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467198.7

(22)申请日 2019.05.31

(71)申请人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26600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海安镇

中坝南路18号

(72)发明人 王和平　丁小建　宗青　虞小芳　

景俊进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博派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41137

代理人 伍俊慧

(51)Int.Cl.

B28D 1/14(2006.01)

B28D 7/00(2006.01)

 

(54)发明名称

建筑用顶梁板钻孔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建筑用顶梁板钻孔装置，有效的

解决了目前顶板钻孔不方便，效率低，精度差的

问题；解决的技术方案包括竖杆，竖杆的上端安

装有一个水平的转盘，转盘上设有钻孔装置，钻

孔装置可径向移动，转盘下方安装有分度定位装

置，分度定位转至可使转盘以及钻孔装置每次转

动固定的角度；本发明能够适用各种分布直径和

多种数量的钻孔要求，适应性强，钻孔操作简单，

钻孔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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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用顶梁板钻孔装置，包括竖杆（1），其特征在于，竖杆（1）的上端安装有一个水平

的转盘（2），转盘（2）的上表面上设有一个竖向筒状的第一壳体（3），第一壳体（3）内装有钻

机（4），钻机（4）底部与第一壳体（3）底部之间安装有拉簧（5），第一壳体（3）的底部开有一个

竖向的活塞腔（6）和多个圆周均布在活塞腔（6）外的旁孔（7），多个旁孔（7）均竖直设置且底

部均与活塞腔（6）的底部相通，活塞腔（6）内安装有一个活塞（8），活塞（8）下方装有液压油，

活塞（8）下端连接有一个活塞杆（9），活塞杆（9）的下端伸至转盘（2）下方且连接有拉绳

（10），每个旁孔（7）内均安装有一个柱塞（11），柱塞（11）的上端伸入第一壳体（3）内与钻机

（4）底部接触；竖杆（1）上安装有一个位于转盘（2）下方的环形的分度盘（12），分度盘（12）的

上表面圆周均布有多个径向槽（13），转盘（2）的下表面安装有一个筒状的第二壳体（14），第

二壳体（14）内安装有一个电磁铁（15）以及一个位于电磁铁（15）下方的磁性块（16），电磁铁

（15）与磁性块（16）之间安装有压簧（17）且磁性块（16）可上下移动，电磁铁（15）连接有电源

和电磁铁开关（18），电磁铁（15）上固定有一个第一导体块（19），磁性块（16）上固定有一个

第二导体块（20），第二导体块（20）为柱状且下端伸出第二壳体（14）外与刻度盘接触，第二

导体块（20）的下端可卡进径向槽（13）内；转盘（2）的下方设有可驱动其转动的电机（21），电

机（21）的两极分别与第一导体块（19）和第二导体块（20）接通且连接有电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用顶梁板钻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竖杆（1）上上下

间隔安装有两个金属盘（22），两个金属盘（22）分别和电机（21）的两极接通，第二壳体（14）

的外壁上上下间隔安装有两个电刷（23），两个电刷（23）分别和两个导体块接通，两个电刷

（23）分别和两个金属盘（22）的外缘接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用顶梁板钻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转盘（2）下方同

轴固定连接有一个第一齿轮（24），第一齿轮（24）外侧啮合有一个第二齿轮（25），第二齿轮

（25）由电机（21）驱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用顶梁板钻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转盘（2）上安装

有一个径向的螺纹杆（26）以及一个与螺纹杆（26）配合的螺母（27），螺母（27）固定在转盘

（2）上，螺纹杆（26）的外端与第一壳体（3）固定连接，转动螺纹杆（26）可推动第一壳体（3）径

向移动，转盘（2）上开有一个可供活塞杆（9）左右移动的径向的滑槽（28）。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用顶梁板钻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分度盘（12）配备

有多个，每个分度盘（12）上的径向槽（13）的数量不同，竖杆（1）上的分度盘（12）可以更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用顶梁板钻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每个分度盘（12）

下方均连接有一个套筒（29），分度盘（12）和套筒（29）均沿直径分为两个半圆部分，每部分

的套筒（29）侧壁上均安装有一个径向的螺钉（30），竖杆（1）上开有一个径向的螺纹通孔

（3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用顶梁板钻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转盘（2）上安装

