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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制装配整体式地下综合管廊底座吊

装机械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预制装配整体式地下

综合管廊底座吊装机械，包括有纵向桁架、横向

可伸缩桁架、前支撑柱、千斤顶、后支撑柱、驱动

轮、转向机构、控制器、高强度万向轮、从动轮、伺

服电机、转向信号接收器、小凹型高精密齿轮、齿

状皮带、大凹型高精密齿轮、驱动信号接收器、高

功率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减速机、纵向行走信号

接收器、行走伺服电机、横向行走桁架、齿轮盒、

横向行走桁架、吊钩、高精度直线导轨齿条、传感

器、高功率伺服电机、吊装接收器、伺服电机减速

机、横向行走信号接收器、滚轴、滚轴轴承盒、高

强度钢绞线；该设备可实现对预制管廊底座的快

速精准吊装，提高底座吊装、安装效率，从而预制

装配整体式地下综合管廊快速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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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制装配整体式地下综合管廊底座吊装机械，其特征在于：包括有三大部分，分

别是桁架部分、驱动部分和吊装部分，其中桁架部分包括有纵向桁架、横向可伸缩桁架A、横

向可伸缩桁架B、高强螺栓、前支撑柱A、前支撑柱B、千斤顶、后支撑柱；驱动部分包括有驱动

轮、转向机构、控制器、高强度万向轮、从动轮、伺服电机、防扎耐磨实心轮胎、转向信号接收

器、小凹型高精密齿轮、齿状皮带、大凹型高精密齿轮、驱动信号接收器、高功率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减速机、纵向行走信号接收器；吊装部分包括有行走伺服电机、纵向行走桁架、齿

