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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液压内固定的螺旋连接

式钢管脚手架除锈装置，其结构包括底座、转动

卡杆、推动固定板、后侧板、上滑槽、外螺纹槽锈

垢刮除机构、下滑槽、左侧板、螺纹钢管内固定机

构、皮带、电机，推动固定板间隙配合在底座上表

面的右端，转动卡杆机械连接在底座的右表面，

后侧板焊接在底座的后端，上滑槽嵌在后侧板的

上端，本发明通过设有外螺纹槽锈垢刮除机构，

锈垢清洁毛刷与锈垢刮除扭转调节结构互相配

合，在不损伤钢管的情况下将外螺纹槽中的锈垢

清理干净，刮除机构也不受到损伤，通过设有螺

纹钢管内固定机构，压力调节握把与承压内调节

机构互相配合，调整合适的液压大小，对螺纹钢

管进行内固定，便于设备对外螺纹的锈垢进行刮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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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液压内固定的螺旋连接式钢管脚手架除锈装置，其结构包括底座(1)、转动卡杆

(2)、推动固定板(3)、后侧板(4)、上滑槽(5)、外螺纹槽锈垢刮除机构(6)、下滑槽(7)、左侧

板(8)、螺纹钢管内固定机构(9)、皮带(10)、电机(11)，其特征在于：

所述推动固定板(3)位于底座(1)上表面的右端，所述转动卡杆(2)固定在底座(1)的右

表面，所述后侧板(4)安装在底座(1)的后端，所述上滑槽(5)安设在后侧板(4)的上端，所述

下滑槽(7)设于后侧板(4)的正面，所述外螺纹槽锈垢刮除机构(6)的下端通过下滑槽(7)与

后侧板(4)相连接，所述左侧板(8)位于底座(1)上表面的左端，所述螺纹钢管内固定机构

(9)安设在左侧板(8)的上端，所述螺纹钢管内固定机构(9)的左端通过皮带(10)与电机

(11)的右端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压内固定的螺旋连接式钢管脚手架除锈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外螺纹槽锈垢刮除机构(6)由矩形板(61)、梯形滑柱(62)、小滑轮(63)、橡胶握套

(64)、滚球(65)、连接架(66)、锈垢刮除调节机构(67)组成，所述梯形滑柱(62)位于矩形板

(61)右表面的中央，所述小滑轮(63)共设有两个以上且分别位于矩形板(61)右表面的上端

与下端，所述矩形板(61)安设在连接架(66)的下端，所述橡胶握套(64)安装在连接架(66)

的右端，所述滚球(65)位于连接架(66)的外圈，所述锈垢刮除调节机构(67)安设在连接架

(66)的左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压内固定的螺旋连接式钢管脚手架除锈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螺纹钢管内固定机构(9)由压力调节握把(91)、皮带槽(92)、内固定转杆(93)、隔

档盘(94)、液压内腔(95)、承压内调节机构(96)组成，所述皮带槽(92)位于内固定转杆(93)

左端的外圈，所述压力调节握把(91)固定在内固定转杆(93)的左端，所述隔档盘(94)安设

在内固定转杆(93)的外圈，所述承压内调节机构(96)共设有两个以上且分别等距的位于内

固定转杆(93)内部的右端，所述液压内腔(95)位于内固定转杆(93)的内部。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液压内固定的螺旋连接式钢管脚手架除锈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锈垢刮除调节机构(67)由下承力座(671)、锈垢清洁毛刷(672)、锈垢刮除扭转调

节结构(673)、定位柱(674)、上承力座(675)、纵向位移调节杆(676)组成，所述锈垢清洁毛

刷(672)共设有两个且分别位于下承力座(671)下表面的左右两端，所述锈垢刮除扭转调节

结构(673)共设有两个以上且分别等距的固定在下承力座(671)的下表面，所述定位柱

(674)的下端固定在下承力座(671)的右端，所述定位柱(674)的上端安设在上承力座(675)

内部的右端，所述纵向位移调节杆(676)的下端安设在下承力座(671)的中段，所述纵向位

移调节杆(676)与上承力座(675)的中段相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液压内固定的螺旋连接式钢管脚手架除锈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内固定转杆(93)内部上端的承压内调节机构(96)由下承压板(961)、压缩弹簧

(962)、滑动内杆(963)、管内壁防滑支撑结构(964)组成，所述下承压板(961)位于滑动内杆

(963)的下端，所述压缩弹簧(962)安设在滑动内杆(963)的外圈，所述管内壁防滑支撑结构

(964)位于滑动内杆(963)的上端。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液压内固定的螺旋连接式钢管脚手架除锈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下承力座(671)下表面最左端的锈垢刮除扭转调节结构(673)由锈垢刮除尖头

