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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汽车吊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汽车吊，包括车身平

台，车身平台上设有吊装装置，吊装装置包括旋

转基座，旋转基座上设有吊杆机构，吊杆机构包

括吊杆组件、动力缸、吊绳机构，吊杆组件包括可

伸缩的主吊杆、调节吊杆，主吊杆的下端与旋转

基座铰接，主吊杆的上端与调节吊杆的连接端形

成夹角可调的定位铰接，动力缸的尾端与旋转基

座铰接，动力缸的输出端与主吊杆的杆身形成铰

接，吊绳机构包括吊绳、吊绳卷筒，吊绳的一端与

吊绳卷筒连接，绕设在调节吊杆的起吊端上的吊

绳的另一端向下与起吊架的顶部连接，起吊架上

设有吊装物。本实用新型采用具有能够自由弯曲

变形的吊杆组件的汽车吊方案，具有吊杆运动自

由度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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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汽车吊，其特征是包括车身平台，所述车身平台上设有吊装装置，所述吊装装置包括

旋转基座，所述旋转基座上设有吊杆机构，所述吊杆机构包括吊杆组件、动力缸、吊绳机构，

所述吊杆组件包括可伸缩的主吊杆、调节吊杆，所述主吊杆的下端与所述旋转基座铰接，所

述主吊杆的上端与所述调节吊杆的连接端形成夹角可调的定位铰接，所述动力缸的尾端与

所述旋转基座铰接，所述动力缸的输出端与所述主吊杆的杆身形成铰接，所述吊绳机构包

括吊绳、吊绳卷筒，所述吊绳的一端与所述吊绳卷筒连接，绕设在所述调节吊杆的起吊端上

的所述吊绳的另一端向下与起吊架的顶部连接，所述起吊架上设有吊装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吊，其特征在于，所述车身平台上还设有多个可沿所述车

身平台的台面向外延伸的车身基座支腿，所述车身基座支腿包括支腿立柱筒，所述支腿立

柱筒内设有可上下调节的支脚杆，所述支脚杆的下端上设有支脚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吊，其特征在于，所述吊杆组件还包括连接吊杆，所述连

接吊杆的一端与所述主吊杆的上端形成夹角可调的定位铰接，所述连接吊杆的另一端与所

述调节吊杆的连接端形成夹角可调的定位铰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汽车吊，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吊杆包括形成可伸缩套接的主吊

杆外套杆、主吊杆内套杆，所述主吊杆外套杆上设有主吊杆吊绳导轮，所述主吊杆内套杆与

所述连接吊杆的一端的定位铰接处设有连接吊杆吊绳导轮甲，所述连接吊杆的另一端与所

述调节吊杆的连接端的定位铰接处设有连接吊杆吊绳导轮乙，所述调节吊杆的起吊端上设

有若干调节吊杆吊绳导轮，所述主吊杆吊绳导轮、连接吊杆吊绳导轮甲、连接吊杆吊绳导轮

乙、调节吊杆吊绳导轮上设有所述吊绳。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吊，其特征在于，所述起吊架包括起吊架顶框，所述起吊

架顶框上设有多个起吊耳环，所述起吊架顶框的底部的左侧设有左吊臂组，所述左吊臂组

包括多个左吊臂，所述起吊架顶框的底部的右侧设有右吊臂组，所述右吊臂组包括多个右

吊臂，所述左吊臂与所述右吊臂配合起吊吊装物。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汽车吊，其特征在于，所述左吊臂与所述右吊臂是形状、构造

相同的吊臂，所述吊臂包括连接臂、承载臂，所述连接臂的一端与所述承载臂的一端连接形

成一体的L型吊臂，所述连接臂的另一端与所述起吊架顶框的底部铰接，相对的所述承载臂

上设有吊装物。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汽车吊，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臂的一端内设有夹紧动力缸

甲，所述夹紧动力缸甲的输出端与夹紧板甲传动连接，所述夹紧板甲的夹紧端从所述承载

臂的承载面上的开口伸出，所述承载臂的另一端内设有夹紧动力缸乙，所述夹紧动力缸乙

的输出端与夹紧板乙传动连接，所述夹紧板乙的夹紧端从所述承载臂的承载面上的开口伸

出，对应的所述夹紧板甲配合夹紧吊装物的外侧，对应的所述夹紧板乙配合夹紧吊装物的

内侧。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汽车吊，其特征在于，所述夹紧板甲与所述夹紧板乙是形状、

构造相同的夹紧板，所述夹紧板的夹紧面上设有橡胶防滑层，所述橡胶防滑层与吊装物压

紧接触的面上设有多个防滑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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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汽车吊，特别涉及一种改进的汽车吊，属于吊装设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吊即汽车起重机，将汽车与起重机相结合，是装在载重汽车底盘上的一种起