轮盒、横向行走桁架、吊钩、吊装机构、高精度直线导轨齿条、传感器、高功率伺服电机、吊装

接收器、伺服电机减速机、横向行走信号接收器、滚轴、滚轴轴承盒、高强度钢绞线；

所述桁架部分中，纵向桁架共有两根，两根纵向桁架两端通过高强螺栓连接有横向可

伸缩桁架A和横向可伸缩桁架B，其中横向可伸缩桁架A套装在横向可伸缩桁架B外，且横向

可伸缩桁架A与横向可伸缩桁架B之间通过高强螺栓和定位孔连接；所述纵向桁架和横向可

伸缩桁架A、横向可伸缩桁架B之间形成方形框架，两根纵向桁架同一端焊接连接有前支撑

柱A和前支撑柱B，另一端焊接有两根后支撑柱；所述纵向桁架底面在靠近横向可伸缩桁架A

和横向可伸缩桁架B的位置机械连接有千斤顶，该千斤顶长度与延伸范围适配于前支撑柱A

和前支撑柱B；

所述驱动部分中，前支撑柱A底部安装有驱动轮，该驱动轮由一个夹持状的轮壳和防扎

耐磨实心轮胎通过转轴连接组成，轮壳顶面通过轴件连接有转向机构；所述转向机构包括

有数个部件，分别是连接在前支撑柱A侧面的伺服电机、连接到伺服电机上的转向信号接收

器、伺服电机底部通过轴件连接的小凹型高精密齿轮、连接在轮壳轴件顶面的大凹型高精

密齿轮、啮合在小凹型高精密齿轮和大凹型高精密齿轮之间的齿状皮带，轮壳顶部的轴件

在大凹型高精密齿轮以上的位置通过轴承连接固定轴，固定轴固定连接到前支撑柱底面；

所述轮壳侧面通过与防扎耐磨实心轮胎同轴的转轴连接有高功率伺服电机，该高功率伺服

电机上连接有驱动信号接收器，且高功率伺服电机在与轮壳之间的转轴上安装有伺服电机

减速机；所述前支撑柱B底面连接有高强度万向轮，后支撑柱底面连接有从动轮；

所述吊装部分中，在两侧纵向桁架上均设置有高精度直线导轨齿条，两侧纵向桁架之

间安装有纵向行走桁架；所述纵向行走桁架与纵向桁架同为带高精度直线导轨齿条的工字

钢结构，纵向行走桁架两端对齐纵向桁架位置焊接连接有齿轮箱，该齿轮箱内有啮合于纵

向桁架的高精度直线导轨齿条的齿轮组；所述齿轮箱一侧啮合安装有行走伺服电机，该行

走伺服电机上连接有纵向行走信号接收器；所述纵向行走桁架中部同样通过齿轮箱和纵向

行走桁架上的高精度直线导轨齿条啮合连接有横向行走桁架，该横向行走桁架的齿轮箱上

同样啮合安装有行走伺服电机，且该行走伺服电机上连接有横向行走信号接收器；所述横

向行走桁架底面安装有吊装机构，该吊装机构包括有在横向行走桁架底面两端焊接连接的

滚轴轴承箱、两端滚轴轴承箱内贯穿的滚轴、滚轴轴承箱一端安装的伺服电机减速机、伺服

电机减速机同轴上连接的高功率伺服电机、高功率伺服电机上连接的吊装接收器；所述滚

轴上缠绕有高强度钢绞线，高强度钢绞线端部垂下并连接有吊钩；所述纵向桁架两端布置

有传感器，该传感器内置平衡传感器和高清摄像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制装配整体式地下综合管廊底座吊装机械，其特征在

于：所述横向可伸缩桁架A和横向可伸缩桁架B之间可通过横向可伸缩桁架A上的定位孔进

行尺寸调整以适应不同尺寸的管廊底座，再通过高强螺栓定位连接。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212356267 U

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制装配整体式地下综合管廊底座吊装机械，其特征在

于：所述控制器接受传感器的信息，并对千斤顶、驱动信号接收器、转向信号接收器、纵向行

走信号接收器、横向行走信号接收器、吊装接收器发出对应控制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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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制装配整体式地下综合管廊底座吊装机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预制装配整体式地下综合管廊底座吊装

机械。

背景技术

[0002] 在新型预制装配整体式地下综合管廊的施工安装过程中发现，汽车吊升降移动精

度有限、场地基础不稳、吊臂变形及颤抖等因素，导致一个底座要反复起吊，甚至是用撬杠

等原始工具来挪动管廊位置，每吊放一个底座都要花费很长时间，也很难达到所要求的施

工精度，且底座的安装精度决定了整个管廊的安装精度和施工质量。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和不足，提供一种预制装配整体式地

下综合管廊底座吊装机械，该设备可实现对预制管廊底座的快速精准吊装，提高底座吊装、

安装效率，从而预制装配整体式地下综合管廊快速施工。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预制装配整体式地下综合

管廊底座吊装机械，包括有三大部分，分别是桁架部分、驱动部分和吊装部分，其中桁架部

分包括有纵向桁架、横向可伸缩桁架A、横向可伸缩桁架B、高强螺栓、前支撑柱A、前支撑柱

B、千斤顶、后支撑柱；驱动部分包括有驱动轮、转向机构、控制器、高强度万向轮、从动轮、伺

服电机、防扎耐磨实心轮胎、转向信号接收器、小凹型高精密齿轮、齿状皮带、大凹型高精密

齿轮、驱动信号接收器、高功率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减速机、纵向行走信号接收器；吊装部分

