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3206224.8

(22)申请日 2020.12.25

(73)专利权人 江苏铭辰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 225300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罗塘街

道人民北路

(72)发明人 徐为广　徐建　郭海虎　董安国　

张润东　糜德成　陈冬静　高大军　

(51)Int.Cl.

E01D 19/1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桥梁检测车的翻转架

(57)摘要

本申请涉及桥梁检测技术的领域，尤其是涉

及一种桥梁检测车的翻转架。其包括车体以及设

置在车体上的组合桁架，车体上还设有旋转平

台、翻转油缸、以及升降油缸。组合桁架包括相互

铰接的竖架和横架，横架开设有用于放置竖架的

容纳腔，组合桁架未展开时竖架位于横架的容纳

腔中，组合桁架展开时，竖架与横架相互垂直。竖

架与横架之间设置有连接链。竖架包括升降部和

转动部，横架包括固定部和伸缩部。升降部使组

合桁架能够在竖直方向上移动，转动部使横架能

够360度旋转，伸缩部使增大了横架的长度，使得

横架能够有更大的检测范围。本申请具有减少组

合桁架占用体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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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桥梁检测车的翻转架，包括车体（1）以及设置在车体（1）上的组合桁架（2），所述

车体（1）上还设有与车体（1）转动连接的旋转平台（3），所述旋转平台（3）上活动连接有转板

（5），所述转板（5）远离旋转平台（3）的一侧活动连接有升降板（7），所述升降板（7）与组合桁

架（2）滑动连接，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合桁架（2）包括竖架（21）和横架（22），所述竖架（21）与

横架（22）活动连接，所述横架（22）开设有第一容纳腔（81），所述竖架（21）在桥梁检测车不

工作时位于第一容纳腔（81）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检测车的翻转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竖架（21）包括升降部

（211）和转动部（212），所述升降部（211）与升降板（7）滑动连接，所述转动部（212）与升降部

（211）转动连接，所述转动部（212）与横架（22）铰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桥梁检测车的翻转架，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部（212）与横架

（22）的铰接点处连接有回转减速电机（2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桥梁检测车的翻转架，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部（212）开设有

第二容纳腔（82），所述第二容纳腔（82）内设有立板（24），所述立板（24）与转动部（212）在竖

架（21）的长度方向滑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桥梁检测车的翻转架，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部（212）固接有

连接链（25），所述连接链（25）远离转动部（212）的一端与横架（22）固接。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桥梁检测车的翻转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架（22）包括固定部

（221）和伸缩部（222），所述固定部（221）与转动部（212）铰接，所述伸缩部（222）与固定部

（221）滑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桥梁检测车的翻转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部（211）远离转

动部（212）的一端设有电磁铁（213）。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桥梁检测车的翻转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部（221）与伸缩

部（222）设有安全导轨（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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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检测车的翻转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桥梁检测技术的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桥梁检测车的翻转架。

背景技术

[0002] 桥梁检测车是一种可以为桥梁检测人员在检测过程中提供作业平台，装备有桥梁

检测仪器，用于流动检测进而维修作业的专用汽车。桥梁检测车可以随时移动位置，能安

全、快速、高效地让检测人员进入作业位置进行流动检测或维修作业。桥梁检测车工作时不

影响交通而且可以在不收回臂架的情况下慢速行驶。

[0003] 授权公告号为CN106049276B的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桥梁检测车桁架新型旋

转装置。该桥梁检测车包括车体、设置在车体上的组合桁架以及用于支撑车体的支撑架。车

体上转动设置有带动组合桁架的抬升架、翻转架以及旋转平台。不工作时，支撑轮处于收起

状态，组合桁架水平放置并且长度方向与车体的长度方向平行。工作时，放下支撑轮，升降

架使组合桁架上升，旋转平台带动组合桁架转动，组合桁架保持水平设置但此时组合桁架

的长度方向垂直于车体的长度方向。旋转平台完成旋转之后，翻转架使组合桁架由水平放

置的状态变为竖直的状态，此时组合桁架伸出至桥梁外侧。组合桁架由竖架与横架组成，竖

架与横架并行放置并且相互铰接。完成翻转后，展开组合桁架，使竖架与横架相互垂直，横

架此时与桥面水平，竖架上还设有旋转电机，电机旋转使得横架在水平方向转动，完成对桥

面的检测。

[0004]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发明人认为桥梁检测车不工作时，收起的竖架与横架并

