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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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2107718.4

(22)申请日 2020.09.23

(73)专利权人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071000 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五四西

路139号

(72)发明人 侯伟亮　王国栋　严硕　曹方　

高雪朝　常田　王力剑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科维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41102

代理人 赵继福

(51)Int.Cl.

B66C 19/00(2006.01)

B66C 1/30(2006.01)

B66C 1/34(2006.01)

B66C 11/14(2006.01)

B66C 5/0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砌块吊装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砌块吊装装置，包括

与地面固定连接的支撑架，还包括与支撑架的顶

部固定连接且使砌块在水平面上移动的第一移

动机构、与第一移动机构的左端固定连接的固定

架、与固定架固定连接的且使砌块在竖直方向移

动的第二移动机构、与第二移动机构的底部固定

连接的挂钩、与挂钩活动连接且使砌块夹紧的夹

紧机构，本实用新型第一移动机构和第二移动机

构的设置，便于吊装的砌块在水平面上和竖直方

向移动，移动方便，适用范围广，夹紧机构的设

置，便于对砌块的卸载且适用于不同规格型号的

砌块，适用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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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砌块吊装装置，包括与地面固定连接的支撑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与支撑架的

顶部固定连接且使砌块在水平面上移动的第一移动机构、与第一移动机构的左端固定连接

的固定架、与固定架固定连接的且使砌块在竖直方向移动的第二移动机构、与第二移动机

构的底部固定连接的挂钩、与挂钩活动连接且使砌块夹紧的夹紧机构，夹紧机构包括位于

水平方向的定位板、套设在定位板的左右两端且相对于定位板的长度方向移动的夹紧板、

位于定位板的前侧面和后侧面且一端与夹紧板铰接的限位板、与夹紧板的底部通过滑动机

构和固定机构连接且用于支撑砌块的托板，限位板的另一端通过连接机构与夹紧板固定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砌块吊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夹紧板设置两个，两个夹紧

板分别位于定位板的左右两侧且位于竖直方向，夹紧板通过定位机构与定位板固定连接，

夹紧板的顶部设有挂环，夹紧板上设有使定位板通过的插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砌块吊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机构包括位于定位板前

侧面和后侧面的若干第一定位孔、位于夹紧板的前侧面和后侧面且与第一定位孔相对应的

第二定位孔、与第一定位孔和第二定位孔螺纹连接的第一螺栓，第二定位孔与插孔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砌块吊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机构包括与夹紧板的底

部固定连接的滑块、位于托板的上表面且开口向上的滑槽，滑槽的左侧面与滑块的左侧面

通过第一弹簧连接，托板的左侧面或右侧面设有把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砌块吊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机构包括位于滑块的前

侧面和后侧面的第一固定孔、位于托板的前侧面和后侧面且穿过滑槽的第二固定孔、穿过

第一固定孔和第二固定孔的固定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砌块吊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板设置两个，两个限位

板分别位于定位板的前侧面和后侧面，限位板的右端与位于定位板右侧的夹紧板铰接，限

位板的左端与位于定位板右侧的夹紧板通过连接机构固定，连接机构包括位于夹紧板前侧

和后侧的第一连接体、与第一连接体相配合且与限位板的左端固定连接的第二连接体。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砌块吊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体包括与两端均匀

夹紧板的前侧面和后侧面固定连接的圆柱，第二连接体包括与限位板的左侧面固定连接的

固定块、位于固定块内且开口向左的限位槽、位于限位槽内的限位块、与限位块的左侧面固

定连接的连接杆、与连接杆的左端固定连接的钩体，限位块的右侧面通过第二弹簧与限位

槽的右侧面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砌块吊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移动机构采用第一液压

缸，第二移动机构采用第二液压缸，第一液压缸的伸缩端与固定架的右侧面固定连接并带

动固定架在水平面上移动，第二液压缸的伸缩端与挂钩固定连接并带动夹紧机构在竖直方

向移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砌块吊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包括与地面固定连接

的支腿、与支腿的顶部固定连接的支撑板，固定架的底部设有滚轮，支撑板上设有使第二移

动机构通过的通孔、位于通孔的前后两侧且使滚轮通过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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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砌块吊装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混凝土砌块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砌块吊装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砌块是一种比粘土砖体型大的块状建筑制品。其原材料来源广、品种多，可就地取

材，价格便宜。按尺寸大小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三类。目前中国以生产中小型砌块为主。块