包括有行走伺服电机、纵向行走桁架、齿轮盒、横向行走桁架、吊钩、吊装机构、高精度直线

导轨齿条、传感器、高功率伺服电机、吊装接收器、伺服电机减速机、横向行走信号接收器、

滚轴、滚轴轴承盒、高强度钢绞线；

[0005] 所述桁架部分中，纵向桁架共有两根，两根纵向桁架两端通过高强螺栓连接有横

向可伸缩桁架A和横向可伸缩桁架B，其中横向可伸缩桁架A套装在横向可伸缩桁架B外，且

横向可伸缩桁架A与横向可伸缩桁架B之间通过高强螺栓和定位孔连接；所述纵向桁架和横

向可伸缩桁架A、横向可伸缩桁架B之间形成方形框架，两根纵向桁架同一端焊接连接有前

支撑柱A和前支撑柱B，另一端焊接有两根后支撑柱；所述纵向桁架底面在靠近横向可伸缩

桁架A和横向可伸缩桁架B的位置机械连接有千斤顶，该千斤顶长度与延伸范围适配于前支

撑柱A和前支撑柱B；

[0006] 所述驱动部分中，前支撑柱A底部安装有驱动轮，该驱动轮由一个夹持状的轮壳和

防扎耐磨实心轮胎通过转轴连接组成，轮壳顶面通过轴件连接有转向机构；所述转向机构

包括有数个部件，分别是连接在前支撑柱A侧面的伺服电机、连接到伺服电机上的转向信号

接收器、伺服电机底部通过轴件连接的小凹型高精密齿轮、连接在轮壳轴件顶面的大凹型

高精密齿轮、啮合在小凹型高精密齿轮和大凹型高精密齿轮之间的齿状皮带，轮壳顶部的

轴件在大凹型高精密齿轮以上的位置通过轴承连接固定轴，固定轴固定连接到前支撑柱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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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述轮壳侧面通过与防扎耐磨实心轮胎同轴的转轴连接有高功率伺服电机，该高功率

伺服电机上连接有驱动信号接收器，且高功率伺服电机在与轮壳之间的转轴上安装有伺服

电机减速机；所述前支撑柱B底面连接有高强度万向轮，后支撑柱底面连接有从动轮；

[0007] 所述吊装部分中，在两侧纵向桁架上均设置有高精度直线导轨齿条，两侧纵向桁

架之间安装有纵向行走桁架；所述纵向行走桁架与纵向桁架同为带高精度直线导轨齿条的

工字钢结构，纵向行走桁架两端对齐纵向桁架位置焊接连接有齿轮箱，该齿轮箱内有啮合

于纵向桁架的高精度直线导轨齿条的齿轮组；所述齿轮箱一侧啮合安装有行走伺服电机，

该行走伺服电机上连接有纵向行走信号接收器；所述纵向行走桁架中部同样通过齿轮箱和

纵向行走桁架上的高精度直线导轨齿条啮合连接有横向行走桁架，该横向行走桁架的齿轮

箱上同样啮合安装有行走伺服电机，且该行走伺服电机上连接有横向行走信号接收器；所

述横向行走桁架底面安装有吊装机构，该吊装机构包括有在横向行走桁架底面两端焊接连

接的滚轴轴承箱、两端滚轴轴承箱内贯穿的滚轴、滚轴轴承箱一端安装的伺服电机减速机、

伺服电机减速机同轴上连接的高功率伺服电机、高功率伺服电机上连接的吊装接收器；所

述滚轴上缠绕有高强度钢绞线，高强度钢绞线端部垂下并连接有吊钩；所述纵向桁架两端

布置有传感器，该传感器内置平衡传感器和高清摄像头。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横向可伸缩桁架A和横向可伸缩桁架B之间可通过横向可伸缩桁架

A上的定位孔进行尺寸调整以适应不同尺寸的管廊底座，再通过高强螺栓定位连接。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器接受传感器的信息，并对千斤顶、驱动信号接收器、转向信

号接收器、纵向行走信号接收器、横向行走信号接收器、吊装接收器发出对应控制信号。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该设备可实现对预制管廊底座的快速精准吊装，提高

底座吊装、安装效率，从而预制装配整体式地下综合管廊快速施工。

附图说明

[0011]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是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

分，但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0012] 图1为吊装机械构造示意图，图2为驱动机构和转向机构构造示意图，图3  为吊装

机构构造示意图。

[0013] 其中：1为纵向桁架，2为横向可伸缩桁架A，3为横向可伸缩桁架B，4  为高强螺栓，5

为行走伺服电机，6为驱动轮，7为转向机构，8为控制器，9为前支撑柱A，10为纵向行走桁架，

11为齿轮盒，12为千斤顶，13为横向行走桁架，14为吊钩，15为吊装机构，16为后支撑柱，17

为高精度直线导轨齿条，  18为前支撑柱B，19为高强度万向轮，20为从动轮，21为传感器，22

为纵向行走信号接收器，31为伺服电机，32为防扎耐磨实心轮胎，33为转向信号接收器，34

为小凹型高精密齿轮，35为齿状皮带，36为大凹型高精密齿轮，37为驱动信号接收器，38为

高功率伺服电机，39为伺服电机减速机，41为高功率伺服电机，42为吊装接收器，43为伺服

电机减速机，44为横向行走信号接收器，  45为滚轴，46为滚轴轴承盒，47为高强度钢绞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15] 如图所示，一种预制装配整体式地下综合管廊底座吊装机械，包括有三大部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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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桁架部分、驱动部分和吊装部分，其中桁架部分包括有纵向桁架1、横向可伸缩桁架A、

