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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起重机吊钩高度测量装置，涉及起重机

械生产领域，它包括小车底框，小车底框上设有

提升电机基座，提升电机基座上固定有提升电机

支撑座，电机支撑座上设有转动连接的提升电

机，减速机构上还固定有啮合连接的卷筒，卷筒

与卷筒支撑座转动连接，在小车底框上还设有导

轮支撑座，导轮支撑座上有转动连接的导轮，导

轮的转动轴上固定有角度编码器，角度编码器与

微处理器电连接，微处理器与显示单元电连接，

导轮与下方的吊钩通过滑轮转动连接，通过导轮

对钢丝绳的导向，导轮外圈与钢丝绳位移相同，

对起重机吊钩最高位置的测量以及吊钩向下移

动时检测导轮转过的角度，换算得知放下的钢丝

绳长度，得到实时的吊钩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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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起重机吊钩高度测量装置，其特征是：它包括小车底框（1），小车底框（1）上设有

提升电机基座（2），提升电机基座（2）上固定有提升电机支撑座（3），电机支撑座（3）上设有

转动连接的提升电机（4），提升电机（4）固定在减速机构（5）上且与其内部机构啮合连接，减

速机构（5）上还固定有啮合连接的卷筒（6），卷筒（6）与卷筒支撑座（7）转动连接，卷筒支撑

座（7）固定在小车底框（1）上，在小车底框（1）上还设有导轮支撑座（8），导轮支撑座（8）上有

转动连接的导轮（9），导轮（9）的转动轴上固定有角度编码器（10），导轮（9）与下方的吊钩

（11）通过滑轮转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起重机吊钩高度测量装置，其特征是：所述角度编码器

（10）与微处理器（12）电连接，微处理器（12）与显示单元（13）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起重机吊钩高度测量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卷筒（6）和导

轮（9）通过钢丝绳转动连接，钢丝绳的一端固定在卷筒（6）上，卷筒（6）上设有螺旋排列的线

槽，钢丝绳在卷筒（6）上依次排列，卷筒（6）和导轮（9）的转动轴线平行。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起重机吊钩高度测量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导轮（9）通

过钢丝绳与吊钩（11）的滑轮转动连接，吊钩（11）上设有螺旋线槽，钢丝绳在导轮（9）上依线

槽排列，钢丝绳在导轮（9）上不超过一层吊钩（11）位于小车底框（1）的下方，导轮（9）上设有

多个均匀分布的通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起重机吊钩高度测量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小车底框

（1）上还设有转动的驱动轮（14），驱动轮（14）两个为一组并通过转轴连接，驱动轮（14）位于

小车导轨上方，小车底框（1）两端设有限位块（1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起重机吊钩高度测量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减速机构（5）

与小车底框（1）固定连接，卷筒（6）和导轮（9）位于减速机构（5）的同侧且轴线与减速机构

（5）安装面垂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起重机吊钩高度测量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提升电机（4）

和卷筒（6）通过减速机构（5）啮合连接,  提升电机（4）转轴两端设有曲面毂，曲面毂两端设

有刹车片。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起重机吊钩高度测量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微处理器

（12）与供电模块（16）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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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吊钩高度测量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起重机械生产领域，特别是一种起重机吊钩高度测量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起重机在工业生产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工业生产的各个领域都有广泛

的涉及，是工业生产不可缺少的一环。在机械制造领域，物料的搬运、工件装夹及转移、零件

加工、部件装配、主机总装等地方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今的起重机，都需要天车工

和起重工的协同配合，依靠经验来完成各种操作，在精密装配领域，在垂直方向上的距离依

靠视觉经验已越来越相形见绌，急需能够精确掌握高度数值的起重机。

[0003] 现有技术也有对吊钩高度进行检测的装置，中国专利文献CN  106185629  A就记载

了一种履带起重机吊钩高度检测系统及其实现方法，通过角度编码器检测卷扬的转动来推

测钢丝绳移动距离，如图1中，钢丝绳在卷扬上缠绕有多层，通过其结构特征来判别每层钢

丝绳非缠绕半径，在钢丝绳在缠绕时若没有依次排列时，缠绕半径会计算错误，吊钩高度数

据会相应产生较大误差。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卷筒上缠绕的钢丝绳有多层，每层的旋转半