(6731)、伸缩内杆(6732)、复位弹簧(6733)、伸缩外筒(6734)、橡胶扭转筒(6735)、弹簧钢片

(6736)、上固定圆筒(6737)组成，所述锈垢刮除尖头(6731)位于伸缩内杆(6732)的下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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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伸缩内杆(6732)安设在伸缩外筒(6734)的下端，所述复位弹簧(6733)固定在伸缩外筒

(6734)的内圈，所述橡胶扭转筒(6735)位于伸缩外筒(6734)的上端，所述弹簧钢片(6736)

安装在橡胶扭转筒(6735)的内部，所述上固定圆筒(6737)位于橡胶扭转筒(6735)的下端。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液压内固定的螺旋连接式钢管脚手架除锈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管内壁防滑支撑结构(964)由凹痕(9641)、曲型钢板(9642)、树脂受力板(9643)

组成，所述凹痕(9641)位于树脂受力板(9643)的上表面，所述树脂受力板(9643)安设在曲

型钢板(9642)的上端，所述曲型钢板(9642)位于滑动内杆(963)的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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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液压内固定的螺旋连接式钢管脚手架除锈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一种脚手架除锈装置，尤其针对于一种液压内固定的螺旋连接式钢管脚

手架除锈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近代的发展，桥梁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桥梁的高度与长度都一直在突破极

限，在桥梁的搭建过程中需要用到脚手架，脚手架是由很多钢管与固定件搭建而成，很多钢

管之间都是使用螺纹连接的，钢管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被锈蚀，而这种钢管在除锈过程中会

出现一个问题；由于钢管特殊的左端外螺纹结构与右端的内螺纹结构，传统的一体除锈机

在对钢管进行除锈时会损伤钢管的外螺纹，且外螺纹凹槽中的锈垢很难被刮除，普通刮刀

的除锈效果差。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液压内固定的螺旋连接式钢管

脚手架除锈装置，以解决由于钢管特殊的左端外螺纹结构与右端的内螺纹结构，传统的一

体除锈机在对钢管进行除锈时会损伤钢管的外螺纹，且外螺纹凹槽中的锈垢很难被刮除，

普通刮刀的除锈效果差的问题。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液压内固定的螺

旋连接式钢管脚手架除锈装置，其结构包括底座、转动卡杆、推动固定板、后侧板、上滑槽、

外螺纹槽锈垢刮除机构、下滑槽、左侧板、螺纹钢管内固定机构、皮带、电机，所述推动固定

板间隙配合在底座上表面的右端，所述转动卡杆机械连接在底座的右表面，所述后侧板焊

接在底座的后端，所述上滑槽嵌在后侧板的上端，所述下滑槽嵌于后侧板的正面，所述外螺

纹槽锈垢刮除机构的下端通过下滑槽与后侧板滑动连接，所述左侧板焊接在底座上表面的

左端，所述螺纹钢管内固定机构活动连接在左侧板的上端，所述螺纹钢管内固定机构的左

端通过皮带与电机的右端传动连接。

[0005] 为优化上述技术方案，进一步采取的措施为：

[0006]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外螺纹槽锈垢刮除机构由矩形板、梯形滑柱、小滑轮、橡胶握

套、滚球、连接架、锈垢刮除调节机构组成，所述梯形滑柱焊接在矩形板右表面的中央，所述

小滑轮共设有两个以上且分别活动连接在矩形板右表面的上端与下端，所述矩形板焊接在

连接架的下端，所述橡胶握套过盈配合在连接架的右端，所述滚球活动连接在连接架的外

圈，所述锈垢刮除调节机构焊接在连接架的左端。

[0007]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螺纹钢管内固定机构由压力调节握把、皮带槽、内固定转杆、

隔档盘、液压内腔、承压内调节机构组成，所述皮带槽嵌在内固定转杆左端的外圈，所述压

力调节握把螺纹连接在内固定转杆的左端，所述隔档盘焊接在内固定转杆的外圈，所述承

压内调节机构共设有两个以上且分别等距的位于内固定转杆内部的右端，所述液压内腔嵌

于内固定转杆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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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锈垢刮除调节机构由下承力座、锈垢清洁毛刷、锈垢刮除扭转

