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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提升装置，尤其涉及一种便

于组装的建筑装修用材料提升装置。本发明的目

的是提供一种双吊绳保证安全，方便室内固定的

防坠落的便于组装的建筑装修用材料提升装置。

技术方案为：一种便于组装的建筑装修用材料提

升装置，包括有底板、支撑墙、第一支撑板、支撑

架、第一支撑杆、第二支撑杆、承重箱、控制机构、

转换机构等；支撑墙固定安装在底板的一侧，第

一支撑板固定安装在底板的远离支撑墙的一侧，

两个支撑架固定安装在第一支撑板的两侧。本装

置中采用了双吊绳进行材料的提升，加大的起吊

机构的安全和稳固性，相较于人工的提吊建筑材

料，保证了工人自身安全的同时。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7页

CN 112551390 A

2021.03.26

CN
 1
12
55
13
90
 A



1.一种便于组装的建筑装修用材料提升装置，包括有底板（1）、支撑墙（101）、第一支撑

板（102）、支撑架（103）、第一支撑杆（104）、第二支撑杆（105）和承重箱（6），支撑墙（101）固

定安装在底板（1）的一侧，第一支撑板（102）固定安装在底板（1）的远离支撑墙（101）的一

侧，两个支撑架（103）固定安装在第一支撑板（102）的两侧，第一支撑杆（104）固定安装在两

个支撑架（103）之间，第二支撑杆（105）固定安装在第一支撑板（102）的中间位置，第二支撑

杆（105）与第一支撑杆（104）的一侧固定连接，两个承重箱（6）固定安装在第一支撑板（102）

的一侧，其特征是：还包括有：控制机构、转换机构、起吊机构和更换机构，控制机构固定安

装在第二支撑杆（105）的一侧，转换机构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杆（105）的靠近控制机构的一

侧，转换机构与控制机构滑动连接，起吊机构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杆（105）的远离转换机构

的一侧，更换机构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杆（105）的靠近起吊机构的一侧。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组装的建筑装修用材料提升装置，其特征是：控制机

构包括有第二支撑板（2）、电机（201）、变速机构、第一带轮（202）、第一皮带（203）、第三支撑

板（204）、转筒（208）和钢丝绳（209），第二支撑板（2）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杆（105）的一侧，

电机（201）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板（2）上，第三支撑板（204）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杆（105）的

靠近第二支撑板（2）的一侧，变速机构固定安装在第三支撑板（204）上，一个第一带轮（202）

固定安装在电机（201）的输出轴上，另一个第一带轮（202）固定安装在变速机构上，第一皮

带（203）绕在两个第一带轮（202）上，两个转筒（208）固定安装在第三支撑板（204）的中间位

置，钢丝绳（209）绕在转筒（208）的中间位置。

3.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便于组装的建筑装修用材料提升装置，其特征是：变速机

构包括有第一轴杆（205）、第一直齿轮（206）、第二直齿轮（207）、第二轴杆（210）、第三直齿

轮（211）和第四直齿轮（212），第一轴杆（205）转动安装在第三支撑板（204）上，第一直齿轮

（206）固定安装在第一轴杆（205）上，第二直齿轮（207）固定安装在第一轴杆（205）的靠近第

一直齿轮（206）的一侧，第二轴杆（210）转动安装在第三支撑板（204）的靠近第一轴杆（205）

的一侧，第三直齿轮（211）固定安装在第二轴杆（210）的靠近第一直齿轮（206）的一侧，第三

直齿轮（211）与第一直齿轮（206）啮合，第四直齿轮（212）固定安装在第二轴杆（210）的靠近

第二直齿轮（207）的一侧，第四直齿轮（212）与第二直齿轮（207）啮合，两个转筒（208）固定

安装在第二轴杆（210）的一侧。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组装的建筑装修用材料提升装置，其特征是：转换机

构包括有第三轴杆（3）、第一卡块（301）、第二带轮（302）、第二皮带（303）和卡紧机构，第三

轴杆（3）转动安装在第三支撑板（204）的远离第二轴杆（210）的一侧，多个第一卡块（301）固

定安装在第三轴杆（3）的靠近转筒（208）的一端，一个第二带轮（302）固定安装在第三轴杆

（3）的靠近第一卡块（301）的一侧，另一个第二带轮（302）固定安装在更换机构上，第二皮带

（303）绕在两个第二带轮（302）上，两个卡紧机构分别固定安装在第三支撑板（204）的两侧。

5.按照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便于组装的建筑装修用材料提升装置，其特征是：卡紧机

