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CN 209799407 U
(45)授权公告日 2019.12.17
(21)申请号 201822224778 .7
(22)申请日 2018 .12 .28
(73)专利权人 广东正大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 510000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267号14D房
(72)发明人 陈飞

邓复鹏 陈腾辉

廖锦培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市深研专利事务所
44229
代理人 梅素丽
(51)Int .Cl .
E04G 21/16(2006 .01)

E04G 21/14(2006 .01)

CN 209799407 U

权利要求书2页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节能型装配式隔墙板安装设备
(57)摘要
一种节能型装配式隔墙板安装设备，
涉及隔
墙板安装技术领域，
包括推车，
推车上设有固定
杆，
固定杆与固定架铰接，
所述的推车与推动气
缸的一端铰接，
推动气缸的输出杆与固定架底部
铰接，
固定架上设有移动装置，
移动装置上设有
移动箱，
移动箱上设有夹紧装置。该装置通过夹
紧装置自动夹紧隔墙板，
通过移动车将隔墙板运
输至指定的位置，
再通过移动装置调整隔墙板的
高度与角度，
提高隔墙板的安装效果，
节省人力，
提高效率，
提高了隔墙板安装时的安全系数。该
装置通过夹紧装置中的夹紧板A与夹紧板B对隔
墙板进行夹紧，
增加了夹紧时与隔墙板的接触面
积，
避免隔墙板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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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节能型装配式隔墙板安装设备，
包括移动车，
其特征在于：
移动车上设有固定
杆，
固定杆与固定架铰接，
所述的移动车与推动气缸的一端铰接，
推动气缸的输出杆与固定
架底部铰接，
固定架上设有移动装置，
移动装置上设有移动箱，
移动箱上设有夹紧装置，
夹
紧装置包括摆动槽A、摆动槽B、转动驱动装置、转动齿轮A、转动齿轮B、夹紧板A及夹紧板B，
所述的摆动槽A与摆动槽B均设在移动箱上，
摆动槽A与摆动槽B的位置相对应且摆动槽A与
摆动槽B分别位于移动箱的两侧，
移动箱内设有转动驱动装置，
转动驱动装置一端与转动齿
轮A连接，
转动驱动装置的另一端与转动齿轮B连接，
转动齿轮B与夹紧板B的一端连接，
夹紧
板B的另一端穿过摆动槽B伸到摆动槽B的外部，
所述的转动齿轮A与夹紧板A的一端连接，
夹
紧板A的另一端穿过摆动槽A伸到摆动槽A的外部。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型装配式隔墙板安装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移动装置
包括升降驱动装置、移动架、导向装置及转动装置，
所述的升降驱动装置设在固定架上，
升
降驱动装置与移动架连接，
移动架与导向装置连接，
导向装置设在固定架上，
所述的移动架
上设有转动装置，
转动装置与移动箱连接。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节能型装配式隔墙板安装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升降驱动
装置包括电动机A、
保护壳、
绕线轮及牵引绳，
所述的保护壳设在固定架上，
保护壳内设有电
动机A，
电动机A的输出轴伸出保护壳与绕线轮的输入轴连接，
绕线轮与牵引绳的一端连接，
牵引绳的另一端与移动架连接。
4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节能型装配式隔墙板安装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导向装置
包括滑槽及滑动块，
所述的滑槽设在固定架上，
滑槽与滑动块连接且两者为滑动连接，
滑动
块与移动架连接。
5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节能型装配式隔墙板安装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转动装置
包括电动机B、
弧形滑块A、
弧形滑块B及圆环形滑槽，
所述的电动机B设在移动架上，
电动机B
的输出轴与移动箱连接，
所述的移动架上设有圆环形滑槽，
圆环形滑槽与弧形滑块A连接且
两者为滑动连接，
圆环形滑槽与弧形滑块B连接且两者为滑动连接，
弧形滑块B与弧形滑块A
均设在移动箱上。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型装配式隔墙板安装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转动驱动
装置包括动力装置、
平移装置A、
齿条B、
齿条A及平移装置B，
所述的动力装置设在移动箱内，
动力装置一端与平移装置A连接，
动力装置的另一端与平移装置B连接，
平移装置B与平移装
置A的位置相对应，
平移装置B与齿条B连接，
齿条B与转动齿轮B啮合，
所述的平移装置A与齿
条A连接，
齿条A与转动齿轮A啮合，
所述的动力装置包括转盘、
拉杆A及拉杆B，
所述的转盘设
在移动箱内，
转盘与拉杆A的一端铰接，
拉杆A的另一端与平移装置A铰接，
所述的转盘与拉
杆B的一端铰接，
拉杆B的另一端与平移装置B铰接。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节能型装配式隔墙板安装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拉杆A与
拉杆B相互平行设置，
拉杆A与转盘之间的铰接点、转盘的圆心、
拉杆B与转盘之间的铰接点
三者位于同一条直线上。
8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节能型装配式隔墙板安装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平移装置
A包括导向块、导轨及移动杆，
