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742768.9

(22)申请日 2019.08.1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40978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1.05

(73)专利权人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201900 上海市宝山区富锦工业开发

区向东路8号

(72)发明人 刘志会　葛蔚　强琦午　陈小东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诺衣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1298

专利代理师 牛芳玲

(51)Int.Cl.

E04G 3/28(2006.01)

E04G 3/24(2006.01)

E04G 5/00(2006.01)

E04G 5/0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8235335 U,2018.12.14

CN 105540504 A,2016.05.04

CN 206091260 U,2017.04.12

CN 104032940 A,2014.09.10

CN 208235335 U,2018.12.14

JP 2017040072 A,2017.02.23

审查员 常珊

 

(54)发明名称

一种混凝土烟囱外壁用吊篮装置的安装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建筑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

种混凝土烟囱外壁用吊篮装置的安装方法，通过

在制备多个槽钢支撑结构并对检修平台进行加

固后，根据吊篮的长度和宽度确定吊点的位置，

并于检修平台的面板上对应吊点的位置开设穿

孔，之后根据吊点的位置于每组三角支撑上固定

一槽钢支撑结构；然后再将吊篮的工作绳和安全

绳绑扎在槽钢支撑结构的圆钢上，从而利用现有

的在混凝土烟囱外壁设置的检修平台即可实现

吊篮装置的安装，在施工中非常方便安装及拆

卸，不会占用烟囱顶部大量空间，而且还不需要

配重，进而提高了施工效率和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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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凝土烟囱外壁用吊篮装置的安装方法，所述混凝土烟囱的外壁形成有检修平

台，且所述检修平台包括多组三角支撑和位于所述三角支撑之上的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

方法包括：

步骤S1，制备多个槽钢支撑结构，每个所述槽钢支撑结构均包括背靠背放置的2根槽

钢，且2根槽钢之间均通过位于槽钢上部和下部的钢板固定连接，且2根槽钢的上部还固定

有圆钢；

步骤S2，在所述检修平台上沿所述烟囱外壁拉一圈钢丝绳，并于钢丝绳上根据吊篮的

位置布置多个U型卸扣；

步骤S3，根据吊篮的长度和宽度确定吊点的位置，并于所述检修平台的面板上对应吊

点的位置开设穿孔；

步骤S4，根据吊点的位置于每组三角支撑上固定一所述槽钢支撑结构；

步骤S5，将吊篮的两组工作绳和安全绳穿过穿孔分别绑扎在2个槽钢支撑结构的圆钢

上，并将吊篮的生命绳绑扎在对应的U型卸扣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烟囱外壁用吊篮装置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检修

平台距离烟囱顶口的距离为4～5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烟囱外壁用吊篮装置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

骤S2中，采用5t手拉葫芦拉紧所述钢丝绳。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烟囱外壁用吊篮装置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

骤S3中，所述吊点距离所述烟囱外壁的最近距离为350～450m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烟囱外壁用吊篮装置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

绳和所述安全绳均为钢丝绳。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烟囱外壁用吊篮装置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命

绳为尼龙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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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凝土烟囱外壁用吊篮装置的安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混凝土烟囱外壁用吊篮装置的安装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混凝土烟囱外部作业时，经常会采用在烟囱外壁悬挂吊篮进行检修及其他施工

