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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建筑用工具架，属于

建筑用工具架技术领域，包括架体，所述架体上

设置有架板；所述架板由上至下依次包括有挂架

顶板、挂架中板、挂架底板和架体底板，挂架顶板

的底部和挂架中板的底部分别至少连接有两根

挂架，挂架上设置有挂钩。本实用新型是专为数

量繁多的建筑工具的摆放设计而成，本专利创新

性的将工具架设计为多列式，避免传统单墙式工

具架或单架式工具架单列式的结构，可摆放多列

建筑工具，满足建筑工具的实际摆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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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用工具架，包括架体，其特征在于：所述架体上设置有架板；所述架板由上

至下依次包括有挂架顶板、挂架中板、挂架底板和架体底板，挂架顶板的底部和挂架中板的

底部分别至少连接有两根挂架，挂架上设置有挂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用工具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挂架顶板的底部和挂架中板

的底部分别设置有“T字”形滑轨Ⅰ，“T字”形滑轨Ⅰ滑动连接有“T字”形滑条Ⅰ，“T字”形滑条Ⅰ

设置在挂架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建筑用工具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挂架为竖杆形挂架。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建筑用工具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挂架为方形挂架，与挂架顶

板底部连接的方形挂架的外侧底部与挂架中板的上表面滑动连接；与挂架中板底部连接的

方形挂架的外侧底部与挂架底板的上表面滑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建筑用工具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挂架中板的上表面和挂架底

板的上表面分别设置有“倒T字”形滑轨Ⅱ，“倒T字”形滑轨Ⅱ滑动连接有“倒T字”形滑条Ⅱ，

“倒T字”形滑条Ⅱ设置在方形挂架的外侧底部。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建筑用工具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挂架上设置有挂架把

手，挂架把手上设置有标识牌槽，标识牌槽内活动插置有标识牌。

7.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建筑用工具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架体底板滑动连接有

工具箱，工具箱上设置有箱把手。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建筑用工具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架体底板的上表面设置有

“倒T字”形滑轨Ⅲ，“倒T字”形滑轨Ⅲ滑动连接有“倒T字”形滑条Ⅲ，“倒T字”形滑条Ⅲ设置

在工具箱底部。

9.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建筑用工具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架体底板的底部设置

有刹车万向轮。

10.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建筑用工具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架体上设置有照明

灯，照明灯连接有电源，照明灯和电源之间设置有灯开关，灯开关设置在架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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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用工具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用工具架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建筑用工具架。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工地少不了建筑工具，譬如油灰刀、砌砖刀、抹泥刀、  锤子、鋬子、灰斗、墨线

等等，但因为建筑工地上机器、建筑工具种类多样，数量繁多，体积相对较小的建筑工具一

不小摆放不当就有可能丢失，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人们制作了工具架用来专门挂载建筑工

具，避免工具因随意摆放而造成的丢失。

[0003] 目前的工具架基本为单墙式或单架式，譬如授权公告号为CN207044141U，名称为

一种多功能的新型建筑施工用工具架，以及授权公告号为CN206998886U，名称为一种方便

移动的建筑施工用工具架，虽能解决建筑工具的摆放问题，但是因为单墙式工具架或单架

式工具架单列式的结构，导致工具架能摆放建筑工具的数量特别有限，只有少少的一列，根

本不能满足数量繁多的建筑工具的实际摆放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建筑用工具架；该建筑用工具架