径因为钢丝绳的叠加而增加，在进行钢丝绳移动距离计算时，会存在层与层之间的临界点

不好界定，因而吊钩当前高度无法准确得到和显示的技术问题。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起重机吊钩高度测量装置，它包括小车底框，小车底框上设有提升电机基座，

提升电机基座上固定有提升电机支撑座，电机支撑座上设有转动连接的提升电机，提升电

机固定在减速机构上且与其内部机构啮合连接，减速机构上还固定有啮合连接的卷筒，卷

筒与卷筒支撑座转动连接，卷筒支撑座固定在小车底框上，在小车底框上还设有导轮支撑

座，导轮支撑座上有转动连接的导轮，导轮的转动轴上固定有角度编码器，导轮与下方的吊

钩通过滑轮转动连接。

[0007] 上述角度编码器与微处理器电连接，微处理器与显示单元电连接。

[0008] 上述卷筒和导轮通过钢丝绳转动连接，钢丝绳的一端固定在卷筒上，卷筒上设有

螺旋排列的线槽，钢丝绳在卷筒上依线槽列次排列，当第一层线槽排满后，累积到第二层上

排列，卷筒和导轮的转动轴线平行。

[0009] 上述导轮通过钢丝绳与吊钩的滑轮转动连接，吊钩位于小车底框的下方，导轮上

设有螺旋线槽，钢丝绳在螺旋线槽上依次排列，钢丝绳在导轮上不超过一层，导轮上还设有

多个均匀分布的通孔，用以减小导轮的惯量。

[0010] 优选的方案中，导轮通孔和其转动轴之间通过滑槽连接，导轮可以随着钢丝绳在

卷筒上的纵向位置的变化而滑动。

[0011] 上述小车底框上还设有转动的驱动轮，驱动轮位于小车导轨上方，驱动轮两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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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并通过转轴连接，小车底框可以在导轨上运动，小车底框两端设有限位块。

[0012] 上述减速机构与小车底框固定连接，卷筒和导轮位于减速机构的同侧且轴线与减

速机构安装面垂直，减速机构上设有润滑孔。

[0013] 上述提升电机和卷筒通过减速机构啮合连接,提升电机转轴两端设有曲面毂，曲

面毂两端设有刹车片，刹车片由液压缸驱动。

[0014] 上述的微处理器与供电模块电连接。

[0015] 在装置工作时，提升电机转动，通过减速机构驱动卷筒转动，卷筒上固定有和吊钩

相连的钢丝绳，从而形成吊钩的升降运动，在吊钩和卷筒之间，钢丝绳还在导轮上缠绕不超

过一层，因此钢丝绳在导轮上移动的距离可以视为钢丝绳在吊钩滑轮上移动的距离，此距

离除以钢丝绳在滑轮上的倍率就是吊钩在垂直方向上移动的距离，通过角度编码器记录导

轮在两个方向上的旋转角度可以得知钢丝绳的移动距离，从而间接得到吊钩升降的距离。

[0016]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角度编码器输出为脉冲信号，经过信号收集装置转换为数字

信号好后送入微处理器进行处理，通过内置的公式计算出吊钩当前高度后送入显示单元。

[0017] 技术效果：

[0018] 1)本实用新型能够直观便捷的读取当前起重机吊钩的高度数值。

[0019] 2)本实用新型通过导轮对钢丝绳的导向，导轮外圈与钢丝绳位移相同，对起重机

吊钩最高位置的测量以及吊钩向下移动时检测导轮转过的角度，换算得知放下的钢丝绳长

度，得到实施的吊钩高度。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1] 图1为现有技术中卷筒上钢丝绳分布图；

[0022] 图2为起重机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吊钩升降示意图；

[0024] 图4为装置的工作流程图。

[0025] 图中：小车底框1，提升电机基座2，提升电机支撑座3，提升电机4，减速机构5，卷筒

6，卷筒支撑座7，导轮支撑座8，导轮9，角度编码器10，吊钩11，微处理器12，显示单元13，驱

动轮14，限位块15，供电模块16。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如图2、4中，一种起重机吊钩高度测量装置，它包括小车底框1，小车底框1  上设有

