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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爬架提升系统

(57)摘要

一种爬架提升系统。所述爬架提升系统还包

括上螺杆调节结构、下螺杆调节结构；所述上螺

杆调节结构、下螺杆调节结构分别包括连接座、

调节螺杆，所述调节螺杆的一端为螺杆部、另一

端为成型有水平通孔的双耳板，所述连接座包括

成型有多个螺孔的竖向固定板，所述竖向固定板

向前延伸有上端水平板、两个弧形竖板、两个侧

板，所述上端水平板成型有与调节螺杆的螺杆部

相匹配的螺杆过孔，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的螺杆

部向上穿过上端水平板的螺杆过孔且螺杆部上

端通过多个螺母固定，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的螺

杆部下端为双耳板。该提升系统的上下吊点直接

设置为螺杆调节结构，同时移除花篮螺栓和弹簧

和上下挂钩，从而能减轻电动葫芦重量且便于操

作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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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爬架提升系统，所述爬架提升系统用于爬架的升降，所述爬架用于主体工程施

工，所述爬架至少包括多个走道板、及多个导轨、及多个第一立杆、及多个附墙支座、及多个

水平桁架，多个所述走道板层叠设置且多个层叠设置的走道板分别与多个第一立杆相连

接，所述导轨竖向设置且分别与走道板、第一立杆相连接，所述附墙支座连接于主体工程与

导轨之间，所述水平桁架水平设置于爬架上且水平桁架与第一立杆相连接，所述爬架提升

系统包括上吊点桁架、下吊点桁架、电动葫芦、附墙吊挂件、链条、下吊点连接件，所述附墙

吊挂件内侧固定于主体工程上，所述链条绕过电动葫芦下端、下吊点连接件上端、附墙吊挂

件外侧，其特征在于：

所述爬架提升系统还包括上螺杆调节结构、下螺杆调节结构；

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下螺杆调节结构分别包括连接座、调节螺杆，所述调节螺杆的一

端为螺杆部、另一端为成型有水平通孔的双耳板，所述连接座包括成型有多个螺孔的竖向

固定板，所述竖向固定板向前延伸有上端水平板、两个弧形竖板、两个侧板，所述上端水平

板成型有与调节螺杆的螺杆部相匹配的螺杆过孔，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的螺杆部向上穿过

上端水平板的螺杆过孔且螺杆部上端通过多个螺母固定，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的螺杆部下

端为双耳板，所述电动葫芦的上端通过销轴穿过双耳板的水平通孔与上螺杆调节结构相连

接，所述下螺杆调节结构的连接座的两个弧形竖板之间还设置有柱形孔，所述下螺杆调节

结构还包括弹簧、垫片，所述下螺杆调节结构的螺杆部向下穿过上端水平板的螺杆过孔、柱

形孔，且螺杆部下端通过多个螺母固定，所述弹簧套设于螺杆部的柱形孔处且弹簧下端位

于螺母上方，所述垫片设置于弹簧与螺母之间，所述下螺杆调节结构的螺杆部上端为双耳

板，所述下吊点连接件的下端通过销轴穿过双耳板的水平通孔与下螺杆调节结构相连接；

所述上吊点桁架、下吊点桁架分别包括两第二立杆、及至少两个三角撑，所述上吊点桁

架、下吊点桁的两第二立杆分别与爬架的第一立杆、走道板、水平桁架相连接，用于将上吊

点桁架、下吊点桁架固定于爬架上，所述三角撑设置于上吊点桁架、下吊点桁架对应的两第

二立杆之间，所述三角撑由斜杆、竖杆、横杆连接而成，所述上吊点桁架、下吊点桁架分别有

两三角撑相对设置且两三角撑的横杆相邻接；

所述下螺杆调节结构的连接座的竖向固定板的多个螺孔分别设置螺栓并紧固于下吊

点桁架相对设置的两三角撑的横杆上，实现下螺杆调节结构的固定；

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固定于上吊点桁架上或走道板上，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固定于上

吊点桁架上时，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的连接座的竖向固定板的多个螺孔分别设置螺栓并紧

固于上吊点桁架相对设置的两三角撑的横杆上，实现上螺杆调节结构的固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爬架提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固定于

走道板上时，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的连接座的竖向固定板的多个螺孔分别设置螺栓并紧固

于走道板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爬架提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吊点桁架升高至第二

层走道板位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爬架提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走道板至少五层以上，

所述上吊点桁架安装在第五层走道板位置，所述上吊点桁架与走道板相连接，承重性增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爬架提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与电动

葫芦间安装有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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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爬架提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附墙吊挂件向外成型为

开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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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爬架提升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爬架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上下吊点直接设置为螺杆调节结构、

同时移除花篮螺栓和弹簧和上下挂钩、从而能减轻电动葫芦重量且便于操作和维护的提升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爬架，也称为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是搭设一定高度并附着于主体工程结构上、并依

