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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吊装施工的技术领域。为了解决

现有吊装烟囱钢内筒的方法安全风险大成本高

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用于吊装烟囱钢内筒的

工具，包括吊装架、四个动力装置和升降装置；所

述吊装架固定于烟囱顶部；所述动力装置固定于

吊装架的下表面上；所述升降装置能够在烟囱内

上下移动。本发明的工具提高了吊装烟囱钢内筒

作业的安全性，降低了作业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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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吊装烟囱钢内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使用的工具包括吊装架、四个动力

装置和升降装置；所述吊装架固定于烟囱顶部；所述动力装置固定于吊装架的下表面上；所

述升降装置能够在烟囱内上下移动，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所述四个动力装置分为两组，A组动力装置和B组动力装置，每组包括两个动力装

置；将第一段钢内筒放置到烟囱内的安装基准面上，使用吊装绳将所述第一段钢内筒的上

部吊耳与B组动力装置连接；

(2)控制B组动力装置，以提升所述第一段钢内筒，直至第一段钢内筒与安装基准面之

间的距离大于第二段钢内筒的高度时，停止提升第一段钢内筒；

(3)将第二段钢内筒放置到烟囱内的安装基准面上，控制B组动力装置，使第一段钢内

筒下降以与第二段钢内筒组对，然后使用升降装置将操作人员运送到第一段钢内筒与第二

段钢内筒组对的位置，以将第一段钢内筒与第二段钢内筒固定连接；

(4)使用吊装绳将A组动力装置与第一段钢内筒的下部吊耳连接，控制A组动力装置以

提升第一段钢内筒和第二段钢内筒，直至B组动力装置连接的吊装绳松弛后，停止提升第一

段钢内筒和第二段钢内筒，将B组动力装置的吊装绳从第一段钢内筒上卸下；控制A组动力

装置，继续提升第一段钢内筒和第二段钢内筒，直至第二段钢内筒与安装基准面之间的距

离大于第三段钢内筒的高度时，停止提升第一段钢内筒和第二段钢内筒；

(5)将第三段钢内筒放置到烟囱内的安装基准面上，控制A组动力装置，使第一段钢内

筒和第二段钢内筒下降，以将第二段钢内筒与第三段钢内筒固定连接；

(6)使用吊装绳将B组动力装置与第一段钢内筒的上部吊耳连接，控制B组动力装置以

提升第一段钢内筒、第二段钢内筒和第三段钢内筒，直至A组动力装置连接的吊装绳松弛

后，停止提升第一段钢内筒、第二段钢内筒和第三段钢内筒，将A组动力装置连接的吊装绳

从第一段钢内筒上卸下；控制B组动力装置，继续提升第一段钢内筒、第二段钢内筒和第三

段钢内筒，直至第三段钢内筒与安装基准面之间的距离大于第四段钢内筒的高度时，停止

提升第一段钢内筒、第二段钢内筒和第三段钢内筒；

(7)将第四段钢内筒放置到烟囱内的安装基准面上，控制B组动力装置下降，以将第三

段钢内筒与第四段钢内筒组对，第三段钢内筒下降到合适的位置后，停止B组动力装置；使

用升降平台将操作人员运送到第三段钢内筒与第四段钢内筒连接的位置，将第三段钢内筒

与第四段钢内筒连接；

(8)使用吊装绳将A组动力装置与第一段钢内筒下部吊耳连接，控制A组动力装置以提

升第一段钢内筒、第二段钢内筒、第三段钢内筒和第四段钢内筒，直至B组动力装置连接的

吊装绳松弛后，停止A组动力装置；使用升降平台将操作人员运送到第一段钢内筒的上部吊

耳处，操作人员将B组动力装置连接的吊装绳从第一段钢内筒的上部吊耳上卸下；控制A组

动力装置，继续提升第一段钢内筒、第二段钢内筒、第三段钢内筒和第四段钢内筒，直至第

四段钢内筒与安装基准面之间的距离大于第五段钢内筒的高度时，停止A组动力装置；第五

段钢内筒及以后各段钢内筒的吊装均重复上述步骤，直至将钢内筒整体吊装完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吊装烟囱钢内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四个动力装置均匀分布于

