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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筑监测辅助安装设备

的收缩紧密装置，其结构包括滚轮、轴盘、底盘、

安装座、收缩紧密装置、滑动主杆，本发明通过转

动旋卡刻盘使得圆台齿盘进行转动，经过圆台齿

盘传动吸合弧板右方的齿板使得吸合弧板进行

向左移动对墙体上的瓷砖进行挤压吸合，同时在

钻头进行左移由抽缩环套内部的侧推机构上的

挤压稳轮对钻头进行滚动锁紧，使得钻头稳定前

进钻孔，使得瓷砖不会损坏掉落砸伤工作人员，

上移顶住后经过转动摇板右移，使得转动摇板上

的三角柱与锁定卡块进行卡住固定，通过上压动

轮与侧轮上顶动使得打孔时，钻头受到墙体外推

的力与上端上压动轮与侧轮上顶动下压的力抵

消，使得打孔的位置不会发生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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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监测辅助安装设备的收缩紧密装置，其结构包括滚轮(1)、轴盘(2)、底盘

(3)、安装座(4)、收缩紧密装置(5)、滑动主杆(6)，所述滚轮(1)通过轴与轴盘(2)机械连接，

所述轴盘(2)共设有四个并且竖直安装于底盘(3)的下表面，所述安装座(4)的下端面与底

盘(3)的上端面相贴合，其特征在于：

所述滑动主杆(6)通过钻孔头与滑动主杆(6)滑动连接，所述滑动主杆(6)垂直安装于

安装座(4)的上表面；

所述收缩紧密装置(5)包括紧密贴合机构(51)、上推滑动机构(52)、调节机构(53)；

所述紧密贴合机构(51)通过连接杆水平安装于调节机构(53)的左表面，所述上推滑动

机构(52)通过推动轴与调节机构(53)机械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监测辅助安装设备的收缩紧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紧密贴合机构(51)包括旋卡刻盘(511)、防护壳罩(512)、吸合弧板(513)、圆台齿盘

(514)、连动机构(515)、收缩机构(516)，所述旋卡刻盘(511)安装于护壳罩(512)的右表面

并且两者进行滑动连接，所述吸合弧板(513)水平安装于防护壳罩(512)的内部，所述吸合

弧板(513)与旋卡刻盘(511)上的圆台齿盘(514)螺纹连接，所述圆台齿盘(514)与旋卡刻盘

(511)呈现一体化结构，所述连动机构(515)水平安装于防护壳罩(512)的中间位置，所述收

缩机构(516)水平安装于防护壳罩(512)的右表面，所述连动机构(515)包括滑动转盘

(5151)、抽缩环套(5152)、连动滑轨(5153)、侧推机构(5154)，所述滑动转盘(5151)通过连

动滑轨(5153)与抽缩环套(5152)滑动连接，所述抽缩环套(5152)与连动滑轨(5153)呈现一

体化结构，所述侧推机构(5154)水平安装于抽缩环套(5152)的内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建筑监测辅助安装设备的收缩紧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侧推机构(5154)包括内接壳(51541)、反转簧(51542)、梯度杆(51543)、连动方罩

(51544)、挤压稳轮(51545)，所述反转簧(51542)缠绕于梯度杆(51543)的外表面，所述梯度

杆(51543)水平安装于内接壳(51541)的内部，所述连动方罩(51544)通过滑动轨道与梯度

杆(51543)滑动连接，所述挤压稳轮(51545)通过轴与连动方罩(51544)机械配合，所述收缩

机构(516)包括连动锁管(5161)、侧推杆(5162)、环形齿套(5163)、衔动管轴(5164)、稳定推

杆(5165)，所述连动锁管(5161)通过环形齿套(5163)与侧推杆(5162)机械传动，所述衔动

管轴(5164)竖直安装于稳定推杆(5165)的内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监测辅助安装设备的收缩紧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上推滑动机构(52)包括上压动轮(521)、侧轮(522)、中推传动杆(523)、锁定稳固柱

(524)、弹性冲压板(525)、伸缩顶柱(526)，所述上压动轮(521)通过中推传动杆(523)与侧

轮(522)机械配合，所述锁定稳固柱(524)通过衔接杆与弹性冲压板(525)机械配合，所述弹

性冲压板(525)水平安装于伸缩顶柱(526)的内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监测辅助安装设备的收缩紧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调节机构(53)包括斜板(531)、中部卡齿轮(532)、连衔动轴(533)、转动摇板(534)、锁定

卡块(535)，所述斜板(531)通过连衔动轴(533)与转动摇板(534)机械配合，所述中部卡齿

轮(532)与中部卡齿轮(532)通过卡齿进行机械配合，所述锁定卡块(535)竖直安装于转动

摇板(534)的右端。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571776 A

2



一种建筑监测辅助安装设备的收缩紧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辅助装置领域，特别是涉及到一种建筑监测辅助安装设备的收缩

