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147317.6

(22)申请日 2018.02.1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37436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8.07

(73)专利权人 惠安县锋创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 362131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崇武镇

溪底村溪南路43号

(72)发明人 曾小真　

(74)专利代理机构 贵阳中新专利商标事务所 

52100

代理人 李亮　朱法恒

(51)Int.Cl.

E01F 13/0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4551326 U,2015.08.12,

CN 203200681 U,2013.09.18,

CN 106015495 A,2016.10.12,

CN 2154285 Y,1994.01.26,

JP H09264004 A,1997.10.07,

CN 205100134 U,2016.03.23,

CN 203034399 U,2013.07.03,

CN 107100113 A,2017.08.29,

CN 205990597 U,2017.03.01,

JP 2012214196 A,2012.11.08,

审查员 温贻辉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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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桥梁安全性能的桥

梁限高装置，其结构包括：升降机、横梁、钢索、动

滑轮、固定块、限高栏、立柱、加强管、底座，升降

机的外壁水平焊接在横梁的顶部，升降机内部的

电机通过钢索与动滑轮的滑轮活动连接，动滑轮

的底部通过螺栓安设在固定块上端的凹槽内，固

定块的底部水平安装在限高栏顶部的中段，立柱

的底端通过加强管垂直固定在底座的左右两侧，

本发明的一种基于桥梁安全性能的桥梁限高装

置通过升降机对限高栏进行升降，改进后的于桥

梁安全性能的桥梁限高装置能够自由调整高度

限制货车的通行，能够通过远程控制升降器来对

货车在不同时间段进行通行限制，保证桥梁安全

的同时，还能够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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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桥梁安全性能的桥梁限高装置，其结构包括：升降机(1)、横梁(2)、钢索 

(3)、动滑轮(4)、固定块(5)、限高栏(6)、立柱(7)、加强管(8)、底座(9)，其特征在于：

所述升降机(1)的外壁水平焊接在横梁(2)的顶部，所述升降机(1)内部的电机通过钢 

索(3)与动滑轮(4)的滑轮活动连接，所述动滑轮(4)的底部通过螺栓安设在固定块(5)上端 

的凹槽内，所述固定块(5)的底部水平安装在限高栏(6)顶部的中段，所述立柱(7)的底端通 

过加强管(8)垂直固定在底座(9)的左右两侧，所述底座(9)设有两侧水平固定在横梁(2)的 

下端，所述限高栏(6)的两端与立柱(7)内部的凹槽活动连接；

所述升降机(1)设有升降电机(101)、间歇传动齿轮(102)、散热器(103)、棘轮组(104)、 

卷索槽(105)、保护器(106)、限位开关(107)，所述升降电机(101)的主轴水平安装在间歇传 

动齿轮(102)的左侧，所述间歇传动齿轮(102)安装在散热器(103)的上端并且与升降电机 

(101)的主轴机械连接，所述棘轮组(104)底部的齿轮与卷索槽(105)的棘轮相互啮合，所述 

限位开关(107)的触点通过导线与升降电机(101)的转子电连接；

所述升 降电机(101)由主轴(1011)、电机座(1012)、驱动箱(1013)、散热风扇(1014)、

接线盒(1015)  组成，所述主轴(1011)水平安装在驱动箱(1013)转子的右侧，所述驱动箱

(1013)的外壁安  装在电机座(1012)的下端并且与散热风扇(1014)的顶部机械连接，所述

驱动箱(1013)的外  壁通过螺栓固定在接线盒(1015)外壁的上端，所述主轴(1011)的齿轮

与间歇传动齿轮  (102)的外齿间隙配合，所述电机座(1012)的上端水平焊接在升降机(1)