作业，但是如果还是按照传统在烟囱顶部安装吊篮悬挂机构的方法，在施工中安装及拆卸

有诸多不便，会占用烟囱顶部大量空间，而且还需要增加配重，且往往影响后续屋面施工，

导致工序穿插困难，影响施工质量，给烟囱顶部带来了诸多危险因素，这是本领域技术人员

所不期望见到的。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混凝土烟囱外壁用吊篮装置的安装方

法，所述混凝土烟囱的外壁形成有检修平台，且所述检修平台包括多组三角支撑和位于所

述三角支撑之上的面板，其中，所述方法包括：

[0004] 步骤S1，制备多个槽钢支撑结构，每个所述槽钢支撑结构均包括背靠背放置的2根

槽钢，且2根槽钢之间均通过位于槽钢上部和下部的钢板固定连接，且2根槽钢的上部还固

定有圆钢；

[0005] 步骤S2，在所述检修平台上沿所述烟囱外壁拉一圈钢丝绳，并于钢丝绳上根据吊

篮的位置布置多个U型卸扣；

[0006] 步骤S3，根据吊篮的长度和宽度确定吊点的位置，并于所述检修平台的面板上对

应吊点的位置开设穿孔；

[0007] 步骤S4，根据吊点的位置于每组三角支撑上固定一所述槽钢支撑结构；

[0008] 步骤S5，将吊篮的两组工作绳和安全绳穿过穿孔分别绑扎在2个槽钢支撑结构的

圆钢上，并将吊篮的生命绳绑扎在对应的U型卸扣上。

[0009] 上述的混凝土烟囱外壁用吊篮装置的安装方法，其中，所述检修平台距离烟囱顶

口的距离为4～5m。

[0010] 上述的混凝土烟囱外壁用吊篮装置的安装方法，其中，在所述步骤S2中，采用5t手

拉葫芦拉紧所述钢丝绳。

[0011] 上述的混凝土烟囱外壁用吊篮装置的安装方法，其中，在所述步骤S3中，所述吊点

距离所述烟囱外壁的最近距离为350～450mm。

[0012] 上述的混凝土烟囱外壁用吊篮装置的安装方法，其中，所述工作绳和所述安全绳

均为钢丝绳。

[0013] 上述的混凝土烟囱外壁用吊篮装置的安装方法，其中，所述生命绳为尼龙绳。

[0014] 上述发明具有如下优点或者有益效果：

[0015]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混凝土烟囱外壁用吊篮装置的安装方法，通过在制备多个槽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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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结构并对检修平台进行加固后，根据吊篮的长度和宽度确定吊点的位置，并于检修平

台的面板上对应吊点的位置开设穿孔，之后根据吊点的位置于每组三角支撑上固定一槽钢

支撑结构；然后再将吊篮的工作绳和安全绳绑扎在槽钢支撑结构的圆钢上，从而利用现有

的在混凝土烟囱外壁设置的检修平台即可实现吊篮装置的安装，在施工中非常方便安装及

拆卸，不会占用烟囱顶部大量空间，而且还不需要配重，提高了施工效率和施工质量。

附图说明

[0016]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及其特征、外

形和优点将会变得更加明显。在全部附图中相同的标记指示相同的部分。并未可以按照比

例绘制附图，重点在于示出本发明的主旨。

[0017]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槽钢支撑结构的安装方法流程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槽钢支撑结构的主视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槽钢支撑结构的俯视图；

[0020] 图4是图2中AA处的剖视图；

[0021] 图5是图2中BB处的剖视图；

[0022]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拉有钢丝绳并设置有穿孔的检修平台的俯视图；

[0023] 图7是图6中检修平台的局部放大图；

[0024] 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安装有槽钢支撑结构的检修平台的俯视图；

[0025] 图9是图8中检修平台的局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本发明的设计原理是利用混凝土烟囱外壁原有的最顶部检修平台，利用槽钢、钢

板和圆钢焊接成槽钢支撑结构、将制作好的槽钢支撑结构焊接固定在原有平台上，然后将

吊篮通过钢丝绳固定在槽钢上面的圆钢上，吊篮就可以进行施工了。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中的结构作进一步的说明，但是不作为本