行放置，组合桁架占用的体积较大，从而使得整个车体结构过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使组合桁架在不使用时占用的体积减小，本申请提供一种桥梁检测车。

[0006]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桥梁检测车的翻转架，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桥梁检测车，包括车体以及设置在车体上的组合桁架，所述车体上还设有与

车体转动连接的旋转平台，所述旋转平台上活动连接有转板，所述转板远离旋转平台的一

侧活动连接有升降板，所述升降板与组合桁架滑动连接，所述组合桁架包括竖架和横架，所

述竖架与横架活动链接，所述横架开设有第一容纳腔，所述竖架在桥梁检测车不工作时位

于第一容纳腔内。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桥梁检测车不工作时，竖架位于横架的容纳腔中，升降

油缸和翻转油缸的活塞杆缩回，组合桁架水平放置，旋转平台旋转使组合桁架的长度方向

平行于车体的长度方向。由于竖架与横架叠放，使得组合桁架在车体上占用更小的体积。桥

梁检测车工作时，使升降板与组合桁架上升，之后旋转平台旋转90度，使得组合桁架的长度

方向与车体的长度方向垂直，再将组合桁架翻转至竖直状态，此时组合桁架伸出至桥梁外

侧。组合桁架中的横架与竖架展开，完成对桥梁的检测工作。

[0009] 可选的，所述竖架包括升降部和转动部，所述升降部与升降板滑动连接，所述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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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与升降部转动连接，所述转动部与横架铰接。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桥梁检测车在工作时，升降板带动组合桁架整体下降，横

架绕着与转动部的铰接点转动至水平状态，转动部转动，使横架转动伸入到桥面下方，完成

桥梁检测工作。

[0011] 可选的，所述转动部与横架的铰接点处连接有回转减速电机。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回转减速电机带动横架绕着与转动部的铰接点转动，使

得横架转动至工作时的水平位置。回转减速电机的承载力大，而且转动时稳定性和安全性

好。

[0013] 可选的，所述转动部开设有第二容纳腔，所述第二容纳腔内设有立板，所述立板与

转动部在竖架的长度方向滑动连接。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立板供检测桥梁的工作人员站立，当组合桁架通过翻转

油缸的翻转位于竖直状态后，工作人员进入组合桁架内部，站立在立板上，组合桁架下降后

展开，当横架转动至水平的工作位置后，第二容纳腔中的立板竖直向下移动落入横架内的

第一容纳腔中，工作人员进入横架进行桥梁的检修工作。

[0015] 可选的，所述转动部固接有连接链，所述连接链远离转动部的一端与横架固接。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竖架位于横架的第一容纳腔内时，连接链处于松弛状

态。当横架转动至水平的工作位置时，转动部与横架间的连接链张紧，连接链对横架起辅助

支撑的作用，同时防止回转减速电机发生故障时，横架突然向下转动，对工作人员的人身安

全造成危害。

[0017] 可选的，所述横架包括固定部和伸缩部，所述固定部与转动部铰接，所述伸缩部与

固定部滑动连接。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横架位于水平的工作位置时，伸缩部可以从固定部的

第三容纳腔中向远离转动部的方向移动，增加横架的长度，使桥梁检测车能够对更宽的桥

面进行检测，完成检测后，伸缩部向靠近转动部的方向移动，放置在固定部的第三容纳腔

中，节省空间。

[0019] 可选的，所述升降部远离转动部的一端设有电磁铁。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组合桁架未展开时，竖架位于横架的第一容纳腔中，此

时电磁铁通电，使竖架与横架在远离转动部的一侧相互连接，减少组合桁架升降和翻转过

程中的晃动，当组合桁架展开时，电磁铁断电，横架转动至水平工作位置。

[0021] 可选的，固定部与伸缩部设有安全导轨。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工作人员在对桥梁进行检测时会佩戴安全绳，工作人员

将安全绳挂在安全导轨上，能够增强工作人员进行桥梁检测时的安全性。

[0023]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4] 1.将竖架收纳在横架的容纳腔中，减少组合桁架占用的体积；

[0025] 2.横架上设有连接链和安全导轨，使工作人员在进行桥梁检测时的安全性增大；

[0026] 3.横架包括伸缩部，能够增加横架的长度，扩大桥面的检测范围。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桥梁检测车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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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2是组合桁架未展开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组合桁架展开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0] 附图标记说明：1、车体；2、组合桁架；  21、竖架；211、升降部；212、转动部；213、电