内壁的左上端；

所述间  歇传动齿轮(102)由输入齿杆(1021)、支撑座(1022)、异型齿轮(1023)、底座

(1024)、间隙轮  (1025)、凸轮(1026)组成，所述输入齿杆(1021)的外壁与支撑座(1022)底

部的轴承活动连  接，所述输入齿杆(1021)右侧的外齿与异型齿轮(1023)的外齿相互啮合，

所述异型齿轮  (1023)固定在底座(1024)的前端并且与间隙轮(1025)的凹槽机械连接，所

述凸轮(1026)通  过皮带与棘轮组(104)的带轮间隙配合，所述输入齿杆(1021)左侧的直齿

与升降电机(101) 的主轴活动连接；

所述散  热器(103)由直齿(1031)、传动杆(1032)、固定座(1033)、轴承(1034)、扇叶

(1035)组成，所  述直齿(1031)、的中心固定在传动杆(1032)外壁的上端，所述传动杆

(1032)垂直固定在固  定座(1033)的中心，所述轴承(1034)水平安装在扇叶(1035)的上端

并且相互平行，所述传  动杆(1032)垂直贯穿轴承(1034)的中心并且与扇叶(1035)的中心

胶连接；

所述棘  轮组(104)由输入带轮(1041)、第一齿轮(1042)、第二齿轮(1043)、活动杆

(1044)、棘爪  (1045)、棘轮(1046)组成，所述输入带轮(1041)水平固定在第一齿轮(1042)

的上端，所述第  一齿轮(1042)的外齿与第二齿轮(1043)的外齿相互啮合，所述第二齿轮

(1043)的中轴通过  活动杆(1044)与棘爪(1045)的上端活动连接，所述棘爪(1045)的底端

安设在棘轮(1046)外  齿的上端，所述棘轮(1046)的外齿垂直固定在卷索槽(105)的上端；

所述卷  索槽(105)由索槽(1051)、自锁棘轮(1052)、同步带轮(1053)、棘轮座(1054)、

第二同步带轮  (1055)组成，所述索槽(1051)的前端通过螺栓固定在自锁棘轮(1052)的后

端，所述自锁棘  轮(1052)的中轴焊接在同步带轮(1053)的后端，所述棘轮座(1054)通过螺

栓固定在自锁棘  轮(1052)中轴的下端，所述同步带轮(1053)通过皮带与第二同步带轮

(1055)的外壁活动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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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保  护器(106)由从动滑轮(1061)、伸缩杆(1062)、弹簧(1063)、活动滑轮(1064)、

锁块(1065)组  成，所述从动滑轮(1061)通过钢索(3)与伸缩杆(1062)的顶部活动连接，所

述钢索(3)的左  侧固定在锁块(1065)右侧的凹槽内部，所述锁块(1065)的外壁焊接在升降

机(1)内壁的左  下角，所述活动滑轮(1064)垂直固定在伸缩杆(1062)的顶部，所述伸缩杆

(1062)的外壁垂 直安设在弹簧(1063)的中心；

所述限  位开关(107)由复位杆(1071)、复位弹簧(1072)、外壳(1073)、触点(1074)、导

线(1075)组  成，所述复位杆(1071)、的外壁与复位弹簧(1072)的上下两端活动连接，所述

复位杆(1071)  垂直贯穿外壳(1073)底部的中心并且与触点(1074)上端的接触块机械连

接，所述触点  (1074)的铜柱通过导线(1075)与升降电机(101)的转子电连接，所述复位杆

(1071)垂直安  装在钢索(3)外壁的上端；

使用时，通过升降机带动钢索的进行活动  来对限高栏进行牵引移动，以此来限制车辆

的高度，钢索一端固定在锁块一段固定在索槽  上，与底部的动滑轮相互配合更加省力，保

证升降电机的使用寿命，驱动电机的主轴与输入  齿杆的啮合使异型齿轮活动，由于异型齿

轮带动间隙轮的时候传动使断续的，因此能够使  上升的速度不会太快，控制高度更加精

准，通过凸轮将动力传输给输入带轮，输入带轮使第  一齿轮与第二齿轮带动活动杆活动，

由于棘爪固定在活动杆上，产生的联动会推动棘轮旋  转，棘轮使索槽在自锁棘轮的保护下

进行上升，一旦限高栏卡死伸缩杆在钢索的压力下带  动弹簧下压，顶部的限位开关就会使

内部的触点断开，对驱动电机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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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桥梁安全性能的桥梁限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一种基于桥梁安全性能的桥梁限高装置，属于限高装置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根据《国家公路工程技术标准》道路桥梁限高：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的净

