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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外墙装饰的大型

吊运机，其包括与屋面边缘连接且竖直设置的支

撑杆，设置于所述支撑杆顶部的旗型架，以及与

所述旗型架连接的横向轨道，所述横向轨道连接

有吊挂装置，所述旗型架包括相互垂直且固定连

接的横梁与立柱，所述横梁两端分别与所述立柱

远离所述支撑杆一端端部固定连接有斜撑，所述

横梁位于屋面上方一端的端口设置有连接耳板，

所述屋面设置有连接件，所述连接耳板与所述连

接件之间通过第一拉索连接。本实用新型具有结

构牢固，吊运过程稳定，使用时便于装卸，以及吊

运操作灵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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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外墙装饰的大型吊运机，包括与屋面边缘连接且竖直设置的支撑杆(1)，设

置于所述支撑杆(1)顶部的旗型架(2)，以及与所述旗型架(2)伸出女儿墙一侧连接的横向

轨道(3)，所述横向轨道(3)连接有吊挂装置(4)，其特征在于：所述旗型架(2)包括相互垂直

且固定连接的横梁(21)与立柱(22)，所述横梁(21)两端分别与所述立柱(22)远离所述支撑

杆(1)一端端部固定连接有斜撑(  23)，所述横梁(21)位于屋面上方一端的端口设置有连接

耳板(24)，所述屋面设置有连接件(5)，所述连接耳板(24)与所述连接件(5)之间通过第一

拉索(6)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外墙装饰的大型吊运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杆

(1)侧壁设置有固定件(101)，所述固定件(101)与所述连接耳板(24)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二

拉索(1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外墙装饰的大型吊运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拉索

(6)与连接耳板(24)、第一拉索(6)与固定件(101)及第二拉索(12)与连接件(5)之间均设置

有卸扣(7)与花篮螺栓(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外墙装饰的大型吊运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梁(21)

与所述立柱(22)连接位置设置有加强肋板(9)，所述加强肋板(9)两端分别与所述横梁(21)

及所述立柱(22)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外墙装饰的大型吊运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22)

与所述支撑杆(1)通过与二者均垂直的钢板(10)固定连接，且所述钢板(10)分别与所述立

柱(22)及所述支撑杆(1)通过倾斜设置的加固杆(11)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外墙装饰的大型吊运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轨道

(3)设置为两条且二者相互平行。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外墙装饰的大型吊运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轨道

(3)与所述横梁(21)之间通过螺栓(13)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杆(1)与屋面通过膨胀螺栓(13)

固定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外墙装饰的大型吊运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吊挂装置

(4)包括与所述横向轨道(3)连接的电葫芦(41)，与所述电葫芦(41)连接的钢丝绳(42)，以

及与所述钢丝绳(42)端口固定连接的吊篮(43)。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0635627 U

2



一种用于外墙装饰的大型吊运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用于外墙装饰的大型吊运

机。

背景技术

[0002] 吊运机至施工现场为工人操作并解决垂直和水平运输而搭建的调运装置。在外墙

装饰中吊运机用于运输装饰材料，但随着大量新材料的使用，尤其在GRC线条装饰方面，有

些装饰线条重达2-3吨，离墙距离达3米，超出小型吊运机的负荷范围；若采用塔吊进行运输

材料，则安装效率低下，且工人不易操作，进而导致工程工期慢。

[0003] 授权公告号为CN204983613U的中国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单元板幕墙安装的吊装

系统，包括吊篮支架和行走机构，吊篮支架是由置于屋面之上的立柱、与立柱连接的横挑

梁、与横挑梁的配重端连接的带有配重铁的配重柱，横挑梁的悬挑端伸出女儿墙，吊篮支架

沿建筑物的外侧一周间隔布置，行走机构的顶部依次与横挑梁的悬挑端固定连接，行走机

构包括围绕建筑物外侧一周的环形滑轨、连接于环形滑轨的下端并在环形滑轨上可水平移

动的电动葫芦、与电动葫芦的底部固定连接的钢丝吊绳以及固定于钢丝吊绳底端的单元板

幕墙的吊钩。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横挑梁通过配重柱保证其稳定，配重柱根

据其自身重力决定所吊运的材料的重量，且配重柱搬运不便，此外该结构不稳定，当所吊运

的材料过重或长期使用后容易发生横挑梁位置的折断。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外墙装饰的大型吊运机，具有结构牢固，吊运

