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157448.X

(22)申请日 2020.03.09

(71)申请人 江苏睿中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地址 226300 江苏省南通市高新区杏园西

路南金鼎路西聚丰科创园2号、3号厂

房

    申请人 上海睿中实业股份公司

(72)发明人 代启宏　施海　邝秋民　管志良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广正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2234

代理人 张汉钦

(51)Int.Cl.

B61J 1/1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的方法及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

的方法，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的方法，具

体步骤如下：1）通过螺栓顶住轨道，将设备底部

的主动轮抬起；2）在设备下方塞入U型钢，松开螺

栓；3）通过小轮，沿着U型钢，推动到搭载好的承

载平台上；4）抬起U型钢，空出铁轨。本发明在轨

道边上有空间的情况下，或者是双向轨道在一起

的时候，可以把铁轨上移动的设备等随时随地迅

速地进行横向移动，移出轨道，或者也可以移动

到相邻轨道上。多了一种横向移动让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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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如下：

1）通过螺栓（403）顶住第一导轨（1），将设备（4）底部的主移动轮（401）抬起；

2）在设备（4）下方的第一导轨（1）上塞入U型钢（3），松开螺栓（403）；

3）通过设备（4）底部的小轮（402），沿着U型钢（3），推动到第二导轨（2）上；

4）通过螺栓（403）顶住第二导轨（2），抬起设备（4），收掉U型钢（3）；

5）松开螺栓（403），将设备（4）底部的主移动轮（401）置于第二导轨（2）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3）中，所述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距离较远时，所述第一导轨（1）、第二导

轨（2）之间设有承载平台（5），所述搭载承载平台（5）依靠底部设置的四条支腿支撑。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3）中，所述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之间空间不足时，所述第一导轨（1）、第

二导轨（2）之间设有承载平台（5），所述承载平台（5）底部设有两条支腿，承载平台（5）的另

一端搭载在第一导轨（1）或第二导轨（2）上方。

4.根据权利要求2、3所述的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3）中，承载平台（5）的高度通过底部支腿进行调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3）中，当所述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的之间空间不足时，所述U型钢（3）的

两端分别置于两侧的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设备底部的主移动轮（401）方向与小轮（402）方向相垂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设备

（4）、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U型钢（3），所述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平行设置；

所述设备（4）端部设有螺栓（403）；所述螺栓（403）能够相对于设备（4）上下伸缩；

所述设备（4）底部设有主移动轮（401）、小轮（402）；所述U型钢（3）置于第一导轨（1）、第

二导轨（2）上方，所述U型钢（3）与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交叉垂直设置，所述设备（4）底

部的小轮（402）能够沿着U型钢（3）移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距离较远时，所述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之间设有

承载平台（5），所述承载平台（5）底部设置有四条支腿支撑。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之间空间不足时，所述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之间

设有承载平台（5），所述承载平台（5）底部设置有两条支腿。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之间空间不足时，所述U型钢（3）的两端分别置于两侧

的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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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的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没有类似的横向移动让轨方式，都是一直往前开，开到分叉口再实现

换道的目的。但附近没有分叉口的时候，非常不方便，需要开很远到叉口，再需要返回同等

远的距离。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目的：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可以在铁轨上

横向移动的方法。可以在铁轨上，把铁轨上的设备，工程车辆等可以临时横向移出到轨道边

上的空间，或者相邻的反向轨道，以达到让车的目的。

[0004] 技术方案：本发明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1）通过螺栓顶住第一导轨，将设备底部的主移动轮抬起；

2）在设备下方的第一导轨上塞入U型钢，松开螺栓；

3）通过设备底部的小轮，沿着U型钢，推动到第二导轨上；

4）通过螺栓顶住第二导轨，抬起设备，收掉U型钢；

5）松开螺栓，将设备底部的主移动轮置于第二导轨上。

[0005]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步骤3）中，第一导轨、第二导轨距离较远时，第一导轨、

第二导轨之间设有承载平台，搭载承载平台依靠底部设置的四条支腿支撑。

[0006]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步骤3）中，第一导轨、第二导轨之间空间不足时，第一

导轨、第二导轨之间设有承载平台，承载平台底部设有两条支腿，承载平台的另一端搭载在

第一导轨或第二导轨上方。

[0007]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步骤3）中，承载平台的高度通过底部支腿进行调节。

[0008]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步骤3）中，当第一导轨、第二导轨之间空间不足时，U型

钢的两端分别置于两侧的第一导轨、第二导轨上。

[0009]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在于，设备底部的主移动轮方向与小轮方向相垂直。

[0010] 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的装置，包括设备、第一导轨、第二导轨、U型钢，第一

导轨、第二导轨平行设置；

设备端部设有螺栓；螺栓能够相对于设备上下伸缩；

设备底部设有主移动轮、小轮；U型钢置于第一导轨、第二导轨上方，U型钢与第一导轨、

第二导轨交叉垂直设置，设备底部的小轮能够沿着U型钢3移动。

[0011]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在于，第一导轨、第二导轨距离较远时，第一导轨、第二导轨

之间设有承载平台，承载平台底部设置有四条支腿支撑。

[0012]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在于，第一导轨、第二导轨之间空间不足时，第一导轨、第二

导轨之间设有承载平台，承载平台底部设置有两条支腿。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1332330 A

3



[0013]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在于，第一导轨、第二导轨之间空间不足时，U型钢的两端分

别置于两侧的第一导轨、第二导轨上。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的方法，至少实现了

如下的有益效果：

在轨道边上有空间的情况下，或者是双向轨道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把铁轨上移动的设