高为5m，三级公路，四级公路的净高为4.5m，高架桥和立交桥限高一般在2.8米-3.6米之间，

公铁桥限高为3.5米-4.5米之间，公路桥涵限制高度最低为3.2米，主干道至少要保证4.5米

(货车规定最高高度4.3米)。

[0003] 但现有技术一般桥梁限高装置为固定式的，对车辆的限制不够灵活，容易发生冲

顶，损坏限高装置以及桥梁的危险。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桥梁安全性能的桥梁限高

装置，以解决一般桥梁限高装置为固定式的，对车辆的限制不够灵活，容易发生冲顶，损坏

限高装置以及桥梁的危险的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基于桥梁安全性

能的桥梁限高装置，其结构包括：升降机、横梁、钢索、动滑轮、固定块、限高栏、立柱、加强

管、底座，所述升降机的外壁水平焊接在横梁的顶部，所述升降机内部的电机通过钢索与动

滑轮的滑轮活动连接，所述动滑轮的底部通过螺栓安设在固定块上端的凹槽内，所述固定

块的底部水平安装在限高栏顶部的中段，所述立柱的底端通过加强管垂直固定在底座的左

右两侧，所述底座设有两侧水平固定在横梁的下端，所述限高栏的两端与立柱内部的凹槽

活动连接，所述升降机设有升降电机、间歇传动齿轮、散热器、棘轮组、卷索槽、保护器、限位

开关，所述升降电机的主轴水平安装在间歇传动齿轮的左侧，所述间歇传动齿轮安装在散

热器的上端并且与升降电机的主轴机械连接，所述棘轮组底部的齿轮与卷索槽的棘轮相互

啮合，所述限位开关的触点通过导线与升降电机的转子电连接。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升降电机由主轴、电机座、驱动箱、散热风扇、接线盒组成，所述主

轴水平安装在驱动箱转子的右侧，所述驱动箱的外壁安装在电机座的下端并且与散热风扇

的顶部机械连接，所述驱动箱的外壁通过螺栓固定在接线盒外壁的上端，所述主轴的齿轮

与间歇传动齿轮的外齿间隙配合，所述电机座的上端水平焊接在升降机内壁的左上端。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间歇传动齿轮由输入齿杆、支撑座、异型齿轮、底座、间隙轮、凸轮

组成，所述输入齿杆的外壁与支撑座底部的轴承活动连接，所述输入齿杆右侧的外齿与异

型齿轮的外齿相互啮合，所述异型齿轮固定在底座的前端并且与间隙轮的凹槽机械连接，

所述凸轮通过皮带与棘轮组的带轮间隙配合，所述输入齿杆左侧的直齿与升降电机的主轴

活动连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散热器由直齿、传动杆、固定座、轴承、扇叶组成，所述直齿、的中心

固定在传动杆外壁的上端，所述传动杆垂直固定在固定座的中心，所述轴承水平安装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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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的上端并且相互平行，所述传动杆垂直贯穿轴承的中心并且与扇叶的中心胶连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棘轮组由输入带轮、第一齿轮、第二齿轮、活动杆、棘爪、棘轮组成，

所述输入带轮水平固定在第一齿轮的上端，所述第一齿轮的外齿与第二齿轮的外齿相互啮

合，所述第二齿轮的中轴通过活动杆与棘爪的上端活动连接，所述棘爪的底端安设在棘轮

外齿的上端，所述棘轮的外齿垂直固定在卷索槽的上端。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卷索槽由索槽、自锁棘轮、同步带轮、棘轮座、第二同步带轮组成，

所述索槽的前端通过螺栓固定在自锁棘轮的后端，所述自锁棘轮的中轴焊接在同步带轮的

后端，所述棘轮座通过螺栓固定在自锁棘轮中轴的下端，所述同步带轮通过皮带与第二同

步带轮的外壁活动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保护器由从动滑轮、伸缩杆、弹簧、活动滑轮、锁块组成，所述从动

滑轮通过钢索与伸缩杆的顶部活动连接，所述钢索的左侧固定在锁块右侧的凹槽内部，所

述锁块的外壁焊接在升降机内壁的左下角，所述活动滑轮垂直固定在伸缩杆的顶部，所述

伸缩杆的外壁垂直安设在弹簧的中心。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限位开关由复位杆、复位弹簧、外壳、触点、导线组成，所述复位杆、