靠自身的升降设备和辅助装置、可随主体工程结构逐层爬升或下降、具有防倾覆和防坠落

装置的外脚手架，爬架的升降设备即提升系统，主要包括上吊点桁架、张紧调节装置、下吊

点桁架、电动葫芦、附墙吊点。

[0003] 目前，爬架的电动葫芦还连接有花篮螺杆、挂钩，并通过挂钩与上下吊点连接，从

而使得电动葫芦笨重，不便于现场操作，同时使得葫芦链条容易缠绕打结。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爬架提升系统，该提升系

统的上下吊点直接设置为螺杆调节结构，同时移除花篮螺栓和弹簧和上下挂钩，从而能减

轻电动葫芦重量且便于操作和维护。

[0005]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

[0006] 本实用新型一种爬架提升系统，所述爬架提升系统用于爬架的升降，所述爬架用

于主体工程施工，所述爬架至少包括多个走道板、及多个导轨、及多个第一立杆、及多个附

墙支座、及多个水平桁架，多个所述走道板层叠设置且多个层叠设置的走道板分别与多个

第一立杆相连接，所述导轨竖向设置且分别与走道板、第一立杆相连接，所述附墙支座连接

于主体工程与导轨之间，所述水平桁架水平设置于爬架上且水平桁架与第一立杆相连接，

所述爬架提升系统包括上吊点桁架、下吊点桁架、电动葫芦、附墙吊挂件、链条、下吊点连接

件，所述附墙吊挂件内侧固定于主体工程上，所述链条绕过电动葫芦下端、下吊点连接件上

端、附墙吊挂件外侧；

[0007] 作为改进，所述爬架提升系统还包括上螺杆调节结构、下螺杆调节结构；

[0008] 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下螺杆调节结构分别包括连接座、调节螺杆，所述调节螺杆

的一端为螺杆部、另一端为成型有水平通孔的双耳板，所述连接座包括成型有多个螺孔的

竖向固定板，所述竖向固定板向前延伸有上端水平板、两个弧形竖板、两个侧板，所述上端

水平板成型有与调节螺杆的螺杆部相匹配的螺杆过孔，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的螺杆部向上

穿过上端水平板的螺杆过孔且螺杆部上端通过多个螺母固定，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的螺杆

部下端为双耳板，所述电动葫芦的上端通过销轴穿过双耳板的水平通孔与上螺杆调节结构

相连接，所述下螺杆调节结构的连接座的两个弧形竖板之间还设置有柱形孔，所述下螺杆

调节结构还包括弹簧、垫片，所述下螺杆调节结构的螺杆部向下穿过上端水平板的螺杆过

孔、柱形孔，且螺杆部下端通过多个螺母固定，所述弹簧套设于螺杆部的柱形孔处且弹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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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位于螺母上方，所述垫片设置于弹簧与螺母之间，所述下螺杆调节结构的螺杆部上端为

双耳板，所述下吊点连接件的下端通过销轴穿过双耳板的水平通孔与下螺杆调节结构相连

接；

[0009] 所述上吊点桁架、下吊点桁架分别包括两第二立杆、及至少两个三角撑，所述上吊

点桁架、下吊点桁的两第二立杆分别与爬架的第一立杆、走道板、水平桁架相连接，用于将

上吊点桁架、下吊点桁架固定于爬架上，所述三角撑设置于上吊点桁架、下吊点桁架对应的

两第二立杆之间，所述三角撑由斜杆、竖杆、横杆连接而成，所述上吊点桁架、下吊点桁架分

别有两三角撑相对设置且两三角撑的横杆相邻接；

[0010] 所述下螺杆调节结构的连接座的竖向固定板的多个螺孔分别设置螺栓并紧固于

下吊点桁架相对设置的两三角撑的横杆上，实现下螺杆调节结构的固定；

[0011] 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固定于上吊点桁架上或走道板上，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固定

于上吊点桁架上时，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的连接座的竖向固定板的多个螺孔分别设置螺栓

并紧固于上吊点桁架相对设置的两三角撑的横杆的横杆上，实现上上螺杆调节结构的固

定。

[0012] 该爬架提升系统由电动葫芦拉拽附墙吊点对下吊点桁架提供向上的拉力，带动下

吊点桁架进而带动架体提升。

[0013] 进一步，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固定于走道板上时，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的连接座

的竖向固定板的多个螺孔分别设置螺栓并紧固于走道板上；

[0014] 进一步，所述下吊点桁架升高至第二层走道板位置；

[0015] 进一步，所述走道板至少五层以上，所述上吊点桁架安装在第五层走道板位置，所

述上吊点桁架与走道板相连接，承重性增强；

[0016] 进一步，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与电动葫芦间安装有传感器，电动葫芦去掉挂钩后，

安装传感器更方便；

[0017] 进一步，所述附墙吊挂件向外成型为开口结构，现场安装穿螺杆更方便。

[0018] 本实用新型一种爬架提升系统,其有益效果有：

[0019] 1、该提升系统的上下吊点直接设置为螺杆调节结构，同时移除花篮螺栓和弹簧和

上下挂钩，从而能减轻电动葫芦重量且便于操作和维护；

[0020] 2、电动葫芦更轻便，葫芦链条不容易缠绕打结。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爬架提升系统安装于爬架上的立体图；

