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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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725951.8

(22)申请日 2019.08.0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40980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1.05

(73)专利权人 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有限

公司

地址 250000 山东省济南市汉峪金融商务

中心三区5号楼

(72)发明人 陈恭　苟勤良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希盛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51226

代理人 张行知　杨冬

(51)Int.Cl.

E04G 11/2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6013795 A,2016.10.12

CN 106013795 A,2016.10.12

CN 107575018 A,2018.01.12

JP 特开2001-193278 A,2001.07.17

CN 105442827 A,2016.03.30

CN 106284997 A,2017.01.04

审查员 甘艳朋

 

(54)发明名称

拆卸液压提模装置中心鼓圈的吊装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烟囱施工领域，公开了一种拆卸

液压提模装置中心鼓圈的吊装方法。该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在烟囱顶部对称布置四个支撑梁，每

个支撑梁内侧布置倒向滑车组，对应支撑梁分别

布置四个卷杨机并安装卷扬机电气线路；利用手

拉葫芦稳定中心鼓圈，搭设施工人员到达中心鼓

圈的走道；将卷杨机的钢丝绳提升，经倒向滑车

组后固定于中心鼓圈对应的吊点处；拆卸提模装

置辐射梁及井架，松开稳定中心鼓圈的手拉葫

芦；利用布置的四个卷杨机对中心鼓圈进行试

吊，试吊后，四个卷扬机同步吊放，将中心鼓圈下

放至地面。该方法不仅给吊装系统的安拆施工带

来了方便，而且还节约了施工成本，缩短了吊装

系统的安拆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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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拆卸液压提模装置中心鼓圈的吊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在烟囱筒壁顶部周向上对称布置四个支撑梁，每个支撑梁内侧布置倒向滑车组，对应

支撑梁分别布置四个卷杨机并安装卷扬机电气线路；

利用手拉葫芦稳定中心鼓圈，搭设施工人员到达中心鼓圈的走道；

将卷杨机的钢丝绳提升，经倒向滑车组后固定于中心鼓圈对应的吊点处；

拆卸提模装置辐射梁及井架，松开稳定中心鼓圈的手拉葫芦；

利用布置的四个卷杨机对中心鼓圈进行试吊，试吊后，四个卷扬机同步吊放，将中心鼓

圈下放至地面；

所述支撑梁包括上横构件、内斜支撑、外斜支撑、内固定板和外固定板，所述上横构件

横向设置于烟囱顶部并且两端分别延伸于烟囱的内外，所述内斜支撑两端分别与上横构件

的内端以及内固定板相连接，所述外斜支撑两端分别与上横构件的外端以及外固定板相连

接，所述内固定板设置于烟囱内壁，所述外固定板设置于烟囱外壁，所述内固定板和外固定

板通过贯穿烟囱筒壁的螺栓相互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拆卸液压提模装置中心鼓圈的吊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吊装前，

在四个支撑梁附近的烟囱内侧筒顶上分别安装施工吊篮，承担施工人员及安装辅助设备的

上下工作。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拆卸液压提模装置中心鼓圈的吊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摘除稳

定中心鼓圈的手拉葫芦后，施工人员通过预先搭设的走道从鼓圈移动到施工吊篮上，开动

施工吊篮下降到地面，离开中心鼓圈下方区域。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拆卸液压提模装置中心鼓圈的吊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卷杨机

布置完后，先提升钢丝绳与倒向滑车组配合，进行检查验收，并做负荷试验；试验合格后再

进行吊放作业。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拆卸液压提模装置中心鼓圈的吊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在中心鼓

圈下放前，先将中心鼓圈附带吊笼开到鼓圈下部并固定，松开吊笼稳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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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液压提模装置中心鼓圈的吊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烟囱施工领域，尤其是一种拆卸液压提模装置中心鼓圈的吊装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液压提模装置是烟囱施工的重要设备，以YT‑16型液压提模装置为例，YT‑16型液