备等随时随地迅速地进行横向移动，移出轨道，或者也可以移动到相邻轨道上。与传统的方

式相比，多了一种横向移动让轨的方法。

[0015] 当然，实施本发明的任一产品并不特定需要同时达到以上所述的所有技术效果。

[0016] 通过以下参照附图对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及其

优点将会变得清楚。

附图说明

[0017] 被结合在说明书中并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的附图示出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并且连

同其说明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的原理。

[0018] 图1为本发明设备处于轨道上的正常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抬升起设备后，插入U型钢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设备被推动到已搭载好的承载平台上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设有两条支腿的承载平台的结构示意图；

其中，1-第一导轨；2-第二导轨；3-U型钢；4-设备；401-主移动轮；402-小轮；403-螺栓；

5-承载平台。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现在将参照附图来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各种示例性实施例。应注意到：除非另外具

体说明，否则在这些实施例中阐述的部件和步骤的相对布置、数字表达式和数值不限制本

发明的范围。

[0020] 以下对至少一个示例性实施例的描述实际上仅仅是说明性的，决不作为对本发明

及其应用或使用的任何限制。

[0021] 对于相关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已知的技术、方法和设备可能不作详细讨论，但在适

当情况下，所述技术、方法和设备应当被视为说明书的一部分。

[0022] 在这里示出和讨论的所有例子中，任何具体值应被解释为仅仅是示例性的，而不

是作为限制。因此，示例性实施例的其它例子可以具有不同的值。

[0023] 应注意到：相似的标号和字母在下面的附图中表示类似项，因此，一旦某一项在一

个附图中被定义，则在随后的附图中不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讨论。

[0024] 实施例1，

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1）通过螺栓403顶住第一导轨1，将设备4底部的主移动轮401抬起；

2）在设备4下方的第一导轨1上塞入U型钢3，松开螺栓403；

3）通过设备4底部的小轮402，沿着U型钢3，推动到第二导轨2上；

4）通过螺栓403顶住第二导轨2，抬起设备4，收掉U型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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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松开螺栓403，将设备4底部的主移动轮401置于第二导轨2上。

[0025] 基于上述实施例，需要说明的是，如图1、2所示，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的方向一

致，在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上搭设U型钢3，能够使设备4沿着U型钢3从第一导轨1上平移到

第二导轨2上，实现换轨。上述螺栓403为M12螺栓。设备底部的主移动轮401方向与小轮402

方向相垂直。

[0026] 具体地，如图1，正常在第一导轨1上行驶的设备4，通过设备4底部的主移动轮401

在第一导轨1上移动。如图2，当需要换轨时，通过螺栓403将设备4支起，在第一导轨1上放置

U型钢3。松掉螺栓403，即可使小轮402底部与U型钢3接触。

[0027] 本发明利用了以钢轨为支点，把扭矩转化为抬升力，也是杠杆原理的一充分利用，

经过理论计算，M12螺栓，给予20牛米的扭力。就可以转化为1.5吨的抬升力。设计增加的下

部4个小轮，配合抬起的设备，再用U型钢，配合可以调节高度的小平台，就能实现这个横向

移出轨道的功能。

[0028] 为了进一步解释本实施例，需要说明的是，步骤3）中，如图3所示，第一导轨1、第二

导轨2距离较远时，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之间设有承载平台5，搭载承载平台5依靠底部设

置的四条支腿支撑。如图4所示，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之间空间不足时，第一导轨1、第二导

轨2之间设有承载平台5，承载平台5底部设有两条支腿，承载平台5的另一端搭载在第一导

轨1或第二导轨2上方。本实施例中，步骤3）中承载平台5的高度通过底部支腿进行调节。本

实施例，在铁轨边上有较大空间的时候的可以这样操作。

[0029] 为了进一步解释本实施例，需要说明的是，当轨道边没有空间，只有另一条反向轨

道的时候，具体地，步骤3）中，当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之间空间不足时，U型钢3的两端分别

置于两侧的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上。

[0030] 实施例2，

如图1、2所示，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的装置，包括设备4、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

U型钢3，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平行设置；

设备4端部设有螺栓403；螺栓403能够相对于设备4上下伸缩；

设备4底部设有主移动轮401、小轮402；U型钢3置于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上方，U型钢3

与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交叉垂直设置，设备4底部的小轮402能够沿着U型钢3移动。

[0031] 基于上述实施例，需要说明的是，小轮402设于设备4前后端部，主移动轮401设于

设备4侧面。小轮402设于设备两侧的主移动轮401之间，主移动轮401的底部高于小轮402的

底部。

[0032] 上述实施例，通过小轮402在U型钢3上移动，实现设备4横移。在设备4横移后，收掉

U型钢，铁轨就空出来了，不会影响后面车辆的运行了。

[0033] 如图3所示，为了进一步解释本实施例，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距离

较远时，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之间设有承载平台5，承载平台5底部设置有四条支腿支撑。

[0034] 为了进一步解释本实施例，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之间空间不足

时，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之间设有承载平台5，承载平台5底部设置有两条支腿。

[0035] 如图4所示，为了进一步解释本实施例，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之间

空间不足时，U型钢3的两端分别置于两侧的第一导轨1、第二导轨2上。

[0036] 通过上述实施例可知，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可以在铁轨上横向移动的方法，至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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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如下的有益效果：

在轨道边上有空间的情况下，或者是双向轨道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把铁轨上移动的设

备等随时随地迅速地进行横向移动，移出轨道，或者也可以移动到相邻轨道上。与传统的方

式相比，多了一种横向移动让轨的方法。

[0037] 虽然已经通过例子对本发明的一些特定实施例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是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应该理解，以上例子仅是为了进行说明，而不是为了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应该理解，可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和精神的情况下，对以上实施例进行修改。本发

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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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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