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630479.1

(22)申请日 2018.12.29

(71)申请人 宋健

地址 519031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横琴镇

华发首府14栋303

(72)发明人 宋健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嘉宏博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 44273

代理人 孙强

(51)Int.Cl.

A62C 99/00(2010.01)

G09F 23/00(2006.01)

A62C 31/02(2006.01)

E04G 23/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高楼多功能移动互通式消防平台及其

消防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楼多功能移动互通式消

防平台及其消防方法，其平台包括外围广告板、

框架系统以及运动轨道，其中，该外围广告板设

置在该框架系统外侧，该运动轨道固定设置在建

筑物外立面上，当该框架系统处于非工作状态的

时候，该框架系统沿该运动轨道运动到建筑物顶

部，此刻，该平台整体能够当做户外大型广告架

使用，当该框架系统处于工作状态的时候，该框

架系统沿该运动轨道在建筑物外立面上上下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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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楼多功能移动互通式消防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外围广告板、框架系统以及

运动轨道，其中，该外围广告板设置在该框架系统外侧，该运动轨道固定设置在建筑物外立

面上，

该框架系统具有工作状态以及非工作状态，当该框架系统处于非工作状态的时候，该

框架系统沿该运动轨道运动到建筑物顶部，并固定在建筑物顶部，此刻，借助该外围广告板

对外展示广告，使该平台整体能够当做户外大型广告架使用，当该框架系统处于工作状态

的时候，该框架系统沿该运动轨道在建筑物外立面上上下运动，此刻，该平台能够当做清洁

建筑物外立面的平台或者救援反恐平台或者运载平台使用，

该框架系统包括功能单元以及消防单元，该功能单元与该消防单元叠设在一起，形成

该框架系统，该功能单元与该消防单元能够同时沿该运动轨道在建筑物外立面上上下运

动，该功能单元包括基础平台。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楼多功能移动互通式消防平台，其特征在于：该基础平台

上设置有清洁系统，该清洁系统包括清洁轨道、清洁机器人以及喷淋系统，其中，该清洁轨

道固定设置在该基础平台上，该清洁机器人移动设置在该清洁轨道上，该清洁机器人包括

可压缩运动支架以及清洁头，该可压缩运动支架底部通过滑块滑动设置在该清洁轨道上，

该清洁头设置在该可压缩运动支架顶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楼多功能移动互通式消防平台，其特征在于：该可压缩运

动支架包括两根支撑杆，两根该支撑杆一端枢接在一起，在两根该支撑杆之间设置有压缩

弹簧，该清洁头包括滚刷、吸尘头、吹风头以及喷头。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楼多功能移动互通式消防平台，其特征在于：该喷淋系统

设置在建筑物楼顶，该喷淋系统包括清洁存水桶以及清洁剂储存桶，该清洁存水桶以及该

清洁剂储存桶分别通过软管与该清洁头的喷头相连接，该清洁存水桶以及该清洁剂储存桶

中的清洁水以及清洁剂通过软管输送给喷头并通过喷头喷洒在建筑物上。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楼多功能移动互通式消防平台，其特征在于：该消防单元

包括消防液体混合罐、液体输送管以及消防喷头，其中，该消防液体混合罐设置在建筑物楼

顶，该消防喷头与建筑物相对应设置在该消防单元上，该液体输送管连接在该消防液体混

合罐与该消防喷头之间，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中存储有灭火剂，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与消防水

管相连接，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与该消防水管之间设置有水路控制阀，  该消防液体混合罐外

接压力气瓶组，在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与该压力气瓶组之间设置有气路控制阀，

火警发生时，该平台接到火警信号，自动下落至火警发生楼层，击碎玻璃后第一时间进

行消防工作，此时，该水路控制阀打开，该消防水管中的水首先进入到该消防液体混合罐

中，并与灭火剂进行混合，延时一段时间后，该气路控制阀打开，该压力气瓶组中的高压隔

氧气体快速进入到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中，此刻，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中的高压液体、气体通过