构包括有转盘（304）、挡板（305）、卡柱（306）、第三支撑杆（307）、滑柱（308）和弹簧（309），一

个转盘（304）固定安装在第三轴杆（3）的一侧，另一个转盘（304）固定安装在第二轴杆（210）

的一侧，挡板（305）转动安装在第三支撑板（204）的一侧，转盘（304）与挡板（305）配合连接，

卡柱（306）固定安装在挡板（305）的一侧，第三支撑杆（307）固定安装在第三支撑板（204）的

一侧，滑柱（308）与第三支撑杆（307）的一侧滑动连接，滑柱（308）与挡板（305）接触，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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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的一端固定安装在滑柱（308）的一侧，弹簧（309）的另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三支撑杆

（307）的一侧。

6.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组装的建筑装修用材料提升装置，其特征是：起吊机

构包括有第四支撑板（4）、滑轨（401）、第四支撑杆（402）、链轮（403）、链条（404）、第五支撑

板（405）、定滑轮（406）、动滑轮（407）、吊钩（408）、连杆（409）、转杆（410）和转轮（411），第四

支撑板（4）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杆（105）的远离底板（1）的一端，滑轨（401）滑动安装在第四

支撑板（4）的一侧，第四支撑杆（402）转动安装在滑轨（401）的一侧，一个链轮（403）固定安

装在第四支撑杆（402）的一侧，另一个链轮（403）安装在更换机构上，链条（404）绕在两个链

轮（403）上，两个第五支撑板（405）固定安装在滑轨（401）的一侧，两组定滑轮（406）转动安

装在一个第五支撑板（405）上，两组动滑轮（407）与定滑轮（406）通过钢丝绳（209）连接，另

外一个第五支撑板（405）与动滑轮（407）转动连接，吊钩（408）固定安装在另两组第五支撑

板（405）的一侧，两对连杆（409）固定安装在第四支撑板（4）的一侧，转杆（410）转动安装在

其中一对连杆（409）上，转轮（411）固定安装在转杆（410）上，钢丝绳（209）的中间一段绕在

转轮（411）上。

7.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组装的建筑装修用材料提升装置，其特征是：更换机

构包括有固定杆（5）、方块（5a）、第四轴杆（501）、螺钉（502）、第二卡块（503）和第五轴杆

（504），方块（5a）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杆（105）的一侧，两个固定杆（5）滑动安装在方块（5a）

的靠近起吊机构的一侧，第四轴杆（501）转动安装在固定杆（5）的一侧，螺钉（502）与两个固

定杆（5）螺纹连接，螺钉（502）与方块（5a）转动连接，第五轴杆（504）转动安装在另一对连杆

（409）上，第五轴杆（504）与一个链轮（403）固定连接，多个第二卡块（503）固定安装在第五

轴杆（504）的靠近第四轴杆（501）的一侧，卡块与第四轴杆（501）的一侧配合连接。

8.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组装的建筑装修用材料提升装置，其特征是：装置中

的各部分是可拆卸的，方便装置的携带。

9.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组装的建筑装修用材料提升装置，其特征是：装置同

时采用了支撑架（103）和承重箱（6）进行支撑，使得整个装置稳固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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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组装的建筑装修用材料提升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提升装置，尤其涉及一种便于组装的建筑装修用材料提升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材料可分为结构材料、装饰材料和某些专用材料，结构材料包括木材、竹材、

石材、水泥、混凝土、金属、砖瓦、陶瓷、玻璃、工程塑料、复合材料等；装饰材料包括各种涂

料、油漆、镀层、贴面、各色瓷砖、具有特殊效果的玻璃等；专用材料指用于防水、防潮、防腐、

防火、阻燃、隔音、隔热、保温、密封等。

[0003] 建筑装修时需要用到大量的材料，如此便需要对材料进行输送，现在房屋进行装

修大都是将装修需要使用的材料通过人工搬运上去，在较高且没有电梯的楼内进行装修，

只能通过人工将材料搬运上去，搬运的过程中有极大的可能使人受伤，装修时需使用大量

材料，完全通过人工进行搬运需要使用大量人力，且材料搬运的效率较低，如果人工用绳子

向楼上进行运输，人数不够很容易中途脱落发生危险，如果绳子断了也会造成不必要的麻

烦，如此会延长装修的时间，且人工搬运之后还需要休息一段时间，极为浪费时间。

[0004] 因此亟需研发一种双吊绳保证安全，方便室内固定的防坠落的便于组装的建筑装

修用材料提升装置。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人工进行搬运需要使用大量人力，且材料搬运的效率较低，容易中途脱

