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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的

起重臂翻折装置，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的后折叠

臂的前端中部与前折叠臂的后端中部铰接连接

形成铰接点D；起重臂翻折装置设置在前折叠臂

和后折叠臂之间，包括起重臂连杆机构和起重臂

翻折液压缸；起重臂翻折液压缸的缸体底端铰接

连接于后折叠臂；起重臂连杆机构与起重臂翻折

液压缸的伸缩端铰接安装连接形成铰接点A，起

重臂连杆机构包括前折叠臂连杆和后折叠臂连

杆，前折叠臂连杆的一端铰接安装于前折叠臂内

部形成铰接点B，后折叠臂连杆的一端铰接安装

于后折叠臂内部形成铰接点C。本发明能够实现

增加整机自主移动时的行驶稳定性，特别适用于

低层楼房建筑或场地拥挤场合的物料输送及建

筑构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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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的起重臂翻折装置，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的折叠起重臂

(4)包括后折叠臂(41)和前折叠臂(42)，其特征在于，

后折叠臂(41)的前端中部与前折叠臂(42)的后端中部铰接连接形成铰接点D；

起重臂翻折装置(5)设置在前折叠臂(42)和后折叠臂(41)之间，包括起重臂连杆机构

(51)和起重臂翻折液压缸(52)；起重臂翻折液压缸(52)设置在后折叠臂(41)前部，其缸体

底端铰接连接于后折叠臂(41)；起重臂连杆机构(51)是三角形结构或横置的U形结构，起重

臂连杆机构(51)与起重臂翻折液压缸(52)的伸缩端铰接安装连接形成铰接点A，起重臂连

杆机构(51)包括前折叠臂连杆(511)和后折叠臂连杆(512)，前折叠臂连杆(511)的一端铰

接安装于前折叠臂(42)内部形成铰接点B，后折叠臂连杆(512)的一端铰接安装于后折叠臂

(41)内部形成铰接点C，折叠状态时，前折叠臂(42)扣合在后折叠臂(41)上，铰接点A位于铰

接点B和铰接点C的后方、且铰接点A和铰接点B之间的间距尺寸小于铰接点A和铰接点C之间

的间距尺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的起重臂翻折装置，其特征在于，后折叠

臂(41)和前折叠臂(42)之间还设有配合设置的折叠臂翻转导向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的起重臂翻折装置，其特征在于，折叠臂

翻转导向结构包括对应铰接点D位置设置在前折叠臂(42)上的半圆形导向槽和配合固定设

置在后折叠臂(41)上的导向销。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的起重臂翻折装置，其特征在于，后折叠

臂(41)和前折叠臂(42)之间设有相互配合的端面安全锁扣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的起重臂翻折装置，其特征在于，端面安

全锁扣装置是设置在折叠起重臂内部的、垂直于端面的插销机构，插销机构包括伸缩控制

部件和插销，伸缩控制部件固定安装在折叠起重臂内部，伸缩控制部件的伸缩端与插销的

底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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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的起重臂翻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起重臂翻折装置，具体是一种适用于快速架设的塔式起重机的起

重臂翻折装置，属于起重机械装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塔式起重机简称塔机，亦称塔吊，是动臂装在高耸塔身上部的旋转起重机，塔式起

重机作业空间大，主要用于房屋建筑施工中物料的垂直和水平输送及建筑构件的安装。

[0003] 目前我国建筑行业所使用的塔式起重机多数是上回转式固定安装结构，即起重

臂、平衡臂和塔身作为一个整体安装于承座上，且承座固定不转、固定安装在整块混凝土基

础上或装设在条形式X形混凝土基础上，通过设置在塔身上端的转台实现起重臂和平衡臂

的回转，通过顶升塔身并加入基础节实现逐级升高，这种传统的塔式起重机适用于大型建

筑或高层建筑，对于施工层高在10至30m的低层楼房建筑或周围建筑物较多的某些拥挤场

合，若采用这种传统的塔式起重机不仅大材小用、成本增加，而且应用往往显得笨拙，存在

架设和拆除不便、延缓建筑工程的施工周期等缺陷。

[0004] 鉴于此，现有技术中出现有转台设置在塔身下端、塔身和起重臂可折叠安装在转

台上的下回转式结构的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展开状态时可通过遥控操作起吊和变幅及回