横向可伸缩桁架B、高强螺栓4、前支撑柱A、前支撑柱B、千斤顶12、后支撑柱16；驱动部分包

括有驱动轮6、转向机构7、控制器8、高强度万向轮19、从动轮20、伺服电机31、防扎耐磨实心

轮胎32、转向信号接收器33、小凹型高精密齿轮34、齿状皮带35、大凹型高精密齿轮36、驱动

信号接收器37、高功率伺服电机38、伺服电机减速机39、纵向行走信号接收器  22；吊装部分

包括有行走伺服电机5、纵向行走桁架10、齿轮盒11、横向行走桁架13、吊钩14、吊装机构15、

高精度直线导轨齿条17、传感器21、高功率伺服电机41、吊装接收器42、伺服电机减速机43、

横向行走信号接收器44、滚轴45、滚轴轴承盒46、高强度钢绞线47；

[0016] 所述桁架部分中，纵向桁架1共有两根，单根长度为6m，两根纵向桁架1  两端通过

高强螺栓4连接有横向可伸缩桁架A和横向可伸缩桁架B(伸缩长度可根据管廊舱室数目或

管廊断面宽度调节)，其中横向可伸缩桁架A套装在横向可伸缩桁架B外，且横向可伸缩桁架

A与横向可伸缩桁架B之间通过高强螺栓4和定位孔连接；所述纵向桁架1和横向可伸缩桁架

A、横向可伸缩桁架B  之间形成方形框架，两根纵向桁架1同一端焊接连接有前支撑柱A和前

支撑柱  B，另一端焊接有两根后支撑柱16；所述纵向桁架1底面在靠近横向可伸缩桁架  A和

横向可伸缩桁架B的位置机械连接有千斤顶12，该千斤顶12长度与延伸范围适配于前支撑

柱A和前支撑柱B，且轮离地距离50mm≤H≤100mm。

[0017] 所述驱动部分中，前支撑柱A底部安装有驱动轮6，该驱动轮6由一个夹持状的轮壳

和防扎耐磨实心轮胎32通过转轴连接组成，轮壳顶面通过轴件连接有转向机构7；所述转向

机构7包括有数个部件，分别是连接在前支撑柱A侧面的伺服电机31、连接到伺服电机31上

的转向信号接收器33、伺服电机31底部通过轴件连接的小凹型高精密齿轮34、连接在轮壳

轴件顶面的大凹型高精密齿轮36、啮合在小凹型高精密齿轮34和大凹型高精密齿轮36之间

的齿状皮带  35，轮壳顶部的轴件在大凹型高精密齿轮16以上的位置通过轴承连接固定轴，

固定轴固定连接到前支撑柱底面；所述轮壳侧面通过与防扎耐磨实心轮胎32同轴的转轴连

接有高功率伺服电机38，该高功率伺服电机38上连接有驱动信号接收器37，且高功率伺服

电机38在与轮壳之间的转轴上安装有伺服电机减速机  39；所述前支撑柱B底面连接有高强

度万向轮19，后支撑柱底面连接有从动轮  20。在本实施例中，驱动轮6驱动整个吊装机械行

走速度V≤5m/min。

[0018] 所述吊装部分中，在两侧纵向桁架1上均设置有高精度直线导轨齿条17，两侧纵向

桁架1之间安装有纵向行走桁架10；所述纵向行走桁架10与纵向桁架  1同为带高精度直线

导轨齿条17的工字钢结构，纵向行走桁架10两端对齐纵向桁架位置焊接连接有齿轮箱11，

该齿轮箱11内有啮合于纵向桁架1的高精度直线导轨齿条17的齿轮组；所述齿轮箱11一侧

啮合安装有行走伺服电机5，该行走伺服电机5上连接有纵向行走信号接收器22；所述纵向

行走桁架10中部同样通过齿轮箱11和纵向行走桁架10上的高精度直线导轨齿条17啮合连

接有横向行走桁架13，该横向行走桁架13的齿轮箱11上同样啮合安装有行走伺服电机  5，

且该行走伺服电机5上连接有横向行走信号接收器44；所述横向行走桁架  13底面安装有吊

装机构15，该吊装机构15包括有在横向行走桁架13底面两端焊接连接的滚轴轴承箱46、两