的外壁与复位弹簧的上下两端活动连接，所述复位杆垂直贯穿外壳底部的中心并且与触点

上端的接触块机械连接，所述触点的铜柱通过导线与升降电机的转子电连接，所述复位杆

垂直安装在钢索外壁的上端。

[0013] 有益效果

[0014] 本发明一种基于桥梁安全性能的桥梁限高装置，通过升降机带动钢索的进行活动

来对限高栏进行牵引移动，以此来限制车辆的高度，钢索一端固定在锁块一段固定在索槽

上，与底部的动滑轮相互配合更加省力，保证升降电机的使用寿命，驱动电机的主轴与输入

齿杆的啮合使异型齿轮活动，由于异型齿轮带动间隙轮的时候传动使断续的，因此能够使

上升的速度不会太快，控制高度更加精准，通过凸轮将动力传输给输入带轮，输入带轮使第

一齿轮与第二齿轮带动活动杆活动，由于棘爪固定在活动杆上，产生的联动会推动锦纶旋

转，棘轮使索槽在自锁棘轮的保护下进行上升，一旦限高栏卡死伸缩杆在钢索的压力下带

动弹簧下压，顶部的限位开关就会使内部的触点断开，对驱动电机进行保护。

[0015] 本发明通过升降机对限高栏进行升降，改进后的于桥梁安全性能的桥梁限高装置

能够自由调整高度限制货车的通行，能够通过远程控制升降器来对货车在不同时间段进行

通行限制，保证桥梁安全的同时，还能够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6]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17] 图1为本发明一种基于桥梁安全性能的桥梁限高装置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一种基于桥梁安全性能的桥梁限高装置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一种基于桥梁安全性能的桥梁限高装置的内部详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一种基于桥梁安全性能的桥梁限高装置的传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的图3的A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的图3的B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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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中：升降机-1、横梁-2、钢索-3、动滑轮-4、固定块-5、限高栏-6、立柱-7、加强管-

8、底座-9、升降电机-101、间歇传动齿轮-102、散热器-103、棘轮组-104、卷索槽-105、保护

器-106、限位开关-107、主轴-1011、电机座-1012、驱动箱-1013、散热风扇-1014、接线盒-

1015、输入齿杆-1021、支撑座-1022、异型齿轮-1023、底座-1024、间隙轮-1025、凸轮-1026、

直齿-1031、传动杆-1032、固定座-1033、轴承-1034、扇叶-1035、输入带轮-1041、第一齿轮-

1042、第二齿轮-1043、活动杆-1044、棘爪-1045、棘轮-1046、索槽-1051、自锁棘轮-1052、同

步带轮-1053、棘轮座-1054、第二同步带轮-1055、从动滑轮-1061、伸缩杆-1062、弹簧-

1063、活动滑轮-1064、锁块-1065、复位杆-1071、复位弹簧-1072、外壳-1073、触点-1074、导

线-1075。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5] 请参阅图1-图6，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桥梁安全性能的桥梁限高装置：其结构包