落发生危险的缺点，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双吊绳保证安全，方便室内固定的防坠落的

便于组装的建筑装修用材料提升装置。

[0006] 技术方案为：一种便于组装的建筑装修用材料提升装置，包括有底板、支撑墙、第

一支撑板、支撑架、第一支撑杆、第二支撑杆和承重箱，支撑墙固定安装在底板的一侧，第一

支撑板固定安装在底板的远离支撑墙的一侧，两个支撑架固定安装在第一支撑板的两侧，

第一支撑杆固定安装在两个支撑架之间，第二支撑杆固定安装在第一支撑板的中间位置，

第二支撑杆与第一支撑杆的一侧固定连接，两个承重箱固定安装在第一支撑板的一侧，还

包括有：控制机构、转换机构、起吊机构和更换机构，控制机构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杆的一

侧，转换机构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杆的靠近控制机构的一侧，转换机构与控制机构滑动连

接，起吊机构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杆的远离转换机构的一侧，更换机构固定安装在第二支

撑杆的靠近起吊机构的一侧。

[0007]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控制机构包括有第二支撑板、电机、变速机构、第一带轮、第

一皮带、第三支撑板、转筒和钢丝绳，第二支撑板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杆的一侧，电机固定

安装在第二支撑板上，第三支撑板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杆的靠近第二支撑板的一侧，变速

机构固定安装在第三支撑板上，一个第一带轮固定安装在电机的输出轴上，另一个第一带

轮固定安装在变速机构上，第一皮带绕在两个第一带轮上，两个转筒固定安装在第三支撑

板的中间位置，钢丝绳绕在转筒的中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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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变速机构包括有第一轴杆、第一直齿轮、第二直齿轮、第二

轴杆、第三直齿轮和第四直齿轮，第一轴杆转动安装在第三支撑板上，第一直齿轮固定安装

在第一轴杆上，第二直齿轮固定安装在第一轴杆的靠近第一直齿轮的一侧，第二轴杆转动

安装在第三支撑板的靠近第一轴杆的一侧，第三直齿轮固定安装在第二轴杆的靠近第一直

齿轮的一侧，第三直齿轮与第一直齿轮啮合，第四直齿轮固定安装在第二轴杆的靠近第二

直齿轮的一侧，第四直齿轮与第二直齿轮啮合，两个转筒固定安装在第二轴杆的一侧。

[0009]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转换机构包括有第三轴杆、第一卡块、第二带轮、第二皮带

和卡紧机构，第三轴杆转动安装在第三支撑板的远离第二轴杆的一侧，多个第一卡块固定

安装在第三轴杆的靠近转筒的一端，一个第二带轮固定安装在第三轴杆的靠近第一卡块的

一侧，另一个第二带轮固定安装在更换机构上，第二皮带绕在两个第二带轮上，两个卡紧机

构分别固定安装在第三支撑板的两侧。

[0010]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卡紧机构包括有转盘、挡板、卡柱、第三支撑杆、滑柱和弹

簧，一个转盘固定安装在第三轴杆的一侧，另一个转盘固定安装在第二轴杆的一侧，挡板转

动安装在第三支撑板的一侧，挡板与转盘配合连接，卡柱固定安装在挡板的一侧，第三支撑

杆固定安装在第三支撑板的一侧，滑柱与第三支撑杆的一侧滑动连接，滑柱与挡板接触，弹

簧的一端固定安装在滑柱的一侧，弹簧的另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三支撑杆的一侧。

[0011]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起吊机构包括有第四支撑板、滑轨、第四支撑杆、链轮、链

条、第五支撑板、定滑轮、动滑轮、吊钩、连杆、转杆和转轮，第四支撑板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