高在380～940mm者为中型；块高小于380mm者为小型。按材料分为混凝土、水泥砂浆、加气混

凝土、粉煤灰硅酸盐、煤矸石、人工陶粒、矿渣废料等砌块。

[0003] 吊装是指吊车或者起升机构对设备的安装、就位的统称，在检修或维修过程中利

用各种吊装机具将设备、工件、器具、材料等吊起，使其发生位置变化，现有工地上对砌块的

吊装，工地上还是人工搬砖比较多，另外一些工地上采用吊装装置对砌块进行吊装，一般只

能改变砌块的高度，不能在水平面上进行移动，且对砌块的夹紧机构底部的托板是固定的，

当需要对砌块进行卸货时，需要翻转倾倒或一块一块的取出，工作效率低，且容易使砌块破

损。

[0004] 因此，提供一种便于对砌块进行吊运且使砌块便于卸载的砌块吊装装置，已是一

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便于对砌块进行吊运且

使砌块便于卸载的砌块吊装装置。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7] 一种砌块吊装装置，包括与地面固定连接的支撑架，还包括与支撑架的顶部固定

连接且使砌块在水平面上移动的第一移动机构、与第一移动机构的左端固定连接的固定

架、与固定架固定连接的且使砌块在竖直方向移动的第二移动机构、与第二移动机构的底

部固定连接的挂钩、与挂钩活动连接且使砌块夹紧的夹紧机构，夹紧机构包括位于水平方

向的定位板、套设在定位板的左右两端且相对于定位板的长度方向移动的夹紧板、位于定

位板的前侧面和后侧面且一端与夹紧板铰接的限位板、与夹紧板的底部通过滑动机构和固

定机构连接且用于支撑砌块的托板，限位板的另一端通过连接机构与夹紧板固定连接。

[0008] 所述夹紧板设置两个，两个夹紧板分别位于定位板的左右两侧且位于竖直方向，

夹紧板通过定位机构与定位板固定连接，夹紧板的顶部设有挂环，夹紧板上设有使定位板

通过的插孔。

[0009] 所述定位机构包括位于定位板前侧面和后侧面的若干第一定位孔、位于夹紧板的

前侧面和后侧面且与第一定位孔相对应的第二定位孔、与第一定位孔和第二定位孔螺纹连

接的第一螺栓，第二定位孔与插孔连通。

[0010] 所述滑动机构包括与夹紧板的底部固定连接的滑块、位于托板的上表面且开口向

上的滑槽，滑槽的左侧面与滑块的左侧面通过第一弹簧连接，托板的左侧面或右侧面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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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

[0011] 所述固定机构包括位于滑块的前侧面和后侧面的第一固定孔、位于托板的前侧面

和后侧面且穿过滑槽的第二固定孔、穿过第一固定孔和第二固定孔的固定杆。

[0012] 所述限位板设置两个，两个限位板分别位于定位板的前侧面和后侧面，限位板的

右端与位于定位板右侧的夹紧板铰接，限位板的左端与位于定位板右侧的夹紧板通过连接

机构固定，连接机构包括位于夹紧板前侧和后侧的第一连接体、与第一连接体相配合且与

限位板的左端固定连接的第二连接体。

[0013] 所述第一连接体包括与两端均匀夹紧板的前侧面和后侧面固定连接的圆柱，第二

连接体包括与限位板的左侧面固定连接的固定块、位于固定块内且开口向左的限位槽、位

于限位槽内的限位块、与限位块的左侧面固定连接的连接杆、与连接杆的左端固定连接的

钩体，限位块的右侧面通过第二弹簧与限位槽的右侧面连接。

[0014] 所述第一移动机构采用第一液压缸，第二移动机构采用第二液压缸，第一液压缸

的伸缩端与固定架的右侧面固定连接并带动固定架在水平面上移动，第二液压缸的伸缩端

与挂钩固定连接并带动夹紧机构在竖直方向移动。

[0015] 所述支撑架包括与地面固定连接的支腿、与支腿的顶部固定连接的支撑板，固定

架的底部设有滚轮，支撑板上设有使第二移动机构通过的通孔、位于通孔的前后两侧且使

滚轮通过的轨道。

[0016] 积极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第一移动机构和第二移动机构的设置，便于吊装的砌

块在水平面上和竖直方向移动，移动方便，适用范围广，夹紧机构的设置，便于对砌块的卸

载且适用于不同规格型号的砌块，适用范围广。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夹紧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夹紧板机构的机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A‑A方向的剖面图；

[0021] 图5为B方向托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实用新型第一连接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为本实用新型支撑板的机构示意图；