转，折叠状态时可通过牵引机车等牵引设备进行牵引转场，这种现有的快速架设塔式起重

机折叠收纳状态时各个折叠臂层叠设置，因此会导致整体高度过高、重心偏高，进而会导致

整机在转场过程的通过性差、行驶稳定性不足。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的起重臂翻折装置，能够实

现增加整机自主移动时的行驶稳定性，特别适用于低层楼房建筑或场地拥挤场合的物料输

送及建筑构件安装。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的折叠起重臂包括后折叠臂和前折叠臂，

后折叠臂的前端中部与前折叠臂的后端中部铰接连接形成铰接点D；

[0007] 起重臂翻折装置设置在前折叠臂和后折叠臂之间，包括起重臂连杆机构和起重臂

翻折液压缸；起重臂翻折液压缸设置在后折叠臂前部，其缸体底端铰接连接于后折叠臂；起

重臂连杆机构是三角形结构或横置的U形结构，起重臂连杆机构与起重臂翻折液压缸的伸

缩端铰接安装连接形成铰接点A，起重臂连杆机构包括前折叠臂连杆和后折叠臂连杆，前折

叠臂连杆的一端铰接安装于前折叠臂内部形成铰接点B，后折叠臂连杆的一端铰接安装于

后折叠臂内部形成铰接点C，折叠状态时，前折叠臂扣合在后折叠臂上，铰接点A位于铰接点

B和铰接点C的后方、且铰接点A和铰接点B之间的间距尺寸小于铰接点A和铰接点C之间的间

距尺寸。

[000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后折叠臂和前折叠臂之间还设有配合设置的折叠

臂翻转导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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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折叠臂翻转导向结构包括对应铰接点D位置设置在

前折叠臂上的半圆形导向槽和配合固定设置在后折叠臂上的导向销。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后折叠臂和前折叠臂之间均设有相互配合的端面

安全锁扣装置。

[0011] 作为本发明端面安全锁扣装置的一种实施方式，端面安全锁扣装置是设置在折叠

起重臂内部的、垂直于端面的插销机构，插销机构包括伸缩控制部件和插销，伸缩控制部件

固定安装在折叠起重臂内部，伸缩控制部件的伸缩端与插销的底端连接。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的起重臂翻折装置由于后折叠臂的前端

中部与前折叠臂的后端中部铰接连接、且前折叠臂和后折叠臂之间设有起重臂翻折装置，

在完全折叠的转场状态时，前折叠臂可扣合在后折叠臂上方、而非层叠在后折叠臂上方，因

此较传统的完全层叠结构可实现降低整机折叠状态时的高度尺寸，进而实现降低整机重

心、实现增加自主移动时的行驶稳定性，特别适用于低层楼房建筑或场地拥挤场合的物料

输送及建筑构件安装。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自移动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完全折叠的转场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自移动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完全展开的工作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是本发明完全折叠状态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是本发明完全展开状态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是自移动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展开过程中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汽车底盘，2、转台，3、塔身，31、导绳支撑杆，4、折叠起重臂，41、后折叠臂，

42、前折叠臂，43、桅杆，5、起重臂翻折装置，51、起重臂连杆机构，511、前折叠臂连杆，512、

后折叠臂连杆，52、起重臂翻折液压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以本发明安装在自移动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上为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

一步说明(以下以自移动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架设好后的状态进行描述，以架设好后折叠

起重臂的伸出方向为前方进行描述)。

[0020] 如图1、图2、图5所示，自移动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包括汽车底盘1、转台2、塔身3、

