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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玻璃幕墙用吸盘式吊装装置，其特征在

于电液推杆、连杆、连接架，固定平台、固定爪、齿

条、玻璃吸盘、齿轮b、钢缆转轴、钢缆、吸盘架，电

液推杆安装在底盘中央处，电液推杆贯穿底盘下

部的活动槽，电液推杆下部安装有连杆，连杆下

部安装有连接架，固定平台安装在连接架下部，

固定平台下方四角各设置有一个固定爪，每个固

定爪内部前侧安装有齿条，齿条下端面安装有玻

璃吸盘，齿条后部安装有齿轮b，齿条与齿轮b啮

合连接，钢缆转轴上缠绕有钢缆，钢缆底端与吸

盘架连接，吸盘架下部安装有五个玻璃吸盘。本

实用新型能保证玻璃幕墙的稳定不会因靠近建

筑外壁而导致在晃动时撞碎，且节省了安装人员

从下方通过绳子旋转玻璃幕墙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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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玻璃幕墙用吸盘式吊装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吊篮装置，旋转定位装置，固定装

置，吊起装置，所述吊篮装置由吊钩、护栏、底盘组成，所述吊篮装置底部设置有底盘，所述

底盘下部前端中央开设有活动槽，所述底盘上端面四边边缘处设置有护栏，所述护栏的两

端分别设置有一个吊钩，所述底盘上设置有旋转定位装置，所述旋转定位装置贯穿底盘上

的活动槽并在底部设置有固定装置，所述固定装置下方设置有吊装装置；

所述旋转定位装置由电液推杆、连接装置、连杆、连接架，连接夹块、圆柱齿轮、连接头

组成，所述电液推杆安装在底盘中央处，所述电液推杆贯穿底盘下部的活动槽且下方安装

有连杆，所述连杆下部安装有连接架，所述电液推杆和连杆下部都设置有连接夹块，所述连

接夹块底面中部开设有槽，所述连接夹块的槽的左右两侧开设有通孔，所述连接夹块右侧

的通孔上方侧壁上开设有槽孔，所述连杆和连接架上部都设置有连接头，所述连接头上部

左右两侧各设置有一个凸台，两个所述凸台中间设置有圆柱齿轮，两个所述凸台内壁与圆

柱齿轮的前后两端固定连接，所述连接头的凸台中央处与圆柱齿轮中央处都开设有通孔，

所述电液推杆和连杆连接处设置有连接装置，所述连杆与连接架连接处设置有连接装置，

所述连接装置由电机a、旋转连接处外壳、齿轮a、连接杆组成，所述旋转连接处外壳内上部

右侧安装有电机a，所述电机a上设置有电机输出轴，所述电机输出轴穿过连接夹块上部槽

孔并安装有齿轮a，所述电机输出轴通过销与齿轮a连接，所述齿轮a与圆柱齿轮啮合连接，

所述连接头与连接夹块通过连接杆连接，所述连接杆穿过连接头与连接夹块通孔，所述连

接杆一端与旋转连接处外壳内壁左侧固定连接，另一端与旋转连接处外壳内壁右侧固定连

接；

所述固定装置由固定平台、固定爪、玻璃吸盘、气泵，电机d、齿轮b、齿条组成，所述固定

平台安装在连接架下部，所述固定平台下方四角各设置有一个固定爪，所述固定爪为内部

开设有槽长方体结构，每个所述固定爪内部前侧安装有齿条，所述齿条与固定爪下端面滑

动连接，所述齿条下端面安装有玻璃吸盘，所述齿条左侧安装有气泵b，所述气泵b通过气管

与齿条下端面的玻璃吸盘连接，所述齿条后部安装有齿轮b，所述齿条与齿轮b啮合连接，所

述齿轮b左侧安装有电机d，所述电机d的输出轴通过销与齿轮b连接；

所述吊起装置由钢缆转轴、气泵a、吸盘架、玻璃吸盘、钢缆结构外壳组成，所述钢缆结

构外壳设置于固定平台的平面底部，所述钢缆结构外壳内部安装有钢缆转轴，所述钢缆转

轴上缠绕有钢缆，所述钢缆转轴右侧安装有电机b，所述电机b上的输出轴通过销与钢缆转

轴连接，所述钢缆结构外壳下方安装有吸盘架，所述钢缆底端与吸盘架连接，所述吸盘架上