该液体输送管从该消防喷头喷出。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楼多功能移动互通式消防平台，其特征在于：该消防喷头

通过甩杆枢接在该消防单元中，同时，该消防喷头通过拉绳悬挂在该消防单元中，该拉绳上

设置有切断器，该消防喷头上还设置有配重块，火警发生时，当该切断器检测到该液体输送

管有水流时，该切断器切断该拉绳使该消防喷头撞击建筑物玻璃，击碎后喷出灭火液体，进

行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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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高楼多功能移动互通式消防平台，其特征在于：该切断器包

括液体检测器以及熔断包，其中，该液体检测器设置在该液体输送管中，该熔断包包裹在该

拉绳上，该液体检测器与该熔断包之间连接有信号线，该液体检测器检测到该液体输送管

有水流时，发送信号给该熔断包使该熔断包将该拉绳熔断，使该消防喷头撞击建筑物玻璃，

击碎后喷出灭火液体，进行灭火。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楼多功能移动互通式消防平台，其特征在于：该消防单元

还包括水蒸汽发生保护系统，该水蒸汽发生保护系统由若干中空管组成，若干该中空管相

互连通形成一框架，该功能单元以及该消防单元设置在该框架中，该框架具有内循环水路，

该内循环水路通过软管与该消防水管相连接，火警发生时，该水路控制阀打开，该消防水管

同时向该内循环水路中注水，该框架外接有若干蒸汽喷头，若干该蒸汽喷头朝向建筑物。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高楼多功能移动互通式消防平台，其特征在于：该框架还外

接有防护隔离板，该防护隔离板设置在靠近建筑物一侧，该防护隔离板中设置有吸热水道，

该吸热水道与该内循环水路相连通，火灾时，该防护隔离板首先起到隔离保护的作用，其

次，由于其靠近建筑物，所以能够快速吸热，将该内循环水路中的水加热为气体并由该蒸汽

喷头喷出。

10.一种高楼消防灭火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消防平台移动设置在建筑物外部，该消防

平台包括外围广告板、框架系统以及运动轨道，其中，该外围广告板设置在该框架系统外

侧，该运动轨道固定设置在建筑物外立面上，该框架系统具有工作状态以及非工作状态，当

该框架系统处于非工作状态的时候，该框架系统沿该运动轨道运动到建筑物顶部，并固定

在建筑物顶部，此刻，借助该外围广告板对外展示广告，使该平台整体能够当做户外大型广

告架使用，当该框架系统处于工作状态的时候，该框架系统沿该运动轨道在建筑物外立面

上上下运动，

该框架系统包括功能单元以及消防单元，该功能单元与该消防单元叠设在一起，形成

该框架系统，该功能单元与该消防单元能够同时沿该运动轨道在建筑物外立面上上下运

动，

该消防单元包括消防液体混合罐、液体输送管以及消防喷头，其中，该消防液体混合罐

设置在建筑物楼顶，该消防喷头与建筑物相对应设置在该消防单元上，该液体输送管连接

在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与该消防喷头之间，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中存储有灭火剂，该消防液体

混合罐与消防水管相连接，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与该消防水管之间设置有水路控制阀，  该消

防液体混合罐外接压力气瓶组，在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与该压力气瓶组之间设置有气路控制

阀，

火警发生时，该平台接到火警信号，自动下落至火警发生楼层，击碎玻璃后第一时间进

行消防工作，此时，该水路控制阀打开，该消防水管中的水首先进入到该消防液体混合罐

中，并与灭火剂进行混合，延时一段时间后，该气路控制阀打开，该压力气瓶组中的高压隔

氧气体快速进入到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中，此刻，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中的高压液体、气体通过

该液体输送管从该消防喷头喷出，

该消防单元还包括水蒸汽发生保护系统，该水蒸汽发生保护系统由若干中空管组成，

若干该中空管相互连通形成一框架，该功能单元以及该消防单元设置在该框架中，该框架

具有内循环水路，该内循环水路通过软管与该消防水管相连接，火警发生时，该水路控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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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该消防水管同时向该内循环水路中注水，