是专为数量繁多的建筑工具的摆放设计而成，本专利创新性的将工具架设计为多列式，避

免传统单墙式工具架或单架式工具架单列式的结构，可摆放多列建筑工具，满足建筑工具

的实际摆放需求。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建筑用工具架，包括架体，所述架

体上设置有架板；所述架板由上至下依次包括有挂架顶板、挂架中板、挂架底板和架体底

板，挂架顶板的底部和挂架中板的底部分别至少连接有两根挂架，挂架上设置有挂钩。

[0006] 进一步的改进，上述挂架顶板的底部和挂架中板的底部分别设置有“T字”形滑轨

Ⅰ，“T字”形滑轨Ⅰ滑动连接有“T字”形滑条Ⅰ，“T字”形滑条Ⅰ设置在挂架上。

[0007] 通过上述滑动连接的设计，本专利可更好的令挂架拉进拉出，更好的完成建筑工

具的存取操作，“T字”形滑轨Ⅰ和“T字”形滑条Ⅰ的设计则是更好的限定挂架的运动范围，保

证挂架前后拉拽时滑动动作的顺利进行。

[0008] 进一步的改进，上述挂架为竖杆形挂架。

[0009] 通过上述设计，本专利可挂载更多样的建筑工具。

[0010] 进一步的改进，上述挂架为方形挂架，与挂架顶板底部连接的方形挂架的外侧底

部与挂架中板的上表面滑动连接；与挂架中板底部连接的方形挂架的外侧底部与挂架底板

的上表面滑动连接。

[0011] 通过上述设计，方形挂架的两条竖边可提供不错的支撑力，能更好的挂载重量较

重的建筑工具，此时再通过上述与挂架中板的上表面、挂架底板的上表面滑动连接的设计，

方形挂架可更好的完成前后拉拽进出的滑动动作。

[0012] 进一步的改进，上述挂架中板的上表面和挂架底板的上表面分别设置有“倒T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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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滑轨Ⅱ，“倒T字”形滑轨Ⅱ滑动连接有“倒T字”形滑条Ⅱ，“倒T字”形滑条Ⅱ设置在方形挂

架的外侧底部。

[0013] 上述的“倒T字”形滑轨Ⅱ和“倒T字”形滑条Ⅱ的设计可更好的限定方形挂架的运

动范围，保证方形挂架前后拉拽时不会左右摆动，确保前后滑动动作的顺利进行。

[0014] 进一步的改进，上述挂架上设置有挂架把手，挂架把手上设置有标识牌槽，标识牌

槽内活动插置有标识牌。

[0015] 通过上述挂架把手的设计，本专利可更便于工人拉拽挂架，标识牌槽、标识的设

置，则可更好的将建筑工具进行分类整理，便于存取。

[0016] 进一步的改进，上述架体底板滑动连接有工具箱，工具箱上设置有箱把手。

[0017] 通过上述设计，本专利可存储的工具样式进一步增加，工具箱可放置不适合挂载

的建筑工具。

[0018] 进一步的改进，上述架体底板的上表面设置有“倒T字”形滑轨Ⅲ，“倒T字”形滑轨

Ⅲ滑动连接有“倒T字”形滑条Ⅲ，“倒T字”形滑条Ⅲ设置在工具箱底部。

[0019] 通过上述设计，本专利的工具箱可更方便的存取建筑工具。

[0020] 进一步的改进，上述架体底板的底部设置有刹车万向轮。

[0021] 通过上述设计，本专利可更方便的进行移动、停止。

[0022] 进一步的改进，上述架体上设置有照明灯，照明灯连接有电源，照明灯和电源之间

设置有灯开关，灯开关设置在架体上。

[0023] 通过上述设计，可更方便工人利用本专利进行建筑工具的存取操作。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5] 本实用新型是专为数量繁多的建筑工具的摆放设计而成，本专利创新性的将工具

架设计为多列式，避免传统单墙式工具架或单架式工具架单列式的结构，可摆放多列建筑

工具，且存取方便。

[0026] 本专利利用挂架顶板、挂架中板、挂架底板和架体底板将架体的内部空间进行分

割，并在挂架顶板的底部和挂架中板的底部分别至少连接两根挂架将工具架设计为多列

式，使其可以为建筑工具提供更多的摆放位置，满足数量繁多的建筑工具的实际摆放需求。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1。

[0028] 图2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2。

[0029] 图3是本实用新型架体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实用新型竖杆形挂架结构示意图1。