折叠起重臂4、起重臂翻折装置5、吊钩组、变幅装置、起吊卷扬装置、配重。

[0021] 所述的汽车底盘1上设有驾驶室、底盘驱动总成、车载液压泵站和多件沿汽车底盘

1中心对称设置的可收拢液压伸缩支腿，可收拢液压伸缩支腿通过液压管路与车载液压泵

站的控制阀组连接。

[0022] 所述的转台2通过回转支承及液压回转驱动安装在汽车底盘1上，液压回转驱动通

过液压管路与车载液压泵站的控制阀组连接，所述的起吊卷扬装置和配重安装在转台2上。

[0023] 所述的塔身3包括下塔身和上塔身，下塔身的底端铰接安装在转台2上、且位于配

重的前方，汽车底盘1的长度尺寸小于下塔身的长度尺寸，下塔身的顶部后端与上塔身的底

部后端铰接安装、且下塔身与上塔身之间设有包括塔身翻折液压缸和塔身翻折连杆机构的

塔身翻折装置，塔身翻折液压缸通过液压管路与车载液压泵站的控制阀组连接，上塔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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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还设有与其固定安装的导绳支撑杆31。

[0024] 所述的折叠起重臂4包括后折叠臂41和前折叠臂42，后折叠臂41的后端下部与上

塔身的顶部前端铰接连接、且后折叠臂41的后端设有与其固定安装连接的、倾斜伸出设置

的桅杆43，桅杆43的顶端通过牵拉钢丝绳与转台2连接，桅杆43的顶端通过牵拉钢丝绳与后

折叠臂41的前端顶部连接，如图3、图4所示，后折叠臂41的前端中部与前折叠臂42的后端中

部铰接连接形成铰接点D，包括变幅卷扬和变幅小车的变幅装置安装在后折叠臂41上，吊钩

组设置在变幅小车上，后折叠臂41和前折叠臂42上设有供变幅小车前后移动的、展开时可

翻折对接的道轨；

[0025] 如图3、图4所示，所述的起重臂翻折装置5设置在前折叠臂42和后折叠臂41之间，

包括起重臂连杆机构51和起重臂翻折液压缸52；起重臂翻折液压缸52设置在后折叠臂41前

部，其缸体底端铰接连接于后折叠臂41，起重臂翻折液压缸52通过液压管路与车载液压泵

站的控制阀组连接；起重臂连杆机构51是三角形结构或如图3所示的横置的U形结构，起重

臂连杆机构51与起重臂翻折液压缸52的伸缩端铰接安装连接形成铰接点A，起重臂连杆机

构51包括前折叠臂连杆511和后折叠臂连杆512，前折叠臂连杆511的一端铰接安装于前折

叠臂42内部形成铰接点B，后折叠臂连杆512的一端铰接安装于后折叠臂41内部形成铰接点

C，折叠状态时前折叠臂42扣合在后折叠臂41上，如图3所示，铰接点A位于铰接点B和铰接点

C的后方、且铰接点A和铰接点B之间的间距尺寸小于铰接点A和铰接点C之间的间距尺寸。

[0026] 本自移动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在完全折叠的转场状态时，如图1所示，塔身、折叠