杆的远离底板的一端，滑轨滑动安装在第四支撑板的一侧，第四支撑杆转动安装在滑轨的

一侧，一个链轮固定安装在第四支撑杆的一侧，另一个链轮安装在更换机构上，链条绕在两

个链轮上，两个第五支撑板固定安装在滑轨的一侧，两组定滑轮转动安装在一个第五支撑

板上，两组动滑轮与定滑轮通过钢丝绳连接，另外一个第五支撑板与动滑轮转动连接，吊钩

固定安装在另两组第五支撑板的一侧，两对连杆固定安装在第四支撑板的一侧，转杆转动

安装在其中一对连杆上，转轮固定安装在转杆上，钢丝绳的中间一段绕在转轮上。

[0012]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更换机构包括有固定杆、方块、第四轴杆、螺钉、第二卡块和

第五轴杆，方块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杆的一侧，两个固定杆滑动安装在方块的靠近起吊机

构的一侧，第四轴杆转动安装在固定杆的一侧，螺钉与两个固定杆螺纹连接，螺钉与方块转

动连接，第五轴杆转动安装在另一对连杆上，第五轴杆与一个链轮固定连接，多个第二卡块

固定安装在第五轴杆的靠近第四轴杆的一侧，卡块与第四轴杆的一侧配合连接。

[0013]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装置中的各部分是可拆卸的，方便装置的携带。

[0014]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装置同时采用了支撑架和承重箱进行支撑，使得整个装置

稳固性更好。

[0015] 有益效果为：

1、本装置中采用了双吊绳进行材料的提升，加大的起吊机构的安全和稳固性，相

较于人工的提吊建筑材料，保证了工人自身安全的同时，节省了建筑材料的输送时间。

[0016] 2、本装置结构简单，便于拆卸和组装，适用与整个装置的输送，同时本装置适用于

室内的装修材料的输送，可设置在室内，避免了占用公共的空间。

[0017] 3、本装置中实现了对材料输送速度的控制，方便了在建筑材料急需的情况下，及

时的将材料送到指定的位置，机械化的工作过程节省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同时提高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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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效率。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的控制机构和转换机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的卡紧机构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的起吊机构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的起吊机构结构局部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的更换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标号名称：1‑底板，101‑支撑墙，102‑第一支撑板，103‑支撑架，104‑第一支撑

杆，105‑第二支撑杆，2‑第二支撑板，201‑电机，202‑第一带轮，203‑第一皮带，204‑第三支

撑板，205‑第一轴杆，206‑第一直齿轮，207‑第二直齿轮，208‑转筒，209‑钢丝绳，210‑第二

轴杆，211‑第三直齿轮，212‑第四直齿轮，3‑第三轴杆，301‑第一卡块，302‑第二带轮，303‑

第二皮带，304‑转盘，305‑挡板，306‑卡柱，307‑第三支撑杆，308‑滑柱，309‑弹簧，4‑第四支

撑板，401‑滑轨，402‑第四支撑杆，403‑链轮，404‑链条，405‑第五支撑板，406‑定滑轮，407‑

动滑轮，408‑吊钩，409‑连杆，410‑转杆，411‑转轮，5‑固定杆，5a‑方块，501‑第四轴杆，502‑

螺钉，503‑第二卡块，504‑第五轴杆，6‑承重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具体的介绍。

[0021] 实施例1

一种便于组装的建筑装修用材料提升装置，如图1‑7所示，包括有底板1、支撑墙

101、第一支撑板102、支撑架103、第一支撑杆104、第二支撑杆105和承重箱6，支撑墙101固

定安装在底板1的左侧，第一支撑板102固定安装在底板1的上部右侧，两个支撑架103固定

安装在第一支撑板102的上部前后两侧，第一支撑杆104固定安装在两个支撑架103之间的

中间位置，第二支撑杆105固定安装在第一支撑板102的中间位置，第二支撑杆105与第一支

撑杆104的中间位置固定连接，两个承重箱6固定安装在第一支撑板102的上部右侧，其特征

是：还包括有：控制机构、转换机构、起吊机构和更换机构，控制机构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杆

105的左部中间靠下侧，转换机构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杆105的左部前下侧，转换机构与控

制机构滑动连接，起吊机构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杆105的上端，更换机构固定安装在第二支