提升电机基座2，提升电机基座2上固定有提升电机支撑座3，电机支撑座3  上设有转动连接

的提升电机4，提升电机4固定在减速机构5上且与其内部机构啮合连接，减速机构5上还固

定有啮合连接的卷筒6，卷筒6与卷筒支撑座7转动连接，卷筒支撑座7固定在小车底框1上，

在小车底框1上还设有导轮支撑座8，导轮支撑座8上有转动连接的导轮9，导轮9与下方的吊

钩11通过滑轮转动连接，导轮9的转动轴上固定有角度编码器10。

[0027] 上述角度编码器10与微处理器12电连接，微处理器12与显示单元13电连接。

[0028] 如图2中，所述卷筒6和导轮9通过钢丝绳转动连接，钢丝绳的一端固定在卷筒  6

上，卷筒6上设有螺旋排列的线槽，钢丝绳在卷筒6上依次排列，当第一层线槽排满后，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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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层上排列，卷筒6和导轮9的转动轴线平行。

[0029] 如图2中，上述导轮9通过钢丝绳与吊钩11的滑轮转动连接，吊钩11上设有螺旋线

槽，钢丝绳在导轮9上依线槽排列，钢丝绳在导轮9上不超过一层吊钩11位于小车底框1的下

方，导轮9上设有多个均匀分布的通孔，用以减小导轮的惯量。

[0030] 如图2中，上述小车底框1上还设有转动的驱动轮14，驱动轮14两个为一组并通过

转轴连接，驱动轮14位于小车导轨上方，小车底框1两端设有限位块15。

[0031] 如图2中，上述减速机构5与小车底框1固定连接，卷筒6和导轮9位于减速机构5的

同侧且轴线与减速机构5安装面垂直，减速机构5上设有润滑孔。

[0032] 如图2中，所述提升电机4和卷筒6通过减速机构5啮合连接,提升电机4转轴两端设

有曲面毂，曲面毂两端设有刹车片，刹车片由液压缸驱动。

[0033] 如图4中，上述的微处理器12与供电模块16电连接。

[0034] 优选的方案中，导轮通孔和其转动轴之间通过滑槽连接，导轮可以随着钢丝绳在

卷筒上的纵向位置的变化而滑动。

[0035] 优选的方案中，角度编码器10为市售的产品，例如HEIDENHAIN公司生产的ECN  225

型角度编码器。

[0036] 优选的方案中，供电模块16为市售的产品，例如SIEMENS公司生产的  6EP1437-

2BA20电源。

[0037] 在装置工作时，提升电机4转动，通过减速机构5驱动卷筒6转动，卷筒6上固定有和

吊钩11相连的钢丝绳，从而形成吊钩的升降运动，在吊钩和卷筒之间，钢丝绳还在导轮上缠

绕不超过一层，因此钢丝绳在导轮上移动的距离可以视为钢丝绳在吊钩滑轮上移动的距

离，此距离除以钢丝绳在滑轮上的倍率就是吊钩在垂直方向上移动的距离，通过角度编码

器记录导轮在两个方向上的旋转角度可以得知钢丝绳的移动距离，从而间接得到吊钩升降

的距离。

[0038] 优选的方案如图2中，当吊钩11处于高度极限位置时，吊钩此时处于吊钩最高高度

H位置处，此高度H可以用红外式高度测量仪在此时吊钩高度处测得；

[0039] 当吊钩11下降到高度h时导轮9共转动角度а，此时吊钩高度为：

[0040] 其中，N为吊钩上钢丝绳的倍率，Lc为导轮9从最高处旋转а后吊钩处钢

丝绳移动的距离。

[0041] 优选的方案如图1中，当导轮9从在吊钩最高高度H处旋转角度а后，导轮9  旋转圈

数为 若导轮9半径为r，可得到吊钩处钢丝绳移动距离Lc＝q×2πr，则吊钩高度

可知，此时吊钩高度为

[0042] 优选的方案如图4中，所述角度编码器2输出为脉冲信号，经过信号收集装置转换

为数字信号好后送入微处理器进行处理，通过内置的公式计算出吊钩当前高度后送入显示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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