所述的导轨设在移动箱内壁上，
导轨与导向块连接且两者为
滑动连接，
导向块上设有移动杆，
移动杆与拉杆A铰接，
移动杆与齿条A固定连接。
9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节能型装配式隔墙板安装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平移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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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包括导向块、导轨及移动杆，
所述的导轨设在移动箱内壁上，
导轨与导向块连接且两者为
滑动连接，
导向块上设有移动杆，
移动杆与拉杆B铰接，
移动杆与齿条B固定连接。
10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型装配式隔墙板安装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移动车
底部设有车轮，
移动车上设有手扶杆，
所述的固定架上靠近固定杆的端部上设有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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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节能型装配式隔墙板安装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隔墙板安装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节能型装配式隔墙板安装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隔墙板是指JG/T169-2005
《建筑隔墙用轻质条板》规定的用于建筑物内部隔墙的
墙体预制条板，
隔墙板包括玻璃纤维增强水泥条板、
玻璃纤维增强石膏空心条板、钢丝(钢
丝网)增强水泥条板、
轻混凝土条板、
复合夹芯轻质条板等等。全称是建筑隔墙用轻质条板，
作为一般工业建筑、
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工程的非承重内隔墙主要材料。
以轻质隔墙条板作
为一般工业建筑、
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工程的非承重内隔墙的工程属于轻质隔墙工程。
国家
大力推广的第三代环保节能隔墙板，
具有防潮、抗震隔音、
防火保温、
占地小、
强度好、施工
便捷等优点。现有的隔墙板主要是通过吊车将隔墙板吊到待安装的大致位置处，
通过人工
微调隔墙板的具体位置，
从而将隔墙板固定安装好，
采用这种方式会存在人工劳动强度大，
隔墙板在安装时容易发生倾斜、位置未对齐等现象，
吊车在输送隔墙板时是通过绳索捆绑
隔墙板的方式进行，
绳索捆绑受力面积小，
容易损坏隔墙板的边缘位置，
在输送时隔墙板易
晃动而导致碰坏其他物体或者碰伤人员，
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之处，
而提供一种节能型
装配式隔墙板安装设备。
[0004]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节能型装配式隔墙板安装设备，
包括移动车，
移动车上设有固定杆，
固定杆与固定架铰接，
所述的移动车与推动气缸的一端铰接，
推动气
缸的输出杆与固定架底部铰接，
固定架上设有移动装置，
移动装置上设有移动箱，
移动箱上
设有夹紧装置，
夹紧装置包括摆动槽A、摆动槽B、转动驱动装置、转动齿轮A、转动齿轮B、夹
紧板A及夹紧板B，
所述的摆动槽A与摆动槽B均设在移动箱上，
摆动槽A与摆动槽B的位置相
对应且摆动槽A与摆动槽B分别位于移动箱的两侧，
移动箱内设有转动驱动装置，
转动驱动
装置一端与转动齿轮A连接，
转动驱动装置的另一端与转动齿轮B连接，
转动齿轮B与夹紧板
B的一端连接，
夹紧板B的另一端穿过摆动槽B伸到摆动槽B的外部，
所述的转动齿轮A与夹紧
板A的一端连接，
夹紧板A的另一端穿过摆动槽A伸到摆动槽A的外部。
[0005] 所述的移动装置包括升降驱动装置、
移动架、
导向装置及转动装置，
所述的升降驱
动装置设在固定架上，
升降驱动装置与移动架连接，
移动架与导向装置连接，
导向装置设在
固定架上，
所述的移动架上设有转动装置，
转动装置与移动箱连接。
[0006] 所述的升降驱动装置包括电动机A、
保护壳、
绕线轮及牵引绳，
所述的保护壳设在
固定架上，
保护壳内设有电动机A，
电动机A的输出轴伸出保护壳与绕线轮的输入轴连接，
绕
线轮与牵引绳的一端连接，
牵引绳的另一端与移动架连接。
[0007] 所述的导向装置包括滑槽及滑动块，
所述的滑槽设在固定架上，
滑槽与滑动块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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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且两者为滑动连接，
滑动块与移动架连接。
[0008] 所述的转动装置包括电动机B、
弧形滑块A、
弧形滑块B及圆环形滑槽，
所述的电动
机B设在移动架上，
电动机B的输出轴与移动箱连接，
所述的移动架上设有圆环形滑槽，
圆环
形滑槽与弧形滑块A连接且两者为滑动连接，
圆环形滑槽与弧形滑块B连接且两者为滑动连
接，
弧形滑块B与弧形滑块A均设在移动箱上。
[0009] 所述的转动驱动装置包括动力装置、
平移装置A、齿条B、齿条A及平移装置B，
所述
的动力装置设在移动箱内，
动力装置一端与平移装置A连接，
动力装置的另一端与平移装置
B连接，
平移装置B与平移装置A的位置相对应，
平移装置B与齿条B连接，
齿条B与转动齿轮B
啮合，
所述的平移装置A与齿条A连接，
齿条A与转动齿轮A啮合，
所述的动力装置包括转盘、
拉杆A及拉杆B，
所述的转盘设在移动箱内，
转盘与拉杆A的一端铰接，
拉杆A的另一端与平移
装置A铰接，
所述的转盘与拉杆B的一端铰接，
拉杆B的另一端与平移装置B铰接。
[0010] 所述的拉杆A与拉杆B相互平行设置，
拉杆A与转盘之间的铰接点、转盘的圆心、拉
