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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贴内墙墙裙瓷砖的装置，

是由底盘车、动力机、瓷砖摆放架、抓取机械手、

清扫装置、导轨、储料处理装置、左震动装置和右

震动装置组成的，所述底盘车上部依次安装有动

力机、瓷砖摆放架、清扫装置、储料处理装置、左

震动装置和右震动装置，所述左震动装置和右震

动装置并列安装并置于底盘车的上部边缘处，所

述导轨位于动力机、瓷砖摆放架、清扫装置上部，

并贯穿储料处理装置内部、左震动装置和右震动

装置中间位置。实现了内墙墙裙上瓷砖的快速安

装，保证了瓷砖安装的质量，减少由于建筑技术

人员因熟练程度不同造成的安装误差，提高了内

墙墙裙瓷砖的安装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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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贴内墙墙裙瓷砖的装置，是由底盘车(1)、动力机(2)、瓷砖摆放架(3)、抓取机械

手(4)、清扫装置(5)、导轨(6)、储料处理装置(7)、左震动装置(8)和右震动装置(9)组成的，

其特征在于：所述底盘车(1)上部依次安装有动力机(2)、瓷砖摆放架(3)、清扫装置(5)、储

料处理装置(7)、左震动装置(8)和右震动装置(9)，所述左震动装置(8)和右震动装置(9)并

列安装并置于底盘车(1)的上部边缘处，所述导轨(6)位于动力机(2)、瓷砖摆放架(3)、清扫

装置(5)上部，并贯穿储料处理装置(7)内部、左震动装置(8)和右震动装置(9)中间位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贴内墙墙裙瓷砖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盘车(1)是由

底盘车底板(101)、扶手(102)、转轮(103)和瓷砖摆放架调节板安装槽(104)组成的，所述扶

手(102)安装在底盘车底板(101)侧边一端，所述底盘车底板(101)底部四角安装至少四个

转轮(103)，所述底盘车底板(101)上部安装瓷砖摆放架(3)的位置处留有瓷砖摆放架调节

板安装槽(104)。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贴内墙墙裙瓷砖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动力机(2)是由动力

机架(201)、动力机转轮(202)、动力机转轮销轴(203)、导杆(204)、导杆销轴(205)、导杆滑

块(206)、滑块销轴(207)、动力机转轮横杆(208)和第四电机(209)组成，所述动力机架

(201)安装在底盘车底板(101)上，所述导杆销轴(205)将导杆(204)安装在动力机架(201)

下端，所述动力机架(201)的上端一面安装有第四电机(209)，所述第四电机(209)的输出端

与动力机转轮销轴(203)连接，所述动力机转轮销轴(203)穿过动力机架(201)与另一面的

动力机转轮(202)连接，所述滑块销轴(207)将导杆滑块(206)安装在导杆(204)内部的滑槽

内。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贴内墙墙裙瓷砖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瓷砖摆放架(3)

是由第一挡板(301)、第二挡板(302)、固定挡板(303)、移动挡板(304)、移动挡板导向轴

(305)和摆放架内部挡块(306)组成的，所述第一挡板(301)、第二挡板(302)、固定挡板

(303)和摆放架内部挡块(306)安装在底盘车底板(101)上，所述第一挡板(301)、第二挡板

(302)、固定挡板(303)和移动挡板(304)构成矩形区域，所述摆放架内部挡块(306)位于矩

形区域内，所述移动挡板(304)通过移动挡板导向轴(305)固定在瓷砖摆放架调节板安装槽

(104)上。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贴内墙墙裙瓷砖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抓取机械手(4)