该框架外接有若干蒸汽喷头，若干该蒸汽喷头朝向建筑物，外部热量能够将该内循环

水路中的水加热为水蒸气，水蒸气从若干该蒸汽喷头中喷向建筑物以进行辅助灭火，该框

架还外接有防护隔离板，该防护隔离板设置在靠近建筑物一侧，该防护隔离板中设置有吸

热水道，该吸热水道与该内循环水路相连通，火灾时，该防护隔离板首先起到隔离保护的作

用，其次，由于其靠近建筑物，所以能够快速吸热，将该内循环水路中的水加热为气体并由

该蒸汽喷头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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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楼多功能移动互通式消防平台及其消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楼消防平台及其消防方法，特别是指一种包括外围广告板、框

架系统以及运动轨道的高楼消防平台及其消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发展高层办建筑大规模修建，由于这些建筑的高度都非常的高，楼面

玻璃的清洗工作成为了一个大难题。传统的悬挂在楼顶的“蜘蛛人”不仅人员费用高，而且

危险系数极高，一旦出现安全事故，就是难以承受的高昂代价。“蜘蛛人”的工作效率也很

低，一次清理工作就需要很多的人来完成。高层建筑的火灾扑救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传统

的消防车只能扑救七层以下的火灾，对于中高层的火灾只能调集大型的云梯设备，且救援、

救火效率非常低下，而此是为传统技术的主要缺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高楼多功能移动互通式消防平台，包括外围广

告板、框架系统以及运动轨道，其中，该外围广告板设置在该框架系统外侧，该运动轨道固

定设置在建筑物外立面上。

[0004] 该框架系统具有工作状态以及非工作状态，当该框架系统处于非工作状态的时

候，该框架系统沿该运动轨道运动到建筑物顶部，并固定在建筑物顶部，此刻，借助该外围

广告板对外展示广告，使该平台整体能够当做户外大型广告架使用，当该框架系统处于工

作状态的时候，该框架系统沿该运动轨道在建筑物外立面上上下运动，此刻，该平台能够当

做清洁建筑物外立面的平台或者救援反恐平台或者运载平台使用。

[0005] 该框架系统包括功能单元以及消防单元，该功能单元与该消防单元叠设在一起，

形成该框架系统，该功能单元与该消防单元能够同时沿该运动轨道在建筑物外立面上上下

运动，该功能单元包括基础平台。

[0006] 该基础平台上设置有清洁系统，该清洁系统包括清洁轨道、清洁机器人以及喷淋

系统，其中，该清洁轨道固定设置在该基础平台上，该清洁机器人移动设置在该清洁轨道

上，该清洁机器人包括可压缩运动支架以及清洁头，该可压缩运动支架底部通过滑块滑动

设置在该清洁轨道上，该清洁头设置在该可压缩运动支架顶部。该可压缩运动支架包括两

根支撑杆，两根该支撑杆一端枢接在一起，在两根该支撑杆之间设置有压缩弹簧，该清洁头

包括滚刷、吸尘头、吹风头以及喷头。该喷淋系统设置在建筑物楼顶，该喷淋系统包括清洁

存水桶以及清洁剂储存桶，该清洁存水桶以及该清洁剂储存桶分别通过软管与该清洁头的

喷头相连接，该清洁存水桶以及该清洁剂储存桶中的清洁水以及清洁剂通过软管输送给喷

头并通过喷头喷洒在建筑物上。

[0007] 该消防单元包括消防液体混合罐、液体输送管以及消防喷头，其中，该消防液体混

合罐设置在建筑物楼顶，该消防喷头与建筑物相对应设置在该消防单元上，该液体输送管

连接在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与该消防喷头之间，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中存储有灭火剂，该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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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混合罐与消防水管相连接，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与该消防水管之间设置有水路控制阀， 