[0024] 图中为：支撑架1、第一移动机构2、固定架3、第二移动机构4、吊钩5、夹紧机构6、支

撑板7、支腿8、定位板9、夹紧板10、限位板11、托板12、第一定位孔13、第二定位孔14、第一连

接体15、第二连接体16、挂环17、第一固定孔18、滑块19、第二固定孔20、插孔21、滑槽22、把

手23、第一弹簧24、钩体25、连接杆26、限位块27、限位槽28、第二弹簧29、轨道30、通孔31。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6] 实施例1

[0027]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砌块吊装装置，包括与地面固定连接的支撑架1，还包括与

支撑架1的顶部固定连接且使砌块在水平面上移动的第一移动机构2、与第一移动机构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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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端固定连接的固定架3、与固定架3固定连接的且使砌块在竖直方向移动的第二移动机构

4、与第二移动机构4的底部固定连接的挂钩5、与挂钩5活动连接且使砌块夹紧的夹紧机构

6，所述第一移动机构2采用第一液压缸，第二移动机构4采用第二液压缸，第一液压缸的伸

缩端与固定架3的右侧面固定连接并带动固定架3在水平面上移动，第一液压缸与支撑架1

的顶部通过螺栓组件固定连接，第二液压缸的底部与固定架3通过螺栓组件固定连接，第二

液压缸的伸缩端与挂钩5通过螺栓组件固定连接并带动夹紧机构6在竖直方向移动，便于吊

装的砌块在水平面上和竖直方向移动，移动方便，适用范围广，夹紧机构的设置，便于对砌

块的卸载且适用于不同规格型号的砌块，适用范围广。

[0028] 如图2至图3所示，夹紧机构6包括位于水平方向的定位板9、套设在定位板9的左右

两端且相对于定位板9的长度方向移动的夹紧板10、位于定位板10的前侧面和后侧面且一

端与夹紧板10铰接的限位板11、与夹紧板10的底部通过滑动机构和固定机构连接且用于支

撑砌块的托板12，限位板11的另一端通过连接机构与夹紧板10固定连接，限位板11的设置，

避免砌块在吊装的过程中掉落，提高了安全性。所述夹紧板10设置两个，两个夹紧板10分别

位于定位板9的左右两侧且位于竖直方向，夹紧板10通过定位机构与定位板固定连接，夹紧

板10相对于定位板9的长度方向移动，便于调整两个夹紧板10之间的距离，从而适用于不同

型号的砌块，当两个夹紧板10之间的距离调整完毕后，通过定位机构将两个夹紧板10与定

位板9固定，即便于盛放砌块，夹紧板10的顶部设有挂环17，便于与挂钩5挂接，从而使夹紧

机构6和砌块一起被吊装至合适的位置，夹紧板10上设有使定位板9通过的插孔21，使夹紧

板10相对于定位板9移动。所述定位机构包括位于定位板9前侧面和后侧面的若干第一定位

孔13、位于夹紧板10的前侧面和后侧面且与第一定位孔13相对应的第二定位孔14、与第一

定位孔13和第二定位孔14螺纹连接的第一螺栓，第二定位14孔与插孔21连通，根据砌块的

规格型号调整两个夹紧板10之间的距离，当两个夹紧板10的位置沿定位板9移动至合适的

位置后，将第一螺栓出插入第一定位孔13和第二定位孔14，则使定位板9和夹紧板10固定。

[0029] 如图4和图5所示，托板12便于对砌块底部的支撑，同时当需要卸载砌块使，使夹紧

板10底部的托板12分别向外侧移动，则使砌块掉落，避免了翻转夹紧机构6卸载砌块或者将

砌块一块一块的取出，提高工作效率，且保证了砌块的完整，所述滑动机构包括与夹紧板10

的底部通过螺栓组件固定连接的滑块19、位于托板12的上表面且开口向上的滑槽22，滑槽

22的左侧面与滑块19的左侧面通过第一弹簧24连接，托板12的左侧面或右侧面设有把手

23，便于推拉托板12。所述固定机构包括位于滑块19的前侧面和后侧面的第一固定孔20、位

于托板12的前侧面和后侧面且穿过滑槽的第二固定孔、穿过第一固定孔20和第二固定孔的

固定杆，固定机构便于将托板12与夹紧板10的底部固定，从而可以支撑砌块，使用时首先将

托盘上的砌块放入两个夹紧板10之间，此时，砌块的长度和宽度均大于托盘，然后向内侧移

动托板12，使托板12位于砌块的底部，此时将固定杆插入第一固定孔20和第二固定孔，则托

板12与夹紧板10固定，然后将限位板11固定后，即可将砌块吊起。

[0030] 如图6所示，所述限位板11设置两个，两个限位板11分别位于定位板9的前侧面和

后侧面，限位板11的右端与位于定位板9右侧的夹紧板10铰接，限位板11可绕位于定位板9

右侧的夹紧板10转动，限位板11的左端与位于定位板9右侧的夹紧板通过连接机构固定，连

接机构包括位于夹紧板10前侧和后侧的第一连接体15、与第一连接体15相配合且与限位板

11的左端固定连接的第二连接体16。所述第一连接体15包括与两端均匀夹紧板10的前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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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侧面固定连接的圆柱，第二连接体16包括与限位板11的左侧面通过螺栓组件固定连接