杆B与转盘之间的铰接点三者位于同一条直线上。
[0011] 所述的平移装置A包括导向块、
导轨及移动杆，
所述的导轨设在移动箱内壁上，
导
轨与导向块连接且两者为滑动连接，
导向块上设有移动杆，
移动杆与拉杆A铰接，
移动杆与
齿条A固定连接。
[0012] 所述的平移装置B包括导向块、
导轨及移动杆，
所述的导轨设在移动箱内壁上，
导
轨与导向块连接且两者为滑动连接，
导向块上设有移动杆，
移动杆与拉杆B铰接，
移动杆与
齿条B固定连接。
[0013] 所述的移动车底部设有车轮，
移动车上设有手扶杆，
所述的固定架上靠近固定杆
的端部上设有滚轮。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该装置通过夹紧装置自动夹紧隔墙板，
通过移动车将
隔墙板运输至指定的位置，
再通过移动装置调整隔墙板的高度与角度，
提高隔墙板的安装
效果，
节省人力，
提高效率，
提高了隔墙板安装时的安全系数。该装置通过夹紧装置中的夹
紧板A与夹紧板B对隔墙板进行夹紧，
增加了夹紧时与隔墙板的接触面积，
避免隔墙板损坏。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移动箱与夹紧装置组装后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参照各图，
一种节能型装配式隔墙板安装设备，
包括移动车15，
移动车15上设有固
定杆14，
固定杆14与固定架12铰接，
所述的移动车15与推动气缸16的一端铰接，
推动气缸16
的输出杆与固定架12底部铰接，
固定架12上设有移动装置，
移动装置上设有移动箱6，
移动
箱6上设有夹紧装置，
夹紧装置包括摆动槽A7、摆动槽B25、转动驱动装置、
转动齿轮A22、
转
动齿轮B23、
夹紧板A8及夹紧板B24，
所述的摆动槽A7与摆动槽B25均设在移动箱6上，
摆动槽
A7与摆动槽B25的位置相对应且摆动槽A7与摆动槽B25分别位于移动箱6的两侧，
移动箱6内
设有转动驱动装置，
转动驱动装置一端与转动齿轮A22连接，
转动驱动装置的另一端与转动
齿轮B23连接，
转动齿轮B23与夹紧板B24的一端连接，
夹紧板B24的另一端穿过摆动槽B25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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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摆动槽B25的外部，
所述的转动齿轮A22与夹紧板A8的一端连接，
夹紧板A8的另一端穿过
摆动槽A7伸到摆动槽A7的外部。推动气缸16与气源连接，
气源可以为气泵。夹紧板A8与夹紧
板B24上均设有橡胶块34。摆动槽A7与摆动槽B25均为L形槽。
[0018] 所述的移动装置包括升降驱动装置、
移动架10、
导向装置及转动装置，
所述的升降
驱动装置设在固定架12上，
升降驱动装置与移动架10连接，
移动架10与导向装置连接，
导向
装置设在固定架12上，
所述的移动架10上设有转动装置，
转动装置与移动箱6连接。
[0019] 所述的升降驱动装置包括电动机A2、
保护壳3、
绕线轮4及牵引绳5，
所述的保护壳3
设在固定架12上，
保护壳3内设有电动机A2，
电动机A2的输出轴伸出保护壳3与绕线轮4的输
入轴连接，
绕线轮4与牵引绳5的一端连接，
牵引绳5的另一端与移动架10连接。
[0020] 所述的导向装置包括滑槽11及滑动块19，
所述的滑槽11设在固定架12上，
滑槽11
与滑动块19连接且两者为滑动连接，
滑动块19与移动架10连接。
[0021] 所述的转动装置包括电动机B21、
弧形滑块A1、
弧形滑块B20及圆环形滑槽9，
所述
的电动机B21设在移动架10上，
电动机B21的输出轴与移动箱6连接，
所述的移动架10上设有
圆环形滑槽9，
圆环形滑槽9与弧形滑块A1连接且两者为滑动连接，
圆环形滑槽9与弧形滑块
B20连接且两者为滑动连接，
弧形滑块B20与弧形滑块A1均设在移动箱6上。
[0022] 所述的转动驱动装置包括动力装置、
平移装置A、齿条B26、齿条A33及平移装置B，
所述的动力装置设在移动箱6内，
动力装置一端与平移装置A连接，
动力装置的另一端与平
移装置B连接，
平移装置B与平移装置A的位置相对应，
平移装置B与齿条B26连接，
齿条B26与
转动齿轮B23啮合，
所述的平移装置A与齿条A33连接，
齿条A33与转动齿轮A22啮合，
所述的
动力装置包括转盘28、
拉杆A29及拉杆B27，
所述的转盘28设在移动箱6内，
转盘28与拉杆A29
的一端铰接，
拉杆A29的另一端与平移装置A铰接，
所述的转盘28与拉杆B27的一端铰接，
拉
杆B27的另一端与平移装置B铰接。
转盘28与动力源连接，
动力源可以为电动机。
[0023] 所述的拉杆A29与拉杆B27相互平行设置，
拉杆A29与转盘28之间的铰接点、
转盘28
的圆心、
拉杆B27与转盘28之间的铰接点三者位于同一条直线上。
[0024] 所述的平移装置A包括导向块31、
导轨32及移动杆30，
所述的导轨32设在移动箱6
内壁上，
导轨32与导向块31连接且两者为滑动连接，
导向块31上设有移动杆30，
移动杆30与
拉杆A29铰接，
移动杆30与齿条A33固定连接。
[0025] 所述的平移装置B包括导向块31、
导轨32及移动杆30，
所述的导轨32设在移动箱6
内壁上，
导轨32与导向块31连接且两者为滑动连接，
导向块31上设有移动杆30，
移动杆30与
拉杆B27铰接，
移动杆30与齿条B26固定连接。
[0026] 所述的移动车15底部设有车轮17，
移动车15上设有手扶杆18，
所述的固定架12上
靠近固定杆14的端部上设有滚轮13。
[0027] 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该装置在使用时，
可以启动推动气缸16推动固定架12，
使固定
架12垂直与地面，
此时启动电动机A2，
电动机A2带动绕线轮4放线，
移动装置与夹紧装置由
于重力的作用向下运动到最低处并使移动箱6与隔墙板接触，
此时启动动力源并带动转盘
28转动，
转盘28转动时带动拉杆A29与拉杆B27摆动，
拉杆A29(拉杆B27)摆动时通过移动杆
30带动导向块31沿导轨32滑动，
导向块31滑动时带动齿条A33(齿条B26)平移，
齿条A33与齿
条B26移动方向相反，
齿条A33(齿条B26)移动时带动转动齿轮A22(转动齿轮B23)转动90 °
，
从而使夹紧板A8与夹紧板B24均与隔墙板接触夹紧，
夹紧板A8与夹紧板B24上由于橡胶块34
6