直径与钢内筒的外径相等的圆周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吊装烟囱钢内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装置为电动

葫芦，该电动葫芦下面连接有若干段吊装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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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吊装烟囱钢内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每段所述吊装绳的长度

与每段钢内筒的高度相等。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吊装烟囱钢内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装置的行程

大于每段钢内筒的高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吊装烟囱钢内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装置包括升

降平台和提升机，该提升机的电缆与升降平台连接，并悬挂于所述吊装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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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吊装烟囱钢内筒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吊装施工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吊装烟囱钢内筒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核电站的排风塔，因排放烟气的放射性与腐蚀性不同，通常会采用套筒式或多管

式烟囱分别进行烟气排放。套筒式或多管式烟囱中需要安装钢内筒，目前通常采用以下方

法吊装钢内筒：

[0003] (1)液压提升法，使用的工具通常包括液压提升机、液压泵站、液压自控阀、高压油

管、贮油箱等，本方法的缺点是：使用的工具租赁和采购成本较高，且准备时间较长，需要专

业人员指导使用；如果在施工过程中被放射性物质污染则整套设备将不能再使用，造成重

大经济损失；吊装过程中必须更换一次吊装点，在更换吊装点时，需要将钢内筒固定在烟囱

内，而钢内筒重量较重，且受烟囱内空间的限制，钢内筒固定的效果较差，存在较大的安全

隐患。

[0004] (2)液压顶升法，使用的工具通常包括液压千斤顶、液压支架、液压泵站、胀圈、支

架等，本方法的缺点是：租赁和购买成本较高，且准备时间较长，需要专业人员指导使用；使

用该方法时必须在烟囱的不同高度设置止晃点，吊装过程复杂；如果在施工过程中被放射

性物质污染则整套设备将不能再使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0005] (3)气顶法，使用该方法时需要额外制作一个与烟囱等直径的封头，还需在厂家订

制专用密封圈，施工准备周期较长，成本较高。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现有吊装烟囱钢内筒的方法安全风险大成本高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

用于吊装烟囱钢内筒的工具，以提高吊装烟囱钢内筒作业的安全性，降低作业的成本。

[0007] 本发明的用于吊装烟囱钢内筒的工具包括吊装架、四个动力装置和升降装置；所

述吊装架固定于烟囱顶部；所述动力装置固定于吊装架的下表面上；所述升降装置能够在

烟囱内上下移动。

[0008] 其中，四个动力装置均匀分布于直径与钢内筒的外径相等的圆周上。

[0009] 其中，所述动力装置为电动葫芦，该电动葫芦下面连接有若干段吊装绳。

[0010] 其中，每段所述吊装绳的长度与每段钢内筒的高度相等。

[0011] 其中，所述动力装置的行程大于每段钢内筒的高度。

[0012] 其中，所述升降装置包括升降平台和提升机，该提升机的电缆与升降平台连接，并

悬挂于所述吊装架上。

[0013]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用于吊装烟囱钢内筒的工具的使用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14] (1)将所述四个动力装置分为两组，A组动力装置和B组动力装置，每组包括两个动

力装置；将第一段钢内筒放置到烟囱内的安装基准面上，使用吊装绳将所述第一段钢内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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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部吊耳与B组动力装置连接；

