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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于狭小空间的实验室多功能专用

起重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应用于狭小空间的实验

室多功能专用起重机，涉及到一种专用起重机，

属于起重机械技术领域。本发明由主梁1、电动葫

芦2、悬挂小车3、运行机构4、端梁5、防风装置6、

缓冲装置7等组成。电动葫芦2安装在设有工字钢

轨道的主梁1上，实现重物的吊装作业。主梁1的

主体为桁架结构，其中两根弦杆兼做悬挂小车3

的运行轨道。小车3通过液压缸等实现短距离升

降，用来携带实验设备。运行机构4采用“三合一”

减速电机驱动，机械效率高，结构紧凑。端梁5两

端设有缓冲装置7，可有效减小起重机运行到轨

道极限位置时，碰撞到钢结构上的冲击力。对于

应用于有风的环境时，安装在端梁5两端的防风

装置6能有效避免起重机被风吹动滑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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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于狭小空间的实验室多功能专用起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起重机包括主

梁(1)、电动葫芦(2)、悬挂小车(3)、起重机运行机构(4)、端梁(5)；

主梁(1)的主体为桁架结构(9)，与端梁(5)连接的两端为变截面的箱型结构(8)；主体

桁架结构(9)的中部为三角形截面，桁架结构(9)与箱型结构(8)相连接，连接处过渡为四边

形截面；采用型钢(10)连接两套桁架结构(9)，型钢(10)下表面连接有用于兼做电动葫芦运

行轨道的工字钢(11)；

所述端梁(5)为箱型结构，插入到主梁(1)的上下盖板之间；

电动葫芦(2)安装在主梁(1)中部工字钢(11)上；

主梁(1)的两根矩形弦杆兼做悬挂小车(3)的运行轨道；

悬挂小车(3)通过液压缸实现短距离升降；

起重机运行机构(4)由主动车轮组、被动车轮组组成，主动车轮组由三合一减速电机

(15)驱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狭小空间的实验室多功能专用起重机，其特征在

于，端梁(5)两端设有缓冲装置(7)。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狭小空间的实验室多功能专用起重机，其特征在

于，在端梁(5)两端安装防风装置(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狭小空间的实验室多功能专用起重机，其特征在

于，在端梁(5)上装有端梁水平轮(1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狭小空间的实验室多功能专用起重机，其特征在

于，所述悬挂小车(3)的运行系统由运行车轮(12)、水平轮(13)、反滚轮(14)、驱动装置组

成，运行车轮(12)包括主动和被动两种，用于主要承受悬挂小车(3)和被吊物的重力；水平

轮(13)和轨道侧面之间留有一定缝隙，在悬挂小车运行偏斜时和轨道侧面接触，限制小车

的偏斜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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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于狭小空间的实验室多功能专用起重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到一种专用起重机，属于起重机械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对起重机械的个性化要求越来越强烈，例

如某风载荷较大的实验室要求起重机带有可携带鼓风机的小车和能起吊实验设备的吊钩，

同时对起重机占用的空间要求较为严苛。

[0003] 如果采用普通的桥式起重机，一个吊钩吊装鼓风机，另一个吊钩吊装实验设备。则

一方面鼓风机工作时，鼓风机受到反作用力，由于水平方向缺少足够的约束，鼓风机发生严

重的摆动，影响实验效果，安全性也较差。

[0004] 另一方面，箱型梁的桥式起重机迎风面积较大，不符合环境要求。如果改成桁架结

构的主梁，虽然降低了迎风面积，但主梁的截面高度较大，不符合空间要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为解决上述传统起重机在狭小空间、风载荷较大的实验室中应用

的相关问题，提供一种应用于狭小空间的实验室多功能专用起重机，使此种起重机满足环

境和使用的要求。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应用于狭小空间的实验室多功能专用起重

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起重机包括主梁、电动葫芦、悬挂小车、起重机运行机构、端梁；主梁的

主体为桁架结构，与端梁连接的两端为变截面的箱型结构；主体桁架结构的中部为三角形

截面，桁架结构与箱型结构相连接，连接处过渡为四边形截面；采用型钢连接两套桁架结

构，型钢下表面连接有用于兼做电动葫芦运行轨道的工字钢；所述端梁为箱型结构，插入到

主梁的上下盖板之间；电动葫芦安装在主梁中部工字钢上；主梁的两根矩形弦杆兼做悬挂

小车的运行轨道；悬挂小车通过液压缸实现短距离升降；起重机运行机构由主动车轮组、被

动车轮组组成，主动车轮组由三合一减速电机驱动。

[0007] 优选的，端梁两端设有缓冲装置。

[0008] 优选的，在端梁两端安装防风装置。

[0009] 优选的，在端梁上装有端梁水平轮。

[0010] 优选的，所述悬挂小车的运行系统由运行车轮、水平轮、反滚轮、驱动装置组成，运

行车轮包括主动和被动两种，用于主要承受悬挂小车和被吊物的重力，主动运行车轮由三

合一减速电机驱动机械效率高，结构紧凑；水平轮和轨道侧面之间留有一定缝隙，在悬挂小

车运行偏斜时和轨道侧面接触，限制小车的偏斜运行。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主梁1主体结构采用桁架式，端部过渡为箱型结构，端梁5插