CN 209799407 U

说

明

书

4/4 页

的存在，
可以避免在夹紧隔墙板时损坏隔墙板。当夹紧板A8与夹紧板B24夹紧时，启动电动
机B21，
电动机B21带动移动箱6旋转调整隔墙板的角度，
通过升降驱动装置带动移动架10与
移动箱6升降而调节隔墙板的高度，
该安装装置可以通过安装需要调整隔墙板的安装高度
与安装角度，
提高了隔墙板安装时的紧凑度和安装效果，
同时由于自动进行输送安装，
极大
的减少了人工劳动强度。通过转盘28同时带动夹紧板A8与夹紧板B24同时进行夹紧，
提高了
夹紧效率，
缩短了每块隔墙板的安装工序的时长，
提高了施工进度，
节约了施工成本。
同时，
夹紧板A8与夹紧板B24同步进行夹紧，
避免夹紧时由于夹紧不同步而导致隔墙板的位置或
隔墙板角度微偏，
而导致隔墙板的安装效果差。
[0028] 该装置通过夹紧装置自动夹紧隔墙板，
通过移动车15将隔墙板运输至指定的位
置，
再通过移动装置调整隔墙板的高度与角度，
提高隔墙板的安装效果，
节省人力，
提高效
率，
提高了隔墙板安装时的安全系数。该装置通过夹紧装置中的夹紧板A8与夹紧板B24对隔
墙板进行夹紧，
增加了夹紧时与隔墙板的接触面积，
避免隔墙板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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