[0015] (2)控制B组动力装置，以提升所述第一段钢内筒，直至第一段钢内筒与安装基准

面之间的距离大于第二段钢内筒的高度时，停止提升第一段钢内筒；

[0016] (3)将第二段钢内筒放置到烟囱内的安装基准面上，控制B组动力装置，使第一段

钢内筒下降以与第二段钢内筒组对，然后使用升降装置将操作人员运送到第一段钢内筒与

第二段钢内筒组对的位置，以将第一段钢内筒与第二段钢内筒固定连接；

[0017] (4)使用吊装绳将A组动力装置与第一段钢内筒的下部吊耳连接，控制A组动力装

置以提升第一段钢内筒和第二段钢内筒，直至B组动力装置连接的吊装绳松弛后，停止提升

第一段钢内筒和第二段钢内筒，将B组动力装置的吊装绳从第一段钢内筒上卸下；控制A组

动力装置，继续提升第一段钢内筒和第二段钢内筒，直至第二段钢内筒与安装基准面之间

的距离大于第三段钢内筒的高度时，停止提升第一段钢内筒和第二段钢内筒；

[0018] (5)将第三段钢内筒放置到烟囱内的安装基准面上，控制A组动力装置，使第一段

钢内筒和第二段钢内筒下降，以将第二段钢内筒与第三段钢内筒固定连接；

[0019] (6)使用吊装绳将B组动力装置与第一段钢内筒的上部吊耳连接，控制B组动力装

置以提升第一段钢内筒、第二段钢内筒和第三段钢内筒，直至A组动力装置连接的吊装绳松

弛后，停止提升第一段钢内筒、第二段钢内筒和第三段钢内筒，将A组动力装置连接的吊装

绳从第一段钢内筒上卸下；控制B组动力装置，继续提升第一段钢内筒、第二段钢内筒和第

三段钢内筒，直至第三段钢内筒与安装基准面之间的距离大于第四段钢内筒的高度时，停

止提升第一段钢内筒、第二段钢内筒和第三段钢内筒；

[0020] (7)将第四段钢内筒放置到烟囱内的安装基准面上，控制B组动力装置下降，以将

第三段钢内筒与第四段钢内筒组对，第三段钢内筒下降到合适的位置后，停止B组动力装

置；使用升降平台将操作人员运送到第三段钢内筒与第四段钢内筒连接的位置，将第三段

钢内筒与第四段钢内筒连接；

[0021] (8)使用吊装绳将A组动力装置与第一段钢内筒下部吊耳连接，控制A组动力装置

以提升第一段钢内筒、第二段钢内筒、第三段钢内筒和第四段钢内筒，直至B组动力装置连

接的吊装绳松弛后，停止A组动力装置；使用升降平台将操作人员运送到第一段钢内筒的上

部吊耳处，操作人员将B组动力装置连接的吊装绳从第一段钢内筒的上部吊耳上卸下；控制

A组动力装置，继续提升第一段钢内筒、第二段钢内筒、第三段钢内筒和第四段钢内筒，直至

第四段钢内筒与安装基准面之间的距离大于第五段钢内筒的高度时，停止A组动力装置；第

五段钢内筒及以后各段钢内筒的吊装均重复上述步骤，直至将钢内筒整体吊装完成。

[0022] 本发明的工具及其使用方法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工具包括电动葫芦、吊装架、吊

装绳和升降平台，而液压提升法使用的工具通常包括液压提升机、液压泵站、液压自控阀、

高压油管、贮油箱等；液压顶升法使用的工具通常包括液压千斤顶、液压支架、液压泵站、胀

圈、支架等，与液压提升法和液压顶升法相比，本发明的工具包括的部件少，结构简单，易于

操作，不需要专业人员指导使用；电动葫芦、吊装架、吊装绳和升降平台都是施工现场经常

使用的工具，比液压提升法和液压顶升法使用的工具价格便宜，降低了租赁或采购的成本，

即使在施工过程中受到放射性污染导致工具不能使用，也不会造成大的财产损失；因为电

动葫芦、吊装架、吊装绳和升降平台都是施工现场经常使用的工具，因此制作本发明的工具

用时较短，能够保证施工的进度，而液压提升法和液压顶升法使用的工具租赁或购买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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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较长；使用气顶法时，还需要向厂家订制专用密封圈，准备周期也较长；使用本发明的工