调节结构、定位柱、上承力座、纵向位移调节杆组成，所述锈垢清洁毛刷共设有两个且分别

胶连接在下承力座下表面的左右两端，所述锈垢刮除扭转调节结构共设有两个以上且分别

等距的焊接在下承力座的下表面，所述定位柱的下端过盈配合在下承力座的右端，所述定

位柱的上端间隙配合在上承力座内部的右端，所述纵向位移调节杆的下端活动连接在下承

力座的中段，所述纵向位移调节杆与上承力座的中段螺纹连接。

[0009]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内固定转杆内部上端的承压内调节机构由下承压板、压缩弹

簧、滑动内杆、管内壁防滑支撑结构组成，所述下承压板胶连接在滑动内杆的下端，所述压

缩弹簧环绕连接在滑动内杆的外圈，所述管内壁防滑支撑结构焊接在滑动内杆的上端。

[0010]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下承力座下表面最左端的锈垢刮除扭转调节结构由锈垢刮除

尖头、伸缩内杆、复位弹簧、伸缩外筒、橡胶扭转筒、弹簧钢片、上固定圆筒组成，所述锈垢刮

除尖头焊接在伸缩内杆的下端，所述伸缩内杆间隙配合在伸缩外筒的下端，所述复位弹簧

间隙配合在伸缩外筒的内圈，所述橡胶扭转筒胶连接在伸缩外筒的上端，所述弹簧钢片嵌

在橡胶扭转筒的内部，所述上固定圆筒胶连接在橡胶扭转筒的下端。

[0011]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管内壁防滑支撑结构由凹痕、曲型钢板、树脂受力板组成，所

述凹痕嵌于树脂受力板的上表面，所述树脂受力板胶连接在曲型钢板的上端，所述曲型钢

板焊接在滑动内杆的上端。

[0012] 有益效果

[0013] 本发明一种液压内固定的螺旋连接式钢管脚手架除锈装置，在工作时，操作者将

设备放置在合适的位置，将推动固定板向右推动，然后将待处理的钢管外螺纹的一端顶在

螺纹钢管内固定机构的右端，然后再将推动固定板向左推，顶住钢管的右端，再旋转转动卡

杆将推动固定板固定住，然后手动调整压力调节握把的位置，使压力调节握把向右移动，然

后液压内腔的压力向右传递，使承压内调节机构向外顶出，下承压板向上移动，滑动内杆向

上移动，压缩弹簧被压缩，管内壁防滑支撑结构向上顶出，管内壁防滑支撑结构中的树脂受

力板与钢管内壁接触，向外挤压钢管内壁，将钢管固定，然后开启电机，电机通过皮带使螺

纹钢管内固定机构转动，然后钢管也随着转动，操作者将外螺纹槽锈垢刮除机构的橡胶握

套握住，左右推动，滚球转动，梯形滑柱滑动，保持外螺纹槽锈垢刮除机构的整体稳定，不发

生偏转，然后调整锈垢刮除调节机构的高度，转动锈垢刮除调节机构中的纵向位移调节杆，

调整下承力座的高度，使锈垢刮除扭转调节结构刚好可以刮到钢管的表面，又不对钢管表

面造成损伤，锈垢清洁毛刷将刮除后附着的锈垢扫落，在刮除过程中，螺纹槽的高度与钢管

表面的高度可能有偏差，伸缩内杆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橡胶扭转筒与弹簧钢片为锈垢

刮除扭转调节结构提供足够的自由度与灵活度，从而完成工作。

[0014] 本发明一种液压内固定的螺旋连接式钢管脚手架除锈装置，通过设有外螺纹槽锈

垢刮除机构，锈垢清洁毛刷与锈垢刮除扭转调节结构互相配合，在不损伤钢管的情况下将

外螺纹槽中的锈垢清理干净，刮除机构也不受到损伤。

[0015] 通过设有螺纹钢管内固定机构，压力调节握把与承压内调节机构互相配合，调整

合适的液压大小，对螺纹钢管进行内固定，便于设备对外螺纹的锈垢进行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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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的附图作详

细地介绍，以此让本发明的其它特征、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17] 图1为本发明一种液压内固定的螺旋连接式钢管脚手架除锈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外螺纹槽锈垢刮除机构右视剖面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螺纹钢管内固定机构剖面详细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锈垢刮除调节机构剖面放大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螺纹钢管内固定机构右端侧剖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锈垢刮除扭转调节结构剖面放大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为本发明管内壁防滑支撑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说明：底座1、转动卡杆2、推动固定板3、后侧板4、上滑槽5、外螺纹槽锈垢

