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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架设悬索桥主梁的分体式缆载吊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架设悬索桥主梁的

分体式缆载吊机,包括安装在直径不小于200毫

米的主缆上可沿主缆移动的车身、活动安装在车

身下通过升降装置驱动可抱紧主缆和张开的翼

夹组件、由翼夹组件悬挂且可水平转动的开合组

件、吊挂在开合组件上的滑车组、吊挂在滑车组

上的主梁吊具、可安装在开合组件上的主梁备用

提升组件。所述车身沿主缆方向的长度不小于

0.5米。本发明具有适用性强、经济性好、承载能

力大的特点，起吊主梁的能力可超过400吨，且吊

机移动轻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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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架设悬索桥主梁的分体式缆载吊机,包括安装在主缆上可沿主缆移动的车

身，其特征是还包括活动安装在车身下通过升降装置驱动可抱紧主缆和张开的翼夹组件、

由翼夹组件悬挂且可水平转动的开合组件、吊挂在开合组件上的滑车组、吊挂在滑车组上

的主梁吊具、可安装在开合组件上的主梁备用提升组件，所述主缆的直径不小于200毫米，

所述车身沿主缆方向的长度不小于0.5米；所述车身包括沿主缆移动的前后车轮、安装在前

后车轮上的车架；所述升降装置包括安装在车架上的展翼提升架和提升千斤顶、贯穿安装

在车身上可上下运动的两根中心定位柱、设在车身下面分别与两根中心定位柱固定连接的

两块中心定位块、设在车身下面与两个中心定位块固定连接的中心轴；所述翼夹组件包括

铰接在中心轴上的左展翼和右展翼、对应安装在左展翼和右展翼底部的两片底夹片、对应

铰接在两片底夹片上的两片侧夹片、铰接在两片侧夹片之间的顶夹片，两片底夹片、两片侧

夹片和顶夹片构成可抱紧主缆和张开的合围结构；所述开合组件包括安装在左、右展翼外

侧端部的左、右展翼吊杆、铰接在右侧展翼吊杆下端的水平梁挂钩和安装在水平梁挂钩下

的展翼配重块、铰接在左侧展翼吊杆下端的水平梁活动吊块、可水平转动安装在水平梁活

动吊块下的水平梁、安装在水平梁左端的水平梁配重块；所述升降装置的提升千斤顶通过

张翼绳经展翼提升架上的滑轮分别与所述翼夹组件中的左、右展翼的外端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架设悬索桥主梁的分体式缆载吊机, 其特征是所述滑车

组包括安装在水平梁上位于水平梁活动吊块右侧的滑车组旋转梁、安装在滑车组旋转梁下

的上滑车、安装在上滑车下通过滑车组钢丝绳连接的下滑车、安装在下滑车下端的下滑车

吊具。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架设悬索桥主梁的分体式缆载吊机, 其特征是所述主

梁吊具包括可以拆分的主梁吊具横梁和主梁吊具纵梁，主梁吊具通过左、右主梁吊具绳挂

在下滑车吊具下面。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任一项所述的用于架设悬索桥主梁的分体式缆载吊机, 其特征

是所述主梁备用提升组件安装在所述开合组件的水平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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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架设悬索桥主梁的分体式缆载吊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悬索桥施工设备，具体涉及一种用于架设悬索桥主梁的分体式缆载吊

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悬索桥主梁架设施工中，常用跨缆吊机提升主梁进行安装，跨缆吊机每个新项

目都需要改装，费用能达到新机价格的一半；跨缆吊机的安装也很复杂，需要在高空拼装多

块沉重的部件；跨缆吊机多用燃油发电驱动，耗油量大，即使用费昂贵。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适用性强、经济性好、承载能力大的用于架设悬索桥

主梁的分体式缆载吊机。

[0004] 实现本发明目的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本发明提供的用于架设悬索桥主梁的分体式缆载吊机,  包括安装在直径不小于200毫