磁铁；22、横架；221、固定部；222、伸缩部；  23、回转减速电机；24、立板；25、连接链；3、旋转

平台；4、翻转油缸；5、转板；6、升降油缸；60、导杆；7、升降板；81、第一容纳腔；82、第二容纳

腔；83、安全导轨。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1‑3，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桥梁检测车的翻转架。

[0033] 参照图1，一种桥梁检测车包括车体1，车体1上设置有旋转平台3，旋转平台3上设

置有翻转油缸4。翻转油缸4的缸体与旋转平台3铰接，活塞杆一端铰接有转板5，转板5与旋

转平台3铰接。转板5连接有升降油缸6，升降油缸6的缸体与转板5铰接，活塞杆一端铰接有

升降板7。升降板7与转板5之间还连接有两个导杆60，每个导杆60的一端与转板5铰接，另一

端与升降板7铰接。升降板7还滑动连接有组合桁架2。当桥梁检测车不工作时，组合桁架2水

平放置在车体1上且组合桁架2的长度方向与车体1的长度方向平行。当桥梁检测车工作时，

升降油缸6的伸缩杆伸出，使升降板7和组合桁架2抬升一定高度，两个导杆60起辅助支撑作

用，使支撑结构更稳定。之后旋转平台3旋转90度，使组合桁架2的长度方向与车体1的长度

方向垂直。然后将翻转油缸4的活塞杆伸出，使得升降板7和组合桁架2由水平状态变为竖直

状态，此时组合桁架2与升降板7伸出至桥梁外侧。

[0034] 参照图2和图3，组合桁架2包括竖架21与横架22。竖架21包括升降部211和转动部

212。升降部211远离转动部212的一端设有电磁铁213。当组合桁架2未展开时，电磁铁213通

电将竖架21与横架22相互连接，减少组合桁架2升降和翻转过程中的晃动，当组合桁架2展

开时，电磁铁213断电。

[0035] 参照图2和图3，横架22开设有用于在不工作时放置竖架21的第一容纳腔81。升降

部211与升降板7滑动连接，转动部212与升降部211转动连接，转动部212与横架22铰接，铰

接点连接有回转减速电机23。转动部212固接有连接链25，连接链25远离转动部212的一端

与横架22固接。组合桁架2未展开时，竖架21位于横架22的第一容纳腔81中，使组合桁架2占

用的体积减小，此时连接链25处于放松状态。当组合桁架2翻转至竖直状态后，组合桁架2下

降，回转减速电机23带动横架22绕着与转动部的铰接点旋转至水平工作位置，此时连接链

25张紧，对横架22起辅助支撑作用，同时防止回转减速电机23发生故障时，横架22下落危害

工作人员的安全。

[0036] 参照图3，转动部212开设有第二容纳腔82，第二容纳腔82内设有与转动部212滑动

连接的立板24，立板24能沿着竖架的长度方向升降。当组合桁架2完成翻转后，工作人员进

入组合桁架2内部站立在立板24上，当横架22转动到水平工作位置时，立板24下降落到横架

22内的第一容纳腔81中，工作人员进入横架22进行桥梁检测工作。

[0037] 参照图3，横架22包括伸缩部222以及与转动部212铰接的固定部221，固定部221与

伸缩部222滑动连接。当横架22运动到水平的工作位置时，为了增加横架22的长度，使检测

范围变大，伸缩部222可以从固定部221上向远离转动部212的方向滑移，完成检测后，伸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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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222再向靠近转动部212的方向移动。固定部221与伸缩部222均设有安全导轨83。工作人

员能够将身上的安全绳挂在安全导轨83上，保证检测工作时的人身安全。

[0038] 本申请实施例一种桥梁检测车的实施原理为：桥梁检测车工作时，升降油缸6使组

合桁架2升起，旋转平台3旋转，翻转油缸4的活塞杆伸出，使得组合桁架2竖直位于桥梁外

侧。此时工作人员进入到组合桁架2内的立板24上，组合桁架2下降，回转减速电机23带动横

架22旋转，使横架22最终位于水平工作位置，这时立板24下降，工作人员从立板24进入到横

架22内进行桥梁检测，伸缩部222伸出至固定部221外部，使横架22的长度增加，增大检测范

围。完成检测后，伸缩部222缩回，工作人员回到立板24上，立板24上升，横架22转动与竖架

21套合，组合桁架2上升，工作人员回到桥梁上，之后翻转油缸4的活塞杆缩回，旋转平台3旋

转，升降油缸6的活塞杆缩回，使组合桁架2放置在车体1上。

[0039] 以上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申请

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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