差异都会引起

抱圈的上抱筒板或下抱筒板间爬高不协调，形成偏爬而卡死，不能顺畅地实现爬升动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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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无法正常工作。二是该实用新型虽然可以实现对塔身的进行维护，但对于远离于塔身并

悬置空中的风叶仍然是无计于是，风叶维护仍依靠传统方法进行。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上述不足，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风

电塔架风叶维护一体机，不仅爬升顺畅，无偏爬卡死，而且既可以对塔身进行维护，也可以

对风叶进行维护保养。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风电塔架风叶维护一体机，包括塔筒上抱

圈和塔筒下抱圈，所述塔筒上抱圈和塔筒下抱圈分别包括有数量相等的上抱筒板和下抱筒

板，在上抱筒板或下抱筒板上安装有托承横杆，所述位置相对应的上抱筒板和下抱筒板之

间支承有电动推杆；所述托承横杆上固定安装有悬桥支架，该悬桥支架上滑动支承有维护

悬桥，悬桥驱动电机通过悬桥驱动机构驱动维护悬桥。

[0008] 采用上述结构后，首先由于塔筒上抱圈和塔筒下抱圈分别由若干数量相等的上抱

筒板和下抱筒板而组成，相互分隔的上抱筒板和下抱筒板可以围成不同抱围直径的塔筒上

抱圈和塔筒下抱圈，借助上抱筒板和下抱筒板在塔筒上的交替作用而实现沿塔筒壁的步履

式爬升或下降动作；通过上抱筒板或下抱筒板上的托承撑架安装维护台架，该维护台架既

可以供作业人员在其上进行操作施工和行走，也可以在维护台架上放置相应的喷砂、油漆

等相应的维护保养设备，具有操作方便、作业舒适安全的优点。又由于位置相应的上抱筒板

和下抱筒板之间支承有电动推杆，通过电动推杆往复直线伸缩而实现上、下抱筒板在塔筒

上的交替爬升，由于电动推杆是一种直线往复运动的电力驱动装置，很容易实现运程控制

和集中同步控制，无需繁复的中间控制元器件，动作精准，不会在多根电动推杆之间形成动

作差异，能确保各电动推杆间的协调动作和同步动作，从而完全避免了抱筒板的偏爬和爬

升卡死，使得爬升更加顺畅。还由于在托承横杆上通过悬桥支架滑动支承有维护悬桥，一方

面维护悬桥可以随抱筒圈沿塔身而爬升至风叶高度，另一方面外伸的维护悬桥能伸至风叶

的维护保养位置，作业人员既可以在维护悬桥上对风叶叶片进行操作施工和行走，也可以

在悬桥上使用维护设备对叶片进行维护保养，操作安全和作业高效。由于维护悬桥是滑动

支承于悬桥支架上的，且维护悬桥在悬桥驱动机构的驱动下可以在悬桥支架上滑移，通过

悬桥支架随抱筒圈板沿高度的爬升，以及维护悬桥沿悬桥支架的水平移动，从而很方便地

接近风叶正反叶面上的各个维护位置，准确地对风叶叶片进行多种维护操作。本实用新型

既实现了对塔架塔身的维护操作，又能对风叶片进行维护作业，不仅大大减轻了作业人员

的劳动强度，作业效率高，而且使用安全、操作方便舒适。

[0009]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实施方式，所述悬桥支架上滑动支承有两相互平行的维护悬

桥。所述托承横杆上固定安装有爬升台架，所述悬桥支架固定安装于爬升台架上。所述爬升

台架包括有台架下框架和台架上框架，该台架下框架和台架上框架固定连接；所述悬桥支

架固定连接于台架下框架上。平行设置的两根维护悬桥可以使作业人员能对风叶叶片的正

反两个叶面进行维护操作；悬桥支架是固定安装于爬升台架下框架上，其固定连接可靠，有

利于增强使用安全性。

[0010] 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维护悬桥通过移动滑轨滑动支承于悬桥支架

上；所述悬桥驱动机构为丝杠螺母副。所述移动滑轨包括有上移动滑轨和下移动滑轨，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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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滑轨和下移动滑轨相距地安装于悬桥支架上，所述维护悬桥通过上移动滑轨和下移动滑

轨滑动支承于悬桥支架上；该上移动滑轨和下移动滑轨均为直线导轨。采用两根移动滑轨

可以确保维护悬桥能保持足够的外伸长度，并且能承受更多悬桥荷载。

[0011] 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悬桥驱动机构的丝杠螺母副包括驱动丝杆和驱

动螺母，该驱动丝杆通过丝杆支座转动支承于悬桥支架，所述驱动螺母固定连接于维护悬

桥上，与驱动丝杆传动连接的悬桥驱动电机安装于悬桥支架上。采用丝杠螺母驱动副具有

运行可靠，结构合理的优势。

[0012]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实施方式，在所述塔筒上抱圈的一上抱筒板上安装有上卷扬

