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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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1664245.6

(22)申请日 2021.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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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诺德中心1号楼

    专利权人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李五星　李赛　杨光　张岩　

(51)Int.Cl.

E04G 11/48(2006.01)

E04G 25/00(2006.01)

E04G 25/0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移动式建筑主体结构施工用模架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移动式建筑主体结

构施工用模架设备，包括底座、电机、主动转轴、

主动轮、从动轮、传送带、从动转轴、齿轮盘、固定

杆、通槽、活动杆、固定板、气缸、连杆、竖直支撑

板、水平支撑板、扶手，所述电机通过螺丝固接在

所述底座一壁板外侧，所述电机的输出端穿过所

述底座的壁板，所述从动轮固接在所述底座壁板

外侧，所述主动轮和从动轮之间通过所述传送带

连接。设置水平支撑板和竖直支撑板，水平支撑

板可以同时对房梁和房顶的模板进行支撑，竖直

支撑板可以对立柱和墙体上的模板进行支撑，在

模架底部设置有轮子，方便对模架进行移动，给

使用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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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移动式建筑主体结构施工用模架设备，包括底座(1)、电机(2)、主动转轴(3)、主

动轮(4)、从动轮(5)、传送带(6)、从动转轴(7)、齿轮盘(8)、固定杆(9)、通槽(10)、活动杆

(11)、固定板(12)、气缸(13)、连杆(14)、竖直支撑板(15)、水平支撑板(16)、扶手(17)，其特

征是：所述电机(2)通过螺丝固接在所述底座(1)一壁板外侧，所述电机(2)的输出端穿过所

述底座(1)的壁板，所述主动转轴(3)一端通过焊接与所述电机(2)的输出端固接，所述主动

转轴(3)另一端穿过所述底座(1)另一壁板，所述主动转轴(3)另一端固接有所述主动轮

(4)，所述从动轮(5)固接在所述底座(1)壁板外侧，所述主动轮(4)和从动轮(5)之间通过所

述传送带(6)连接，所述从动转轴(7)一端与所述从动轮(5)固接，另一端与所述底座(1)的

壁板转动连接，所述齿轮盘(8)通过焊接套设在所述主动转轴(3)和从动转轴(7)上，所述固

定杆(9)固接在所述底座(1)上，所述固定杆(9)靠近所述齿轮盘(8)这端侧壁上开设有所述

通槽(10)，所述活动杆(11)滑动设置在所述固定杆(9)内，所述固定板(12)固接在所述活动

杆(11)上，所述活动杆(11)穿过所述固定板(12)，所述气缸(13)固接在所述固定板(12)远

离所述电机(2)这端的侧壁上，所述气缸(13)的活塞杆穿过所述固定板(12)，所述连杆(14)

与所述气缸(13)的活塞杆固接，所述竖直支撑板(15)与所述连杆(14)固接，所述活动杆

(11)的顶部固接有所述水平支撑板(16)，所述底座(1)上固设有所述扶手(1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建筑主体结构施工用模架设备，其特征是：所述底

座(1)为一“U”型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建筑主体结构施工用模架设备，其特征是：所述主

动轮(4)位于所述底座(1)壁板外侧，与所述底座(1)壁板固接，所述从动轮(5)和主动轮(4)

位于所述底座(1)壁板同一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建筑主体结构施工用模架设备，其特征是：所述从

动轮(5)和主动轮(4)直径相等，且所述从动轮(5)和主动轮(4)的圆心位于同一水平面上，

所述从动轮(5)和主动轮(4)远离所述底座(1)壁板这端设置有限位盘。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建筑主体结构施工用模架设备，其特征是：所述从

动转轴(7)和主动转轴(3)的直径相等。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建筑主体结构施工用模架设备，其特征是：所述齿

轮盘(8)到所述底座(1)两侧壁板的距离相等。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建筑主体结构施工用模架设备，其特征是：所述固

定杆(9)有两个，对称设置，所述固定杆(9)位于所述主动转轴(3)和从动转轴(7)相互远离

这端，所述固定杆(9)内部为空腔结构，所述固定杆(9)和齿轮盘(8)位于同一竖直面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建筑主体结构施工用模架设备，其特征是：所述通

槽(10)的高度和齿轮盘(8)的直径相等，所述活动杆(11)靠近所述通槽(10)这端侧壁上设

置有条形齿，条形齿与所述齿轮盘(8)啮合。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建筑主体结构施工用模架设备，其特征是：所述底