安装有气泵a，所述吸盘架下部安装有五个玻璃吸盘，该玻璃吸盘位于吸盘架底部的中央和

四角处，所述气泵a通过气管与玻璃吸盘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玻璃幕墙用吸盘式吊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夹块

与电液推杆和连杆均为一体结构，所述连接头与连杆和连接架均为一体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玻璃幕墙用吸盘式吊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a通过

螺栓与旋转连接处外壳内壁连接，所述连接杆与旋转连接处外壳为一体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玻璃幕墙用吸盘式吊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平台

与固定爪为一体结构，所述固定平台与连接架为一体结构，所述固定平台为方形平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玻璃幕墙用吸盘式吊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圆柱齿轮

与凸台为一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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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玻璃幕墙用吸盘式吊装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玻璃幕墙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玻璃幕墙用吸盘式吊装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玻璃幕墙是指由支承结构体系可相对主体结构有一定位移能力、不分担主体结构

所受作用的建筑外围护结构或装饰结构。墙体有单层和双层玻璃两种。玻璃幕墙是一种美

观新颖的建筑墙体装饰方法，是现代主义高层建筑时代的显著特征。

[0003] 现有玻璃幕墙是负责玻璃吸盘吊装的人员和吊篮上负责安装的人员配合安装，此

玻璃吸盘的吊装装置为一个支架，支架下方安装着玻璃吸盘，支架上方中间处有钢缆负责

向上拉动，钢缆一端连接支架另一端连接上方转轴。左右两侧各设置有一根麻绳负责掌握

玻璃的平衡。现有的玻璃吸盘吊装装置需要两批人同时作业，一批人负责在下方将玻璃幕

墙固定在玻璃吸盘上，另一批人负责在建筑上方用钢缆向上拉动玻璃吸盘。起初玻璃幕墙

平放在地面上，支架放置在玻璃幕墙上方，将玻璃幕墙吸附在支架下方的玻璃吸盘上后，上

方的人开始拉动钢缆，使支架缓缓上升。在支架上升过程中，下方的安装人员需要利用两边

的麻绳将平行于地面的支架旋转成垂直于地面。在支架继续上升过程中，下方的安装人员

拉动两边的麻绳保证支架可以在建筑物外侧稳定上升。等到玻璃幕墙上升到安装位置后，

吊篮上的安装人员再进行安装作业。此装置下方需要安装人员去拉动麻绳使玻璃幕墙能够

旋转和稳定上升，在玻璃吊装的过程中下方还需安装人去不断控制玻璃幕墙的状态浪费人

力过于麻烦。此装置在玻璃幕墙旋转上升的过程中，紧靠钢缆和麻绳控制玻璃幕墙的上升

和旋转，玻璃幕墙在上升过程中会不断晃动，因靠近建筑外壁容易撞向建筑物外壁导致玻

璃幕墙碎裂造成危险。

发明内容

[0004] 根据以上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玻璃幕墙用吸盘式吊装装置，其特征在