压提模装置由井架和施工平台系统、液压系统、电气控制系统、操作系统、垂直运输系统、提

升系统、小扒杆提升装置等组成。液压提升系统荷载由分布在筒体外的承重模板直接传递

到已有一定强度的混凝土筒壁上，提升机构通过固定在提升架上的油缸动作，依靠提升架、

操作架沿承重模板交替上升来完成提升任务。施工平台上设摇头扒杆，负责钢筋的垂直运

输。吊笼负责砼、零星材料及工具的垂直运输，吊笼下设吊环作为构件垂直运输吊点，而且

吊笼兼作施工电梯，负责施工人员的上下。

[0003] 烟囱筒壁底部浇筑到能满足两节承重模板的安装要求时，就可以进行YT‑16型液

压提模装置安装，安装时提模装置部件离地面高度小，安装场地较开阔，通常使用辅助汽车

吊进行辅助安装。随着烟囱筒壁浇注高度增加，该装置利用自身的一套液压爬升系统进行

机械自身的升高作业。

[0004] 烟囱筒壁施工到顶后，不管是210米还是240米烟囱，此时提模装置已爬升到烟囱

顶部，提模装置离地高度已大于200米。此高度对任何一个施工现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起

重机械的起升高度能达到如此高度，也就是现场没有辅助吊车可以用于拆卸作业。

[0005] 该装置的拆卸只能按照说明书拆卸步骤及要求在空中进行分步拆卸，利用机械自

带的摇头扒杆的起升卷杨机和滑车组在机械未拆卸的部件上倒向，对拆卸部件进行吊放作

业，施工作业高度大，空中拆卸施工场地狭小，拆卸难度大。其中中心鼓圈位于烟囱顶部正

中心，其上平面基本和烟囱顶部上表面平齐，是重量、体积最大、拆卸难度最大的一件。中心

鼓圈吊放就成了提模装置拆卸的难点、重点项。

[0006] 烟囱筒壁施工完成后，烟囱钢平台及内筒施工是在烟囱提模装置完全拆卸后，进

行的烟囱内部施工作业，整个施工过程中也没有其它现成的辅助吊车可利用。因此在烟囱

钢平台及内筒施工前，吊装方法、吊装工器具的选择和确定是必须的。

[0007] 施工现场在进行上述这些施工作业时，出于施工成本节约和施工步骤上的精简，

通常是将烟囱钢平台及内筒施工和液压提模装置中心鼓圈吊放给合在一起，综合考虑，即

是利用一套吊装系统，完成钢平台及内筒施工和液压提摸装置中心鼓圈的吊放作业。

[0008] 如图1所示，传统拆卸方式采用烟囱顶部横梁法，即在烟囱顶部沿烟囱截面圆直径

方向安装一根横梁3，在横梁3上布置倒向滑车组，中心鼓圈1通过吊绳4连接于倒向滑车组

上，利用地面卷杨机钢丝绳5在横梁1上倒向后进行吊装作业的方法。中心鼓圈的吊装方式

是基于烟囱提模装置其它部件已完全拆卸，只剩中心鼓圈或中心鼓圈及其附带一套吊笼提

升系统之上的吊装方式。在拆卸提模装置辐射梁前，需对中心鼓圈做如下的稳定作业：使用

8个5t手拉葫芦将整个鼓圈预先固定在烟囱筒壁上，每个手拉葫芦钢丝绳6下侧使用钢丝扣

固定在中心鼓圈上，手拉葫芦钢丝绳6上侧使用钢丝扣及卡环固定在烟囱筒壁顶部预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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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吊环预埋件上。即利用提模装置自带的卷扬机拆卸完提模装置辐射梁及斜拉索后，中

心鼓圈靠8个手拉葫芦悬吊在烟囱顶部中心。公开号为CN106013795A的专利文献也采用了

类似的吊装方法。

[0009] 传统拆卸方式在吊放中心鼓圈的过程中，鼓圈可能会在空中旋转，这样会使吊装

用吊钩滑车的两股钢丝绳相互绞缠在一起，影响吊装，严重时可能发生吊装事故。传统施工

中，为解决这一问题，采用的措施是：将提模装置两根吊笼稳绳系接在烟囱顶部横梁上，稳

绳适当张力，再在中心鼓圈上合适的位置系接两个开口滑车，滑轮套在稳绳上，控制下放中

心鼓圈时鼓圈旋转。施工人员摘除稳固中心鼓圈的8个手拉葫芦后，需从中心鼓圈下方吊笼

下降地面，人员在吊物正下方停留时间长。此外，横梁制作安装拆卸成本较高。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拆卸液压提模装置中心鼓圈的吊装方法，

其安全性更高、工期更短。

[0011] 本发明公开的拆卸液压提模装置中心鼓圈的吊装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2] 在烟囱顶部对称布置四个支撑梁，每个支撑梁内侧布置倒向滑车组，对应支撑梁