过程稳定，使用时便于装卸，以及吊运操作灵活的效果。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用于外墙装饰的大型吊运机，包括与屋面边缘连接且竖直设置的支撑杆，设

置于所述支撑杆顶部的旗型架，以及与所述旗型架伸出女儿墙一侧连接的横向轨道，所述

横向轨道连接有吊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旗型架包括相互垂直且固定连接的横梁与立

柱，所述横梁两端分别与所述立柱远离所述支撑杆一端端部固定连接有斜撑，所述横梁位

于屋面上方一端的端口设置有连接耳板，所述屋面设置有连接件，所述连接耳板与所述连

接件之间通过第一拉索连接。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旗型架结构自身稳定性强，还设置有第一拉索连接横梁

与屋面，以平衡吊运过程中吊挂装置对旗型架的拉力，从而提高吊运机使用过程的稳定性，

同时可以扩大其使用范围，使其可以承载更大重量的物体。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支撑杆侧壁设置有固定件，所述固定件与所述连

接耳板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二拉索。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第二拉索连接支撑杆与横梁，三者构成三角形，从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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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支撑杆与横梁的加固，从而增强吊运机整体结构的稳定性，提高吊运机所能承载的重量

范围。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一拉索与连接耳板、第一拉索与固定件及第二

拉索与连接件之间均设置有卸扣与花篮螺栓。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卸扣体积小承载重量大，花篮螺栓利用丝杠进行伸缩，能

调整钢丝绳的松紧，可在构件运输中捆绑构件，在安装校正中松开构件，结构简单且使用便

捷，花篮螺栓与卸扣配合对第一拉索及第二拉索进行限位，便于根据实际情况调节第一拉

索与第二拉索的长度，使其保持张紧状态，从而实现第一拉索及第二拉索对支撑杆及旗型

杆的加固作用。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横梁与所述立柱连接位置设置有加强肋板，所述

加强肋板两端分别与所述横梁及所述立柱固定连接。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加强肋板的设计有利于增强横梁与立柱连接位置的稳定

性，增强旗型杆与立柱连接位置处的强度。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立柱与所述支撑杆通过与二者均垂直的钢板固定

连接，且所述钢板分别与所述立柱及所述支撑杆通过倾斜设置的加固杆固定连接。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立柱与支撑杆通过钢板固定连接扩大了二者的连接位置

的接触面积，便于拆卸及安装的同时可以使二者连接更加紧密，钢板还可以提供一定的强

度对二者进行支撑，加固杆可以增强立柱与支撑杆之间连接的稳定性。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横向轨道设置为两条且二者相互平行。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有两条横向轨道可以一条轨道用于运输材料，另一

条轨道用于施工人员，从而便于施工人员将材料铺设于建筑外墙，便于施工，提高施工效

率，使得操作过程更加灵活。

[001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横向轨道与所述横梁之间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所

述支撑杆与屋面通过膨胀螺栓固定连接。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横向轨道与横梁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便于在施工场所进

行安装与拆卸，使得吊运机的安装使用更加灵活，支撑杆与屋面通过膨胀螺栓固定连接，便

于安装拆卸的同时可以提高吊运机与屋面之间连接的稳定性。

[002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吊挂装置包括与所述横向轨道连接的电葫芦，与

所述电葫芦连接的钢丝绳，以及与所述钢丝绳端口固定连接的吊篮。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电葫芦带动吊篮移动，结构简单且电葫芦的稳定性

强，吊挂装置沿横向轨道移动至所需位置，横向轨道与电葫芦配合使所需物体在横向与纵

向方向上移动。

[002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24] 1 .旗型架结构自身稳定性强，还设置有第一拉索连接横梁与屋面，以平衡吊运过