具吊装烟囱钢内筒时，四个电动葫芦分为两组，交替提升钢内筒，这样整个吊装的过程很安

全，而使用液压提升法，在吊装过程中需要更换主吊点，更换吊装点时，需要使用其他工具

将钢内筒固定在烟囱内，而钢内筒重量较重，且受烟囱内空间的限制，钢内筒固定的效果较

差，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本发明的工具提高了吊装烟囱钢内筒作业的安全性，降低了作业

的成本。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用于吊装烟囱钢内筒的工具的主视示意图；

[0024] 图2为使用本发明用于吊装烟囱钢内筒的工具吊装第一段钢内筒的示意图；

[0025] 图3为使用本发明用于吊装烟囱钢内筒的工具吊装第一段钢内筒和第二段钢内筒

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图1-图3介绍本发明的工具。

[0027]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工具包括吊装架10、四个电动葫芦(图中示出三个电动葫

芦)。吊装架10固定于烟囱34顶部；吊装架10的下表面上设置有吊耳14，电动葫芦安装于吊

耳14上面；且四个电动葫芦均匀分布于直径与钢内筒的外径相等的圆周上，下面介绍本发

明的工具时，以位于上述圆周的一条直径上的两个电动葫芦为一组，将四个电动葫芦分为

两组，A组和B组，A组有两个电动葫芦11a和11a’；B组有两个电动葫芦11b和11b’。A组和B组

的电动葫芦的电力电缆和控制电缆13沿烟囱34的侧壁引至烟囱34底部，将A组的两个电动

葫芦11a和11a’的控制电缆联锁，以能够同时控制电动葫芦11a和11a’；将B组的两个电动葫

芦11b和11b’的控制电缆联锁，以能够同时控制电动葫芦11b和11b’。其中，A组和B组的电动

葫芦的行程大于每段钢内筒的高度。A组和B组的电动葫芦分别连接有吊装绳12，吊装绳12

用于连接钢内筒；吊装绳12为若干段，每段吊装绳12之间通过卸扣连接，每段吊装绳12的长

度与每段钢内筒的高度相等。钢内筒上设置有吊耳，使用本发明的工具时，将吊装绳12安装

于钢内筒的吊耳上以将A组或B组的电动葫芦与钢内筒连接，然后启动A组或B组的电动葫芦

向上提升钢内筒。

[0028] 如图2所示，本发明的工具还包括升降装置15，该升降装置15包括升降平台和提升

机，使用提升机作为动力源，提升机的钢丝绳与升降平台连接，并悬挂于吊装支架10上，使

用提升机拉动升降平台，以使升降平台能够在烟囱34内上下移动，操作人员能够站立在升

降平台上作业。其中，本实施例使用电动葫芦作为动力装置提升钢内筒，但提升钢内筒的动

力装置并不限于电动葫芦，还可以使用卷扬机，只要是能够提升钢内筒的动力装置都能够

实现本发明的功能，都属于本发明的方案的范围。

[0029] 下面介绍本发明的工具的使用方法。

[0030] 第一步，如图2所示，下面介绍本发明的方法时，将与A组两个电动葫芦11a和11a’

连接的两条吊装绳称为A组吊装绳121，将与B组两个电动葫芦11b和11b’连接的两条吊装绳

称为B组吊装绳122，A组吊装绳121和B组吊装绳122为若干段，每段之间通过卸扣连接，可以

进行拆卸。钢内筒在吊装前是分为若干段的，各段钢内筒要在吊装过程中组装在一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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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钢内筒17的上部焊接有两个上部吊耳38，下部焊接有两个下部吊耳37，上部吊耳38和下