该消防液体混合罐外接压力气瓶组，在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与该压力气瓶组之间设置有气路

控制阀，火警发生时，该平台接到火警信号，自动下落至火警发生楼层，击碎玻璃后第一时

间进行消防工作，此时，该水路控制阀打开，该消防水管中的水首先进入到该消防液体混合

罐中，并与灭火剂进行混合，延时一段时间后，该气路控制阀打开，该压力气瓶组中的高压

隔氧气体快速进入到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中，此刻，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中的高压液体、气体通

过该液体输送管从该消防喷头喷出。

[0008] 该消防喷头通过甩杆枢接在该消防单元中，同时，该消防喷头通过拉绳悬挂在该

消防单元中，该拉绳上设置有切断器，该消防喷头上还设置有配重块，火警发生时，当该切

断器检测到该液体输送管有水流时，该切断器切断该拉绳使该消防喷头撞击建筑物玻璃，

击碎后喷出灭火液体，进行灭火。该切断器包括液体检测器以及熔断包，其中，该液体检测

器设置在该液体输送管中，该熔断包包裹在该拉绳上，该液体检测器与该熔断包之间连接

有信号线，该液体检测器检测到该液体输送管有水流时，发送信号给该熔断包使该熔断包

将该拉绳熔断，使该消防喷头撞击建筑物玻璃，击碎后喷出灭火液体，进行灭火。

[0009] 该消防单元还包括水蒸汽发生保护系统，该水蒸汽发生保护系统由若干中空管组

成，若干该中空管相互连通形成一框架，该功能单元以及该消防单元设置在该框架中，该框

架具有内循环水路，该内循环水路通过软管与该消防水管相连接，火警发生时，该水路控制

阀打开，该消防水管同时向该内循环水路中注水，该框架外接有若干蒸汽喷头，若干该蒸汽

喷头朝向建筑物。该框架还外接有防护隔离板，该防护隔离板设置在靠近建筑物一侧，该防

护隔离板中设置有吸热水道，该吸热水道与该内循环水路相连通，火灾时，该防护隔离板首

先起到隔离保护的作用，其次，由于其靠近建筑物，所以能够快速吸热，将该内循环水路中

的水加热为气体并由该蒸汽喷头喷出。

[0010] 一种高楼消防灭火方法，将消防平台移动设置在建筑物外部，该消防平台包括外

围广告板、框架系统以及运动轨道，其中，该外围广告板设置在该框架系统外侧，该运动轨

道固定设置在建筑物外立面上，该框架系统具有工作状态以及非工作状态，当该框架系统

处于非工作状态的时候，该框架系统沿该运动轨道运动到建筑物顶部，并固定在建筑物顶

部，此刻，借助该外围广告板对外展示广告，使该平台整体能够当做户外大型广告架使用，

当该框架系统处于工作状态的时候，该框架系统沿该运动轨道在建筑物外立面上上下运

动。

[0011] 该框架系统包括功能单元以及消防单元，该功能单元与该消防单元叠设在一起，

形成该框架系统，该功能单元与该消防单元能够同时沿该运动轨道在建筑物外立面上上下

运动，该消防单元包括消防液体混合罐、液体输送管以及消防喷头，其中，该消防液体混合

罐设置在建筑物楼顶，该消防喷头与建筑物相对应设置在该消防单元上，该液体输送管连

接在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与该消防喷头之间，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中存储有灭火剂，该消防液

体混合罐与消防水管相连接，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与该消防水管之间设置有水路控制阀，  该

消防液体混合罐外接压力气瓶组，在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与该压力气瓶组之间设置有气路控

制阀，火警发生时，该平台接到火警信号，自动下落至火警发生楼层，击碎玻璃后第一时间

进行消防工作，此时，该水路控制阀打开，该消防水管中的水首先进入到该消防液体混合罐

中，并与灭火剂进行混合，延时一段时间后，该气路控制阀打开，该压力气瓶组中的高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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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体快速进入到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中，此刻，该消防液体混合罐中的高压液体、气体通过