于包括吊篮装置，旋转定位装置，固定装置，吊起装置，所述吊篮装置由吊钩102、护栏103、

底盘104组成，所述吊篮装置底部设置有底盘104，所述底盘104下部前端中央开设有活动槽

201，所述底盘104上端面四边边缘处设置有护栏103，所述护栏103的两端分别设置有一个

吊钩102，所述底盘104上设置有旋转定位装置，所述旋转定位装置贯穿底盘104上的活动槽

201并在底部设置有固定装置，所述固定装置中央设置有吊装装置；

[0005] 所述旋转定位装置由电液推杆101、连接装置、连杆106、连接架107，连接夹块203、

圆柱齿轮205、连接头207组成，所述电液推杆101安装在底盘104中央处，所述电液推杆101

贯穿底盘下部的活动槽且下方安装有连杆106，所述连杆106下部安装有连接架107，所述电

液推杆101和连杆106下部都设置有连接夹块203，所述连接夹块203与电液推杆101和连杆

106均为一体结构，所述连接夹块203底面中部开设有槽，所述连接夹块203的槽的左右两侧

开设有通孔，所述连接夹块203右侧的通孔上方侧壁上开设有槽孔，所述连杆106和连接架

107上部都设置有连接头207，所述连接头207与连杆106和连接架107均为一体结构，所述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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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207上部左右两侧各设置有一个凸台，两个所述凸台中间设置有圆柱齿轮205，两个所

述凸台内壁与圆柱齿轮205的前后两端固定连接，所述圆柱齿轮205与凸台为一体结构，所

述连接头207的凸台中央处与圆柱齿轮中央处都开设有通孔，所述电液推杆101和连杆106

连接处设置有连接装置，所述连杆106与连接架107连接处设置有连接装置，所述连接装置

由电机a206、旋转连接处外壳105、齿轮a202、连接杆204组成，所述旋转连接处外壳内105上

部右侧安装有电机a206，所述电机a206通过螺栓与旋转连接处外壳105内壁连接，所述电机

a206上设置有电机输出轴，所述电机输出轴穿过连接夹块203上部槽孔并安装有齿轮a202，

所述电机输出轴通过销与齿轮a202连接，所述齿轮a202与圆柱齿轮205啮合连接，所述连接

头207与连接夹块203通过连接杆204连接，所述连接杆204穿过连接头207与连接夹块203通

孔，所述连接杆204一端与旋转连接处外壳105内壁左侧固定连接，另一端与旋转连接处外

壳105内壁右侧固定连接，所述连接杆204与旋转连接处外壳105为一体结构；

[0006] 所述固定装置由固定平台112、固定爪305、玻璃吸盘109、气泵113，电机d303、齿轮

b301、齿条302组成，所述固定平台112安装在连接架107下部，所述固定平台112与连接架

107为一体结构，所述固定平台112为方形平面，所述固定平台112下方四角各设置有一个固

定爪305，所述固定爪112为内部开设有槽长方体结构，所述固定平台112与固定爪305为一

体结构，每个所述固定爪305内部前侧安装有齿条302，所述齿条302与固定爪305下端面滑

动连接，所述齿条302下端面安装有玻璃吸盘109，所述齿条302左侧安装有气泵b304，所述

气泵b304通过气管与齿条302下端面的玻璃吸盘109连接，所述齿条302后部安装有齿轮

b301，所述齿条302与齿轮b301啮合连接，所述齿轮b301左侧安装有电机d303，所述电机

d303的输出轴通过销与齿轮b301连接；

[0007] 所述吊起装置由钢缆转轴208、气泵a113、吸盘架110、玻璃吸盘109、钢缆结构外壳

108组成，所述钢缆结构外壳108设置于固定平台112的平面底部，所述钢缆结构外壳108内

部安装有钢缆转轴208，所述钢缆转轴208上缠绕有钢缆111，所述钢缆转轴208右侧安装有

电机b209，所述电机b209上的输出轴通过销与钢缆转轴208连接，所述钢缆结构外壳108下

方安装有吸盘架110，所述钢缆111底端与吸盘架110连接，所述吸盘架110上安装有气泵

a113，所述吸盘架110下部安装有五个玻璃吸盘109，该玻璃吸盘109位于吸盘架底部的中央

和四角处，所述气泵a113通过气管与玻璃吸盘109连接。

[000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09] 本实用新型通过旋转定位装置、固定装置和吊起装置的配合，可以先将利用吊起