部吊耳37作为吊装时的吊点。将第一段钢内筒17放置到烟囱内的安装基准面16上，将B组吊

装绳122连接到第一段钢内筒17的上部吊耳38，A组吊装绳121暂不与第一段钢内筒17连接；

[0031] 第二步，启动B组两个电动葫芦11b和11b’，以向上提升第一段钢内筒17，直至第一

段钢内筒17与安装基准面16之间的距离大于第二段钢内筒18的高度时，停止提升第一段钢

内筒17；

[0032] 第三步，如图3所示，将第二段钢内筒18放置到安装基准面16上，控制B组两个电动

葫芦11b和11b’，使第一段钢内筒17下降，以将第一段钢内筒17与第二段钢内筒18组对，第

一段钢内筒17下降到合适的位置后，停止B组两个电动葫芦11a和11a’；使用升降平台15将

操作人员运送到第一段钢内筒17与第二段钢内筒18连接的位置，操作人员将第一段钢内筒

17与第二段钢内筒18对口焊接或通过螺栓连接；

[0033] 第四步，操作人员将第一段钢内筒17与第二段钢内筒18固定连接后，将A组吊装绳

121连接到第一段钢内筒17的下部吊耳37，启动A组两个电动葫芦11a和11a’，整体提升第一

段钢内筒17与第二段钢内筒18，直至B组吊装绳122松弛后，停止A组两个电动葫芦11a和

11a’，使用升降平台15将操作人员运送到第一段钢内筒17的上部吊耳38处，操作人员将B组

吊装绳122从上部吊耳38上卸下，启动B组两个电动葫芦11b和11b’，使B组两个电动葫芦11b

和11b’下降，将B组吊装绳122的第一段拆卸到升降平台15上，并利用升降平台15运送到烟

囱34底部；控制A组两个电动葫芦11a和11a’，继续提升第一段钢内筒17和第二段钢内筒18，

直至第二段钢内筒18与安装基准面16之间的距离大于第三段钢内筒19的高度时，停止提升

第一段钢内筒17和第二段钢内筒18；

[0034] 第五步，将第三段钢内筒19放置到烟囱内的安装基准面16上，控制A组两个电动葫

芦11a和11a’，使第一段钢内筒17和第二段钢内筒18下降，以将第二段钢内筒18与第三段钢

内筒19固定连接；

[0035] 第六步，使用B组吊装绳122的第二段将B组两个电动葫芦11b和11b’与第一段钢内

筒17上部吊耳38连接，控制B组两个电动葫芦11b和11b’以提升第一段钢内筒17、第二段钢

内筒18和第三段钢内筒19，直至A组吊装绳121松弛后，停止提升第一段钢内筒17、第二段钢

内筒18和第三段钢内筒19；使用升降平台15将操作人员运送到第一段钢内筒17的下部吊耳

37处，操作人员将A组吊装绳121从下部吊耳37上卸下，启动A组两个电动葫芦11a和11a’，使

A组两个电动葫芦11a和11a’下降，将A组吊装绳121的第一段拆卸到升降平台15上，并利用

升降平台15运送到烟囱34底部；控制B组两个电动葫芦11b和11b’，继续提升第一段钢内筒

17、第二段钢内筒18和第三段钢内筒19，直至第三段钢内筒19与安装基准面16之间的距离

大于第四段钢内筒(图中未示出)的高度时，停止提升第一段钢内筒17、第二段钢内筒18和

第三段钢内筒19；

[0036] 第七步，将第四段钢内筒放置到烟囱内的安装基准面16上，控制B组两个电动葫芦

11b和11b’下降，以将第三段钢内筒19与第四段钢内筒组对，第三段钢内筒19下降到合适的

位置后，停止B组两个电动葫芦11a和11a’；使用升降平台15将操作人员运送到第三段钢内

筒19与第四段钢内筒连接的位置，将第三段钢内筒19与第四段钢内筒连接；

[0037] 第八步，使用A组吊装绳121的第二段将A组两个电动葫芦11a和11a’与第一段钢内

筒17下部吊耳37连接，控制A组两个电动葫芦11a和11a’以提升第一段钢内筒17、第二段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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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筒18、第三段钢内筒19和第四段钢内筒，直至B组吊装绳122松弛后，停止A组两个电动葫