[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爬架提升系统安装于爬架上的前视图；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爬架提升系统中的上螺杆调节结构与上吊点桁架相连接

的前视图；

[0024]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爬架提升系统中下螺杆调节结构的立体图；

[0025]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爬架提升系统中上螺杆调节结构的立体图；

[0026]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爬架提升系统的下螺杆调节结构安装于爬架上的局部视

图；

[0027]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爬架提升系统的上螺杆调节结构安装于爬架上（上螺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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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结构与走道板相连接）的局部视图；

[0028] 图8，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爬架提升系统的上螺杆调节结构安装于爬架上（上螺杆调

节结构与上吊点桁架相连接）的局部视图；

[0029] 图9，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爬架提升系统中的附墙吊挂件与爬架相连接的局部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31] 实施例：

[0032] 如图1~图9，本实用新型一种爬架提升系统，所述爬架提升系统用于爬架的升降，

所述爬架用于主体工程施工，所述爬架至少包括多个走道板101、及多个导轨、及多个第一

立杆102、及多个附墙支座103、及多个水平桁架104，多个所述走道板层叠设置且多个层叠

设置的走道板分别与多个第一立杆相连接，所述导轨竖向设置且分别与走道板、第一立杆

相连接，所述附墙支座连接于主体工程与导轨之间，所述水平桁架水平设置于爬架上且水

平桁架与第一立杆相连接，所述爬架提升系统包括上吊点桁架1、下吊点桁架2、电动葫芦3、

附墙吊挂件4、链条5、下吊点连接件6，所述附墙吊挂件内侧固定于主体工程上，所述链条绕

过电动葫芦下端、下吊点连接件上端、附墙吊挂件外侧；

[0033] 所述爬架提升系统还包括上螺杆调节结构7、下螺杆调节结构7a；

[0034] 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下螺杆调节结构分别包括连接座71、调节螺杆72，所述调节

螺杆72的一端为螺杆部721、另一端为成型有水平通孔的双耳板722，所述连接座71包括成

型有多个螺孔的竖向固定板711，所述竖向固定板向前延伸有上端水平板712、两个弧形竖

板713、两个侧板714，所述上端水平板成型有与调节螺杆的螺杆部相匹配的螺杆过孔，所述

上螺杆调节结构的螺杆部向上穿过上端水平板的螺杆过孔且螺杆部上端通过多个螺母73

固定，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的螺杆部下端为双耳板，所述电动葫芦的上端通过销轴穿过双

耳板的水平通孔与上螺杆调节结构相连接，所述下螺杆调节结构的连接座的两个弧形竖板

之间还设置有柱形孔715，所述下螺杆调节结构还包括弹簧716、垫片717，所述下螺杆调节

结构的螺杆部向下穿过上端水平板的螺杆过孔、柱形孔，且螺杆部下端通过多个螺母固定，

所述弹簧套设于螺杆部的柱形孔处且弹簧下端位于螺母上方，所述垫片设置于弹簧与螺母

之间，所述下螺杆调节结构的螺杆部上端为双耳板，所述下吊点连接件的下端通过销轴穿

过双耳板的水平通孔与下螺杆调节结构相连接；

[0035] 所述上吊点桁架1、下吊点桁架2分别包括两第二立杆11、及至少两个三角撑12，所

述上吊点桁架、下吊点桁的两第二立杆分别与爬架的第一立杆、走道板、水平桁架相连接，

用于将上吊点桁架、下吊点桁架固定于爬架上，所述三角撑12设置于上吊点桁架、下吊点桁

架对应的两第二立杆之间，所述三角撑由斜杆、竖杆、横杆121连接而成，所述上吊点桁架、

下吊点桁架分别有两三角撑相对设置且两三角撑的横杆相邻接；

[0036] 所述下螺杆调节结构7a的连接座的竖向固定板的多个螺孔分别设置螺栓并紧固

于下吊点桁架相对设置的两三角撑的横杆上，实现下螺杆调节结构的固定；

[0037] 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7固定于上吊点桁架上，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固定于上吊点

桁架上时，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的连接座的竖向固定板的多个螺孔分别设置螺栓并紧固于

上吊点桁架相对设置的两三角撑的横杆的横杆上，实现上上螺杆调节结构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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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该爬架提升系统由电动葫芦拉拽附墙吊点对下吊点桁架提供向上的拉力，带动下

吊点桁架进而带动架体提升。

[0039] 进一步，所述下吊点桁架升高至第二层走道板位置；

[0040] 进一步，所述走道板至少五层以上，所述上吊点桁架安装在第五层走道板位置，所

述上吊点桁架与走道板相连接，承重性增强；

[0041] 进一步，所述上螺杆调节结构与电动葫芦间安装有传感器8，电动葫芦去掉挂钩

后，安装传感器更方便；

[0042] 进一步，所述附墙吊挂件4向外成型为开口结构，现场安装穿螺杆更方便。

[0043] 以上已将本实用新型做一详细说明，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之较佳实施例而

已，当不能限定本实用新型实施范围，即凡依本申请范围所作均等变化与修饰，皆应仍属本

实用新型涵盖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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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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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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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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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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