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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瓷砖贴面工程实训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瓷砖贴面工程实训装置，

包括：主体框架和实训模块；主体框架设置有轨

道，实训模块能够沿轨道运动；主体框架用于支

撑轨道和实训模块，实训模块包括墙面基材水泥

板。本发明的实训装置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重

量轻；可重复性较好，有助于受训人员较快掌握

瓷砖贴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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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瓷砖贴面工程实训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主体框架和实训模块(5)；

主体框架设置有轨道(2)，实训模块(5)能够沿轨道(2)运动；

主体框架用于支撑轨道(2)和实训模块(5)，实训模块(5)包括墙面基材水泥板；

主体框架为钢架结构，包括立柱(4)、顶部槽钢支架(1)和底部槽钢支架；

立柱(4)竖直放置，顶部槽钢支架(1)、底部槽钢支架分别固定设置于立柱(4)的上、下

两端；

立柱(4)的数量为4个，顶部槽钢支架(1)和底部槽钢支架均为由4根槽钢制成的“井”字

形支架；

底部槽钢支架水平设置，4个立柱(4)的下端分别与“井”字形的底部槽钢支架的四个槽

钢交点固定连接，顶部槽钢支架(1)水平设置，4个立柱(4)的上端分别与“井”字形的顶部槽

钢支架(1)的四个槽钢交点固定连接；

轨道(2)为“田”字形滑轨，滑轨与顶部槽钢支架(1)组合布置，滑轨内设置有吊轮(3)，

通过吊轮(3)悬吊实训模块(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瓷砖贴面工程实训装置，其特征在于，滑轨为铝合金滑

轨，吊轮(3)为双轨吊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瓷砖贴面工程实训装置，其特征在于，实训模块(5)的底

部设置有导向轮(7)，底部槽钢支架设置有与“田”字形滑轨相对应的“田”字形槽钢轨道

(6)，导向轮(7)能够沿槽钢轨道(6)运动；

实训模块(5)的表面敷设有可更换的墙面基材水泥板。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瓷砖贴面工程实训装置，其特征在于，立柱(4)为截面尺

寸为30mm×30mm×5mm的方钢管，导向轮(7)为尼龙材质导向轮，导向轮(7)内设置有不锈钢

轴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瓷砖贴面工程实训装置，其特征在于，设置有8个沿“田”

字形滑轨移动的实训模块(5)。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瓷砖贴面工程实训装置，其特征在于，多个实训模块(5)

配合能够组成“一”字形或“L”形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瓷砖贴面工程实训装置，其特征在于，轨道(2)与顶部槽

钢支架(1)通过钢板连接件连接，并用螺栓连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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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瓷砖贴面工程实训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瓷砖贴面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瓷砖贴面工程实训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的瓷砖贴面工程实训培训，大多是在实体水泥墙或砖体结构的墙面上进行，

普遍存在结构庞大，占地面积大以及重量大的问题；另外，瓷砖贴面培训完成后，再次培训

需要将墙体和瓷砖全部拆除，工作量巨大，还会产生体积庞大的建筑垃圾，可重复性差；在

现有的瓷砖贴面培训硬件设施上快速培训和掌握瓷砖贴面技术，存在较多限制和困难。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瓷砖贴面工程实训装置，以解决上述存在的技术问

题。本发明的瓷砖贴面工程实训装置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重量轻；可重复性较好，有助于

受训人员较快掌握瓷砖贴面技术。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瓷砖贴面工程实训装置，包括：主体框架和实训模块；主体框架设置有轨道，

实训模块能够沿轨道运动；主体框架用于支撑轨道和实训模块，实训模块包括墙面基材水

泥板。

[0006] 进一步的，主体框架为钢架结构，包括立柱、顶部槽钢支架和底部槽钢支架；立柱

竖直放置，顶部槽钢支架、底部槽钢支架分别固定设置于立柱的上、下两端。

[0007] 进一步的，立柱的数量为4个，顶部槽钢支架和底部槽钢支架均为由4根槽钢制成

的“井”字形支架；底部槽钢支架水平设置，4个立柱的下端分别与“井”字形的底部槽钢支架

的四个槽钢交点固定连接，顶部槽钢支架水平设置，4个立柱的上端分别与“井”字形的顶部

槽钢支架的四个槽钢交点固定连接。

[0008] 进一步的，轨道为“田”字形滑轨，滑轨与顶部槽钢支架组合布置，滑轨内设置有吊

轮，通过吊轮悬吊实训模块。

[0009] 进一步的，滑轨为铝合金滑轨，吊轮为双轨吊轮。

[0010] 进一步的，实训模块的底部设置有导向轮，底部槽钢支架设置有与“田”字形滑轨

相对应的“田”字形槽钢轨道，导向轮能够沿槽钢轨道运动；实训模块的表面敷设有可更换

的墙面基材水泥板。

[0011] 进一步的，立柱为截面尺寸为30mm×30mm×5mm的方钢管，导向轮为尼龙材质导向

轮，导向轮内设置有不锈钢轴承。

[0012] 进一步的，设置有8个沿“田”字形滑轨移动的实训模块。

[0013] 进一步的，多个实训模块配合能够组成“一”字形或“L”形结构。

[0014] 进一步的，轨道与顶部槽钢支架通过钢板连接件连接，并用螺栓连接固定。相对于

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5] 本发明在培训教学中使用，可向受训人员提供一种掌握瓷砖贴面技术的全新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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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帮助受训人员较快的掌握瓷砖贴面技术。另外，本发明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通过实