刮除机构6、下滑槽7、左侧板8、螺纹钢管内固定机构9、皮带10、电机11、矩形板61、梯形滑柱

62、小滑轮63、橡胶握套64、滚球65、连接架66、锈垢刮除调节机构67、压力调节握把91、皮带

槽92、内固定转杆93、隔档盘94、液压内腔95、承压内调节机构96、下承力座671、锈垢清洁毛

刷672、锈垢刮除扭转调节结构673、定位柱674、上承力座675、纵向位移调节杆676、下承压

板961、压缩弹簧962、滑动内杆963、管内壁防滑支撑结构964、锈垢刮除尖头6731、伸缩内杆

6732、复位弹簧6733、伸缩外筒6734、橡胶扭转筒6735、弹簧钢片6736、上固定圆筒6737、凹

痕9641、曲型钢板9642、树脂受力板9643。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6] 请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液压内固定的螺旋连接式钢管脚手架除锈装置：其结

构包括底座1、转动卡杆2、推动固定板3、后侧板4、上滑槽5、外螺纹槽锈垢刮除机构6、下滑

槽7、左侧板8、螺纹钢管内固定机构9、皮带10、电机11，所述推动固定板3间隙配合在底座1

上表面的右端，所述转动卡杆2机械连接在底座1的右表面，所述后侧板4焊接在底座1的后

端，所述上滑槽5嵌在后侧板4的上端，所述下滑槽7嵌于后侧板4的正面，所述外螺纹槽锈垢

刮除机构6的下端通过下滑槽7与后侧板4滑动连接，所述左侧板8焊接在底座1上表面的左

端，所述螺纹钢管内固定机构9活动连接在左侧板8的上端，所述螺纹钢管内固定机构9的左

端通过皮带10与电机11的右端传动连接。

[0027] 请参阅图2，所述外螺纹槽锈垢刮除机构6由矩形板61、梯形滑柱62、小滑轮63、橡

胶握套64、滚球65、连接架66、锈垢刮除调节机构67组成，所述梯形滑柱62焊接在矩形板61

右表面的中央，所述小滑轮63共设有两个以上且分别活动连接在矩形板61右表面的上端与

下端，所述矩形板61焊接在连接架66的下端，所述橡胶握套64过盈配合在连接架66的右端，

所述滚球65活动连接在连接架66的外圈，所述锈垢刮除调节机构67焊接在连接架66的左

端,矩形板61防止外螺纹槽锈垢刮除机构6在滑动过程中出现偏移，增加稳定性，小滑轮63

可减小滑动摩擦力。

[0028] 请参阅图3，所述螺纹钢管内固定机构9由压力调节握把91、皮带槽92、内固定转杆

93、隔档盘94、液压内腔95、承压内调节机构96组成，所述皮带槽92嵌在内固定转杆93左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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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圈，所述压力调节握把91螺纹连接在内固定转杆93的左端，所述隔档盘94焊接在内固