分别布置四个卷杨机并安装卷扬机电气线路；

[0013] 利用手拉葫芦稳定中心鼓圈，搭设施工人员到达中心鼓圈的走道；

[0014] 将卷杨机的钢丝绳提升，经倒向滑车组后固定于中心鼓圈对应的吊点处；

[0015] 拆卸提模装置辐射梁及井架，松开稳定中心鼓圈的手拉葫芦；

[0016] 利用布置的四个卷杨机对中心鼓圈进行试吊，试吊后，四个卷扬机同步吊放，将中

心鼓圈下放至地面。

[0017] 优选地，所述支撑梁包括上横构件、内斜支撑、外斜支撑、内固定板和外固定板，所

述上横构件横向设置于烟囱顶部并且两端分别延伸于烟囱的内外，所述内斜支撑两端分别

与上横构件的内端以及内固定板相连接，所述外斜支撑两端分别与上横构件的外端以及外

固定板相连接，所述内固定板设置于烟囱内壁，所述外固定板设置于烟囱外壁，所述内固定

板和外固定板通过贯穿烟囱筒壁的螺栓相互连接。

[0018] 优选地，吊装前，在四个支撑梁附近的烟囱内侧筒顶上分别安装施工吊篮，承担施

工人员及安装辅助设备的上下工作。

[0019] 优选地，在摘除稳定中心鼓圈的手拉葫芦后，施工人员通过预先搭设的走道从鼓

圈移动到施工吊篮上，开动施工吊篮下降到地面，离开中心鼓圈下方区域。

[0020] 优选地，在卷杨机布置完后，先提升钢丝绳与倒向滑车组配合，进行检查验收，并

做负荷试验；试验合格后再进行吊放作业。

[0021] 优选地，在中心鼓圈下放前，先将中心鼓圈附带吊笼开到鼓圈下部并固定，松开吊

笼稳绳。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吊装方法中，每台卷杨机采用的是单股绳吊装，且

四个吊点分布位置距离较远，在吊放中心鼓圈的过程中，鼓圈不会自动旋转，不用考虑卷杨

机钢丝绳相互绞缠的问题，同时该方法不仅给吊装系统的安拆施工带来了方便，而且还节

约了施工成本，缩短了吊装系统的安拆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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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传统的中心鼓圈的吊装方法示意图；

[0024] 图2和图3是本发明的吊装方法的示意图，图2是图3的俯视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支撑梁的示意图。

[0026] 附图标记：中心鼓圈1，烟囱筒壁2，横梁3，吊绳4，卷扬机钢丝绳5，手拉葫芦钢丝绳

6，支撑梁7，上横构件71，内斜支撑72，外斜支撑73，内固定板74，外固定板75，螺栓76。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8] 本发明公开的拆卸液压提模装置中心鼓圈1的吊装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9] 在烟囱顶部对称布置四个支撑梁7，每个支撑梁7内侧布置倒向滑车组，对应支撑

梁7分别布置四个卷杨机并安装卷扬机电气线路；

[0030] 利用手拉葫芦稳定中心鼓圈1，搭设施工人员到达中心鼓圈1的走道；

[0031] 将卷杨机的钢丝绳提升，经倒向滑车组后固定于中心鼓圈1对应的吊点处；

[0032] 拆卸提模装置辐射梁及井架，松开稳定中心鼓圈1的手拉葫芦；

[0033] 利用布置的四个卷杨机对中心鼓圈1进行试吊，试吊后，四个卷扬机同步吊放，将

中心鼓圈1下放至地面。

[0034] 支撑梁7的作用是为倒向滑车组的安装提供支点，其布置方式如图2所示，左右各

两个相对称，以保持其吊放的中心鼓圈1的稳定性。支撑梁7的具体结构可以采用现有的梁

结构，只要保证载荷设计达标即可。以某烟囱中心鼓圈1吊装为例，烟囱钢平台及内筒施工

用吊装系统每根支撑梁7按10吨载荷设计。卷杨机钢丝绳在支撑梁7上倒向后，在不超出支

撑梁7设计承载能力的情况下，每台卷杨机能吊载5吨坚直载荷。烟囱提模装置中心鼓圈1及

其附带一套吊笼提升系统总重量不超过10吨，综合考虑吊装钢丝绳夹角、安全系数、动载系

数等因素后，通过理论计算核实，四台卷杨机同时起吊，能满足吊装要求。如图4所示为支撑

梁7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其中，所述支撑梁7包括上横构件71、内斜支撑72、外斜支撑73、内

