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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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2079434.6

(22)申请日 2019.11.27

(73)专利权人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100000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28

号

(72)发明人 李志强　廖万林　张海仙　祝东明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鼎合诚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44281

代理人 郭燕　彭家恩

(51)Int.Cl.

B66C 23/20(2006.01)

B66C 7/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天面层幕墙运输安装系统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天面层幕墙运输安装系

统，其包括支撑架系统、轨道系统和升降系统，支

撑架系统用于沿着大楼天面层的边缘设置，且支

撑架系统的顶端具有多个悬挑梁，悬挑梁的末端

用于伸出天面层的女儿墙外；轨道系统包括导

轨、导轨车和吊绳，导轨横向安装在悬挑梁的末

端，导轨车与导轨滑动连接，吊绳可可升降连接

在导轨车的底部，吊绳用于吊挂幕墙，导轨车用

于沿着楼面的水平方向运输幕墙；升降系统用于

安装在天面层，且用于沿着楼面的垂直方向运输

幕墙。本申请的天面层幕墙运输安装系统，取代

之前的人工搬运方式，显著提高天面幕墙施工效

率，降低劳动力成本。此外，还实现幕墙纵向和横

向运输的自动化，加快了工程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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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天面层幕墙运输安装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架系统、轨道系统和升降系

统，所述支撑架系统用于沿着大楼天面层的边缘设置，且所述支撑架系统的顶端排列有多

个悬挑梁，所述悬挑梁的末端用于伸出天面层的女儿墙外；

所述轨道系统包括导轨、导轨车和吊绳，所述导轨横向安装在所述悬挑梁的末端，所述

导轨车与所述导轨滑动连接，所述吊绳可可升降连接在所述导轨车的底部，所述吊绳用于

吊挂幕墙，所述导轨车用于沿着楼面的水平方向运输所述幕墙；

所述升降系统用于安装在所述天面层，且用于沿着所述楼面的垂直方向运输所述幕

墙。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面层幕墙运输安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系统由多个

钢梁焊接组合而成，所述悬挑梁靠近所述支撑架的一端与所述支撑架的顶端焊接连接，所

述支撑架的底端用于通过螺栓锚固在天面层的地板上。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面层幕墙运输安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系统靠近所述

支撑架系统设置，所述升降系统包括提升机，所述提升机用于从地面吊起所述幕墙。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天面层幕墙运输安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提升机包括提升

绳、电机和可转动的转盘，所述电机与所述转盘传动连接，所述提升绳的一端缠绕在所述转

盘上，另一端用于吊挂所述幕墙。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面层幕墙运输安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轨道系统还包括轨

道梁，所述轨道梁连接多个所述悬挑梁的末端，所述导轨安装在所述轨道梁的底端。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天面层幕墙运输安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导轨为工字型导

轨，所述导轨车连接在所述导轨的下端，且所述导轨车的顶部的车轮位于工字型的所述导

轨内，并可沿着所述导轨移动。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面层幕墙运输安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轨道系统具有至少

两条所述导轨。

8.如权利要求1-7中任一项所述的天面层幕墙运输安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

用于围绕着所述天面层的四周设置，所述导轨呈首尾闭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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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天面层幕墙运输安装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幕墙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天面层幕墙运输安装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幕墙是建筑楼面的外墙围护，幕墙不承重。安装幕墙就像幕布一样挂上墙，故又称

为“帷幕墙”，它是现代大型和高层建筑常用的带有装饰效果的轻质墙体。天面层(顶层)中

具有女儿墙结构，女儿墙为围着建筑物的屋顶四周建造的矮墙，主要是为了维护安全，避免

人在屋顶发生意外坠楼事故。

[0003] 在高层和超高层天面幕墙安装中，由于天面层的女儿墙结构的阻挡，天面层无临

近悬吊点，施工时需要在天面层的楼下搭设脚手架和吊篮，首先通过吊篮从地面装载幕墙

运送至天面层的楼下，然后再由人工搬运至天面层后进行安装，从而产生施工效率低，劳动

力成本高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申请提供一种天面层幕墙运输安装系统，能够解决天面幕墙施工效率低，成本