重机，汽车吊的驾驶室与起重操纵室分开设置，分别实现驾驶控制与其中操纵的功能。汽车

吊是一种无需组装即可直接工作的起重机，具有机动性好、方便灵活、工作效率高等优点，

主要应用于工程建设、抢险救灾等领域。目前，汽车吊也存在明显的不适应因素，例如，汽车

吊对场地要求较高，基于其负重运行的特点，其工作场地应具有一定的承载性能，同时，长

吊杆在吊装过程中重心偏移较大，容易导致车体倾覆，而且长吊杆的运动自由度不高，在某

些情况下，操作麻烦，不易吊装到位。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汽车吊公开了新的方案，采用具有能够自由弯曲变形的吊杆组件的汽

车吊方案，解决了现有同类方案的吊杆运动自由度不高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汽车吊包括车身平台，车身平台上设有吊装装置，吊装装置包括旋转

基座，旋转基座上设有吊杆机构，吊杆机构包括吊杆组件、动力缸、吊绳机构，吊杆组件包括

可伸缩的主吊杆、调节吊杆，主吊杆的下端与旋转基座铰接，主吊杆的上端与调节吊杆的连

接端形成夹角可调的定位铰接，动力缸的尾端与旋转基座铰接，动力缸的输出端与主吊杆

的杆身形成铰接，吊绳机构包括吊绳、吊绳卷筒，吊绳的一端与吊绳卷筒连接，绕设在调节

吊杆的起吊端上的吊绳的另一端向下与起吊架的顶部连接，起吊架上设有吊装物。

[0005] 进一步，本方案的车身平台上还设有多个可沿车身平台的台面向外延伸的车身基

座支腿，车身基座支腿包括支腿立柱筒，支腿立柱筒内设有可上下调节的支脚杆，支脚杆的

下端上设有支脚板。

[0006] 进一步，本方案的吊杆组件还包括连接吊杆，连接吊杆的一端与主吊杆的上端形

成夹角可调的定位铰接，连接吊杆的另一端与调节吊杆的连接端形成夹角可调的定位铰

接。

[0007] 更进一步，本方案的主吊杆包括形成可伸缩套接的主吊杆外套杆、主吊杆内套杆，

主吊杆外套杆上设有主吊杆吊绳导轮，主吊杆内套杆与连接吊杆的一端的定位铰接处设有

连接吊杆吊绳导轮甲，连接吊杆的另一端与调节吊杆的连接端的定位铰接处设有连接吊杆

吊绳导轮乙，调节吊杆的起吊端上设有若干调节吊杆吊绳导轮，主吊杆吊绳导轮、连接吊杆

吊绳导轮甲、连接吊杆吊绳导轮乙、调节吊杆吊绳导轮上设有吊绳。

[0008] 进一步，本方案的起吊架包括起吊架顶框，起吊架顶框上设有多个起吊耳环，起吊

架顶框的底部的左侧设有左吊臂组，左吊臂组包括多个左吊臂，起吊架顶框的底部的右侧

设有右吊臂组，右吊臂组包括多个右吊臂，左吊臂与右吊臂配合起吊吊装物。

[0009] 更进一步，本方案的左吊臂与右吊臂是形状、构造相同的吊臂，吊臂包括连接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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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臂，连接臂的一端与承载臂的一端连接形成一体的L型吊臂，连接臂的另一端与起吊架

顶框的底部铰接，相对的承载臂上设有吊装物。

[0010] 再进一步，本方案的承载臂的一端内设有夹紧动力缸甲，夹紧动力缸甲的输出端

与夹紧板甲传动连接，夹紧板甲的夹紧端从承载臂的承载面上的开口伸出，承载臂的另一

端内设有夹紧动力缸乙，夹紧动力缸乙的输出端与夹紧板乙传动连接，夹紧板乙的夹紧端

从承载臂的承载面上的开口伸出，对应的夹紧板甲配合夹紧吊装物的外侧，对应的夹紧板

乙配合夹紧吊装物的内侧。

[0011] 又进一步，本方案的夹紧板甲与夹紧板乙是形状、构造相同的夹紧板，所述夹紧板

的夹紧面上设有橡胶防滑层，所述橡胶防滑层与吊装物压紧接触的面上设有多个防滑纹。

[0012] 本实用新型汽车吊采用具有能够自由弯曲变形的吊杆组件的汽车吊方案，具有吊

杆运动自由度高的特点。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汽车吊的示意图。

[0014] 图2是图1中A部的放大示意图。

[0015] 图3是图1中B部的放大示意图。

[0016] 图4是图1中C部的放大示意图。

[0017] 图5是起吊架的示意图。

[0018] 图6是吊臂的承载臂的内部示意图。

[0019] 图7是夹紧板的示意图。

[0020] 其中，

[0021] 100是车身平台，110是车身基座支腿，111是支腿立柱筒，112是支脚杆，113是支脚

板，

[0022] 200是旋转基座，

[0023] 300是动力缸，

[0024] 410是主吊杆，411是主吊杆吊绳导轮，420是调节吊杆，421是调节吊杆吊绳导轮，

430是连接吊杆，431是连接吊杆吊绳导轮甲，432是连接吊杆吊绳导轮乙，

[0025] 510是吊绳，520是吊绳卷筒，

[0026] 600是起吊架，610是起吊架顶框，611是起吊耳环，

[0027] 700是吊臂，710是连接臂，720是承载臂，721是夹紧动力缸甲，722是夹紧板甲，723

是夹紧动力缸乙，724是夹紧板乙，725是橡胶防滑层，726是防滑纹。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汽车吊包括车身平台，车身平台上设有吊装装置，吊装装