的固定块、位于固定块内且开口向左的限位槽28、位于限位槽28内的限位块27、与限位块27

的左侧面通过螺栓组件固定连接的连接杆26、与连接杆26的左端通过螺栓组件固定连接的

钩体25，限位块27的右侧面通过第二弹簧29与限位槽28的右侧面连接，钩体25挂钩在圆柱

上，即使限位板11与两个夹紧板10固定，则避免在吊装的过程中砌块掉落。

[0031] 使用时，首先根据砌块的规格型号调整夹紧板10之间的距离，并通过定位机构将

定位板9与夹紧板10固定，使用挂钩5钩住吊环17，然后将砌块放置在托盘上，托盘的长和宽

小于砌砖的长和宽，使得砌块部分伸出托盘外，此时调整第一移动机构2和第二移动机构4，

使夹紧板10位于砌块的左右两侧，拖动托板12，使托板12位于砌块左右两端的底部，然后通

过固定机构将托板12与夹紧板10固定，此时转动限位板11，使限位板11的左端与夹紧板12

通过连接机构固定，然后通过第一移动机构2和第二移动机构4将砌块吊装并吊装置合适的

位置，达到合适的位置后，砌块接近地面时，拔出固定杆，并拉动托板12向外移动，使砌块的

底部失去支撑，将加紧机构和砌块同时放落在地面上，拔出第一螺栓，使夹紧板2对砌块的

夹紧力消失，然后将钩体25与圆柱脱离，从而实现砌块与夹紧机构的脱离。

[0032] 实施例2

[0033]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砌块吊装装置，包括与地面固定连接的支撑架1，还包括与

支撑架1的顶部固定连接且使砌块在水平面上移动的第一移动机构2、与第一移动机构2的

左端固定连接的固定架3、与固定架3固定连接的且使砌块在竖直方向移动的第二移动机构

4、与第二移动机构4的底部固定连接的挂钩5、与挂钩5活动连接且使砌块夹紧的夹紧机构

6，所述第一移动机构2采用第一液压缸，第二移动机构4采用第二液压缸，第一液压缸的伸

缩端与固定架3的右侧面固定连接并带动固定架3在水平面上移动，第一液压缸与支撑架1

的顶部通过螺栓组件固定连接，第二液压缸的底部与固定架3通过螺栓组件固定连接，第二

液压缸的伸缩端与挂钩5通过螺栓组件固定连接并带动夹紧机构6在竖直方向移动，便于吊

装的砌块在水平面上和竖直方向移动，移动方便，适用范围广，夹紧机构的设置，便于对砌

块的卸载且适用于不同规格型号的砌块，适用范围广。

[0034] 如图2至图3所示，夹紧机构6包括位于水平方向的定位板9、套设在定位板9的左右

两端且相对于定位板9的长度方向移动的夹紧板10、位于定位板10的前侧面和后侧面且一

端与夹紧板10铰接的限位板11、与夹紧板10的底部通过滑动机构和固定机构连接且用于支

撑砌块的托板12，限位板11的另一端通过连接机构与夹紧板10固定连接，限位板11的设置，

避免砌块在吊装的过程中掉落，提高了安全性。所述夹紧板10设置两个，两个夹紧板10分别

位于定位板9的左右两侧且位于竖直方向，夹紧板10通过定位机构与定位板固定连接，夹紧

板10相对于定位板9的长度方向移动，便于调整两个夹紧板10之间的距离，从而适用于不同

型号的砌块，当两个夹紧板10之间的距离调整完毕后，通过定位机构将两个夹紧板10与定

位板9固定，即便于盛放砌块，夹紧板10的顶部设有挂环17，便于与挂钩5挂接，从而使夹紧

机构6和砌块一起被吊装至合适的位置，夹紧板10上设有使定位板9通过的插孔21，使夹紧

板10相对于定位板9移动。所述定位机构包括位于定位板9前侧面和后侧面的若干第一定位

孔13、位于夹紧板10的前侧面和后侧面且与第一定位孔13相对应的第二定位孔14、与第一

定位孔13和第二定位孔14螺纹连接的第一螺栓，第二定位14孔与插孔21连通，根据砌块的

规格型号调整两个夹紧板10之间的距离，当两个夹紧板10的位置沿定位板9移动至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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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后，将第一螺栓出插入第一定位孔13和第二定位孔14，则使定位板9和夹紧板10固定。