该液体输送管从该消防喷头喷出。

[0012] 该消防单元还包括水蒸汽发生保护系统，该水蒸汽发生保护系统由若干中空管组

成，若干该中空管相互连通形成一框架，该功能单元以及该消防单元设置在该框架中，该框

架具有内循环水路，该内循环水路通过软管与该消防水管相连接，火警发生时，该水路控制

阀打开，该消防水管同时向该内循环水路中注水，该框架外接有若干蒸汽喷头，若干该蒸汽

喷头朝向建筑物，外部热量能够将该内循环水路中的水加热为水蒸气，水蒸气从若干该蒸

汽喷头中喷向建筑物以进行辅助灭火，该框架还外接有防护隔离板，该防护隔离板设置在

靠近建筑物一侧，该防护隔离板中设置有吸热水道，该吸热水道与该内循环水路相连通，火

灾时，该防护隔离板首先起到隔离保护的作用，其次，由于其靠近建筑物，所以能够快速吸

热，将该内循环水路中的水加热为气体并由该蒸汽喷头喷出。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是高层建筑玻璃尤其是高层玻璃幕墙安

全、高效、省时、省力的清理以及消防问题，其框架系统具有工作状态以及非工作状态，当该

框架系统处于非工作状态的时候，该框架系统沿该运动轨道运动到建筑物顶部，并固定在

建筑物顶部，此刻，借助该外围广告板对外展示广告，使该平台整体能够当做户外大型广告

架使用，当该框架系统处于工作状态的时候，该框架系统沿该运动轨道在建筑物外立面上

上下运动，此刻，该平台能够当做清洁建筑物外立面的平台或者救援反恐平台或者运载平

台或者消防平台使用。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框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清洁系统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喷淋系统的示意图。

[0018] 图5为本发明消防单元的示意图。

[0019] 图6为本发明消防喷头的示意图。

[0020] 图7为本发明水蒸汽发生保护系统的示意图。

[0021] 图8-9为本发明运动轨道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如图1至9所示，一种高楼多功能移动互通式消防平台，其包括外围广告板10、框架

系统20以及运动轨道30，其中，该外围广告板10设置在该框架系统20外侧，该运动轨道30固

定设置在建筑物外立面上。

[0023] 如图1所示，该框架系统20具有工作状态以及非工作状态。

[0024] 当该框架系统20处于非工作状态的时候，该框架系统20沿该运动轨道30运动到建

筑物顶部，并固定在建筑物顶部，此刻，借助该外围广告板10对外展示广告，使该平台整体

能够当做户外大型广告架使用。

[0025] 当该框架系统20处于工作状态的时候，该框架系统20沿该运动轨道30在建筑物外

立面上上下运动，此刻，该平台能够当做清洁建筑物外立面的平台或者救援反恐平台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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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载平台使用。

[0026]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外围广告板10可以为广告板或者LED显示屏等等。

[0027] 如图2所示，该框架系统20包括功能单元100以及消防单元200。

[0028] 该功能单元100与该消防单元200叠设在一起，形成该框架系统20。

[0029] 该功能单元100与该消防单元200能够同时沿该运动轨道30在建筑物外立面上上

下运动。

[0030] 该功能单元100包括基础平台110。

[0031]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基础平台110上可以根据需要设置一些用具以满足清洁建

