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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铁圆弧形断面的检修加固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地铁圆弧形断面的

检修加固装置，包括工作台、升降机，工作台上设

有护栏，护栏下连接工作台面板，工作台面板连

接导轨台，导轨台下连接工作台底盘；升降机的

上部连接工作台底盘，工作台底盘下的左、右侧

连接平行四边形剪叉，平行四边形剪叉连接升降

机底盘，升降机底盘连接地铁轨道轮，地铁轨道

轮设有刹车装置。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地铁圆弧形

断面的检修加固装置，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可方

便调节工作台左右移动，可前进后退，可折叠收

藏，节省空间，方便检修人员对地铁圆弧形断面

的检修加固，提高检修效果，提高了工作效率，减

轻人力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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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地铁圆弧形断面的检修加固装置，包括工作台、升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

台上设有护栏，护栏下连接工作台面板，工作台面板连接导轨台，导轨台下连接工作台底

盘；所述升降机的上部连接工作台底盘，工作台底盘的上、下端连接平行四边形剪叉，平行

四边形剪叉连接升降机底盘，升降机底盘连接地铁轨道轮，地铁轨道轮设有刹车装置；所述

护栏的栏杆左侧设有控制手柄；所述护栏的栏杆右侧设有护栏门，护栏门上设有锁紧装置；

所述护栏的栏杆上下端分别设有两个照明灯；所述工作台面板上设有螺栓孔；所述工作台

面板左侧设有吊装装置；所述工作台面板的右侧设有固定螺杆；所述工作台面板下连接导

轨行走机构，导轨行走机构连接导轨台；所述导轨行走机构下部从左往右的中间设有圆弧

形凹槽，两边各设有导轨槽；所述导轨行走机构中间开有正方形孔；所述导轨台上设有导

轨、凹槽；所述导轨台上端设有第一步进电机；所述导轨台上、下端各设有负限位开关、正限

位开关，导轨台上设有螺栓孔；所述平行四边形剪叉上下端之间用连杆连接；所述平行四边

形剪叉的中间上、下分别设有液压油缸，液压油缸和第一液压泵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地铁圆弧形断面的检修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吊装装

置设有第二步进电机，第二步进电机连接滑轮，滑轮连接绳索，绳索连接挂钩。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地铁圆弧形断面的检修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轨槽

里设有滚珠丝杠装置。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地铁圆弧形断面的检修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机

底盘下设有第一液压泵、第二液压泵；所述升降机底盘左右端从上往下均设有两个液压油

缸伸缩固定爪；所述第二液压泵连接伸缩固定爪的液压油缸。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地铁圆弧形断面的检修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照明灯

为可调光距的照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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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铁圆弧形断面的检修加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地铁圆弧形断面的检修加固领域，涉及一种地铁圆弧形断面的检

修加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发展，地铁已经开始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中普及应用。地铁是在轨道上

运行的交通工具，且大多是在地面下方的圆弧形隧道，需要定期对地铁隧道的圆弧形断面

进行检修加固，避免地铁事故的发生。虽然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方便地铁检修加固的装置，

虽然都带有保证稳固性的装置，但都不能在调整好此装置的固定位置后能方便的拿取地面

上的所需物件，且不能调节工作台，不能方便对检修部位的加固，影响检修效果，使检修工

作效率低下,消耗人力体力。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中地铁圆弧形断面的检修加固，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可

方便调节工作台左右移动，设置的吊装装置可在此装置调整好固定位置后，方便拿取所需

要的检修物件；设置的伸缩固定爪可保证此装置的稳固性；设置的平行四边形剪叉可折叠

收藏，节省空间，方便了检修人员对地铁圆弧形断面的检修加固，提高检修效果，提高了工

作效率，减轻人力体力。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地铁圆弧形断面的检修加固，包括工作台、升降机，工作台