米的主缆上可沿主缆移动的车身、活动安装在车身下通过升降装置驱动可抱紧主缆和张开

的翼夹组件、由翼夹组件悬挂且可水平转动的开合组件、吊挂在开合组件上的滑车组、吊挂

在滑车组上的主梁吊具、可安装在开合组件上的主梁备用提升组件。所述车身沿主缆方向

的长度不小于0.5米。

[0005] 所述车身包括沿主缆移动的前后车轮、安装在前后车轮上的车架，所述升降装置

包括安装在车架上的展翼提升架和提升千斤顶、贯穿安装在车身上可上下运动的两根中心

定位柱、设在车身下面分别与两根中心定位柱固定连接的两块中心定位块、设在车身下面

与两个中心定位块固定连接的中心轴。

[0006] 所述翼夹组件包括铰接在中心轴上的左展翼和右展翼、对应安装在左展翼和右展

翼底部的两片底夹片、对应铰接在两片底夹片上的两片侧夹片、铰接在两片侧夹片之间的

顶夹片，两片底夹片、两片侧夹片和顶夹片构成可抱紧主缆和张开的合围结构；所述升降装

置的提升千斤顶通过张翼绳经展翼提升架上的滑轮分别与所述翼夹组件中的左、右展翼的

外端部连接。

[0007] 所述开合组件包括安装在左、右展翼外侧端部的左、右展翼吊杆、铰接在右侧展翼

吊杆下端的水平梁挂钩和安装在水平梁挂钩下的展翼配重块、铰接在左侧展翼吊杆下端的

水平梁活动吊块、可水平转动安装在水平梁活动吊块下的水平梁、安装在水平梁左端的水

平梁配重块。

[0008] 所述滑车组包括安装在水平梁上位于水平梁活动吊块右侧的滑车组旋转梁、安装

在滑车组旋转梁下的上滑车、安装在上滑车下通过滑车组钢丝绳连接的下滑车、安装在下

滑车下端的下滑车吊具。

[0009] 所述主梁吊具包括可以拆分的主梁吊具横梁和主梁吊具纵梁，主梁吊具通过左、

右主梁吊具绳挂在下滑车吊具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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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主梁备用提升组件安装在所述开合组件的水平梁上。

[0011] 有益效果

1、本发明分别安装在其中一根主缆上，相互之间不需要联系，因此移位时不需要同步

行进，安全性好。

[0012] 2、起吊装置采用滑车组，起吊动力设备安装在索塔上，因为本发明没自带动力装

置，进而不需要在2台吊机间安装连接梁以放置动力设备，所以本发明自重轻。并且吊机内

外摩擦力小，系统环保、节能效果好。

[0013] 3、主梁吊点在展翼端部，不但可以避开猫道，而且，展翼下挂主梁支撑在夹片上，

根据杠杆原理，使夹片夹紧力超过主梁自重2倍以上，达到自锁作用。

[0014] 4、吊索阻挡本发明前进的解决办法：在空载状态时，将主梁吊具绳从下滑车吊具

绳槽内挪出，即可拆除主梁吊具；然后提升千斤顶工作，使张翼绳拉开展翼，并提升展翼，使

底夹片、侧夹片、顶夹片脱离主缆，内空大于索夹外轮廓，开合组件的水平梁右端随展翼左

移离开水平梁挂钩，水平梁配重块保证水平梁保持水平，将水平梁转动至与主缆平行，本发

明即可移位至下一节段主梁吊装位置。

[0015] 5、本发明具有自平衡性，即使在空载状态，重心依然在主缆中心一下，可确保设备

不倾覆。

[0016] 6、本发明可用于多种悬索桥主梁的架设方案，在河道上，可直接提升主梁进行安

装；在主梁无法到达桥下的情况，可以与轨索移梁系统协同工作，本发明连接上主梁后，轨

索车即可断开与主梁的联系从下滑车吊具与主梁吊具的空隙中穿过移走。

[0017] 7、展翼内留有足够的空间，以适应吊机安装在不同直径的主缆上，对吊机所做的

改动，仅仅是更换不同半径的夹片，

本发明采用上述设备架设主梁，具有操作安全、自重轻、环保、节能、不需额外动力抱紧

主缆、自平衡、适用性好、经济性好、承载能力大的等众多优点，运输能力可超过400吨，且设

备安装和使用简单、方便。

[0018] 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起吊主梁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中车身、展翼大样图及A处放大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移位工况的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短吊索区工况的示意图。