端滚轴轴承箱46内贯穿的滚轴45、滚轴轴承箱  46一端安装的伺服电机减速机43、伺服电机

减速机43同轴上连接的高功率伺服电机41、高功率伺服电机41上连接的吊装接收器42；所

述滚轴45上缠绕有高强度钢绞线47，高强度钢绞线47端部垂下并连接有吊钩14；所述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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桁架1  两端布置有传感器21，该传感器21内置平衡传感器和高清摄像头。

[0019] 具体实施时，所述横向可伸缩桁架A和横向可伸缩桁架B之间可通过横向可伸缩桁

架A上的定位孔进行尺寸调整以适应不同尺寸的管廊底座，再通过高强螺栓4定位连接。

[0020] 具体实施时，所述控制器8接受传感器21的信息，并对千斤顶12、驱动信号接收器

37、转向信号接收器33、纵向行走信号接收器22、横向行走信号接收器44、吊装接收器42发

出对应控制信号。

[0021] 在实施例一中，从动轮20行走在装配式管廊底座的凹槽内，驱动轮6和万向轮19行

走在管廊基坑底部的混凝土垫层上。控制器8控制驱动轮6和转向机构7带动吊装机械行驶

到指定位置后停止，控制器8控制四个布置在纵向桁架两端的千斤顶12顶升整个机械，由四

个布置在纵向桁架两端的传感器21监测平衡并自动调平；由纵向行走信号接收器22接收控

制器8传来的纵向行走信号，行走伺服电机5和齿轮盒11控制纵向行走桁架10纵向行走；由

横向行走信号接收器44接收控制器8传来的横向行走信号，行走伺服电机5和齿轮盒11控制

吊装机构15横向行走；由吊装接收器42接收控制器8传来的吊装信号，高功率伺服电机41和

伺服电机减速机43控制滚轴45正向或逆向旋转，通过高强度钢绞线47控制吊钩14的升降；

由布置在纵向桁架的两端的传感器(高精度倾角传感器+高清摄像头)21甄别管廊轮廓是否

与管廊基坑底部混凝土垫层上的轮廓线契合(吊装误差≤5mm)，若吊装误差≥5mm，传感器

21将信号传给控制器8，控制器8计算后将精确信号传给纵横向行走机构和吊装机构重新精

确起吊；该节段管廊底座吊装完成后，控制器8控制千斤顶12降落整个机械，控制器8控制驱

动轮6和转向机构7带动吊装机械行驶，从动轮20行走在装配式管廊底座的凹槽内，驱动轮6

和万向轮19行走在管廊基坑底部的混凝土垫层上，到下一指定位置后停止后，进行下一节

段管廊底座吊装。在本实施例中，高精度倾角传感器满量程误差<0.05°。

[0022] 驱动信号接收器37接收控制器8传来的行走信号，高功率伺服电机38配合伺服电

机减速机39驱动防扎耐磨实心轮胎32行走，同时转向信号接收器33  接收控制器8传来的转

向信号，伺服电机31通过小凹型高精密齿轮34和齿状皮带35转动大凹型高精密齿轮36，从

而实现转向。

[0023] 由纵向行走信号接收器22接收控制器8传来的纵向行走信号，伺服电机5  和齿轮

盒11控制纵向行走桁架10纵向行走；由横向行走信号接收器44接收控制器8传来的横向行

走信号，伺服电机5和齿轮盒11控制吊装机构15横向行走；由吊装接收器42接收控制器8传

来的吊装信号，高功率伺服电机41和伺服电机减速机43控制滚轴45正向或逆向旋转，通过

高强度钢绞线47控制吊钩  14的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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