是由第一机械手支撑架(401)、第二机械手支撑架(402)、第一电机(403)、第一电机输出轴

(404)、第一机械臂(405)、第二电机(406)、第二机械臂(407)、抓取板(408)、吸盘(409)和第

二电机输出轴(410)组成的，所述第一机械手支撑架(401)、第二机械手支撑架(402)一端安

装在导轨(6)上，所述第一机械手支撑架(401)、第二机械手支撑架(402)另一端通过第一电

机(403)输出端相连接的第一电机输出轴(404)与第一机械臂(405)相连接，所述第一机械

臂(405)通过第二电机(406)的输出端相连接的第二电机输出轴(410)与第二机械臂(407)

一端相连接，所述第二机械臂(407)的另一端安装抓取板(408)，所述抓取板(408)上安装有

吸盘(409)。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贴内墙墙裙瓷砖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轨(6)是由矩

形导块(601)、导轨销轴(602)、导轨上盖(603)、导轨底座(604)、第一支撑梁(605)和第二支

撑杆(606)组成的，所述第一支撑梁(605)和第二支撑杆(606)安装在底盘车底板(101)上，

所述导轨导轨底座(604)和导轨上盖(603)安装在第一支撑梁(605)和第二支撑杆(60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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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支撑梁(605)和第二支撑杆(606)内部安装有矩形导块(601)，所述矩形导块(601)

侧边安装有第一机械手支撑架(401)、第二机械手支撑架(402)和导轨销轴(602)，所述导轨

销轴(602)安装在导杆(204)内部的滑槽内。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贴内墙墙裙瓷砖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扫装置(5)是

由水箱(501)、第一支撑耳(502)、第二支撑耳(503)、第一喷水管(504)、第二喷水管(505)、

清洁转筒(506)、水泵(507)、进水管(508)、出水管(509)和第五电机(510)组成的组成的，所

述水箱(501)安装在底盘车底板(101)上，所述水箱内部安装有水泵(507)，水泵(507)与进

水管(508)和出水管(509)连接，所述出水管(509)通过水管连接到第一喷水管(504)和第二

喷水管(505)，所述水箱(501)侧壁上端安装有第一支撑耳(502)和第二支撑耳(503)，所述

第一支撑耳(502)和第二支撑耳(503)之间安装有清洁转筒(506)，所述清洁转筒(506)是由

棉质材料制成，所述第五电机(510)的输出端与清洁转筒(506)相连接。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贴内墙墙裙瓷砖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储料处理装置(7)是

由储料处理支架(701)、储料盒(702)、储料盒挡板(703)、转动把手(704)、平料支撑板

(705)、第三电机(706)、丝杆(707)、平料杆(708)、第一支撑座(709)、第二支撑座(710)、落

料盒(711)、储料盒挡板挡块(712)和储料盒挡板挡块销轴(713)组成的，所述储料处理支架

(701)安装在底盘车底板(101)上，所述储料处理支架(701)顶部为储料盒(702)，中部为平

料支撑板(705)、下部为落料盒(711)，所述储料盒(702)底部安装有储料盒挡板(703)，所述

转动把手(704)安装在储料盒挡板(703)上，所述储料盒(702)底端且位于储料盒挡板(703)

开合处通过储料盒挡板挡块销轴(713)安装有储料盒挡板挡块(712)，所述平料支撑板

(705)上安装有第一支撑座(709)、第二支撑座(710)，所述第三电机(706)的输出端与丝杆

(707)相连接，所述丝杆(707)的两端与第一支撑座(709)、第二支撑座(710)连接，所述丝杆

(707)上安装有平料杆(708)。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贴内墙墙裙瓷砖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左震动装置(8)

是由第一震动柱(801)、第一震动电机(802)、第一连接柱(803)、第一震动盘(804)和第一接

触柱(805)组成的，所述第一震动柱(801)安装在底盘车底板(101)上，所述第一震动柱

(801)内部凹槽安装有第一震动电机(802)，所述第一震动电机(802)输出端与第一连接柱

(803)连接，所述第一连接柱(803)的另一端与第一震动盘(804)连接，所述第一震动盘

(804)上安装有第一接触柱(805)，所述第一接触柱(805)为橡胶材质；所述右震动装置(9)