有一个竖向的支撑柱（32），支撑柱（32）与第一壳体（3）关于转盘（2）圆心中心对称，支撑柱

（32）的上端安装有一个滚珠（33）。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用顶梁板钻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竖杆（1）包括内

杆（34）和外杆（35），内杆（34）同轴套在外杆（35）内且可上下滑动，外杆（35）的上端设有紧

固螺钉（36）。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用顶梁板钻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内杆（34）的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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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壁上铰接有多个圆周均布的斜撑杆（37），每个斜撑杆（37）的下端均铰接有一个支撑板

（38），每个支撑板（338）的下表面均设有防滑齿。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用顶梁板钻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转盘（2）的上表

面的圆心处设有一个竖直向上照射的激光灯（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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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用顶梁板钻孔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领域，具体是建筑用顶梁板钻孔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吊顶工程是室内装饰中最为常见的装饰结构之一，吊顶时需要在屋顶打孔安装吊

顶或其他装饰；目前在屋顶进行打孔作业时，首先安装脚手架或人字梯，施工人员登高进行

打孔作业，打孔时需要长时间仰头举壁工作，胳膊和脖子容易酸痛，施工人员很难以一种舒

服稳定的姿势进行打孔，打孔的位置精度和质量就难以保证，打孔时还需要至少一个人在

下方负责递送工具等辅助工作，而且在脚手架或人字梯上移动很不方便，存在坠落的危险，

另外脚手架和人字梯体积较大，移动不便；目前虽然存在一些顶板辅助钻孔装置，但一般都

只能打单独的一个孔，而有些较大的吊顶需要圆周均布的多个孔来进行灯座的安装，这种

装置每打一个孔就需要一次移动和定位，非常麻烦，尤其在大批量同规格装修施工中，对施

工效率影响更大，而且多次移动定位很难保证各个孔之间的位置精度；另外，这些装置一般

用电机等动力源驱动钻头进给，而钻孔工作中需要施工人员根据钻头阻力的反馈对钻头的

进退和进给速度进行调节，以免崩坏钻头，采用电机等动力源驱动就切断了这种反馈。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情况，为克服现有技术之缺陷，本发明提供了建筑用顶梁板钻孔装置，有

效的解决了目前顶板钻孔不方便，效率低，精度差的问题。

[0004] 其解决的技术方案是，建筑用顶梁板钻孔装置，包括竖杆，竖杆的上端安装有一个

水平的转盘，转盘的上表面上设有一个竖向筒状的第一壳体，第一壳体内装有钻机，钻机底

部与第一壳体底部之间安装有拉簧，第一壳体的底部开有一个竖向的活塞腔和多个圆周均

布在活塞腔外的旁孔，多个旁孔均竖直设置且底部均与活塞腔的底部相通，活塞腔内安装

有一个活塞，活塞下方装有液压油，活塞下端连接有一个活塞杆，活塞缸的下端伸至转盘下

方且连接有拉绳，每个旁孔内均安装有一个柱塞，柱塞的上端伸入第一壳体内与钻机底部

接触；竖杆上安装有一个位于转盘下方的环形的分度盘，分度盘的上表面圆周均布有多个

径向槽，转盘的下表面安装有一个筒状的第二壳体，第二壳体内安装有一个电磁铁以及一

个位于电磁铁下方的磁性块，电磁铁与磁性块之间安装有压簧且磁性块可上下移动，电磁

铁连接有电源和电磁铁开关，电磁铁上固定有一个第一导体块，磁性块上固定有一个第二

导体块，第二导体块为柱状且下端伸出第二壳体外与刻度盘接触，第二导体块的下端可卡

进径向槽内；转盘的下方设有可驱动其转动的电机，电机的两极分别与第一导体块和第二

导体块接通且连接有电源。

[0005] 本发明能够适用各种分布直径和多种数量的钻孔要求，适应性强，钻孔操作简单，

钻孔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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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6] 图1为本发明主视图。