筑物外立面、救援、反恐、运载的要求。

[0032] 比如，设置简易吊装机械（升降吊机）以满足运载的要求，设置绳索、伸缩梯等以满

足救援反恐的要求。

[0033] 该基础平台110上设置有清洁系统120。

[0034] 如图3所示，该清洁系统120包括清洁轨道130、清洁机器人140以及喷淋系统150。

[0035] 其中，该清洁轨道130固定设置在该基础平台110上，该清洁机器人140移动设置在

该清洁轨道130上。

[0036] 工作的时候，该框架系统20首先运动到建筑物的特定位置，而后由该清洁系统120

对建筑物外立面进行清洁，实践中，可以自上而下，依次对建筑物的玻璃幕墙进行清洁。

[0037] 该清洁机器人140包括可压缩运动支架141以及清洁头。

[0038] 该可压缩运动支架141底部通过滑块滑动设置在该清洁轨道130上，该清洁头设置

在该可压缩运动支架141顶部。

[0039] 该可压缩运动支架141包括两根支撑杆142，两根该支撑杆142一端枢接在一起，在

两根该支撑杆142之间设置有压缩弹簧143，从而使该可压缩运动支架141整体能够被压缩。

[0040] 该清洁头包括滚刷144、吸尘头145、吹风头146以及喷头147，实践中，可以根据需

要在该清洁头上任意增加相关清洁工具以提升清洁效果。

[0041] 如图4所示，该喷淋系统150设置在建筑物楼顶，该喷淋系统150包括清洁存水桶

151以及清洁剂储存桶152。

[0042] 该清洁存水桶151以及该清洁剂储存桶152分别通过软管与该清洁头的喷头147相

连接。

[0043] 该清洁存水桶151以及该清洁剂储存桶152中的清洁水以及清洁剂通过软管输送

给喷头147并通过喷头147喷洒在建筑物上以方便清洁，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清洁存水桶

151以及该清洁剂储存桶152中分别设置有水泵，以进行液体输送。

[0044] 如图5所示，该消防单元200包括消防液体混合罐210、液体输送管以及消防喷头

220，其中，该消防液体混合罐210设置在建筑物楼顶，该消防喷头220与建筑物相对应设置

在该消防单元200上，该液体输送管连接在该消防液体混合罐210与该消防喷头220之间。

[0045] 实践中，本发明与消防系统联网，火警发生时，本发明的平台接到火警信号，自动

下落至火警发生楼层，击碎玻璃后第一时间进行消防工作，通过该消防喷头220将消防液体

或者消防水喷入火警发生位置，达到第一时间扑灭火灾的作用。

[0046] 该消防液体混合罐210中存储有灭火剂，该消防液体混合罐210与消防水管211相

连接，该消防液体混合罐210与该消防水管211之间设置有水路控制阀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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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该消防液体混合罐210外接压力气瓶组213，在该消防液体混合罐210与该压力气

瓶组213之间设置有气路控制阀214。

[0048] 该气路控制阀214以及该水路控制阀212可以为电磁阀或者其他智能阀门。

[0049] 火警发生时，本发明的平台接到火警信号，自动下落至火警发生楼层，击碎玻璃后

第一时间进行消防工作，此时，该水路控制阀212打开，该消防水管211中的水首先进入到该

消防液体混合罐210中，并与灭火剂进行混合，延时一段时间后（3-5分钟），该气路控制阀

214打开，该压力气瓶组213中的高压隔氧气体（比如，二氧化碳）快速进入到该消防液体混

合罐210中，此刻，该消防液体混合罐210中的高压液体、气体通过该液体输送管从该消防喷

头220喷出，以达到灭火的作用。

[0050] 如图6所示，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消防喷头220通过甩杆221枢接在该消防单元

200中，同时，该消防喷头220通过拉绳222悬挂在该消防单元200中，该拉绳222上设置有切

断器223，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消防喷头220上还设置有配重块224。

[0051] 火警发生时，当该切断器223检测到该液体输送管有水流时，该切断器223切断该

拉绳222使该消防喷头220撞击建筑物玻璃，击碎后喷出灭火液体，进行灭火。

[0052] 实践中，多种结构都可以支持该切断器223的功能，比如，通过刀具剪切，通过化学

物质熔断，通过活塞缸并通过气压或者液压动作的方式等等。

[0053]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切断器223包括液体检测器225以及熔断包226，其中，该液