是由第二震动柱(901)、第二震动电机(902)、第二连接柱(903)、第二震动盘(904)和第二接

触柱(905)组成的，所述第二震动柱(901)安装在底盘车底板(101)上，所述第二震动柱

(901)内部凹槽安装有第二震动电机(902)，所述第二震动电机(902)输出端与第二连接柱

(903)连接，所述第二连接柱(903)的另一端与第二震动盘(904)连接，所述第二震动盘

(904)上安装有第二接触柱(905)，所述第二接触柱(905)为橡胶材质。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235854 A

3



一种贴内墙墙裙瓷砖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贴瓷砖的装置，尤其是一种贴内墙墙裙瓷砖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墙裙，是指在四周的内墙上距地一定高度(例如1米5)范围之内全部用瓷砖、装饰

面板、木线条等材料包住，常用于卧室和客厅。目前对于内墙墙裙贴瓷砖这一建筑装修过

程，通常采用建筑技术工人进行操作，但是由于建筑技术工人掌握贴瓷砖技巧的熟练程度

有所不同，容易导致瓷砖需要刷水泥浆的背面涂抹不均匀，造成瓷砖与内墙面的贴合程度

不同，此外，将瓷砖贴合在内墙面上需要施加一定的敲击力，所需力的大小控住完全靠建筑

技术工人的操作，力太大敲坏瓷砖或使瓷砖过于紧密贴合内墙面造成平整度下降，太小瓷

砖与内墙面的紧密程度不够，瓷砖容易脱落。因此，急需一种针对内墙墙裙实现贴瓷砖这一

装修过程的装置，以更好的控制贴瓷砖力度和使水泥浆的涂抹均匀。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就是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贴内墙墙裙

瓷砖的装置。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贴内墙墙裙瓷砖的装置，是由底盘车、动

力机、瓷砖摆放架、抓取机械手、清扫装置、导轨、储料处理装置、左震动装置和右震动装置

组成的，所述底盘车上部依次安装有动力机、瓷砖摆放架、清扫装置、储料处理装置、左震动

装置和右震动装置，所述左震动装置和右震动装置并列安装并置于底盘车的上部边缘处，

所述导轨位于动力机、瓷砖摆放架、清扫装置上部，并贯穿储料处理装置内部、左震动装置

和右震动装置中间位置。

[0005] 进一步，所述底盘车是由底盘车底板、扶手、转轮和瓷砖摆放架调节板安装槽组成

的，所述扶手安装在底盘车底板侧边一端，与底盘车底板形成一定的角度方便使用，所述底

盘车底板底部四角安装至少四个转轮，所述底盘车底板上部安装瓷砖摆放架的位置处留有

瓷砖摆放架调节板安装槽。

[0006] 进一步，动力机是由动力机架、动力机转轮、动力机转轮销轴、导杆、导杆销轴、导

杆滑块、滑块销轴、动力机转轮横杆和第四电机组成，所述动力机架安装在底盘车底板上，

所述导杆销轴将导杆安装在动力机架下端，所述动力机架的上端一面安装有第四电机，所

述第四电机的输出端与动力机转轮销轴连接，所述动力机转轮销轴穿过动力机架与另一面

的动力机转轮连接，所述滑块销轴将导杆滑块安装在导杆内部的滑槽内，导杆滑块与滑块

销轴之间为间隙配合，以适应动力机转轮带动滑块转动，滑块从而带动导杆前后摆动。

[0007] 进一步，所述瓷砖摆放架是由第一挡板、第二挡板、固定挡板、移动挡板、移动挡板

导向轴和摆放架内部挡块组成的，所述第一挡板、第二挡板、固定挡板和摆放架内部挡块安

装在底盘车底板上，所述第一挡板、第二挡板、固定挡板和移动挡板构成矩形区域，所述摆

放架内部挡块位于矩形区域内，所述移动挡板通过移动挡板导向轴固定在瓷砖摆放架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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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安装槽上，移动挡板可以沿着移动挡板导向轴移动，以保证瓷砖不会因太大放不下，所述