上设有护栏，护栏下连接工作台面板，工作台面板连接导轨台，导轨台下连接工作台底盘；

升降机的上部连接工作台底盘，工作台底盘的上、下端连接平行四边形剪叉，平行四边形剪

叉连接升降机底盘，升降机底盘连接地铁轨道轮，地铁轨道轮设有刹车装置；护栏的栏杆左

侧设有控制手柄；护栏的栏杆右侧设有护栏门，护栏门上设有锁紧装置；护栏的栏杆上下端

分别设有两个照明灯；工作台面板上设有螺栓孔；工作台面板左侧设有吊装装置；工作台面

板的右侧设有固定螺杆；工作台面板下连接导轨行走机构，导轨行走机构连接导轨台；导轨

行走机构下部从左往右的中间设有圆弧形凹槽，两边各设有导轨槽；导轨行走机构中间开

有正方形孔；导轨台上设有导轨、凹槽；导轨台上端设有第一步进电机；导轨台上、下端各设

有负限位开关、正限位开关，导轨台上设有螺栓孔；平行四边形剪叉上下端之间用连杆连

接；平行四边形剪叉的中间上、下分别设有液压油缸，液压油缸和第一液压泵连接，可实现

升降功能。

[0006] 本实用新型中，吊装装置设有第二步进电机，第二步进电机连接滑轮，滑轮连接绳

索，绳索连接挂钩，方便吊装所需物件。

[0007] 本实用新型中，导轨槽里设有滚珠丝杠装置。

[0008] 本实用新型中，升降机底盘下设有第一液压泵、第二液压泵；升降机底盘左右端从

上往下均设有两个液压油缸伸缩固定爪；第二液压泵连接伸缩固定爪的液压油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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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地，本实用新型中照明灯优选为可调光距的照明灯。

[0010] 本实用地铁圆弧形断面的检测加固装置具有如下有益效果：结构简单，使用方便，

可方便调节工作台左右移动，还可通过电机驱动进行前进后退的，设置的吊装装置在此装

置调整好固定位置后，能方便拿取地面上的所需物件，方便拿取所需要的检修物件，设置的

伸缩固定爪可固定在圆弧形断面上，防止重心不平衡倾倒，设置的平行四边形剪叉可折叠

收藏，节省空间，方便了检修人员对地铁圆弧形断面的检修加固，提高检修效果，提高了工

作效率，减轻人力体力。

附图说明

[001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一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

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2] 图1显示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一。

[0013] 图2显示为本实用新型伸缩固定爪展开的结构示意图二。

[0014] 图3显示为本实用新型移动工作台的示意图三。

[0015] 图4显示为本实用新型滚珠丝杆装置部件示意图四。

[0016] 图5显示为本实用新型控制手柄连接电器部件示意图五。

[0017] 图1‑5中：1‑地铁轨道轮，2‑升降机底盘，3‑平行四边形剪叉，  4‑连杆，5‑液压油

缸，6‑工作台底盘，7‑导轨台，8‑工作台面板，9‑  护栏，10‑照明灯，11‑滚珠丝杠装置，12‑固

定螺杆，13‑导轨行走机构，14‑第一步进电机，15‑正限位开关，16‑负限位开关，17‑控制手

柄，18‑第一液压泵，19‑伸缩固定爪，20‑第二步进电机，21‑挂钩，  22‑第二液压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1‑5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但

本实用新型装置不限于下述实施例。

[0019] 本实用新型中，为了便与描述，将一种地铁圆弧形断面的检修加固装置中各个部

件的相对位置关系的描述是根据附图1的布图方式来进行描述的，如：上、下、左、右等位置

关系是根据附图1的布图方向来确定的。

[0020] 本实用新型中用到的地铁轨道轮1，升降机底盘2，平行四边形剪叉3，连杆4，液压

油缸5，工作台底盘6，导轨台7，工作台面板  8，护栏9，照明灯10，滚珠丝杠装置11，固定螺杆

12，导轨行走机构13，第一步进电机14，正限位开关15，负限位开关16，控制手柄  17，第一液

压泵18，伸缩固定爪19，第二步进电机20，挂钩21，第二液压泵22，都能通过普通市场途径采

购或者定制获得。

[0021]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地铁圆弧形断面的检修加固，包括工作台、升降机，工作台

上设有护栏9，护栏9下连接工作台面板8，工作台面板8连接导轨台7，导轨台7下连接工作台

底盘6；升降机的上部连接工作台底盘6，工作台底盘6的上、下端连接平行四边形剪叉3，平

行四边形剪叉3连接升降机底盘2，升降机底盘2连接地铁轨道轮1，地铁轨道轮1设有刹车装

置；护栏9的栏杆左侧设有控制手柄17；护栏9的栏杆右侧设有护栏门，护栏门上设有锁紧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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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护栏9的栏杆上下端分别设有两个照明灯10；工作台面板8左侧设有吊装装置；工作台面