居高不下的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申请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天面层幕墙运输安装系统，包括支撑架系统、轨道系统和升降系统，支撑架系

统用于沿着大楼天面层的边缘设置，且支撑架系统的顶端排列有多个悬挑梁，悬挑梁的末

端用于伸出天面层的女儿墙外；轨道系统包括导轨、导轨车和吊绳，导轨横向安装在悬挑梁

的末端，导轨车与导轨滑动连接，吊绳可可升降连接在导轨车的底部，吊绳用于吊挂幕墙，

导轨车用于沿着楼面的水平方向运输幕墙；升降系统用于安装在天面层，且用于沿着楼面

的垂直方向运输幕墙。

[0007] 进一步地，支撑架系统由多个钢梁焊接组合而成，悬挑梁靠近支撑架的一端与支

撑架的顶端焊接连接，支撑架的底端用于通过螺栓锚固在天面层的地板上。

[0008] 进一步地，升降系统靠近支撑架系统设置，升降系统包括提升机，提升机用于从地

面吊起幕墙。

[0009] 进一步地，提升机包括提升绳、电机和可转动的转盘，电机与转盘传动连接，提升

绳的一端缠绕在转盘上，另一端用于吊挂幕墙。

[0010] 进一步地，轨道系统还包括轨道梁，轨道梁连接多个悬挑梁的末端，导轨安装在轨

道梁的底端。

[0011] 进一步地，导轨为工字型导轨，导轨车连接在导轨的下端，且导轨车的顶部的车轮

位于工字型的导轨内，并可沿着导轨移动。

[0012] 进一步地，轨道系统具有至少两条导轨。

[0013] 进一步地，支撑架用于围绕着天面层的四周设置，导轨呈首尾闭合结构。

[0014] 本申请的有益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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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1)本申请的天面层幕墙运输安装系统，在天面层搭设轨道系统和升降系统，支撑

架系统中的悬挑梁连接轨道系统，并使轨道系统伸出与女儿墙外，升降系统将天面幕墙吊

至天面层后即可快速安装天面幕墙，取代之前的人工搬运方式，提高天面幕墙施工效率，降

低劳动力成本；

[0016] 2)支撑架系统沿着天面层的边缘设置，升降系统可以顺着楼面的垂直方向运输幕

墙，导轨车可以沿着楼面的水平方向运输幕墙，不需要采用大量的吊篮布满楼面，实现幕墙

纵向和横向运输的自动化，提高整体幕墙施工效率，加快工程进度；

[0017] 3)施工人员只需站在楼层内安装幕墙，对比以往站在楼面吊篮上施工方式，降低

了危险系数，保障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轨道系统安装在天面层的俯视图；

[0019] 图2为图1中A区域的局部放大图；

[0020] 图3为一种天面层幕墙运输安装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图3中B区域的局部放大图；

[0022] 图5为升降系统的安装示意图；

[0023] 图6为提升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支撑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为施工人员安装天面层楼下的幕墙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结合附图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7] 如图1-8所示，一种天面层幕墙运输安装系统，其包括轨道系统1、升降系统2和支