[0035] 如图4和图5所示，托板12便于对砌块底部的支撑，同时当需要卸载砌块使，使夹紧

板10底部的托板12分别向外侧移动，则使砌块掉落，避免了翻转夹紧机构6卸载砌块或者将

砌块一块一块的取出，提高工作效率，且保证了砌块的完整，所述滑动机构包括与夹紧板10

的底部通过螺栓组件固定连接的滑块19、位于托板12的上表面且开口向上的滑槽22，滑槽

22的左侧面与滑块19的左侧面通过第一弹簧24连接，托板12的左侧面或右侧面设有把手

23，便于推拉托板12。所述固定机构包括位于滑块19的前侧面和后侧面的第一固定孔20、位

于托板12的前侧面和后侧面且穿过滑槽的第二固定孔、穿过第一固定孔20和第二固定孔的

固定杆，固定机构便于将托板12与夹紧板10的底部固定，从而可以支撑砌块，使用时首先将

托盘上的砌块放入两个夹紧板10之间，此时，砌块的长度和宽度均大于托盘，然后向内侧移

动托板12，使托板12位于砌块的底部，此时将固定杆插入第一固定孔20和第二固定孔，则托

板12与夹紧板10固定，然后将限位板11固定后，即可将砌块吊起。

[0036] 如图6所示，所述限位板11设置两个，两个限位板11分别位于定位板9的前侧面和

后侧面，限位板11的右端与位于定位板9右侧的夹紧板10铰接，限位板11可绕位于定位板9

右侧的夹紧板10转动，限位板11的左端与位于定位板9右侧的夹紧板通过连接机构固定，连

接机构包括位于夹紧板10前侧和后侧的第一连接体15、与第一连接体15相配合且与限位板

11的左端固定连接的第二连接体16。所述第一连接体15包括与两端均匀夹紧板10的前侧面

和后侧面固定连接的圆柱，第二连接体16包括与限位板11的左侧面通过螺栓组件固定连接

的固定块、位于固定块内且开口向左的限位槽28、位于限位槽28内的限位块27、与限位块27

的左侧面通过螺栓组件固定连接的连接杆26、与连接杆26的左端通过螺栓组件固定连接的

钩体25，限位块27的右侧面通过第二弹簧29与限位槽28的右侧面连接，钩体25挂钩在圆柱

上，即使限位板11与两个夹紧板10固定，则避免在吊装的过程中砌块掉落。

[0037] 如图7所示，所述支撑架1包括与地面通过螺栓组件固定连接的支腿8、与支腿8的

顶部通过焊接固定连接的支撑板7，固定架3的底部设有滚轮，支撑板7上设有使第二移动机

构4通过的通孔31、位于通孔31的前后两侧且使滚轮通过的轨道30，轨道30的设置，便于滚

轮沿预定的方向移动。

[0038] 使用时，首先根据砌块的规格型号调整夹紧板10之间的距离，并通过定位机构将

定位板9与夹紧板10固定，使用挂钩5钩住吊环17，然后将砌块放置在托盘上，托盘的长和宽

小于砌砖的长和宽，使得砌块部分伸出托盘外，此时调整第一移动机构2和第二移动机构4，

使夹紧板10位于砌块的左右两侧，拖动托板12，使托板12位于砌块左右两端的底部，然后通

过固定机构将托板12与夹紧板10固定，此时转动限位板11，使限位板11的左端与夹紧板12

通过连接机构固定，然后通过第一移动机构2和第二移动机构4将砌块吊装并吊装置合适的

位置，达到合适的位置后，砌块接近地面时，拔出固定杆，并拉动托板12向外移动，使砌块的

底部失去支撑，将加紧机构和砌块同时放落在地面上，拔出第一螺栓，使夹紧板2对砌块的

夹紧力消失，然后将钩体25与圆柱脱离，从而实现砌块与夹紧机构的脱离。

[0039] 本实用新型第一移动机构和第二移动机构的设置，便于吊装的砌块在水平面上和

竖直方向移动，移动方便，适用范围广，夹紧机构的设置，便于对砌块的卸载且适用于不同

规格型号的砌块，适用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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