座(1)的底部设置有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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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移动式建筑主体结构施工用模架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模架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移动式建筑主体结构施工

用模架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模板是一种临时性支护结构，按设计要求制作，使混凝土结构、构件按规定的

位置、几何尺寸成形，保持其正确位置，并承受建筑模板自重及作用在其上的外部荷载。进

行模板工程的目的，是保证混凝土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加快施工进度和降低工程成本。模

架就是模板固定架，对建筑模板进行支撑的架子，用于增强模板的抗变形功能，传统的模架

仅能够调节高度，适应不同高度模板的支撑需要，但是调节机构较为复杂，模架在对房梁上

的模板进行支撑时，不能同时对立柱和墙体上的模板进行支撑，且传统的模架移动也十分

不便，给使用带来了较大的局限。

发明内容

[0003] 鉴于现有技术中的上述缺陷或不足，期望提供一种移动式建筑主体结构施工用模

架设备。

[0004]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一种移动式建筑主体结构施工用模架设备，

包括底座、电机、主动转轴、主动轮、从动轮、传送带、从动转轴、齿轮盘、固定杆、通槽、活动

杆、固定板、气缸、连杆、竖直支撑板、水平支撑板、扶手，所述电机通过螺丝固接在所述底座

一壁板外侧，所述电机的输出端穿过所述底座的壁板，所述主动转轴一端通过焊接与所述

电机的输出端固接，所述主动转轴另一端穿过所述底座另一壁板，所述主动转轴另一端固

接有所述主动轮，所述从动轮固接在所述底座壁板外侧，所述主动轮和从动轮之间通过所

述传送带连接，所述从动转轴一端与所述从动轮固接，另一端与所述底座的壁板转动连接，

所述齿轮盘通过焊接套设在所述主动转轴和从动转轴上，所述固定杆固接在所述底座上，

所述固定杆靠近所述齿轮盘这端侧壁上开设有所述通槽，所述活动杆滑动设置在所述固定

杆内，所述固定板固接在所述活动杆上，所述活动杆穿过所述固定板，所述气缸固接在所述

固定板远离所述电机这端的侧壁上，所述气缸的活塞杆穿过所述固定板，所述连杆与所述

气缸的活塞杆固接，所述竖直支撑板与所述连杆固接，所述活动杆的顶部固接有所述水平

支撑板，所述底座上固设有所述扶手。

[0005]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底座为一“U”型结构。

[0006]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主动轮位于所述底座壁板外侧，与所述底座壁板固接，所述从

动轮和主动轮位于所述底座壁板同一侧。

[0007]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从动轮和主动轮直径相等，且所述从动轮和主动轮的圆心位

于同一水平面上，所述从动轮和主动轮远离所述底座壁板这端设置有限位盘。

[0008]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从动转轴和主动转轴的直径相等。

[0009]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齿轮盘到所述底座两侧壁板的距离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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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固定杆有两个，对称设置，所述固定杆位于所述主动转轴和从

动转轴相互远离这端，所述固定杆内部为空腔结构，所述固定杆和齿轮盘位于同一竖直面

上。

[0011]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通槽的高度和齿轮盘的直径相等，所述活动杆靠近所述通槽

这端侧壁上设置有条形齿，条形齿与所述齿轮盘啮合。

[0012]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底座的底部设置有轮子。

[0013] 综上所述，本申请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水平支撑板和竖直支撑板，水

平支撑板可以同时对房梁和房顶的模板进行支撑，竖直支撑板可以对立柱和墙体上的模板

进行支撑，电机通过驱动主动转轴，主动转轴转动带动主动轮转动，主动轮通过传送带带动

从动轮转动，从动轮带动从动转轴转动，主动转轴和从动转轴会带动齿轮盘转动，从而驱动

活动杆进行升降活动，升降杆带动水平支撑板上下活动，以适应对不同高度的模板进行支

撑，在活动杆上设置有固定板，固定板上固接的气缸驱动竖直支撑板在水平方向上运动，可

以实现对立柱和墙体模板的支撑，在模架底部设置有轮子，方便对模架进行移动，给使用者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附图说明

[0014]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所作的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申请的其它

特征、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图一；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图二；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左视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内部结构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升降机构结构图；