摆放架内部挡块可以将瓷砖一层一层的隔断，使得瓷砖不会因为其中某一个出现问题抽出

影响整个瓷砖整体的摆放。

[0008] 进一步，所述抓取机械手是由第一机械手支撑架、第二机械手支撑架、第一电机、

第一电机输出轴、第一机械臂、第二电机、第二机械臂、抓取板、吸盘和第二电机输出轴组成

的，所述第一机械手支撑架、第二机械手支撑架一端安装在导轨上，所述第一机械手支撑

架、第二机械手支撑架另一端通过第一电机输出端相连接的第一电机输出轴与第一机械臂

相连接，所述第一机械臂通过第二电机的输出端相连接的第二电机输出轴与第二机械臂一

端相连接，所述第二机械臂的另一端安装抓取板，所述抓取板上安装有吸盘。

[0009] 进一步，所述导轨是由矩形导块、导轨销轴、导轨上盖、导轨底座、第一支撑梁和第

二支撑杆组成的，所述第一支撑梁和第二支撑杆安装在底盘车底板上，所述导轨底座和导

轨上盖安装在第一支撑梁和第二支撑杆上，所述第一支撑梁和第二支撑杆内部安装有矩形

导块，所述矩形导块侧边安装有第一机械手支撑架、第二机械手支撑架和导轨销轴，所述导

轨销轴安装在导杆内部的滑槽内。

[0010] 进一步，所述清扫装置是由水箱、第一支撑耳、第二支撑耳、第一喷水管、第二喷水

管、清洁转筒、水泵、进水管、出水管和第五电机组成的，所述水箱安装在底盘车底板上，所

述水箱内部安装有水泵，水泵与进水管和出水管连接，所述出水管通过水管连接到第一喷

水管和第二喷水管，所述水箱侧壁上端安装有第一支撑耳和第二支撑耳，所述第一支撑耳

和第二支撑耳之间安装有清洁转筒，所述清洁转筒是由棉质材料制成，所述第五电机的输

出端与清洁转筒相连接。

[0011] 进一步，储料处理装置是由储料处理支架、储料盒、储料盒挡板、转动把手、平料支

撑板、第三电机、丝杆、平料杆、第一支撑座、第二支撑座、落料盒、储料盒挡板挡块和储料盒

挡板挡块销轴组成的，所述储料处理支架安装在底盘车底板上，所述储料处理支架顶部为

储料盒，中部为平料支撑板、下部为落料盒，所述储料盒底部安装有储料盒挡板，所述转动

把手安装在储料盒挡板上，所述储料盒底端且位于储料盒挡板开合处通过储料盒挡板挡块

销轴安装有储料盒挡板挡块，所述平料支撑板上安装有第一支撑座、第二支撑座，所述第三

电机的输出端与丝杆相连接，所述丝杆的两端与第一支撑座、第二支撑座连接，所述丝杆上

安装有平料杆。

[0012] 进一步，所述左震动装置是由第一震动柱、第一震动电机、第一连接柱、第一震动

盘和第一接触柱组成的，所述第一震动柱安装在底盘车底板上，所述第一震动柱内部凹槽

安装有第一震动电机，所述第一震动电机输出端与第一连接柱连接，所述第一连接柱的另

一端与第一震动盘连接，所述第一震动盘上安装有第一接触柱，所述第一接触柱为橡胶材

质；所述右震动装置是由第二震动柱、第二震动电机、第二连接柱、第二震动盘和第二接触

柱组成的，所述第二震动柱安装在底盘车底板上，所述第二震动柱内部凹槽安装有第二震

动电机，所述第二震动电机输出端与第二连接柱连接，所述第二连接柱的另一端与第二震

动盘连接，所述第二震动盘上安装有第二接触柱，所述第二接触柱为橡胶材质。

[0013] 与现有方法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0014] 1、实现了内墙墙裙上瓷砖的快速安装，保证了瓷砖安装的质量，减少由于建筑技