[0023] 图中，1.车身、101.车轮、102.车架、103.展翼提升架、104.提升千斤顶、105.张翼

绳、1051 .辅助绳、106.中心定位柱、107.中心定位块、2.翼夹组件、201.中心轴、202.左展

翼、203.右展翼、204.底夹片、205.侧夹片、206.顶夹片、3.开合组件、301.展翼吊杆、302.水

平梁挂钩、3021.钩孔、303.展翼配重块、304.水平梁活动吊块、305.水平梁、306.水平梁配

重块、4.滑车组、401.滑车组旋转梁、402.上滑车、403.滑车组钢丝绳、404.下滑车、405.下

滑车吊具、5.主梁吊具、501.主梁吊具绳、502.主梁吊具横梁、503.主梁吊具纵梁、6.主梁备

用提升组件、7.垫轨、8.行走牵引绳、9.主缆、10.索夹、11.吊索、12.主梁、13.轨索车、14. 

轨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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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的用于架设悬索桥主梁的分体式缆载吊机,包括安装在直

径不小于200毫米的主缆9上可沿主缆9移动的车身1、活动安装在车身1下通过升降装置驱

动可抱紧主缆9和张开的翼夹组件2、由翼夹组件2悬挂且可水平转动的开合组件3、吊挂在

开合组件3上的滑车组4、吊挂在滑车组4上的主梁吊具5、可安装在开合组件3上的主梁备用

提升组件6，所述车身沿主缆方向的长度不小于0.5米。

[0025] 如图1、图2所示，所述车身1包括沿主缆9移动的前后车轮101、安装在前后车轮101

上的车架102，所述升降装置包括安装在车架102上的展翼提升架103和提升千斤顶104、贯

穿安装在车身1中部可上下运动的两根中心定位柱106、设在车身1下面分别与两根中心定

位柱106固定连接的两块中心定位块107、设在车身1下面与两个中心定位块107固定连接的

中心轴201；车架102上开有两导向孔，两根中心定位柱106安装在导向孔内受导向孔约束可

上下运动；升降装置的提升千斤顶104通过张翼绳105经展翼提升架103上的滑轮分别与翼

夹组件2中的左、右展翼202、203的外端部连接，左、右展翼202、203的内端部，有辅助绳1051

与张翼绳105连接。

[0026] 如图1、图2所示，所述翼夹组件2包括设在车身1下面与两个中心定位块107固定连

接的中心轴201、铰接在中心轴201上的左展翼202和右展翼203、对应安装在左展翼202和右

展翼203底部的两片底夹片204、对应铰接在两片底夹片204上的两片侧夹片205、铰接在两

片侧夹片205之间的顶夹片206；两片底夹片204、两片侧夹片205和顶夹片206一共五片夹片

构成可抱紧主缆9和张开的合围结构，荷载压在底夹片204上，中心轴201的两端分别插在两

个中心定位块107里，两根张翼绳105分别拉扯左、右展翼202、203，使得左、右展翼202、203

可绕中心轴201旋转张开和合拢，左、右展翼202、203张开后，辅助绳1051绷紧，与张翼绳105

一起提升左、右展翼202、203直至车身底部。

[0027] 如图1、图2所示，提升千斤顶104向下顶可带动两根张翼绳105拉扯左、右展翼202、

203向上张开，带动底夹片204、侧夹片205解除对主缆9的抱紧状态；提升千斤顶104缩回时，

两根张翼绳105放松使得左、右展翼202、203向下合拢，带动底夹片204、侧夹片205形成对主

缆9的抱紧状态；底夹片204、侧夹片205张开后，提升千斤顶104继续向下顶，张翼绳105拉紧

辅助绳1051后一起工作，左、右展翼202、203可通过中心定位柱106在车架102上的导向孔的

约束下，在主缆9和吊索11形成的中心面向上运动，两片侧夹片205在左、右展翼202、203张

开后也随着左、右展翼202、203向上运动，带动与之连接的顶夹片206脱离主缆9，左、右展翼

202、203向上直至顶到车架102底部，左右展翼202、203继续张开，直至底夹片204、侧夹片