训模块沿轨道运动，可使实训工位灵活多变，培训完成后只需更换基层板材即可进行再次

实训，操作方便快捷。

[0016] 进一步的，主体框架采用全钢结构，可保证主体框架具有较好的强度和刚性，保证

能够支撑轨道和实训模块。

[0017] 进一步的，轨道采用“田”字形滑轨，实训模块采用悬吊式，实训作品中优秀的作品

可通过滑轨移动到展示区域，作为展示和示范，便于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和实训。

[0018] 进一步的，实训模块底部设置有导向轮，导向轮能够支撑实训模块，也便于实训模

块的移动。

[0019] 进一步的，立柱选用方钢管可降低装置的重量。

[0020] 进一步的，多个实训模块配合使用，能够适应多种结构墙面的瓷砖贴面培训。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瓷砖贴面工程实训装置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图1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图1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图1中瓷砖贴面工程实训装置的实训模块的旋转布局示意图。

[0025] 图1至4中：1、顶部槽钢支架；2、轨道；3、吊轮；4、立柱；5、实训模块；6、槽钢轨道；7、

导向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7] 参考图1至图4，本发明的一种瓷砖贴面工程实训装置，包括：主体框架和实训模块

5；主体框架设置有轨道2，实训模块5能够沿轨道2运动；主体框架用于支撑轨道2和实训模

块5，实训模块5包括墙面基材水泥板。主体框架为钢架结构，包括立柱4、顶部槽钢支架1和

底部槽钢支架；立柱4的数量为4个，立柱4选用的型材为截面尺寸为30mm×30mm×5mm的方

钢管，顶部槽钢支架1和底部槽钢支架均为由4根10井槽钢焊接制成的“井”字形支架；底部

槽钢支架水平设置，4个立柱4的下端分别与“井”字形的底部槽钢支架的四个槽钢交点固定

连接，顶部槽钢支架1水平设置，4个立柱4的上端分别与“井”字形的顶部槽钢支架1的四个

槽钢交点固定连接。轨道2为“田”字形滑轨，内设置有8个沿“田”字形滑轨移动实训模块5，

滑轨为铝合金滑轨，滑轨与顶部槽钢支架1组合布置，滑轨内设置有吊轮3，通过吊轮3悬吊

实训模块5，吊轮3为双轨吊轮。实训模块5的底部设置有导向轮7，实训模块5的表面敷设有

可更换的墙面基材水泥板，导向轮7为尼龙材质导向轮，导向轮7内设置有不锈钢轴承，底部

槽钢支架设置有与“田”字形滑轨相对应的“田”字形槽钢轨道6，导向轮7沿“田”字形槽钢轨

道6运动。多个实训模块5沿轨道2滑动后，可配合组成“一”字形或“L”字形。滑轨与顶部槽钢

支架1通过钢板连接件连接，并用高强度螺栓连接固定，钢板连接件为激光切割L型、T字型、

十字型、一字型、圆形连接件。

[0028] 本发明的瓷砖贴面工程实训装置的主体框架为钢架结构，主体框架采用高强度方

钢管和槽钢焊接而成，表面喷塑处理。立柱4采用高强度方钢管，4个方钢管立柱4在主体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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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中间呈正方形布局，上部为顶部槽钢支架1，下部为底部槽钢支架，主体框架用于支撑滑

轨和实训模块5。滑轨顶架装置与顶部槽钢支架1固定连接，底部槽钢支架可作为导向轮7的

导向槽，滑轨上悬吊有可滑动的实训模块5。滑轨顶架装置与立柱4形成“回”字形布局,侧面

形成“亚”字形结构。

[0029] 本发明的顶部槽钢支架1采用10井槽钢“井”字型焊接；顶部铝合金滑轨使用F63滑

轨，钢板连接件连接成“田”字形；顶部槽钢支架1和顶部铝合金滑轨用高强度M10螺栓连接；

实训模块5利用吊轮3吊装在顶部铝合金滑轨上；实训模块5底部安装有导向轮7，导向轮7在

槽钢轨道6中滑动。

[0030]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

[0031] 实施培训实训操作时，将实训模块沿着顶部铝合金滑轨和底部槽钢框架的“田”字

型轨道移动和旋转，实训模块配合组成需要的“一”字形或“L”形结构，在“一”字形或“L”形

结构墙面上进行瓷砖贴面实训操作；一个工位实训完成后，将已完成的实训模块沿轨道移

动到存放区存在展示，或拆除实训模块上的基材水泥板，另装一块基材水泥板，进行下一项

瓷砖贴面实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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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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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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