体检测器225设置在该液体输送管中，该熔断包226包裹在该拉绳222上。

[0054] 该液体检测器225与该熔断包226之间连接有信号线。

[0055] 该液体检测器225检测到该液体输送管有水流时，发送信号给该熔断包226使该熔

断包226将该拉绳222熔断，使该消防喷头220撞击建筑物玻璃，击碎后喷出灭火液体，进行

灭火。

[0056] 该液体检测器225可以为流量器、电容检测器等等。

[0057] 该熔断包226中可以设置化学物质，比如，火药，当有电流时，该熔断包226爆炸切

断该拉绳222。

[0058] 如图7所示，该消防单元200还包括水蒸汽发生保护系统230，该水蒸汽发生保护系

统230由若干中空管231组成，若干该中空管231相互连通形成一框架。

[0059] 该功能单元100以及该消防单元200设置在该框架中。

[0060] 该框架具有内循环水路，该内循环水路通过软管与该消防水管211相连接。

[0061] 火警发生时，该水路控制阀212打开，该消防水管211同时向该内循环水路中注水，

以达到为框架降温，同时为该功能单元100以及该消防单元200降温的作用，进而保障该消

防单元200的正常工作。

[0062] 该框架外接有若干蒸汽喷头232，若干该蒸汽喷头232朝向建筑物。

[0063] 在火情较大的情况下，外部热量能够将该内循环水路中的水加热为水蒸气，水蒸

气从若干该蒸汽喷头232中喷向建筑物以进行辅助灭火。

[0064] 该框架上设置有泄压阀，以防止管路高压爆裂。

[0065] 该框架还外接有防护隔离板233，该防护隔离板233设置在靠近建筑物一侧。

[0066] 该防护隔离板233中设置有吸热水道，该吸热水道与该内循环水路相连通，火灾

时，该防护隔离板233首先起到隔离保护的作用，其次，由于其靠近建筑物，所以能够快速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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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将该内循环水路中的水加热为气体并由该蒸汽喷头232喷出。

[0067]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内循环水路中设置有水泵，以加快水流流动循环速度。

[0068] 如图8至9所示，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运动轨道30中央位置设置有凸轨31，该运动