板8上设有螺栓孔；工作台面板8的右侧设有固定螺杆12；工作台面板8下连接导轨行走机构

13，导轨行走机构  13连接导轨台7；导轨行走机构13下部从左往右的中间设有圆弧形凹槽，

两边各设有导轨槽；导轨行走机构13中间开有正方形孔；导轨台7上设有导轨、凹槽；导轨台

7上端设有第一步进电机14；导轨台7上、下端各设有负限位开关16、正限位开关15，导轨台7

上设有螺栓孔；平行四边形剪叉3上下端之间用连杆4连接；平行四边形剪叉3的中间上、下

分别设有液压油缸5，液压油缸5和第一液压泵18连接，可实现升降功能。

[0022] 本实用新型中，吊装装置设有第二步进电机20，第二步进电机  20连接滑轮，滑轮

连接绳索，绳索连接挂钩21，方便吊装所需物件。

[0023] 本实用新型中，导轨槽里设有滚珠丝杠装置11。

[0024] 本实用新型中，升降机底盘2下设有第一液压泵18、第二液压泵22；升降机底盘2左

右端从上往下均设有两个液压油缸伸缩固定爪19；第二液压泵22连接伸缩固定爪19的液压

油缸。

[0025] 优选地，本实用新型中照明灯10优选为可调光距的照明灯。

[0026] 在适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地铁圆弧形断面的检修加固时，可通过控制手柄17调节

升降机高低，调节两个照明灯10，可调节工作台的左右移动，调节伸缩固定爪19的固定，还

可以将遗忘在地面上的东西吊装上来或者吊下去。

[0027] 实施例一：当检修人员乘坐此装置在地铁隧道的圆弧形断面检修时，需要对顶部

的灯或地铁圆弧形断面顶部墙面修缮、螺母固定时，可先将下面的四个伸缩固定爪19展开，

然后按控制手柄17的固定键，第二液压泵22带动伸缩固定爪19连接的液压油缸活动，使四

个伸缩固定爪19抓紧地铁里面的圆弧型断面，防止重心不平衡，再按控制手柄17上、下键，

第一液压泵18带动液压油缸5，作上下活塞运动，平行四边形剪叉3在液压缸的作用下可上

下升降至合适位置，液压缸密封性好，性能稳定，防止漏油，可提高效率。

[0028] 实施例二：当检修人员需要对地铁隧道的圆弧形断面的左、右侧墙面水泥脱落修

缮，圆弧形断面左右侧电缆、地铁疏散平台护栏或圆弧形断面螺母进行固定维修时，可先将

下面的四个伸缩固定爪19展开，然后按控制手柄17的固定键，第二液压泵22带动伸缩固定

爪  19连接的液压油缸活动，使四个伸缩固定爪19抓紧地铁里面的圆弧型断面，防止重心不

平衡，再按控制手柄17上、下键，第一液压泵  18带动液压油缸5，作上下活塞运动，平行四边

形剪叉3在液压缸的作用下可上下升降至合适位置，液压缸密封性好，性能稳定，防止漏油，

可提高效率，接着再按控制手柄17的左、右键使工作台向左右移动，或按驱动键使此装置做

前进后退动作，工作台的移动主要是靠第一步进电机14带动滚珠丝杠装置11，靠工作台上

左右侧设置的正限位开关15、负限位开关16控制移动的终点位置，防止滚珠丝杆装置脱轨

掉下来；当检修人员对地铁的圆弧形断面检修加固完毕后，可按控制手柄17上的按键，折叠

此装置，方便下次备用。

[0029] 实施例三：当检修人员正在检修加固时，因工作台上的工具不够，为了不影响已经

调节好的上下左右固定位置，加上伸缩固定爪19也已固定好，可以通过调节此装置上的吊

装装置来实现地面所需物体的运送。可通过操作手柄，使第二步进电机20通电，在滑轮的作

用使挂钩21实现吊装地面所需的物件，完成后，可按操作手柄上的按键关闭此装置。

[0030] 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提供的技术方案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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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原理以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适用于帮助理

解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原理；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

在具体实施方式以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

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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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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