装置将玻璃幕墙从远离建筑外壁处吊起，吊起后再通过固定装置固定玻璃幕墙后，旋转定

位装置将玻璃幕墙旋转到建筑外壁附近进行安装。相比现有的玻璃幕墙吊装装置，此结构

在上升时远离建筑外壁，固定装置固定玻璃幕墙后才旋转靠近建筑外壁，保证玻璃幕墙的

稳定不会因靠近建筑外壁而导致在晃动时撞碎。

[0010] 吊起装置是利用其吸盘架上的玻璃吸盘将玻璃幕墙吸附后，控制电机b使钢缆转

轴带动钢缆吊起吸盘架。固定装置是利用齿条上的玻璃吸盘将吊起的幕墙吸附柱后，利用

齿条的支撑作用，使玻璃幕墙在齿条的固定下不再晃动增加了稳定性。旋转固定装置是通

过连杆，电液推杆及连接架上的连接头与连接夹块之间的活动配合，可以调整玻璃幕墙的

安装位置及方向。本实用新型无需再有人从下方拉动麻绳控制玻璃幕墙旋转和稳定，节省

了下方安装人员通过麻绳旋转玻璃幕墙的过程只需吊篮上的安装人员即可完成玻璃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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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吊装。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主视图的剖视图；

[0013] 图3为本实用新型固定爪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为本实用新型A部分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为本实用新型连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6为本实用新型B部分放大图。

[0017] 如图：101‑电液推杆，102‑吊钩，103‑护栏，104‑底盘，105‑旋转连接处外壳，106‑

连杆，107‑连接架，108‑钢缆结构外壳，109‑玻璃吸盘，110‑吸盘架，111‑钢缆，112‑固定平

台，113‑气泵a，201‑活动槽，202‑齿轮a，203‑连接夹块，204‑连接杆，205‑圆柱齿轮，206‑电

机a，207‑连接头，208‑钢缆转轴，209‑电机b，301‑齿轮b，302‑齿条，303‑电机d，304‑气泵b，

305‑固定爪。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实施例1

[0019]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玻璃幕墙用吸盘式吊装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吊篮装置，旋

转定位装置，固定装置，吊起装置，吊篮装置由吊钩102、护栏103、底盘104组成，吊篮装置底

部设置有底盘104，底盘104下部前端中央开设有活动槽201，底盘104上端面四边边缘处设

置有护栏103，护栏103的两端分别设置有一个吊钩102，所底盘104上设置有旋转定位装置，

旋转定位装置贯穿底盘104上的活动槽201并在底部设置有固定装置，固定装置中央设置有

吊装装置；

[0020] 旋转定位装置由电液推杆101、连接装置、连杆106、连接架107、连接夹块203、圆柱

齿轮205、连接头207组成，电液推杆101安装在底盘104中央处，电液推杆101贯穿底盘下部

的活动槽且下方安装有连杆106，连杆106下部安装有连接架107，电液推杆101和连杆106下

部都设置有连接夹块203，连接夹块203与电液推杆101和连杆106均为一体结构，连接夹块

203底面中部开设有槽，连接夹块203的槽的左右两侧开设有通孔，连接夹块203右侧的通孔

上方侧壁上开设有槽孔，连杆106和连接架107上部都设置有连接头207，连接头207与连杆

106和连接架107均为一体结构，连接头207上部左右两侧各设置有一个凸台，两个凸台中间

设置有圆柱齿轮205，两个凸台内壁与圆柱齿轮205的前后两端固定连接，圆柱齿轮205与凸

台为一体结构，连接头207的凸台中央处与圆柱齿轮中央处都开设有通孔，电液推杆101和

连杆106连接处设置有连接装置，连杆106与连接架107连接处设置有连接装置，连接装置由

电机a206、旋转连接处外壳105、齿轮a202、连接杆204组成，旋转连接处外壳内105上部右侧

安装有电机a206，电机a206通过螺栓与旋转连接处外壳105内壁连接，电机a206上设置有电

机输出轴，电机输出轴穿过连接夹块203上部槽孔并安装有齿轮a202，电机输出轴通过销与

齿轮a202连接，齿轮a202与圆柱齿轮205啮合连接，连接头207与连接夹块203通过连接杆

204连接，连接杆204穿过连接头207与连接夹块203通孔，连接杆204一端与旋转连接处外壳

105内壁左侧固定连接，另一端与旋转连接处外壳105内壁右侧固定连接，连接杆204与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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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处外壳105为一体结构；