发明的限定。

[0028]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混凝土烟囱2外壁用吊篮装置的安装方法，混凝

土烟囱2的外壁形成有检修平台3(该检修平台3距离烟囱2顶口的距离为4～5m)，且检修平

台3包括多组三角支撑31和位于三角支撑31之上的面板32(具体的，该检修平台距烟囱顶口

有4.45m。该信号平台设计载荷2KN/㎡，每圈平台布置有24组三角支撑)，具体的，该方法包

括：

[0029] 步骤S1，制备多个槽钢支撑结构1，每个槽钢支撑结构1均包括背靠背放置的2根槽

钢11，且2根槽钢11之间均通过位于槽钢11上部和下部的钢板12固定连接，且2根槽钢11的

上部还固定有圆钢13，如图2～5所示的结构。

[0030] 具体的，C10#槽钢断料，需要切割成2米每段，数量是24件；12mm厚钢板切割成

60mm*141mm矩形钢板，数量96件；D30圆钢每段切割成141mm，数量24件。将钢板和圆钢对应

焊接在槽钢11上合计制作完成12件槽钢支撑结构。

[0031] 步骤S2，在检修平台3上沿烟囱2外壁拉一圈钢丝绳4以对检修平台3进行加固处

理，并于钢丝绳4上根据吊篮的位置布置多个U型卸扣，如图6和图7所示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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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具体的，在检修平台3上沿烟囱2壁拉一圈 (6×37+FC)钢丝绳，钢丝绳上提

前根据吊篮位置布置12个U型卸扣，用5t手拉葫芦拉紧钢丝绳，其中U型卸扣作为生命绳的

挂点。

[0033] 步骤S3，根据吊篮的长度和宽度确定吊点的位置，并于检修平台3的面板32上对应

吊点的位置开设穿孔321，如图6和图7所示的结构。

[0034]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上述吊点距离烟囱2外壁的最近距离为350～

450mm(例如350mm、400mm、410mm或者450mm等)。

[0035] 具体的，吊篮长度为3500mm(吊篮单片规格为2m和1.5m)，吊篮两个悬挂点间距保

证在3500±100mm(GB/T11699‑2013中5.2.9条规定“一台吊篮的两组悬挂机构之间安装距

离应不小于悬吊平台两吊点间距，其误差不应大于100mm”)。因施工所用吊篮宽度为690mm，

吊点设置时应保证吊篮边框与烟囱壁间的距离，本方案规定吊点距烟囱壁最近距离为

400mm。吊篮紧贴烟囱2的情况下，吊篮两端距烟囱壁最大间距为375mm，满足人员施工需要。

根据上述两个条件确定吊点位置，将检测平台的面板32上对应吊点的位置用气焊割两个

45mm*100mm穿孔321，分别用于穿工作钢丝绳和安全绳，施工完毕后封堵。

[0036] 步骤S4，根据吊点的位置于每组三角支撑31上固定一槽钢支撑结构1，如图8和图9

所示的结构。

[0037] 步骤S5，将吊篮的两组工作绳和安全绳穿过穿孔321分别绑扎在2个槽钢支撑结构

1的圆钢13上，并将吊篮的生命绳绑扎在对应的U型卸扣上。即吊篮工作绳和安全绳穿过双

拼槽钢11之间空隙和穿孔321绑扎固定在 圆钢13上，每组工作绳和安全绳悬挂在一组

槽钢11上，4组绳卡固定。圆钢13与钢丝绳接触处包裹胶皮防磨。且由于圆钢13焊接在槽钢

11上，从而不会左右滑动。这样设置可以满足平台的需要。生命绳挂在 钢丝绳的卸

扣上，4组绳结固定。每个吊篮设置两根生命绳。每层施工共需6组吊篮，

[0038]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上述工作绳和安全绳均为 钢丝绳，上述生

命绳为 尼龙绳。

[0039] 这套技术方案的实施是方便经济的，装置可以用一般的材料制造，采用一般的国

标Q235B槽钢、钢板及圆钢，焊接就可以成型，而且精度要求也不高，完全可以自己加工。改

变了混凝土烟囱外部作业吊篮均采用吊篮悬挂机构的传统方法，现在采用槽钢支撑结构配

合原有的烟囱外壁检修平台，烟囱外壁可采用吊篮轻松工作，提高施工效率，降低施工措施

费用。

[0040]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理解，本领域技术人员在结合现有技术以及上述实施例可以

实现变化例，在此不做赘述。这样的变化例并不影响本发明的实质内容，在此不予赘述。

[0041] 以上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进行了描述。需要理解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

特定实施方式，其中未尽详细描述的设备和结构应该理解为用本领域中的普通方式予以实

施；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情况下，都可利用上述揭示

的方法和技术内容对本发明技术方案做出许多可能的变动和修饰，或修改为等同变化的等

效实施例，这并不影响本发明的实质内容。因此，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

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及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

技术方案保护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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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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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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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8

CN 110409785 B

8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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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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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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