起重臂和桅杆均呈水平状态，塔身翻折液压缸处于完全缩入状态，起重臂翻折液压缸52处

于完全缩入状态，前折叠臂42扣合在后折叠臂41上方、上塔身层叠在下塔身上方，可收拢液

压伸缩支腿处于完全缩入状态，此时整机通过汽车底盘1承载，由于汽车底盘1的长度尺寸

小于下塔身的长度尺寸，因此可实现不增加整体长度前提下的整机自主移动，驾驶员可以

进行转场驾驶操作，由于前折叠臂42扣合在后折叠臂41上方、而非层叠在后折叠臂41上方，

因此较传统的完全层叠结构可实现降低整机折叠状态时的高度尺寸，进而实现降低整机重

心、实现增加自主移动时的行驶稳定性。

[0027] 转场至工作位置后，先通过控制车载液压泵站使可收拢液压伸缩支腿伸出、并稳

固支撑于地面，即可进行展开操作；如图5所示，展开操作时先通过控制阀组控制起重臂翻

折液压缸52的活塞端伸出，起重臂翻折液压缸52伸出过程中带动起重臂连杆机构51绕铰接

点C翻转，同时前折叠臂连杆511推动前折叠臂42沿铰接点D翻折打开，当前折叠臂42与后折

叠臂41之间呈设定的锐角角度后控制起重臂翻折液压缸52的活塞端暂停缩入；然后通过控

制阀组控制塔身翻折液压缸伸出，伸出过程中塔身翻折液压缸的活塞端通过塔身翻折连杆

机构使上塔身沿上塔身与下塔身的铰接中心旋转翻出，随着塔身翻折液压缸的继续伸出，

在桅杆43和导绳支撑杆31的支撑作用下牵引钢丝绳逐渐绷直、辅助牵拉下塔身，塔身3翻转

的同时，在导绳支撑杆31和桅杆43的支撑作用下牵引钢丝绳绷直后牵拉后折叠臂41使后折

叠臂41带动前折叠臂42整体翻折展开，当塔身3翻转呈竖直状态时后折叠臂41则同步完成

翻折呈水平状态，通过调整桅杆43与后折叠臂41之间牵拉钢丝绳的长度可以实现后折叠臂

41完成翻折后其前端向上微微翘起，翘起的后折叠臂41不仅可以得到更好的承力状况、而

且可以防止变幅小车在折叠收纳翻折时滑出后折叠臂41；最后通过控制阀组控制起重臂翻

折液压缸52的活塞端继续伸出使前折叠臂42沿前折叠臂42与后折叠臂41的铰接点旋转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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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翻折打开，直至前折叠臂42的后端面与后折叠臂41的前端面对接完成如图2所示的折叠

起重臂4的完全展开；本自移动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完全展开后，即可通过遥控器控制转台

2回转、起吊卷扬装置带动吊钩组的升降起吊、变幅装置带动变幅小车前后移动变幅。

[0028] 完成工作后进行折叠收纳时，反向操作上述展开步骤完成折叠，即可进行驾驶转

场。

[0029] 为了实现前折叠臂42的稳固翻转，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后折叠臂41和

前折叠臂42之间还设有配合设置的折叠臂翻转导向结构，折叠臂翻转导向结构可以采用配

合设置的导向槽和导向销结构、也可以采用配合设置的导向辊道和导向轮结构等其他导向

结构。

[003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如图3、图4所示，折叠臂翻转导向结构包括对应铰接

点D位置设置在前折叠臂42上的半圆形导向槽和配合固定设置在后折叠臂41上的导向销。

[0031] 为了在自移动快速架设塔式起重机完全展开后实现后折叠臂41和前折叠臂42之

间更稳固的端面贴合连接，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后折叠臂41和前折叠臂42之间

均设有相互配合的端面安全锁扣装置，端面安全锁扣装置可以在后折叠臂41和前折叠臂42

的端面贴合后进行锁闭，进而保证更稳固的连接。

[0032] 作为本发明端面安全锁扣装置的一种实施方式，端面安全锁扣装置是设置在折叠

起重臂内部的垂直于端面的插销机构，由于后折叠臂41和前折叠臂42的翻折轨迹是圆弧轨

迹，过长的插销机构会引起插接干涉，然而过短的插销机构起不到稳固插接的作用，因此所

述的插销机构包括伸缩控制部件和插销，伸缩控制部件固定安装在折叠起重臂内部，伸缩

控制部件的伸缩端与插销的底端连接。当展开操作时端面贴合后可控制伸缩控制部件伸出

将插销顶出完成锁闭，当折叠收纳操作前可控制伸缩控制部件缩入将插销抽出完成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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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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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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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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