紧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监测标志辅助安装设备，通过给墙面进行打孔，使得墙面的通孔用于辅助人

们进行安装监控摄像设备，但是现有墙面为了防护眼睛会贴上柔光大理石瓷砖，该种瓷砖

光泽度控制在人体视觉最舒适的32度至37度间，同时表面异常光滑好清理，用建筑监测标

志辅助安装设备存在以下问题：

[0003] 1 .施工人员通过辅助安装设备进行打孔时，由于瓷砖表面光滑，致使辅助安装设

备钻头打孔时与瓷砖接触的摩擦力小，转头轻微晃动打滑，钻头不断旋转打滑，不断在瓷砖

表面高速晃动，使得瓷砖不断受到冲击，导致墙体瓷砖破损还会对下方施工人员进行砸伤。

[0004] 2.同时在辅助安装设备进行打孔时，设备在对墙体瓷砖进行打孔时，设备不断向

墙体推进，使得墙体不断受到来至设备给予的推力，迫使墙体给钻头一个反向推力，辅助安

装设备上端打孔，下端进行移动，中间通过主杆进行连接，在钻头受到墙体的推力时，形成

上端外推，下端内移构成一个Z字推力，致使上端钻头上翘，使得打孔位置发生偏移。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建筑监测辅助安装设备的收缩紧

密装置，其结构包括滚轮、轴盘、底盘、安装座、收缩紧密装置、滑动主杆，所述滚轮通过轴与

轴盘机械连接，所述轴盘共设有四个并且竖直安装于底盘的下表面，所述安装座的下端面

与底盘的上端面相贴合，所述滑动主杆通过钻孔头与滑动主杆滑动连接，所述滑动主杆垂

直安装于安装座的上表面，所述收缩紧密装置包括紧密贴合机构、上推滑动机构、调节机

构，所述紧密贴合机构通过连接杆水平安装于调节机构的左表面，所述上推滑动机构通过

推动轴与调节机构机械配合。

[0006] 优选的，所述紧密贴合机构包括旋卡刻盘、防护壳罩、吸合弧板、圆台齿盘、连动机

构、收缩机构，所述旋卡刻盘安装于护壳罩的右表面并且两者进行滑动连接，所述吸合弧板

水平安装于防护壳罩的内部，所述吸合弧板与旋卡刻盘上的圆台齿盘螺纹连接，所述圆台

齿盘与旋卡刻盘呈现一体化结构，所述连动机构水平安装于防护壳罩的中间位置，所述收

缩机构水平安装于防护壳罩的右表面，所述连动机构包括滑动转盘、抽缩环套、连动滑轨、

侧推机构，所述滑动转盘通过连动滑轨与抽缩环套滑动连接，所述抽缩环套与连动滑轨呈

现一体化结构，所述侧推机构水平安装于抽缩环套的内部，所述吸合弧板呈现内嵌弯月形

状并且由高精度橡胶制成，所述圆台齿盘呈现圆台形状，所述圆台齿盘右端内部中空出一

个圆锥并且内部有一个贯穿的圆柱通孔，所述连动滑轨弧形分布在抽缩环套的内部。

[0007] 优选的所述侧推机构包括内接壳、反转簧、梯度杆、连动方罩、挤压稳轮，所述反转

簧缠绕于梯度杆的外表面，所述梯度杆水平安装于内接壳的内部，所述连动方罩通过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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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与梯度杆滑动连接，所述挤压稳轮通过轴与连动方罩机械配合，所述收缩机构包括连