术人员因熟练程度不同造成的安装误差，提高了内墙墙裙瓷砖的安装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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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2、采用动力机提供动力的方式，通过动力机转轮的圆周运动带动导杆转动，进而

实现矩形导块的前后移动，最终带动抓取机械手前后移动，减少了动力源的数量，提高了抓

取机械手前后移动的灵活性。

[0016] 3、采用的清扫装置可以将瓷砖需要刷水泥浆的一面进行清洁和湿润处理，便于水

泥浆轻易的贴合在瓷砖的表面，保证了瓷砖的安装质量。

[0017] 4、储料处理装置可以将水泥浆放置于储料盒内部，打开储料盒挡板，水泥浆流下，

通过抓取机械手的操作将需要刷水泥浆的一面朝上放置于平料支撑板，通过平料杆将水泥

浆刷平，保证了水泥浆均匀的贴合在瓷砖上。

[0018] 5、左震动装置和右震动装置可以对贴合在内墙面上的瓷砖施加一定的压紧力，保

证瓷砖稳固牢靠的提和在内墙面上。

附图说明

[0019] 附图1为该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2为该发明轴测图。

[0021] 附图3为该发明的俯视图。

[0022] 附图4为该发明的底盘车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5为该发明的动力机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6为该发明的瓷砖摆放架结构示意图。

[0025] 附图7为该发明的移动挡板和移动挡板导向轴俯视图。

[0026] 附图8为该发明的抓取机械手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9为该发明的清扫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8] 附图10为该发明的导轨结构示意图。

[0029] 附图11为该发明的储料处理装置部分结构示意图。

[0030] 附图12为该发明的储料处理装置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1] 附图13为该发明的又一方向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2] 附图14为该发明的又一方向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3] 附图15为该发明的又一方向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4] 图中：1、底盘车，2、动力机，3、瓷砖摆放架，4、抓取机械手，5、清扫装置，6、导轨，7、

储料处理装置，8、左震动装置，9、右震动装置，101、底盘车底板，102、扶手，103、转轮，104、

瓷砖摆放架调节板安装槽，201、动力机架，202、动力机转轮，203、动力机转轮销轴，204、导

杆，205、导杆销轴，206、导杆滑块，207、滑块销轴，208、动力机转轮横杆，209、第四电机，

301、第一挡板，302、第二挡板，303、固定挡板，304、移动挡板，305、移动挡板导向轴，306、摆

放架内部挡块，401、第一机械手支撑架，402、第二机械手支撑架，403、第一电机，404、第一

电机输出轴，405、第一机械臂，406、第二电机，407、第二机械臂，408、抓取板，409吸盘，410、

第二电机输出轴，501、水箱，502、第一支撑耳，503、第二支撑耳，504、第一喷水管，505、第二

喷水管，506、清洁转筒，507、水泵，508、进水管，509、出水管，510、第五电机，601、矩形导块，

602、导轨销轴，603、导轨上盖，604、导轨底座，605第一支撑梁，606、第二支撑杆，701、储料

处理支架，702、储料盒，703、储料盒挡板，704、转动把手，705、平料支撑板，706、第三电机，

707、丝杆，708、平料杆，709、第一支撑座，710、第二支撑座，711、落料盒，712、储料盒挡板挡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09235854 A

6



块，713、储料盒挡板挡块销轴，801、第一震动柱，802、第一震动电机，803、第一连接柱，804、

第一震动盘，805、第一接触柱，901、第二震动柱，902、第二震动电机，903、第二连接柱，904、

第二震动盘，905、第二接触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阅读附图1-15和具体实施方式对一种贴内墙墙裙瓷砖的装置作出进一