轨道30两侧设置有齿压32，该运动轨道30中还设置有线槽33，本发明的信号线、电线等可以

布置在该线槽33中，以规范整体结构形式，轮组34滚动设置在该运动轨道30上，该轮组34设

置在该框架系统20上，实践中，该框架系统20上还可以设置滑动定位装置35、蓄电池、停车

防坠装置等其他辅助装置，以确保系统整体正常工作，实践中，本发明的平台可以设置在建

筑物的一面或者四面，具体可以根据建筑物的具体造型进行具体设置。

[0069] 如图1至9所示，一种高楼消防灭火方法，将消防平台移动设置在建筑物外部，该消

防平台包括外围广告板10、框架系统20以及运动轨道30，其中，该外围广告板10设置在该框

架系统20外侧，该运动轨道30固定设置在建筑物外立面上，该框架系统20具有工作状态以

及非工作状态，当该框架系统20处于非工作状态的时候，该框架系统20沿该运动轨道30运

动到建筑物顶部，并固定在建筑物顶部，此刻，借助该外围广告板10对外展示广告，使该平

台整体能够当做户外大型广告架使用，当该框架系统20处于工作状态的时候，该框架系统

20沿该运动轨道30在建筑物外立面上上下运动。

[0070] 该框架系统20包括功能单元100以及消防单元200，该功能单元100与该消防单元

200叠设在一起，形成该框架系统20，该功能单元100与该消防单元200能够同时沿该运动轨

道30在建筑物外立面上上下运动，该消防单元200包括消防液体混合罐210、液体输送管以

及消防喷头220，其中，该消防液体混合罐210设置在建筑物楼顶，该消防喷头220与建筑物

相对应设置在该消防单元200上，该液体输送管连接在该消防液体混合罐210与该消防喷头

220之间，该消防液体混合罐210中存储有灭火剂，该消防液体混合罐210与消防水管211相

连接，该消防液体混合罐210与该消防水管211之间设置有水路控制阀212，  该消防液体混

合罐210外接压力气瓶组213，在该消防液体混合罐210与该压力气瓶组213之间设置有气路

控制阀214。

[0071] 火警发生时，该平台接到火警信号，自动下落至火警发生楼层，击碎玻璃后第一时

间进行消防工作，此时，该水路控制阀212打开，该消防水管211中的水首先进入到该消防液

体混合罐210中，并与灭火剂进行混合，延时一段时间后（3-5分钟），该气路控制阀214打开，

该压力气瓶组213中的高压隔氧气体（比如，二氧化碳）快速进入到该消防液体混合罐210

中，此刻，该消防液体混合罐210中的高压液体、气体通过该液体输送管从该消防喷头220喷

出，以达到灭火的作用。

[0072] 该消防单元200还包括水蒸汽发生保护系统230，该水蒸汽发生保护系统230由若

干中空管231组成，若干该中空管231相互连通形成一框架，该功能单元100以及该消防单元

200设置在该框架中，该框架具有内循环水路，该内循环水路通过软管与该消防水管211相

连接，火警发生时，该水路控制阀212打开，该消防水管211同时向该内循环水路中注水。

[0073] 该框架外接有若干蒸汽喷头232，若干该蒸汽喷头232朝向建筑物，外部热量能够

将该内循环水路中的水加热为水蒸气，水蒸气从若干该蒸汽喷头232中喷向建筑物以进行

辅助灭火，该框架还外接有防护隔离板233，该防护隔离板233设置在靠近建筑物一侧，该防

护隔离板233中设置有吸热水道，该吸热水道与该内循环水路相连通，火灾时，该防护隔离

板233首先起到隔离保护的作用，其次，由于其靠近建筑物，所以能够快速吸热，将该内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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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中的水加热为气体并由该蒸汽喷头232喷出。

[0074] 本专利公开了一种高楼多功能移动互通式消防平台，该平台具有清洁楼面玻璃、

消防救助、紧急疏散、广告效益的功能。该平台设备主要包括：楼体两侧的防火轨道、防火挡

板、轨道式上下移动的防火箱体、智能控制单元、紧急发电机、卷线机、不锈钢钢丝收卷器、

制动防坠设备、不锈钢钢丝、多个水箱、集合式的水电管线、可控制轨道与楼面距离的轨道

枕木、带下翻式有护栏的逃生救援护板、下翻式水收集挡板、水过滤加压机、轨道固定箱体

轮式装置、箱体齿轮动力装置、电机、传动轴、万向节、喷淋头、消防软管接头、蓄电池与停车

设备防坠器、集水箱、广告位、清洗设备的可伸缩支架、弹簧、自传式可翻越障碍物的滚刷、

平面式喷淋装置、吸尘装置、烘干吹风机、等。所述清洗机通过轨道实现上下移动，清洗设备

通过滑轨实现横向清洗。箱体采用分层设计，有专门的一层用来救援，箱体上带有下翻式有

护栏的逃生救援护板，可对不同楼层失火时的人进行大规模疏散救援。箱体内的消防设备

可在第一时间对失火现场进行火灾扑救。箱体最外层的广告位可产生一定的广告效益。箱

体可围绕高楼不同的几个面进行安装，高楼四周的箱体可以相互对接方便救援。箱体内设

置有软梯、绳索、楼体等逃生装备。自传式可翻越障碍物的滚刷配合吸尘装置使用，可节约

用水。

[0075]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本发明消防用和清洗楼面液体罐设在楼顶上与自来水系统连

接并设有控制浮子。本发明的消防平台在同一楼层时互通会形成通道。平台上下运行工作

时，所用的是双动能驱动；即楼顶卷扬机和楼面轨道齿轮双驱动运行，并设有防止下坠裝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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