[0007] 图2为发明使用时的主视剖视图。

[0008] 图3为图2中上半部分的放大图。

[0009] 图4为图3中A位置的放大图。

[0010] 图5为图3中B位置的放大图。

[0011] 图6为第一导体块和第二导体块接触时B位置放大图。

[0012] 图7为分度盘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出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4] 由图1至图7给出，本发明包括竖杆1，竖杆1的上端安装有一个水平的转盘2，转盘2

的上表面上设有一个竖向筒状的第一壳体3，第一壳体3内装有钻机4，钻机4底部与第一壳

体3底部之间安装有拉簧5，第一壳体3的底部开有一个竖向的活塞腔6和多个圆周均布在活

塞腔6外的旁孔7，多个旁孔7均竖直设置且底部均与活塞腔6的底部相通，活塞腔6内安装有

一个活塞8，活塞8下方装有液压油，活塞8下端连接有一个活塞杆9，活塞杆9的下端伸至转

盘2下方且连接有拉绳10，每个旁孔7内均安装有一个柱塞11，柱塞11的上端伸入第一壳体3

内与钻机4底部接触；竖杆1上安装有一个位于转盘2下方的环形的分度盘12，分度盘12的上

表面圆周均布有多个径向槽13，转盘2的下表面安装有一个筒状的第二壳体14，第二壳体14

内安装有一个电磁铁15以及一个位于电磁铁15下方的磁性块16，电磁铁15与磁性块16之间

安装有压簧17且磁性块16可上下移动，电磁铁15连接有电源和电磁铁开关18，电磁铁15上

固定有一个第一导体块19，磁性块16上固定有一个第二导体块20，第二导体块20为柱状且

下端伸出第二壳体14外与刻度盘接触，第二导体块20的下端可卡进径向槽13内；转盘2的下

方设有可驱动其转动的电机21，电机21的两极分别与第一导体块19和第二导体块20接通且

连接有电源。

[0015] 为防止转盘2转动时电机21的导线缠绕在竖杆1上，所述的竖杆1上上下间隔安装

有两个金属盘22，两个金属盘22分别和电机21的两极接通，第二壳体14的外壁上上下间隔

安装有两个电刷23，两个电刷23分别和两个导体块接通，两个电刷23分别和两个金属盘22

的外缘接触。

[0016] 所述的转盘2下方同轴固定连接有一个第一齿轮24，第一齿轮24外侧啮合有一个

第二齿轮25，第二齿轮25由电机21驱动。

[0017] 所述的转盘2上安装有一个径向的螺纹杆26以及一个与螺纹杆26配合的螺母27，

螺母27固定在转盘2上，螺纹杆26的外端与第一壳体3固定连接，转动螺纹杆26可推动第一

壳体3径向移动，转盘2上开有一个可供活塞杆9左右移动的径向的滑槽28。

[0018] 所述的分度盘12配备有多个，每个分度盘12上的径向槽13的数量不同，竖杆1上的

分度盘12可以更换。

[0019] 所述的每个分度盘12下方均连接有一个套筒29，分度盘12和套筒29均沿直径分为

两个半圆部分，每部分的套筒29侧壁上均安装有一个径向的螺钉30，竖杆1上开有一个径向

的螺纹通孔31，分度盘12的两部分可扣合在竖杆1上形成完整的分度盘12，然后两侧的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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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拧进螺纹通孔31内进行固定。