固定板74和外固定板75，所述上横构件71横向设置于烟囱顶部并且两端分别延伸于烟囱的

内外，所述内斜支撑72两端分别与上横构件71的内端以及内固定板74相连接，所述外斜支

撑73两端分别与上横构件71的外端以及外固定板75相连接，所述内固定板74设置于烟囱内

壁，所述外固定板75设置于烟囱外壁，所述内固定板74和外固定板75通过贯穿烟囱筒壁2的

螺栓76相互连接。此结构将支撑梁7与烟囱筒壁2牢靠地连接为一体，从而保证其受力的稳

定，在施工完成后很容易即可将支撑梁7拆卸下来，不会影响烟囱的后续施工。

[0035] 为了方便人员上下和辅助设备的安装，吊装前，在四个支撑梁7附近的烟囱内侧筒

顶上分别安装施工吊篮，承担施工人员及安装辅助设备的上下工作。施工吊篮最好先于支

撑梁7安装，以便之后支撑梁7的安装时的人员上下及料运输。传统的中心鼓圈1吊装方式

中，人员需从中心鼓圈1下方吊笼下降地面，人员在吊物正下方停留时间长，安全隐患较大，

而在本发明的吊装方法中，在摘除稳定中心鼓圈1的手拉葫芦后，施工人员通过预先搭设的

走道从鼓圈移动到施工吊篮上，开动施工吊篮下降到地面，离开中心鼓圈1下方区域，极大

地缩短了施工人员在中心鼓圈1下方的时间，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

[0036] 为了确保吊装系统安装达标，在卷杨机布置完后，先提升钢丝绳与倒向滑车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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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进行检查验收，并做负荷试验；试验合格后再进行吊放作业。中心鼓圈1附带吊笼，在中

心鼓圈1下放前，先将中心鼓圈1附带吊笼开到鼓圈下部并固定，松开吊笼稳绳，可以降低中

心鼓圈1的重心，使中心鼓圈1下放和触地更加平稳。下放中心鼓圈1到地面后将其垫稳，即

可摘去吊绳，完成整个吊装。

[0037] 某项目的烟囱高240米，拆卸液压提模装置中心鼓圈的吊装方法采用本发明的方

法，在现场实际施工过程中，严格按新吊装方法的施工步骤及要求组织施工，仅用了3个小

时就将中心鼓圈安全顺利吊放到地面。若该项目采用传统吊装方法，顶部梁横法施工中烟

囱顶部横梁制作需要主材、辅材更多，现场烟囱顶部圆直径约15米，如制作横梁则需要横梁

长度16米，安装横梁的施工中，吊装横梁的工具只有烟囱液压提模装置的小扒杆，由于小扒

杆额定起重量限制，如地面一次性制作完成，梁的重量势必超出小扒杆额定起重量，超负荷

吊装在吊装上是不允许的，因此，往往采用在地面制作成3‑4段，再分别利提模装置小扒杆

吊到烟囱顶部进行组合安装的方式；在拆卸横梁时，液压提模装置已经拆卸完毕，拆卸横梁

己无吊装机械可用，实际施工中往往利用烟囱顶部的平台，搭设脚手架，将横梁分割成一小

块一小块，然后下放到地面，横梁被解体分割后，不能再次利用。传统的顶部梁横法吊装中

心鼓圈横梁制作安拆成本统计见表1。

[0038] 表1  顶部梁横法吊装中心鼓圈成本统计表

[0039]

[0040] 该项目采用本发明的吊装方法支撑梁7制作所需钢材相对较少；支撑梁7安装、拆

卸所需费用相对较低；支撑梁7拆下后，还可以二次利用，本发明吊装中心鼓圈成本统计见

表2。

[0041] 表2  本发明吊装中心鼓圈成本统计表

[0042] 序号 项目 数量 单位 单价(元) 合计价格(元)

1 钢材 约1 吨 4500.00 4500.00

2 制作人工 4 工日 250.00 1000.00

3 安拆人工 16 工日 250.00 4000.00

[0043]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中心鼓圈拆卸施工中采用本发明的新吊装方法，不仅给吊装

系统的安拆施工带来了方便，而且还节约了施工成本，缩短了吊装系统的安拆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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