动锁管、侧推杆、环形齿套、衔动管轴、稳定推杆，所述连动锁管通过环形齿套与侧推杆机械

传动，所述衔动管轴竖直安装于稳定推杆的内部，所述梯度杆呈现水平L型，所述挤压稳轮

前端设有与钻头匹配的滑动螺纹，保证挤压稳轮与钻头的对接。

[0008] 优选的，所述上推滑动机构包括上压动轮、侧轮、中推传动杆、锁定稳固柱、弹性冲

压板、伸缩顶柱，所述上压动轮通过中推传动杆与侧轮机械配合，所述锁定稳固柱通过衔接

杆与弹性冲压板机械配合，所述弹性冲压板水平安装于伸缩顶柱的内部，所述上压动轮与

两侧的侧轮的倾斜角度为15度构成三角支撑，所述弹性冲压板由高强度合成橡胶构成并且

构成的弧度为60度。

[0009] 优选的，所述调节机构包括斜板、中部卡齿轮、连衔动轴、转动摇板、锁定卡块，所

述斜板通过连衔动轴与转动摇板机械配合，所述中部卡齿轮与中部卡齿轮通过卡齿进行机

械配合，所述锁定卡块竖直安装于转动摇板的右端，所述斜板的后半边设有一个与转动摇

板一样的凹槽，所述转动摇板上设有多个等腰的小三角卡住，所述斜板与转动摇板呈现60

度倾角与中部卡齿轮配合。

[0010] 有益效果

[0011] 1、本发明中，该一种建筑监测辅助安装设备的收缩紧密装置，通过转动旋卡刻盘

使得圆台齿盘进行转动，经过圆台齿盘传动吸合弧板右方的齿板使得吸合弧板进行向左移

动对墙体上的瓷砖进行挤压吸合，同时在钻头进行左移由抽缩环套内部的侧推机构上的挤

压稳轮对钻头进行滚动锁紧，使得钻头稳定前进钻孔，使得瓷砖不会损坏掉落砸伤工作人

员。

[0012] 2、本发明中，该一种建筑监测辅助安装设备的收缩紧密装置，通过拖动斜板下移

使得中部卡齿轮反向转动传动伸缩顶柱上移，伸缩顶柱的上移推动上压动轮与侧轮对上房

顶进行顶动，经过弹性冲压板进行部分力量的缓冲，上移顶住后经过转动摇板右移，使得转

动摇板上的三角柱与锁定卡块进行卡住固定，通过上压动轮与侧轮上顶动使得打孔时，钻

头受到墙体外推的力与上端上压动轮与侧轮上顶动下压的力抵消，使得打孔的位置不会发

生偏移。

附图说明

[0013]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14] 图1为本发明一种建筑监测辅助安装设备的收缩紧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一种收缩紧密装置的主剖面部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一种连动机构的主剖面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一种侧推机构的主剖面的详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本发明一种连动机构的左剖面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为本发明一种收缩机构的主剖面放大详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滚轮-1、轴盘-2、底盘-3、安装座-4、收缩紧密装置-5、滑动主杆-6、紧密贴合

机构-51、上推滑动机构-52、调节机构-53、旋卡刻盘-511、防护壳罩-512、吸合弧板-513、圆

台齿盘-514、连动机构-515、收缩机构-516、滑动转盘-5151、抽缩环套-5152、连动滑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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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3、侧推机构-5154、内接壳-51541、反转簧-51542、梯度杆-51543、连动方罩-51544、挤压

稳轮-51545、连动锁管-5161、侧推杆-5162、环形齿套-5163、衔动管轴-5164、稳定推杆-

5165、上压动轮-521、侧轮-522、中推传动杆-523、锁定稳固柱-524、弹性冲压板-525、伸缩

顶柱-526、斜板-531、中部卡齿轮-532、连衔动轴-533、转动摇板-534、锁定卡块-535。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本发明结合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

描述，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方式以及附图说明，进一步阐述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案。

[0022] 实施例

[0023] 如图1-图6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建筑监测辅助安装设备的收缩紧密装置，其结构