205、顶夹片206的内壁与索夹10外轮廓间有足够的空间，以使车身1能到达下一主梁节段的

安装位置；车架102的前端与塔顶牵引卷扬机的行走牵引绳8连接，车架102在行走牵引绳8

的拽拉下沿主缆9移动，前后车轮101呈哑铃型与主缆9、垫轨7顶面贴合，车轮101以主缆作

为轨道移动，经过主缆9上吊索11的索夹10时，可从扣盖在索夹10上的垫轨7上滚过。

[0028] 如图1、图3所示，所述开合组件3包括安装在左、右展翼202、203外侧端部的左、右

展翼吊杆301、铰接在右侧展翼吊杆301下端的水平梁挂钩302和安装在水平梁挂钩302下的

展翼配重块303、铰接在左侧展翼吊杆301下端的水平梁活动吊块304、可水平转动安装在水

平梁活动吊块304下的水平梁305、安装在水平梁305左端的水平梁配重块306，吊装主梁12

时，水平梁305的右端搁置在水平梁挂钩302的钩孔3021内，承担荷载。本发明移位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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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305的右端从水平梁挂钩302的钩孔3021内向左移出，依靠水平梁配重块306保持平衡，水

平梁305沿着水平梁活动吊块304中心旋转90°与主缆9平行，即可避开吊索11的阻挡。左、右

展翼吊杆301与水平梁活动吊块304、水平梁挂钩302的铰接是沿主缆9和吊索11构成的中心

面对称分布的，左右重量也是相等的，左、右展翼吊杆301分别与左展翼202、右展翼203单向

铰接，横桥向转动被约束，此处理可以保证吊机各状态下重心都在主缆9中心下面，纵桥向

可转动，以适合主缆9各处变化的倾角。

[0029] 如图1、图3所示，所述滑车组4包括安装在水平梁305上位于水平梁活动吊块304右

侧的滑车组旋转梁401、安装在滑车组旋转梁401下的上滑车402、安装在上滑车402下通过

滑车组钢丝绳403连接的下滑车404、安装在下滑车404下端的下滑车吊具405。本发明移位

时，水平梁305转动90°，滑车组旋转梁401相对水平梁305转动-90°保持不动，以保证滑车组

钢丝绳403的牵引端对着安装在塔顶上的主梁提升卷扬机。

[0030] 如图1、图3所示，所述主梁吊具5包括可以拆分的主梁吊具横梁502和主梁吊具纵

梁503，主梁吊具5通过左、右主梁吊具绳501挂在下滑车吊具405下面，左、右主梁吊具绳501

间留有足够的空间，以配合轨索移梁系统的运作。主梁12安装完毕后，从下滑车吊具405上

拆除左、右主梁吊具绳501，拆除主梁吊具横梁502和主梁吊具纵梁503连接，以便在吊索11

安装后移开，从而减轻本发明空载移位时的重量，达后继位置后待下节段安装。

[0031] 如图1、图4所示，所述安装在水平梁305上的主梁备用提升组件6在短吊索区提升

主梁12时才安装启用，并与主梁吊具5连接。

[0032] 在配合轨索移梁系统架设悬索桥主梁12时，本发明的车身1移动至安装位置，用主

梁吊具绳501将主梁吊具5挂在下滑车吊具405上，轨索车13沿轨索14运动将主梁12运送至

主梁节段的安装位置，将主梁吊具5与主梁12连接，驱动塔顶的主梁提升卷扬机回收滑车组

钢丝绳403，提起主梁12，拆除轨索车13与主梁12的连接，移走轨索车13，在水平梁305上安

装主梁备用提升组件6，使其下端连接主梁吊具5的主梁吊具纵梁503，主梁备用提升组件6

提起主梁12，然后拆除主梁吊具绳501，断开下滑车吊具405与主梁吊具5的连接，拽拉下滑

车404与下滑车吊具405至不阻挡主梁12上升的位置，通过主梁备用提升组件6继续提升主

梁12至可以与吊索11连接的安装位置，将吊索11连接上主梁12。此过程同样适合从船上起

吊安装主梁12，不同之处是下滑车404与下滑车吊具405以及主梁吊具5下降至船上方去起

吊主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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