[0021] 固定装置由固定平台112、固定爪305、玻璃吸盘109、气泵113，电机d303、齿轮

b301、齿条302组成，固定平台112安装在连接架107下部，固定平台112与连接架107为一体

结构，固定平台112为方形平面，固定平台112下方四角各设置有一个固定爪305，固定爪112

为内部开设有槽长方体结构，固定平台112与固定爪305为一体结构，每个固定爪305内部前

侧安装有齿条302，齿条302与固定爪305下端面滑动连接，齿条302下端面安装有玻璃吸盘

109，齿条302左侧安装有气泵b304，气泵b304通过气管与齿条302下端面的玻璃吸盘109连

接，齿条302后部安装有齿轮b301，齿条302与齿轮b301啮合连接，齿轮b301左侧安装有电机

d303，电机d303的输出轴通过销与齿轮b301连接；

[0022] 吊起装置由钢缆转轴208、气泵a113、吸盘架110、玻璃吸盘109、钢缆结构外壳108

组成，钢缆结构外壳108设置于固定平台112的平面底部，钢缆结构外壳108内部安装有钢缆

转轴208，钢缆转轴208上缠绕有钢缆111，钢缆转轴208右侧安装有电机b209，电机b209上的

输出轴通过销与钢缆转轴208连接，钢缆结构外壳108下方安装有吸盘架110，钢缆111底端

与吸盘架110连接，吸盘架110上安装有气泵a113，吸盘架110下部安装有五个玻璃吸盘109，

该玻璃吸盘109位于吸盘架底部的中央和四角处，气泵a113通过气管与玻璃吸盘109连接。

[0023] 实施例2

[0024]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先需要先通过吊钩102将吊篮装置吊起，让安装人员将玻璃

幕墙放置在吊篮装置正下方。控制电液推杆101向下移动带动推杆下方的旋转定位装置，固

定装置，吊装装置向下移动。电液推杆101的推杆移动到下方后，控制钢缆结构外壳108内部

电机b209，电机b209转动下放钢缆111使吸盘架110下方的玻璃吸盘109与下方玻璃幕墙贴

合，控制气泵113将玻璃吸盘109内部的空气抽出，使玻璃幕墙吸附在玻璃吸盘109上。再次

转动钢缆结构外壳108内部电机b209，电机b209转动收起钢缆111将下方的吸盘架110提起。

把吸盘架110收到固定爪112下方后，停止转动钢缆结构外壳108内部电机。控制固定爪112

内部电机d303，电机d303带动齿轮b301旋转，齿轮b301带动齿条302向下移动，使齿条302下

方的玻璃吸盘109压紧玻璃幕墙，再控制气泵113抽空玻璃吸盘109内部空气，再将玻璃幕墙

紧紧吸附在固定爪112上。控制推杆与连杆106之间的电机a206，电机a206旋转带动电机输

出轴上的齿轮a202旋转，齿轮a202通过与连杆106上方的连接头207上的连接槽205啮合。带

动连杆106旋转到与推杆垂直的位置。控制电液推杆101收缩推杆，将推杆及其下部的连杆

106收回到适宜安装的位置。再通过控制连杆106与连接架107之间的电机a206，使齿轮a通

过与连接架107上的连接头207上的连接齿槽205啮合，带动连接架107旋转调节固定爪112

的位置，使固定爪112上的玻璃幕墙可以在合适的位置安装。

[0025]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本实

用新型提到的各个部件为现有领域常见技术，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实用新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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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的原理，在不脱

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实用新型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实用新型范围内。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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