机，该上卷扬机的上抱筒钢索缠绕于各下抱筒板的外侧；在塔筒下抱圈的一下抱筒板上安

装有下卷扬机，该下卷扬机的下抱筒钢索缠绕于各下抱筒板的外侧。通过上、下抱筒板及钢

索卷扬机的交替收紧和放松，使上、下抱筒圈在塔身上交替抱紧和分离而实现爬升。

[0013] 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托承横杆铰支于上抱筒板上，在托承横杆上铰

连有斜撑杆，该斜撑杆铰支于与所述上抱筒板相对应的下抱筒板上。该支撑结构稳定牢固，

能够可靠地托承爬升台架。

[0014] 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上抱筒板由若干上抱筒板单元相互铰连而成，

所述下抱筒板也由若干下抱筒板单元相互铰连而成。采用铰连的多抱筒板结构，可以很好

地与塔架不同部位的筒径相吻合，以产生足够的抱合接触面积，形成稳定牢固的接触摩擦

力。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风电塔架风叶维护一体机作进一步

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风电塔架风叶维护一体机处于使用状态的工作示意图；

[0017] 图2是图1中使用位置的局部放大视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风电塔架风叶维护一体机（折除台架上框架及维护移动车）的立

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图3所示结构中的上、下抱筒板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图3所示结构中外悬桥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是图5所示悬桥支架和维护悬桥安装结构放大视图。

[0022] 图中，1—风电塔架，2—爬升台架、21—台架下框架、22—台架踏板、23—台架上框

架、24—维护移动车，3—爬升结构、31—托承横杆、32—斜撑杆、33—上抱筒板、34—上抱筒

钢索、35—下抱筒钢索、36—下抱筒板、37—上卷扬机、38—下卷扬机、39—电动推杆，4—风

电风叶，5—外悬桥、51—悬桥支架、52—丝杠支座、53—驱动螺母、54—维护悬桥、55—驱动

丝杠、56—悬桥驱动电机、57—下移动滑轨、58—滑轨架、59—上移动滑轨。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图2所示，风电机组包括有风电塔架1，在风电塔架1的顶端安装有发电机

组，以及驱动发电机组的风电风叶4。在风电塔架1的塔身上套装有爬升结构3，爬升结构3上

支承有外伸的外悬桥5，伸出的外悬桥5可与风电风叶4的位置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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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如图3所示，爬升结构3包括有可围抱于风电塔架1上的塔筒上抱圈和塔筒下抱圈。

塔筒上抱圈和塔筒下抱圈分别包括有六块上抱筒板33和下抱筒板36，位于同一高度的六块

上抱筒板33沿风电塔架1塔身同一周向围成塔筒上抱圈，位于另一高度的六块下抱筒板36

沿风电塔架1塔身另一高度的周向围成塔筒下抱圈。

[0025] 在塔筒上抱圈的一上抱筒板33上安装有两台上卷扬机37，上卷扬机37对应的上抱

筒钢索34通过上抱筒板33的上钢索导引器缠绕于各块上抱筒板33的外侧，每台上卷扬机37

的上抱筒钢索34在六块上抱筒板33上缠绕4道，同样另一台上卷扬机33的上抱筒钢索34在

六块上抱筒板33上也缠绕4道。在塔筒下抱圈的一下抱筒板36上安装有两台下卷扬机38，下

卷扬机38对应的钢索9通过下抱筒板36的下钢索导引器缠绕于各下抱筒板的外侧，每台下

卷扬机38的下抱筒钢索35在六块下抱筒板36上缠绕4道。

[0026] 如图4所示，在位置相对应的上抱筒板33和下抱筒板36之间支承有两根电动推杆

39。电动推杆39的一端通过对应的铰支座连接于上抱筒板33上，电动推杆39的另一端通过

对应的铰支座安装于下抱筒板36上。在每一相互对应的上抱筒板33和下抱筒板36上分别铰

支有托承横杆31和斜撑杆32，托承横杆31铰支于上抱筒板33上，斜撑杆32与托承横杆31相

铰连，该斜撑杆32的另一端铰支于与上抱筒板33相对应的下抱筒板3上。

[0027] 在托承横杆31上通过托承连接座固定安装有爬升台架2，爬升台架2包括有台架下

框架21和台架上框架23，该台架下框架21和台架上框架23固定连接而构成了护栏结构，在

台架上框架23上安装有维护移动车24；在台架下框架21上安装有台架踏板22，以便作业人

员行走作业。在台架下框架21上还固定连接有悬桥支架51。

[0028] 如图5、图6所示，在悬桥支架51上安装有上移动滑轨59和下移动滑轨57，该上移动

滑轨59和下移动滑轨57均为通用的直线导轨。上移动滑轨59和下移动滑轨57处于两个不同

的高度平面内，在空间上相互平行并且滑移面相对布置，下移动滑轨57直接安装于悬桥支

架51上，而上移动滑轨59则通过滑轨架58安装于悬桥支架51上。在悬桥支架51上滑动支承

有两相互平行的维护悬桥54，该两维护悬桥54的安装端部均插装于上移动滑轨59和下移动

滑轨57之间，上移动滑轨59位于维护悬桥54插装端面的上面，下移动滑轨57则位于维护悬

桥54的插装端面的下面。

[0029] 悬桥驱动电机56通过悬桥驱动机构驱动维护悬桥54，悬桥驱动机构为包括有驱动

丝杠55和驱动螺母53构成的丝杠螺母副。悬桥驱动电机56位于两维护悬桥54之间，其两端

输出轴均对应的驱动丝杠55相连接，驱动丝杠55的另一端则通过对应的丝杠支座52转动支

承于悬桥支架51上。每一维护悬桥54上均固定安装有驱动螺母53，该驱动螺母53与对应的

驱动丝杠55构丝杆螺母副。悬桥驱动电机56通过丝杠螺母副驱动维护悬桥54在悬桥支架51

上沿移动滑轨而滑移，这样维护悬桥54既可在悬桥支架51上滑动，又可随塔筒抱圈上下升

降，从而方便接近风叶并对叶面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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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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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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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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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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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1

CN 211116428 U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