[0020] 图6为本实用新型固定杆结构图；

[0021] 图7为本实用新型活动杆结构图。

[0022] 图中标号：底座－1，电机－2，主动转轴－3，主动轮－4，从动轮－5，传送带－6，从

动转轴－7，齿轮盘－8，固定杆－9，通槽－10，活动杆－11，固定板－12，气缸－13，连杆－

14，竖直支撑板－15，水平支撑板－16，扶手－17；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申请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可以理解的是，此处所描

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相关发明，而非对该发明的限定。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为了

便于描述，附图中仅示出了与发明相关的部分。

[0024]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下面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申请。

[0025] 如图1‑图7所示，一种移动式建筑主体结构施工用模架设备，包括底座1、电机2、主

动转轴3、主动轮4、从动轮5、传送带6、从动转轴7、齿轮盘8、固定杆9、通槽10、活动杆11、固

定板12、气缸13、连杆14、竖直支撑板15、水平支撑板16、扶手17，所述电机2通过螺丝固接在

所述底座1一壁板外侧，所述电机2的输出端穿过所述底座1的壁板，所述主动转轴3一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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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焊接与所述电机2的输出端固接，所述主动转轴3另一端穿过所述底座1另一壁板，所述主

动转轴3另一端固接有所述主动轮4，所述从动轮5固接在所述底座1壁板外侧，所述主动轮4

和从动轮5之间通过所述传送带6连接，所述从动转轴7一端与所述从动轮5固接，另一端与

所述底座1的壁板转动连接，所述齿轮盘8通过焊接套设在所述主动转轴3和从动转轴7上，

所述固定杆9固接在所述底座1上，所述固定杆9靠近所述齿轮盘8这端侧壁上开设有所述通

槽10，所述活动杆11滑动设置在所述固定杆9内，所述固定板12固接在所述活动杆11上，所

述活动杆11穿过所述固定板12，所述气缸13固接在所述固定板12远离所述电机2这端的侧

壁上，所述气缸13的活塞杆穿过所述固定板12，所述连杆14与所述气缸13的活塞杆固接，所

述竖直支撑板15与所述连杆14固接，所述活动杆11的顶部固接有所述水平支撑板16，所述

底座1上固设有所述扶手17。所述底座1为一“U”型结构。所述主动轮4位于所述底座1壁板外

侧，与所述底座1壁板固接，所述从动轮5和主动轮4位于所述底座1壁板同一侧。所述从动轮

5和主动轮4直径相等，且所述从动轮5和主动轮4的圆心位于同一水平面上，所述从动轮5和

主动轮4远离所述底座1壁板这端设置有限位盘。所述从动转轴7和主动转轴3的直径相等。

所述齿轮盘8到所述底座1两侧壁板的距离相等。所述固定杆9有两个，对称设置，所述固定

杆9位于所述主动转轴3和从动转轴7相互远离这端，所述固定杆9内部为空腔结构，所述固

定杆9和齿轮盘8位于同一竖直面上。所述通槽10的高度和齿轮盘8的直径相等，所述活动杆

11靠近所述通槽10这端侧壁上设置有条形齿，条形齿与所述齿轮盘8啮合。所述底座1的底

部设置有轮子。

[0026] 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水平支撑板和竖直支撑板，水平支撑板可以同时对房梁和房

顶的模板进行支撑，竖直支撑板可以对立柱和墙体上的模板进行支撑，电机通过驱动主动

转轴，主动转轴转动带动主动轮转动，主动轮通过传送带带动从动轮转动，从动轮带动从动

转轴转动，主动转轴和从动转轴会带动齿轮盘转动，从而驱动活动杆进行升降活动，升降杆

带动水平支撑板上下活动，以适应对不同高度的模板进行支撑，在活动杆上设置有固定板，

固定板上固接的气缸驱动竖直支撑板在水平方向上运动，可以实现对立柱和墙体模板的支

撑，在模架底部设置有轮子，方便对模架进行移动，给使用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0027] 以上描述仅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以及对所运用技术原理等方案的说明。同时，

本申请中所涉及的发明范围，并不限于上述技术特征的特定组合而成的技术方案，同时也

应涵盖在不脱离所述发明构思的情况下，由上述技术特征或其等同特征进行任意组合而形

成的其它技术方案。例如上述特征与本申请中公开的(但不限于)具有类似功能的技术特征

进行互相替换而形成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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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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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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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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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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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5/6 页

10

CN 215407401 U

10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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