撑架系统3。支撑架系统3安装在大楼的天面层上，并沿着天面层的边缘设置，天面层即为顶

层。支撑架系统3的底部固定在女儿墙(图中未示出)内，支撑架系统3的顶端排列有多个悬

挑梁31，悬挑梁31的末端用于伸出天面层的女儿墙外。

[0028] 如图1-4所示，轨道系统1包括导轨11、导轨车12和吊绳13。支撑架系统3根据安装

幕墙的大楼a楼面宽度进行安装。导轨11横向安装在悬挑梁31的末端，也即导轨11位于女儿

墙外，并将多个悬挑梁31的末端连接在一起。如图4所示，导轨车12与导轨11滑动连接，吊绳

13可升降连接在导轨车12的底部。

[0029] 如图4所示，轨道系统1还包括轨道梁14，轨道梁14连接多个悬挑梁31的末端，导轨

安装在轨道梁14的底端。本实施方式中，导轨11为工字型导轨，导轨车12连接在导轨11的下

端，并且导轨车12的顶部的车轮位于工字型的导轨11内，从而使得导轨车12可沿着导轨11

移动。悬挑梁31、轨道梁14和导轨11均由钢材制成。

[0030] 如图7所示，支撑架系统3由多个钢梁焊接组合而成，悬挑梁31靠近支撑架系统3的

一端与支撑系统3的顶端焊接连接，以保证与悬挑梁31的末端连接的轨道系统1能够稳定运

行。支撑架的底端通过螺栓和安装板锚固在天面层的地板上。

[0031] 支撑架系统3还包括了门式架32，施工人员能够通过门式架32攀爬上支撑架系统3

的顶端。本实施方式中，支撑架系统3围绕着大楼a的楼面四周设置，导轨11环绕着大楼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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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面，导轨11呈首尾闭合结构。

[0032] 升降系统2也安装在天面层，升降系统2用于沿着楼面的垂直方向运输幕墙b。如图

5所示，施工人员在地面将幕墙b挂在升降系统2上，升降系统2从地面升起幕墙b并运输至待

安装幕墙的楼层，然后由位于目标楼层的施工人员将幕墙移至轨道系统1的吊绳13吊挂，导

轨车12沿着楼面的水平方向将幕墙b运输到安装位置。

[0033] 升降系统2靠近支撑架系统3设置。其中，升降系统2包括提升机21，提升机21用于

从地面吊起幕墙b。请参考图6，提升机21具有提升绳211、提升杆212、电机213和可转动的转

盘214。电机213和转盘214传动连接，由电机213控制转盘214转动。提升杆212向上倾斜设

置，且提升杆212的末端伸出墙体外。提升绳211的一端缠绕在转盘214上，另一端穿过提升

杆212末端的导向轮后向地面方向垂悬，并可吊挂和升降幕墙b。提升绳211采用钢丝绳，安

全系数高。

[0034] 天面层幕墙运输安装系统还包括控制系统，导轨车12与控制系统电连接，施工人

员可控制导轨车12移动或停止。

[0035] 根据大楼a每层的楼层面积不同，轨道系统1可设置至少两条导轨11。例如低楼层

处楼层面积更大，则导轨11需要更靠外设置；高楼层处楼层面积小，则导轨11可以更靠近楼

面设置，便于幕墙b的运输和安装。

[0036] 使用本申请的天面层幕墙运输安装系统后，幕墙的施工方法如下：

[0037] 1)地面的施工人员对幕墙b进行备料，隔离地面相应区域，禁止开无关人员进入。

[0038] 2)提升机21控制提升绳211的挂钩向地面靠近，地面的施工人员将幕墙b的顶端拉

环挂在提升绳211的挂钩上，然后提升机21吊起幕墙b至目标楼层。

[0039] 3)施工人员用挂钩杆伸出墙体外，将轨道系统1中吊绳14的挂钩放入幕墙b的顶端

拉环内；导轨车13控制吊绳14向上将幕墙b略微吊起一定高度，然后施工人员把提升绳211

的挂钩从幕墙b的顶端拉环内脱钩出去。导轨车12顺着导轨11并沿着楼面的水平方向移动，

移动至楼面的目标安装位置时，导轨车12停止。施工人员将幕墙b安装在相应的楼面上。

[0040] 4)在安装天面层的天面幕墙b1和天面层楼下的幕墙b时，首先安装天面层的天面

幕墙b1，提升机21将天面幕墙b1吊至天面层，拉近天面幕墙b1后，在天面层以及天面层楼下

的施工人员将天面幕墙b1固定在安装位置上；

[0041] 接着再安装天面层楼下的幕墙b，如图8所示，此时只需要对准上、下幕墙的端部即

可迅速完成安装。

[0042] 这种先安装天面幕墙b1再安装天面层楼下的幕墙的安装方式，可以避免出现天面

幕墙b1的底部无法固定安装的情况，即在不需要运用楼面吊篮和人工搬运的情况下就能够

完成天面幕墙的安装，提升了施工效率，极大加快了施工进度。当然在实际作业过程中，可

以设置多台导轨车和提升机分布在不同位置进行同时作业。

[0043]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实施方式对本申请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定本申

请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申请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

离本申请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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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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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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