包括滚轮1、轴盘2、底盘3、安装座4、收缩紧密装置5、滑动主杆6，所述滚轮1通过轴与轴盘2

机械连接，所述轴盘2共设有四个并且竖直安装于底盘3的下表面，所述安装座4的下端面与

底盘3的上端面相贴合，所述滑动主杆6通过钻孔头与滑动主杆6滑动连接，所述滑动主杆6

垂直安装于安装座4的上表面，所述收缩紧密装置5包括紧密贴合机构51、上推滑动机构52、

调节机构53，所述紧密贴合机构51通过连接杆水平安装于调节机构53的左表面，所述上推

滑动机构52通过推动轴与调节机构53机械配合。

[0024] 所述紧密贴合机构51包括旋卡刻盘511、防护壳罩512、吸合弧板513、圆台齿盘

514、连动机构515、收缩机构516，所述旋卡刻盘511安装于护壳罩512的右表面并且两者进

行滑动连接，所述吸合弧板513水平安装于防护壳罩512的内部，所述吸合弧板513与旋卡刻

盘511上的圆台齿盘514螺纹连接，所述圆台齿盘514与旋卡刻盘511呈现一体化结构，所述

连动机构515水平安装于防护壳罩512的中间位置，所述收缩机构516水平安装于防护壳罩

512的右表面，所述连动机构515包括滑动转盘5151、抽缩环套5152、连动滑轨5153、侧推机

构5154，所述滑动转盘5151通过连动滑轨5153与抽缩环套5152滑动连接，所述抽缩环套

5152与连动滑轨5153呈现一体化结构，所述侧推机构5154水平安装于抽缩环套5152的内

部，所述吸合弧板513呈现内嵌弯月形状并且由高精度橡胶制成，所述圆台齿盘514呈现圆

台形状，所述圆台齿盘514右端内部中空出一个圆锥并且内部有一个贯穿的圆柱通孔，所述

连动滑轨5153弧形分布在抽缩环套5152的内部，与现有技术相比通过吸合弧板513左移与

瓷砖贴合排除空气对瓷砖进行吸合稳固。

[0025] 所述侧推机构5154包括内接壳51541、反转簧51542、梯度杆51543、连动方罩

51544、挤压稳轮51545，所述反转簧51542缠绕于梯度杆51543的外表面，所述梯度杆51543

水平安装于内接壳51541的内部，所述连动方罩51544通过滑动轨道与梯度杆51543滑动连

接，所述挤压稳轮51545通过轴与连动方罩51544机械配合，所述收缩机构516包括连动锁管

5161、侧推杆5162、环形齿套5163、衔动管轴5164、稳定推杆5165，所述连动锁管5161通过环

形齿套5163与侧推杆5162机械传动，所述衔动管轴5164竖直安装于稳定推杆5165的内部，

所述梯度杆51543呈现水平L型，所述挤压稳轮51545前端设有与钻头匹配的滑动螺纹，保证

挤压稳轮51545与钻头的对接，同时抽缩环套5152通过滑动转盘5151与右方的滑动转盘

5151进行转动收缩使得侧推机构5154上的挤压稳轮51545可以在钻头很长一部分在墙体外

部时进行稳固，保证钻头钻头不会因为瓷砖表面光滑使得钻头上下晃动，使得钻头稳定前

进钻孔，让钻头钻动时不会上下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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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所述上推滑动机构52包括上压动轮521、侧轮522、中推传动杆523、锁定稳固柱

524、弹性冲压板525、伸缩顶柱526，所述上压动轮521通过中推传动杆523与侧轮522机械配

合，所述锁定稳固柱524通过衔接杆与弹性冲压板525机械配合，所述弹性冲压板525水平安

装于伸缩顶柱526的内部，所述上压动轮521与两侧的侧轮522的倾斜角度为15度构成三角

支撑，所述弹性冲压板525由高强度合成橡胶构成并且构成的弧度为60度，与现有技术相比

经过上压动轮521与侧轮522对钻头在上部的支撑，使得钻头构成一个稳定水平T子型结构，

使得钻墙体使得，墙体的推力通过上端的上压动轮521与侧轮522进行抵消了，让钻头不会

因为墙体的力使得钻头钻孔偏移。

[0027] 所述调节机构53包括斜板531、中部卡齿轮532、连衔动轴533、转动摇板534、锁定

卡块535，所述斜板531通过连衔动轴533与转动摇板534机械配合，所述中部卡齿轮532与中

部卡齿轮532通过卡齿进行机械配合，所述锁定卡块535竖直安装于转动摇板534的右端，所

述斜板531的后半边设有一个与转动摇板534一样的凹槽，所述转动摇板534上设有多个等

腰的小三角卡住，所述斜板531与转动摇板534呈现60度倾角与中部卡齿轮532配合，与现有

技术相比通过上下拉动斜板531调节上压动轮521与侧轮522对接房顶的高度，由转动摇板

534右偏移可快速的对上压动轮521与侧轮522的高度进行限位调整，提高了调节的工作速

度。

[0028] 一种收缩紧密装置的工作原理：推动底盘3前进使得收缩紧密装置5左端的慢慢靠

近墙体，经过转动旋卡刻盘511传动圆台齿盘514进行转动，从而让圆台齿盘514带动着左端

的齿板推动吸合弧板513左移，吸合弧板513受到左移的推力对墙体上的瓷砖进行挤压，吸

合弧板513不断挤压将吸合弧板513内部空气排出干净后，使得吸合弧板513内部的气压小

于外部的气压，从而使得吸合弧板513与墙体上的瓷砖紧密贴合，让钻头进行固定使得钻头

进行转动时，经过挤压稳轮51545不断对钻头进行挤压但是又不会固定钻头，使得钻头一点

一点的进入瓷砖墙体，由滑动转盘5151使得抽缩环套5152能够以钻动的形式左移进行内

缩，同时配合挤压稳轮51545不断对钻头进行稳定，保证钻头不会在光滑的瓷砖上滑动，保

证瓷砖不会损坏掉落砸伤工人，同时对斜板531进行下拉，使得斜板531带动中部卡齿轮532

反转传动伸缩顶柱526推动着弹性冲压板525带着锁定稳固柱524上移，经过锁定稳固柱524

上移使得中推传动杆523传动上压动轮521与侧轮522上移与房顶进行对接，使得钻头在钻

墙体时受到的墙体的经过上压动轮521与侧轮522的上端支撑以及滑动主杆6下端支撑进行

相互抵消，保证钻头不会受力偏移，使得钻孔的位置精准。

[0029] 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发

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很多修

改和变化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选择和描述实施例是为了更好说

明本发明的原理和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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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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