定转杆93的外圈，所述承压内调节机构96共设有两个以上且分别等距的位于内固定转杆93

内部的右端，所述液压内腔95嵌于内固定转杆93的内部，压力调节握把91左端的外圈设有

环状突圈，便于抓握，液压内腔95的左端直径大右端直径小，便于压力的传递，使右端的压

强递增，承压内调节机构96共设有两个以上，使钢管内部的左端受力均匀，固定效果好。

[0029] 请参阅图4，所述锈垢刮除调节机构67由下承力座671、锈垢清洁毛刷672、锈垢刮

除扭转调节结构673、定位柱674、上承力座675、纵向位移调节杆676组成，所述锈垢清洁毛

刷672共设有两个且分别胶连接在下承力座671下表面的左右两端，所述锈垢刮除扭转调节

结构673共设有两个以上且分别等距的焊接在下承力座671的下表面，所述定位柱674的下

端过盈配合在下承力座671的右端，所述定位柱674的上端间隙配合在上承力座675内部的

右端，所述纵向位移调节杆676的下端活动连接在下承力座671的中段，所述纵向位移调节

杆676与上承力座675的中段螺纹连接，下承力座671的下表面向上凹陷，与钢管的横截面形

状相对应，便于贴合，锈垢清洁毛刷672便于将刮起后附着的锈垢扫落，锈垢清洁毛刷672的

长度与锈垢刮除扭转调节结构673的长度接近，且锈垢清洁毛刷672的下端与锈垢刮除扭转

调节结构673的下端处在同一个曲面上，与钢管的截面形状相对应，纵向位移调节杆676可

以调节锈垢刮除的高度。

[0030] 请参阅图5，所述内固定转杆93内部上端的承压内调节机构96由下承压板961、压

缩弹簧962、滑动内杆963、管内壁防滑支撑结构964组成，所述下承压板961胶连接在滑动内

杆963的下端，所述压缩弹簧962环绕连接在滑动内杆963的外圈，所述管内壁防滑支撑结构

964焊接在滑动内杆963的上端，管内壁防滑支撑结构964的截面形状类似弯曲的梯形，与钢

管内壁的形状相对应，便于固定。

[0031] 请参阅图6，所述下承力座671下表面最左端的锈垢刮除扭转调节结构673由锈垢

刮除尖头6731、伸缩内杆6732、复位弹簧6733、伸缩外筒6734、橡胶扭转筒6735、弹簧钢片

6736、上固定圆筒6737组成，所述锈垢刮除尖头6731焊接在伸缩内杆6732的下端，所述伸缩

内杆6732间隙配合在伸缩外筒6734的下端，所述复位弹簧6733间隙配合在伸缩外筒6734的

内圈，所述橡胶扭转筒6735胶连接在伸缩外筒6734的上端，所述弹簧钢片6736嵌在橡胶扭

转筒6735的内部，所述上固定圆筒6737胶连接在橡胶扭转筒6735的下端，锈垢刮除尖头

6731便于将螺纹槽中的锈垢刮除，伸缩内杆6732使锈垢刮除尖头6731可上下滑动，橡胶扭

转筒6735使锈垢刮除扭转调节结构673整体可以扭曲偏转，提高活动范围，弹簧钢片6736便

于橡胶扭转筒6735的复位，提供支撑力与稳定性。

[0032] 请参阅图7，所述管内壁防滑支撑结构964由凹痕9641、曲型钢板9642、树脂受力板

9643组成，所述凹痕9641嵌于树脂受力板9643的上表面，所述树脂受力板9643胶连接在曲

型钢板9642的上端，所述曲型钢板9642焊接在滑动内杆963的上端，凹痕9641提高树脂受力

板9643的防滑性能，树脂受力板9643耐摩擦性能好，抗压能力强。

[0033] 在工作时，操作者将设备放置在合适的位置，将推动固定板3向右推动，然后将待

处理的钢管外螺纹的一端顶在螺纹钢管内固定机构9的右端，然后再将推动固定板3向左

推，顶住钢管的右端，再旋转转动卡杆2将推动固定板3固定住，然后手动调整压力调节握把

91的位置，使压力调节握把91向右移动，然后液压内腔95的压力向右传递，使承压内调节机

构96向外顶出，下承压板961向上移动，滑动内杆963向上移动，压缩弹簧962被压缩，管内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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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滑支撑结构964向上顶出，管内壁防滑支撑结构964中的树脂受力板9643与钢管内壁接

触，向外挤压钢管内壁，将钢管固定，然后开启电机11，电机11通过皮带10使螺纹钢管内固

定机构9转动，然后钢管也随着转动，操作者将外螺纹槽锈垢刮除机构6的橡胶握套64握住，

左右推动，滚球65转动，梯形滑柱62滑动，保持外螺纹槽锈垢刮除机构6的整体稳定，不发生

偏转，然后调整锈垢刮除调节机构67的高度，转动锈垢刮除调节机构67中的纵向位移调节

杆676，调整下承力座671的高度，使锈垢刮除扭转调节结构673刚好可以刮到钢管的表面，

又不对钢管表面造成损伤，锈垢清洁毛刷672将刮除后附着的锈垢扫落，在刮除过程中，螺

纹槽的高度与钢管表面的高度可能有偏差，伸缩内杆6732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橡胶扭

转筒6735与弹簧钢片6736为锈垢刮除扭转调节结构673提供足够的自由度与灵活度，从而

完成工作。

[0034] 本发明通过上述部件的互相组合，锈垢清洁毛刷672与锈垢刮除扭转调节结构673

互相配合，在不损伤钢管的情况下将外螺纹槽中的锈垢清理干净，刮除机构也不受到损伤，

压力调节握把91与承压内调节机构96互相配合，调整合适的液压大小，对螺纹钢管进行内

固定，便于设备对外螺纹的锈垢进行刮除。

[0035]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作举例说明。

[0036]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最佳实施方式，任何人应该得知在本发明的启示下做出的结

构变化，凡是与本发明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技术方案，均落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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