步的详细描述，但不作为本发明的限定。

[0036] 下面参照图1-图15描述本发明的一种贴内墙墙裙瓷砖的装置，是由底盘车1、动力

机2、瓷砖摆放架3、抓取机械手4、清扫装置5、导轨6、储料处理装置7、左震动装置8和右震动

装置9组成的，所述底盘车1上部依次安装有动力机2、瓷砖摆放架3、清扫装置5、储料处理装

置7、左震动装置8和右震动装置9，所述左震动装置8和右震动装置9并列安装并置于底盘车

1的上部边缘处，所述导轨6位于动力机2、瓷砖摆放架3、清扫装置5上部，并贯穿储料处理装

置7内部、左震动装置8和右震动装置9中间位置。

[0037] 所述底盘车1是由底盘车底板101、扶手102、转轮103和瓷砖摆放架调节板安装槽

104组成的，所述扶手102安装在底盘车底板101侧边一端，所述底盘车底板101底部四角安

装至少四个转轮103，所述底盘车底板101上部安装瓷砖摆放架3的位置处留有瓷砖摆放架

调节板安装槽104。

[0038] 动力机2是由动力机架201、动力机转轮202、动力机转轮销轴203、导杆204、导杆销

轴205、导杆滑块206、滑块销轴207、动力机转轮横杆208和第四电机209组成，所述动力机架

201安装在底盘车底板101上，所述导杆销轴205将导杆204安装在动力机架201下端，所述动

力机架201的上端一面安装有第四电机209，所述第四电机209的输出端与动力机转轮销轴

203连接，所述动力机转轮销轴203穿过动力机架201与另一面的动力机转轮202连接，所述

滑块销轴207将导杆滑块206安装在导杆204内部的滑槽内。

[0039] 所述瓷砖摆放架3是由第一挡板301、第二挡板302、固定挡板303、移动挡板304、移

动挡板导向轴305和摆放架内部挡块306组成的，所述第一挡板301、第二挡板302、固定挡板

303和摆放架内部挡块306安装在底盘车底板101上，所述第一挡板301、第二挡板302、固定

挡板303和移动挡板304构成矩形区域，所述摆放架内部挡块306位于矩形区域内，所述移动

挡板304通过移动挡板导向轴305固定在瓷砖摆放架调节板安装槽104上。

[0040] 所述抓取机械手4是由第一机械手支撑架401、第二机械手支撑架402、第一电机

403、第一电机输出轴404、第一机械臂405、第二电机406、第二机械臂407、抓取板408、吸盘

409和第二电机输出轴410组成的，所述第一机械手支撑架401、第二机械手支撑架402一端

安装在导轨6上，所述第一机械手支撑架401、第二机械手支撑架402另一端通过第一电机

403输出端相连接的第一电机输出轴404与第一机械臂405相连接，所述第一机械臂405通过

第二电机406的输出端相连接的第二电机输出轴410与第二机械臂407一端相连接，所述第

二机械臂407的另一端安装抓取板408，所述抓取板408上安装有吸盘409。

[0041] 所述导轨6是由矩形导块601、导轨销轴602、导轨上盖603、导轨底座604、第一支撑

梁605和第二支撑杆606组成的，所述第一支撑梁605和第二支撑杆606安装在底盘车底板

101上，所述导轨底座604和导轨上盖603安装在第一支撑梁605和第二支撑杆606上，所述第

一支撑梁605和第二支撑杆606内部安装有矩形导块601，所述矩形导块601侧边安装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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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手支撑架401、第二机械手支撑架402和导轨销轴602，所述导轨销轴602安装在导杆204