程中吊挂装置对旗型架的拉力，从而提高吊运机使用过程的稳定性，同时可以扩大其使用

范围，使其可以承载更大重量的物体；

[0025] 2.第二拉索、加强肋板以及加固杆的设计均提高了吊运机自身结构的稳定性，以

及吊运机与屋面之间的连接稳定性，从而使得吊运过程稳定，吊运机可以承载更大重量的

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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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3.横向轨道设置为两条，且其与横梁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便于拆卸及安装，以及使

得操作过程更加灵活。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用于外墙装饰的大型吊运机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用于外墙装饰的大型吊运机的俯视图。

[0029] 图3是图1中A部分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0] 图中，1、支撑杆；101、固定件；2、旗型架；21、横梁；22、立柱；  23、斜撑；24、连接耳

板；3、横向轨道；4、吊挂装置；41、电葫芦；42、钢丝绳；43、吊篮；5、连接件；6、第一拉索；7、卸

扣；8、花篮螺栓；9、加强肋板；10、钢板；11、加固杆；12、第二拉索；13、螺栓；14、膨胀螺钉。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参照图1，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用于外墙装饰的大型吊运机，包括与屋面通过

膨胀螺栓13固定连接的支撑杆1，支撑杆1远离屋面一端连接有旗型架2，该旗型架2包括相

互垂直且彼此固定连接的横梁21与立柱22，二者连接位置设置有加强肋板9，该加强肋板9

倾斜设置且其两端分别与横梁21及立柱22固定连接，立柱22与支撑杆1通过钢板10固定连

接，钢板10相互平行且与立柱22及支撑杆1垂直，钢板10分别与立柱22及支撑杆1之间还倾

斜设置有加固杆11来增加该连接位置的强度。横梁21两端分别与立柱22远离支撑杆1一端

端部固定连接有斜撑  23，横梁21伸出女儿墙一端设置有封口板，且通过螺栓13固定连接有

横向轨道3，如图2所示横向轨道3设置为两条且相互平行。横向轨道3连接有吊挂装置4。如

图3所示，吊挂装置4包括与横向轨道3通过螺栓13固定连接的电葫芦41，电葫芦41连接有钢

丝绳42，钢丝绳42端口连接有吊篮43。

[0033] 如图1所示，横梁21另一端位于屋面上方且其端部位置固定连接有连接耳板24，屋

面设置有连接件5，连接耳板24与连接件5之间通过第一拉索6连接，支撑杆1朝向连接耳板

24一侧侧壁固定连接有固定件101，该固定件101与连接耳板24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二拉索12

对支撑杆1与旗型架2连接加固，该第二拉索12与旗型架2位于同一平面。该第一拉索6与连

接耳板24、第一拉索6与固定件101以及第二拉索12与连接件5之间均设置有卸扣7与花篮螺

栓8，花篮螺栓8与卸扣7配合对第一拉索6及第二拉索12进行限位，便于根据实际情况调节

第一拉索6与第二拉索12的长度，使其保持张紧状态，从而实现第一拉索6及第二拉索12对

支撑杆1及旗型杆的加固作用。

[0034]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使用时，首先将吊运机组装完毕并通过膨胀螺栓13固定

于屋面边缘位置，本实施例中横向轨道3设置为相互平行的双轨道，可以一条轨道用于施工

人员施工，另一条轨道用于物体运输，将所需吊运的材料或施工人员放置于吊篮43内，驱动

电葫芦41进行运动，带动钢丝绳42向上移动带动吊篮43移动，将材料及施工人员运输至所

需位置进行外墙装饰的施工。电葫芦41还可以在横向轨道3上移动，控制吊运材料及施工人

员的位置，实现对外墙全部位置的施工。使用时可以通过花篮螺栓8及卸扣7对第一拉索6及

第二拉索12进行紧固及长度调节使其始终保持张紧状态，实现吊运过程中力的平衡从而使

其吊运过程稳定安全，使用完毕后通过拆卸螺栓13及膨胀螺栓13可以便捷的将支撑杆1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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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型架2拆卸分离。

[0035]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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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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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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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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