[0031] 图5是本实用新型竖杆形挂架结构示意图2。

[0032] 图6是本实用新型方形挂架结构示意图1。

[0033] 图7是本实用新型方形挂架结构示意图2。

[0034] 图8是本实用新型工具箱结构示意图。

[0035] 图中所示：1-架体；2-挂架顶板；3-挂架中板；4-挂架底板；5-架体底板；6-挂架；

61-挂钩；62-“T字”形滑条Ⅰ；63-挂架把手；64-标识牌槽；  7-“T字”形滑轨Ⅰ；8-“倒T字”形滑

轨Ⅱ；9-“倒T字”形滑轨Ⅲ；10-竖杆形挂架；11-方形挂架；111-“倒T字”形滑条Ⅱ；12-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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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121-“倒T字”形滑条Ⅲ；122-箱把手。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的理解本实用新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本实

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

[0037] 实施例1

[0038] 如图1所示，一种建筑用工具架，包括架体1，所述架体1上设置有架板；所述架板由

上至下依次包括有挂架顶板2、挂架中板3、挂架底板4和架体底板5，挂架顶板2的底部和挂

架中板3的底部分别至少连接有两根挂架6，挂架6上设置有挂钩61。

[0039] 如图2、图3、图4、图5、图6、图7和图8所示，所述挂架顶板2的底部和挂架中板3的底

部分别设置有“T字”形滑轨Ⅰ7，“T字”形滑轨Ⅰ7滑动连接有“T字”形滑条Ⅰ62，“T字”形滑条Ⅰ

62设置在挂架6上。

[0040] 所述挂架6为竖杆形挂架10。

[0041] 所述挂架6为方形挂架11，与挂架顶板2底部连接的方形挂架11的外侧底部与挂架

中板3的上表面滑动连接；与挂架中板3底部连接的方形挂架11的外侧底部与挂架底板4的

上表面滑动连接。

[0042] 所述挂架中板3的上表面和挂架底板4的上表面分别设置有“倒T字”形滑轨Ⅱ8，

“倒T字”形滑轨Ⅱ8滑动连接有“倒T字”形滑条Ⅱ111，“倒T字”形滑条Ⅱ111设置在方形挂架

11的外侧底部。

[0043] 所述挂架6上设置有挂架把手63，挂架把手63上设置有标识牌槽64，标识牌槽64内

活动插置有标识牌。

[0044] 所述架体底板5滑动连接有工具箱12，工具箱12上设置有箱把手122。

[0045] 所述架体底板5的上表面设置有“倒T字”形滑轨Ⅲ9，“倒T字”形滑轨Ⅲ9滑动连接

有“倒T字”形滑条Ⅲ121，“倒T字”形滑条Ⅲ121设置在工具箱12底部。

[0046] 实施例2

[0047] 本实施例中，除了具有上述技术特征外，还包括以下技术特征，所述架体底板5的

底部设置有刹车万向轮，所述架体1上设置有照明灯，照明灯连接有电源，照明灯和电源之

间设置有灯开关，灯开关设置在架体1上。

[0048] 目前工具架基本为单墙式或单架式的单列式结构，可挂载的建筑工具数量极为有

限，所以本专利的设计构思就是将传统的单列式结构改进为多列式结构，并将架体的内部

空间进行分割，大幅增加可挂载工具的数量，并且进一步的改进中抽屉式的存取方式也比

较简单易操作。

[0049] 当需要存入建筑工具时，利用挂架把手将挂架拉出，将建筑工具放置在挂架上的

挂钩，接着将挂架推进去就可以了，需要取出建筑工具时，也是利用挂架把手将挂架拉出，

取下挂钩上的建筑工具，最后将挂架推进去即可，使用方便。

[0050]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了详细介绍，本部分采用具体实施例对

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实用新

型的核心思想，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情况下，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

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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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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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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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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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9

CN 208428230 U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