入主梁端部上下盖板之间，降低了总体高度和减小迎风面积。起重机设有装在主梁中部工

字钢11上的电动葫芦2，用来起吊实验相关重物。起重机设有装在矩形弦杆上的悬挂小车3

用来携带实验设备。悬挂小车3设有运行车轮12、水平轮13、反滚轮14防止悬挂小车3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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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端梁5两侧装有缓冲器7，减小起重机运行到轨道极限位置时碰撞到钢结构上的冲击

力。安装在端梁5两端的防风装置6能有效避免起重机被风吹动滑移。安装在端梁5上的端梁

水平轮16可防止起重机运行过程中出现啃轨等异常现象。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起重机主视图。

[0013] 图2为起重机侧视图。

[0014] 图3为主梁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主梁与端梁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电动葫芦与悬挂小车在主梁上的安装示意图。

[0017] 图6为图5中I处的放大图。

[0018] 图7为端梁和运行机构及相关附属件主视图。

[0019] 图8为图7的俯视图。

[0020] 图9为实验室立面示意图。

[0021] 附图标识：

[0022] 1-主梁，2-电动葫芦，3-悬挂小车，4-起重机运行机构，5-端梁，6-防风装置，7-缓

冲装置，8-箱型结构，9-桁架结构，10-型钢，11-工字钢，12-运行车轮，13-水平轮，14-反滚

轮，15-三合一减速电机，16-端梁水平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设计要求：应用在深海工程实验室，此种实验室顶部设有风洞，用来模拟海面上空

空气流动，为了保证试验时的真实性，空气流动的高度应尽量贴近水面，因此本专用起重机

只能架设在风洞影响区域，要求起重机的迎风面积尽量小。另一方面，要求起重机小车悬挂

局部造风设备，此设备距离水面的高度不能过大。

[0024] 图1至图2所示的起重机，采用特殊形式的主梁1，装有可起升重物的电动葫芦2和

可用来携带实验设备等能上下微调高度的悬挂小车3。图3所示的主梁中部为桁架结构9，端

部为箱型结构8，两套桁架结构通过型钢10相连，型钢10下侧连接有工字钢11。图4所示为主

梁1与端梁5的连接结构。图5、图6所示的电动葫芦2悬挂于主梁1的中部工字钢11上，悬挂小

车3安装于主梁1的矩形弦杆上，悬挂小车3的运行机构包括运行车轮12、水平轮13和反滚轮

14。图7、图8所示为端梁和起重机运行机构，采用三合一减速电机15驱动，两端装有防风装

置6和缓冲装置7，端梁5两侧装有端梁水平轮16压在轨道侧面。图9为实验室立面示意图。

[0025] 详细结构如下：所述起重机包括主梁1、电动葫芦2、悬挂小车3、起重机运行机构4、

端梁5、防风装置6、缓冲装置7等。

[0026] 为尽量降低风载荷的影响，主梁1的主体为桁架结构9，为降低整机高度和与端梁5

连接，两端为变截面的箱型结构8。主体桁架结构9的中部为三角形截面，为便于主体桁架结

构9与箱型结构8相连接，连接处过渡为四边形截面。采用型钢10连接两套桁架结构9，型钢

10下表面连接有用于兼做电动葫芦运行轨道的工字钢11。

[0027] 端梁5为箱型结构，插入到主梁1的上下盖板之间，这种连接方式使结构总体高度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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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安装在主梁1中部工字钢11上的电动葫芦2可实现重物的吊装作业。

[0029] 主梁1的两根矩形弦杆兼做悬挂小车3的运行轨道。悬挂小车3通过液压缸等实现

短距离升降，用来携带实验设备。悬挂小车3的运行系统由运行车轮12、水平轮13、反滚轮

14、驱动装置等组成，运行车轮12包括主动和被动两种，用于主要承受悬挂小车3和被吊物

的重力，主动运行车轮由三合一减速电机驱动机械效率高，结构紧凑。水平轮13和轨道侧面

之间留有一定缝隙，在悬挂小车运行偏斜时和轨道侧面接触，限制小车的偏斜运行。当悬挂

小车3底部受到较大水平载荷(如惯性载荷、风载荷等)时，反滚轮14可有效避免悬挂小车3

的整体倾斜。

[0030] 起重机运行机构4由主动车轮组、被动车轮组组成，主动车轮组由三合一减速电机

15驱动。

[0031] 端梁5两端设有缓冲装置7，可有效减小起重机运行到轨道极限位置时，碰撞到钢

结构上的冲击力。

[0032] 对于应用于有风的环境时，安装在端梁5两端的防风装置6能有效避免起重机被风

吹动滑移。

[0033] 为防止起重机运行过程中出现啃轨等异常现象，在端梁5上装有端梁水平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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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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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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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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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9

CN 106744340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