置包括旋转基座，旋转基座上设有吊杆机构，吊杆机构包括吊杆组件、动力缸、吊绳机构，吊

杆组件包括可伸缩的主吊杆、调节吊杆，主吊杆的下端与旋转基座铰接，主吊杆的上端与调

节吊杆的连接端形成夹角可调的定位铰接，动力缸的尾端与旋转基座铰接，动力缸的输出

端与主吊杆的杆身形成铰接，吊绳机构包括吊绳、吊绳卷筒，吊绳的一端与吊绳卷筒连接，

绕设在调节吊杆的起吊端上的吊绳的另一端向下与起吊架的顶部连接，起吊架上设有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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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0029] 上述方案采用具有能够自由弯曲变形的吊杆组件的汽车吊方案，利用调节吊杆与

主吊杆的夹角可调的定位铰接关系，根据具体的施工情况变更调节吊杆与主吊杆的位置关

系，从而为吊装操作提供便利，提高了吊杆运动的自由度。同时，调节吊杆的引入，改变了主

吊杆在吊装过程中中心偏移较大的状况，通过调节吊杆的偏转缓解了主吊杆倾斜的程度，

使得主吊杆的重心位置向车体收敛，提高了汽车吊整体的稳定性，避免了车体倾覆。因此，

本方案相比现有的同类方案具有吊杆运动自由度高，工作状态稳定的特点。

[0030] 为了提高汽车吊工作的稳定性，避免倾覆，如图1所示，本方案的车身平台上还设

有多个可沿车身平台的台面向外延伸的车身基座支腿，车身基座支腿包括支腿立柱筒，支

腿立柱筒内设有可上下调节的支脚杆，支脚杆的下端上设有支脚板。

[0031] 为了进一步提高吊杆的运动自由度，如图1所示，本方案的吊杆组件还包括连接吊

杆，连接吊杆的一端与主吊杆的上端形成夹角可调的定位铰接，连接吊杆的另一端与调节

吊杆的连接端形成夹角可调的定位铰接。基于以上方案，为了实现吊绳的安装和稳定运行，

如图1、2、3、4所示，本方案的主吊杆包括形成可伸缩套接的主吊杆外套杆、主吊杆内套杆，

主吊杆外套杆上设有主吊杆吊绳导轮，主吊杆内套杆与连接吊杆的一端的定位铰接处设有

连接吊杆吊绳导轮甲，连接吊杆的另一端与调节吊杆的连接端的定位铰接处设有连接吊杆

吊绳导轮乙，调节吊杆的起吊端上设有若干调节吊杆吊绳导轮，主吊杆吊绳导轮、连接吊杆

吊绳导轮甲、连接吊杆吊绳导轮乙、调节吊杆吊绳导轮上设有吊绳。

[0032] 为了实现起吊架的功能，本方案公开了一种具体的结构，如图1、5所示，本方案的

起吊架包括起吊架顶框，起吊架顶框上设有多个起吊耳环，起吊架顶框的底部的左侧设有

左吊臂组，左吊臂组包括多个左吊臂，起吊架顶框的底部的右侧设有右吊臂组，右吊臂组包

括多个右吊臂，左吊臂与右吊臂配合起吊吊装物。

[0033] 基于以上方案，为了实现左吊臂与右吊臂的功能，如图5所示，本方案的左吊臂与

右吊臂是形状、构造相同的吊臂，吊臂包括连接臂、承载臂，连接臂的一端与承载臂的一端

连接形成一体的L型吊臂，连接臂的另一端与起吊架顶框的底部铰接，相对的承载臂上设有

吊装物。

[0034] 进一步，为了提高起吊架吊运吊装物的稳定性，避免吊装物打滑、掉落，如图6所

示，本方案的承载臂的一端内设有夹紧动力缸甲，夹紧动力缸甲的输出端与夹紧板甲传动

连接，夹紧板甲的夹紧端从承载臂的承载面上的开口伸出，承载臂的另一端内设有夹紧动

力缸乙，夹紧动力缸乙的输出端与夹紧板乙传动连接，夹紧板乙的夹紧端从承载臂的承载

面上的开口伸出，对应的夹紧板甲配合夹紧吊装物的外侧，对应的夹紧板乙配合夹紧吊装

物的内侧。基于以上方案，为了进一步增强夹持的稳定性，如图7所示，本方案的夹紧板甲与

夹紧板乙是形状、构造相同的夹紧板，所述夹紧板的夹紧面上设有橡胶防滑层，所述橡胶防

滑层与吊装物压紧接触的面上设有多个防滑纹。

[0035] 本方案公开的机构、结构、零部件等，除特别说明外，均可以采用本领域公知的通

用、惯用的方案实现。本方案汽车吊并不限于具体实施方式中公开的内容，实施例中出现的

技术方案可以基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而延伸，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方案结合公知常

识作出的简单替换方案也属于本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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