芦11a和11a’；使用升降平台15将操作人员运送到第一段钢内筒17的上部吊耳38处，操作人

员将B组吊装绳122的第二段从第一段钢内筒17的上部吊耳38上卸下，启动B组两个电动葫

芦11b和11b’，使B组两个电动葫芦11b和11b’下降，将B组吊装绳122的第二段拆卸到升降平

台15上，并利用升降平台15运送到烟囱34底部；控制A组两个电动葫芦11a和11a’，继续提升

第一段钢内筒17、第二段钢内筒18、第三段钢内筒19和第四段钢内筒，直至第四段钢内筒与

安装基准面16之间的距离大于第五段钢内筒的高度时，停止A组两个电动葫芦11a和11a’；

第五段钢内筒及以后各段钢内筒的吊装均重复上述步骤，直至将钢内筒整体吊装完成,使

钢内筒穿出烟囱34的高度符合设计要求。

[0038] 其中，A组和B组电动葫芦的行程大于每段钢内筒的高度，优选大于每段钢内筒高

度1—2m，这样在上述第二步时，可以一次将第一段钢内筒17提升至与安装基准面16之间的

距离大于第二段钢内筒18的高度的位置，能够提高施工的效率。本发明的吊装绳12采用分

段的形式，这样克服了电动葫芦行程有限的缺点，通过拆卸吊装绳12相当于增大了电动葫

芦的行程；每段吊装绳12的长度与每段钢内筒的高度相等，这样能够保证拆卸吊装绳12后，

吊装绳12能够连接到每段钢内筒的上部吊耳或下部吊耳，避免出现吊装绳12因长度过长或

过短而不能连接到每段钢内筒的上部吊耳或下部吊耳的情况。

[0039] 本发明的工具包括电动葫芦、吊装架、吊装绳和升降平台，而液压提升法使用的工

具通常包括液压提升机、液压泵站、液压自控阀、高压油管、贮油箱等；液压顶升法使用的工

具通常包括液压千斤顶、液压支架、液压泵站、胀圈、支架等，与液压提升法和液压顶升法相

比，本发明的工具包括的部件少，结构简单，易于操作，不需要专业人员指导使用；电动葫

芦、吊装架、吊装绳和升降平台都是施工现场经常使用的工具，比液压提升法和液压顶升法

使用的工具价格便宜，降低了租赁或采购的成本，即使在施工过程中受到放射性污染导致

工具不能使用，也不会造成大的财产损失；因为电动葫芦、吊装架、吊装绳和升降平台都是

施工现场经常使用的工具，因此制作本发明的工具用时较短，能够保证施工的进度，而液压

提升法和液压顶升法使用的工具租赁或购买的周期较长，使用气顶法时，还需要向厂家订

制专用密封圈，准备周期也较长；使用本发明的工具吊装烟囱钢内筒时，通过A组电动葫芦

和B组电动葫芦交替提升钢内筒，在A组电动葫芦和B组电动葫芦之间切换时，比如由A组电

动葫芦切换为B组电动葫芦时，先使用A组电动葫芦提升钢内筒，等B组电动葫芦连接的吊装

绳松弛后，再将B组电动葫芦连接的吊装绳从钢内筒上卸下，这样整个吊装的过程很安全，

而使用液压提升法，在吊装过程中需要更换主吊点，更换吊装点时，需要使用其他工具将钢

内筒固定在烟囱内，而钢内筒重量较重，且受烟囱内空间的限制，钢内筒固定的效果较差，

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本发明的工具能够对各种高度的烟囱钢内筒进行吊装，也可用于烟

囱的改造、检修等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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