括：升降机1、横梁2、钢索3、动滑轮4、固定块5、限高栏6、立柱7、加强管8、底座9，所述升降机

1的外壁水平焊接在横梁2的顶部，所述升降机1内部的电机通过钢索3与动滑轮4的滑轮活

动连接，所述动滑轮4的底部通过螺栓安设在固定块5上端的凹槽内，所述固定块5的底部水

平安装在限高栏6顶部的中段，所述立柱7的底端通过加强管8垂直固定在底座9的左右两

侧，所述底座9设有两侧水平固定在横梁2的下端，所述限高栏6的两端与立柱7内部的凹槽

活动连接，所述升降机1设有升降电机101、间歇传动齿轮102、散热器103、棘轮组104、卷索

槽105、保护器106、限位开关107，所述升降电机101的主轴水平安装在间歇传动齿轮102的

左侧，所述间歇传动齿轮102安装在散热器103的上端并且与升降电机101的主轴机械连接，

所述棘轮组104底部的齿轮与卷索槽105的棘轮相互啮合，所述限位开关107的触点通过导

线与升降电机101的转子电连接，所述升降电机101由主轴1011、电机座1012、驱动箱1013、

散热风扇1014、接线盒1015组成，所述主轴1011水平安装在驱动箱1013转子的右侧，所述驱

动箱1013的外壁安装在电机座1012的下端并且与散热风扇1014的顶部机械连接，所述驱动

箱1013的外壁通过螺栓固定在接线盒1015外壁的上端，所述主轴1011的齿轮与间歇传动齿

轮102的外齿间隙配合，所述电机座1012的上端水平焊接在升降机1内壁的左上端，所述间

歇传动齿轮102由输入齿杆1021、支撑座1022、异型齿轮1023、底座1024、间隙轮1025、凸轮

1026组成，所述输入齿杆1021的外壁与支撑座1022底部的轴承活动连接，所述输入齿杆

1021右侧的外齿与异型齿轮1023的外齿相互啮合，所述异型齿轮1023固定在底座1024的前

端并且与间隙轮1025的凹槽机械连接，所述凸轮1026通过皮带与棘轮组104的带轮间隙配

合，所述输入齿杆1021左侧的直齿与升降电机101的主轴活动连接，所述散热器103由直齿

1031、传动杆1032、固定座1033、轴承1034、扇叶1035组成，所述直齿1031、的中心固定在传

动杆1032外壁的上端，所述传动杆1032垂直固定在固定座1033的中心，所述轴承1034水平

安装在扇叶1035的上端并且相互平行，所述传动杆1032垂直贯穿轴承1034的中心并且与扇

叶1035的中心胶连接，所述棘轮组104由输入带轮1041、第一齿轮1042、第二齿轮1043、活动

杆1044、棘爪1045、棘轮1046组成，所述输入带轮1041水平固定在第一齿轮1042的上端，所

述第一齿轮1042的外齿与第二齿轮1043的外齿相互啮合，所述第二齿轮1043的中轴通过活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8374364 B

6



动杆1044与棘爪1045的上端活动连接，所述棘爪1045的底端安设在棘轮1046外齿的上端，

所述棘轮1046的外齿垂直固定在卷索槽105的上端，所述卷索槽105由索槽1051、自锁棘轮

1052、同步带轮1053、棘轮座1054、第二同步带轮1055组成，所述索槽1051的前端通过螺栓

固定在自锁棘轮1052的后端，所述自锁棘轮1052的中轴焊接在同步带轮1053的后端，所述

棘轮座1054通过螺栓固定在自锁棘轮1052中轴的下端，所述同步带轮1053通过皮带与第二

同步带轮1055的外壁活动连接，所述保护器106由从动滑轮1061、伸缩杆1062、弹簧1063、活

动滑轮1064、锁块1065组成，所述从动滑轮1061通过钢索3与伸缩杆1062的顶部活动连接，

所述钢索3的左侧固定在锁块1065右侧的凹槽内部，所述锁块1065的外壁焊接在升降机1内

壁的左下角，所述活动滑轮1064垂直固定在伸缩杆1062的顶部，所述伸缩杆1062的外壁垂

直安设在弹簧1063的中心，所述限位开关107由复位杆1071、复位弹簧1072、外壳1073、触点

1074、导线1075组成，所述复位杆1071、的外壁与复位弹簧1072的上下两端活动连接，所述

复位杆1071垂直贯穿外壳1073底部的中心并且与触点1074上端的接触块机械连接，所述触

点1074的铜柱通过导线1075与升降电机101的转子电连接，所述复位杆1071垂直安装在钢

索3外壁的上端。

[0026] 本发明通过升降机1带动钢索3的进行活动来对限高栏6进行牵引移动，以此来限

制车辆的高度，钢索3一端固定在锁块1065一段固定在索槽1051上，与底部的动滑轮4相互

配合更加省力，保证升降电机101的使用寿命，驱动电机101的主轴1011与输入齿杆1021的

啮合使异型齿轮1023活动，由于异型齿轮1023带动间隙轮1025的时候传动使断续的，因此

能够使上升的速度不会太快，控制高度更加精准，通过凸轮1026将动力传输给输入带轮

1041，输入带轮1041使第一齿轮1042与第二齿轮1043带动活动杆1044活动，由于棘爪1045

固定在活动杆上，产生的联动会推动锦纶1046旋转，棘轮1046使索槽1051在自锁棘轮1052

的保护下进行上升，一旦限高栏6卡死伸缩杆1062在钢索的压力下带动弹簧下压，顶部的限

位开关107就会使内部的触点1074断开，对驱动电机101进行保护，改进后的于桥梁安全性

能的桥梁限高装置能够自由调整高度限制货车的通行，能够通过远程控制升降器来对货车

在不同时间段进行通行限制，保证桥梁安全的同时，还能够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

[0027] 本发明所述的轴承1034是当代机械设备中一种重要零部件，它的主要功能是支撑

机械旋转体，降低其运动过程中的摩擦系数，并保证其回转精度。

[0028] 其结构和原理都为本技术人员均可通过技术手册得知或通过常规实验方法获知，

本发明解决的问题是一般桥梁限高装置为固定式的，对车辆的限制不够灵活，容易发生冲

顶，损坏限高装置以及桥梁的危险，本发明通过上述部件的互相组合，可以达到改进后的于

桥梁安全性能的桥梁限高装置能够自由调整高度限制货车的通行，能够通过远程控制升降

器来对货车在不同时间段进行通行限制，保证桥梁安全的同时，还能够解决交通拥堵的问

题。

[002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对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

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

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

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发明

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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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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