内部的滑槽内。

[0042] 所述清扫装置5是由水箱501、第一支撑耳502、第二支撑耳503、第一喷水管504、第

二喷水管505、清洁转筒506、水泵507、进水管508、出水管509和第五电机510组成的，所述水

箱501安装在底盘车底板101上，所述水箱内部安装有水泵507，水泵507与进水管508和出水

管509连接，所述出水管509通过水管连接到第一喷水管504和第二喷水管505，所述水箱501

侧壁上端安装有第一支撑耳502和第二支撑耳503，所述第一支撑耳502和第二支撑耳503之

间安装有清洁转筒506，所述清洁转筒506是由棉质材料制成，所述第五电机510的输出端与

清洁转筒506相连接。

[0043] 储料处理装置7是由储料处理支架701、储料盒702、储料盒挡板703、转动把手704、

平料支撑板705、第三电机706、丝杆707、平料杆708、第一支撑座709、第二支撑座710、落料

盒711、储料盒挡板挡块712和储料盒挡板挡块销轴713组成的，所述储料处理支架701安装

在底盘车底板101上，所述储料处理支架701顶部为储料盒702，中部为平料支撑板705、下部

为落料盒711，所述储料盒702底部安装有储料盒挡板703，所述转动把手704安装在储料盒

挡板703上，所述储料盒702底端且位于储料盒挡板703开合处通过储料盒挡板挡块销轴713

安装有储料盒挡板挡块712，所述平料支撑板705上安装有第一支撑座709、第二支撑座710，

所述第三电机706的输出端与丝杆707相连接，所述丝杆707的两端与第一支撑座709、第二

支撑座710连接，所述丝杆707上安装有平料杆708。

[0044] 所述左震动装置8是由第一震动柱801、第一震动电机802、第一连接柱803、第一震

动盘804和第一接触柱805组成的，所述第一震动柱801安装在底盘车底板101上，所述第一

震动柱801内部凹槽安装有第一震动电机802，所述第一震动电机802输出端与第一连接柱

803连接，所述第一连接柱803的另一端与第一震动盘804连接，所述第一震动盘804上安装

有第一接触柱805，所述第一接触柱805为橡胶材质；所述右震动装置9是由第二震动柱901、

第二震动电机902、第二连接柱903、第二震动盘904和第二接触柱905组成的，所述第二震动

柱901安装在底盘车底板101上，所述第二震动柱901内部凹槽安装有第二震动电机902，所

述第二震动电机902输出端与第二连接柱903连接，所述第二连接柱903的另一端与第二震

动盘904连接，所述第二震动盘904上安装有第二接触柱905，所述第二接触柱905为橡胶材

质。

[0045] 该发明在使用过程中，推动扶手102将底盘车1推至需要安装瓷砖的内墙面处，将

水泥浆倒入储料盒702中，启动第四电机209，带动动力机转轮202转动，进而使得矩形导块

601移动，此时安装在矩形导块601上的抓取机械手4通过第一电机403、第一电机输出轴

404、第一机械臂405、第二电机406、第二机械臂407、抓取板408、吸盘409和第二电机输出轴

410相互配合，抓取放置在瓷砖摆放架3上的瓷砖，动力机转轮202继续转动，抓取机械手4继

续移动到清扫装置5的上方，通过第一喷水管504、第二喷水管505、清洁转筒506将瓷砖清洗

干净，动力机转轮202继续转动，将抓取机械手4上的瓷砖需要放置水泥浆的一面朝上，打开

储料盒702，通过丝杆707上安装的平料杆708将瓷砖表面的水泥浆贴合均匀，动力机转轮

202继续转动，将抓取机械手4上的瓷砖放置于需要贴瓷砖的内墙面上，推动扶手102将底盘

车1继续靠近内墙面适合位置，启动左震动装置8和右震动装置9，将第一接触柱805、第二接

触柱905贴合在瓷砖表面，启动第一震动电机802、第二震动电机902对瓷砖施加适宜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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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实现瓷砖的稳固安装，动力机转轮202反向转动，抓取机械手4返回至瓷砖摆放架3的上

方，重新开始下一次的操作，如此反复。

[0046]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根据本发明的教导，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与

精神的情况下，对实施方式所进行的改变、修改、替换和变型仍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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