[0020] 为防止钻机4钻孔时转盘2受力不均发生倾斜，所述的转盘2上安装有一个竖向的

支撑柱32，支撑柱32与第一壳体3关于转盘2圆心中心对称，支撑柱32的上端安装有一个滚

珠33，滚珠33可减小转盘2转动时支撑柱32与屋顶的阻力。

[0021] 所述的竖杆1包括内杆34和外杆35，内杆34同轴套在外杆35内且可上下滑动，外杆

35的上端设有紧固螺钉36。

[0022] 所述的内杆34的上端侧壁上铰接有多个圆周均布的斜撑杆37，每个斜撑杆37的下

端均铰接有一个支撑板38，每个支撑板338的下表面均设有防滑齿。

[0023] 所述的转盘2的上表面的圆心处设有一个竖直向上照射的激光灯39，激光灯39用

于定位。

[0024] 本发明在使用时，首先根据所要钻的圆周均布的多个孔的分布圆直径调节钻机4

的位置，具体方法是旋拧螺纹杆26推动第一壳体3移动，使钻机4钻头距离转盘2圆心的距离

等于分布圆的半径，然后根据钻孔的数量选择具有相同数量径向槽13的分度盘12并安装在

竖杆1上，由于钻孔数量几乎都在3到5个，因此配备径向槽13数量为3、4、5三种规格的分度

盘12即可满足使用；最后将本装置移动至需要钻孔顶梁板位置，通过激光灯39定位中心位

置，调节竖杆1的高度，使钻头和支撑柱32上端的滚珠33与顶梁板接触，定位完成后将多个

斜撑杆37撑开，保持竖杆1稳定，斜撑杆37下端的支撑板38增大支撑面积的同时能防止斜撑

杆37下端滑动。

[0025] 本装置的拉绳10的下端、钻机4的控制开关以及电磁铁开关18均位于竖杆1的较低

位置，且拉绳10的下端连接有一个拉环，方便工人操作。

[0026] 安装定位完成后即可开始钻孔作业，初始位置时，第二导体块20的下端卡进其中

一个径向槽13内，第一导体块19与第二导体块20分离，电机21不启动；此时启动钻机4的控

制开关，钻机4启动，可通过导向块和导向槽的结构防止钻机4在第一壳体3内转动；钻机4启

动后，通过拉环向下拉动拉绳10，拉绳10通过活塞杆9带动活塞8向下移动，活塞8会将活塞

腔6内液压油挤入多个旁孔7内从而推动多个柱塞11向上移动，多个柱塞11推动钻机4向上

移动进行钻孔，通过拉绳10的阻力能实时得到钻机4的反馈，从而控制钻头的进退以及进给

速度，钻孔完成后，松开拉绳10，在拉簧5的作用下钻机4下降，钻头退出孔外；在钻孔过程

中，支撑柱32能支撑转盘2的另一侧，防止钻孔的反作用力使转盘2倾斜。

[0027] 钻好一个孔后，按下电磁铁开关18使电磁铁15的电路闭合，则电磁铁15通电，电磁

铁15吸附磁性块16克服压簧17的作用向上移动，磁性块16带动第二导体块20向上移动直至

与第一导体块19接触且第二导体块20的下端退出径向槽13外，此时电机21的电路接通，电

机21启动带动第二齿轮25转动，第二齿轮25通过第一齿轮24带动转盘2转动，转盘2带动第

一壳体3、第二壳体14以及支撑柱32转动；等第二导体块20与径向槽13错位后，松开电磁铁

开关18，此时电磁铁15断电，但是由于第二导体块20与分度盘12的上表面接触，因此第二导

体块20不能下移，依然与第一导体块19接通，电机21持续转动，直至第二导体块20转动至与

下一个径向槽13相对时，在压簧17的作用下，磁性块16和第二导体块20下移，第二导体块20

下端卡进径向槽13内，同时第二导体块20与第一导体块19脱离，电机21断电停止转动，转盘

2定位在此位置，然后再次向下拉拉绳10进行钻孔即可。

[0028] 按此步骤完成本组钻孔操作后，将本装置移动至下一个钻孔位置即可进行下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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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工作。

[0029] 本发明能够在不登高的情况下进行顶梁板的钻孔工作，减少了工人的劳动量，提

高了安全性，通过分度盘12与转盘2的配合能方便快速且精确地进行位置切换和定位，一次

定位即可完成全部孔的钻孔工作，而且不需人工保持钻头的稳定性，误差小，钻孔精度高，

而且能适用各种分布直径和多种数量的钻孔要求，适应性强，钻孔操作简单；另外通过拉绳

10的阻力变化能实时得到钻机4的反馈从而决定钻头的进退和进给速度，防止钻头崩坏，手

感接近直接手持钻机4进行钻孔；本发明对于写字楼装修、开发商进行住宅、商铺交付前统

一装修等批量同规格装修时使用更为方便，调节好钻机4位置和安装好分度盘12后可反复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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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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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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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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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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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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