撑杆105的上侧。

[0022] 使用装置时，首先将装置组装好，在承重箱6内放入适当的承重块，启动控制机构，

将转换机构和更换机构调整到工作的状态，控制机构带着转换机构和起吊机构进行运作，

将需要吊起的材料输送到指定位置，当装置使用完成后，手动将更换机构移开，对装置进行

拆卸，方便收集和携带。

[0023] 实施例2

在实施例1的基础之上，如图2‑3所示，控制机构包括有第二支撑板2、电机201、变

速机构、第一带轮202、第一皮带203、第三支撑板204、转筒208和钢丝绳209，第二支撑板2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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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杆105的左部中间靠下侧，电机201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板2上，第三支撑

板204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杆105的靠近第二支撑板2的左部靠下侧，变速机构固定安装在

第三支撑板204上，左侧的第一带轮202固定安装在电机201的输出轴上，右侧的第一带轮

202固定安装在变速机构上，第一皮带203绕在两个第一带轮202上，两个转筒208固定安装

在第三支撑板204的中间位置，钢丝绳209绕在转筒208的中间位置。

[0024] 使用装置时，启动电机201，固定安装在电机201输出轴上的一个第一带轮202随之

转动，经过第一皮带203的传动，将转动传到另一个第一带轮202上，与另一个第一带轮202

固定连接的变速机构进行转动，变速机构带着转筒208的转动，缠绕在转筒208上的钢丝绳

209渐渐放松，带着起吊机构进行起吊材料的过程。

[0025] 实施例3

在实施例2的基础之上，如图3所示，变速机构包括有第一轴杆205、第一直齿轮

206、第二直齿轮207、第二轴杆210、第三直齿轮211和第四直齿轮212，第一轴杆205转动安

装在第三支撑板204的左部后侧，第一直齿轮206固定安装在第一轴杆205的后侧，第二直齿

轮207固定安装在第一轴杆205的前侧，第二轴杆210转动安装在第三支撑板204的左部后

侧，第二轴杆210位于第一轴杆205的上方，第三直齿轮211固定安装在第二轴杆210的后侧，

第三直齿轮211与第一直齿轮206啮合，第四直齿轮212固定安装在第二轴杆210的前侧，第

四直齿轮212与第二直齿轮207啮合，两个转筒208固定安装在第二轴杆210的前端。

[0026] 当需要加快起吊机构的起吊速度时，手动将第二轴杆210向外拉动，此时第二直齿

轮207与第四直齿轮212啮合，在第一轴杆205转速不变的情况下，加快第二轴杆210的转速，

同时转筒208的转速加快，加快了起吊机构的提升速度，需要减慢起吊机构的转速时，将第

二轴杆210向内推动，第一直齿轮206和第三直齿轮211开始啮合，在第一轴杆205转速不变

的情况下，减慢第二轴杆210的转动速度，同时减慢起吊机构的运作速度。

[0027] 如图3所示，转换机构包括有第三轴杆3、第一卡块301、第二带轮302、第二皮带303

和卡紧机构，第三轴杆3转动安装在第三支撑板204的左部前侧，四个第一卡块301固定安装

在第三轴杆3的后端，一个第二带轮302固定安装在第三轴杆3的靠近第一卡块301的后侧，

另一个第二带轮302固定安装在更换机构上，第二皮带303绕在两个第二带轮302上，两个卡

紧机构分别固定安装在第三支撑板204的左部前后两侧。

[0028] 在材料被垂直提升的过程中，转换机构不参与运作，此时人工将第三轴杆3向外侧

拉出，此时第三轴杆3后端固定连接的第一卡块301脱离与第二轴杆210的连接，控制机构带

着起吊机构进行垂直起吊过程，当材料被提升的适当的高度后，准备进行水平方向的输送

时，手动将第三轴杆3向后推进，第一卡块301与第二轴杆210连接，第二轴杆210的转动带动

第三轴杆3的转动，固定安装在第三轴杆3的上的一个第二带轮302进行转动，第二皮带303

将下侧的第二带轮302的转动传送到上侧的第二带轮302，与上侧第二带轮302固定连接的

更换机构带着起吊机构进行水平的运作过程。

[0029] 如图4所示，卡紧机构包括有转盘304、挡板305、卡柱306、第三支撑杆307、滑柱308

和弹簧309，一个转盘304固定安装在第三轴杆3的前侧，另一个转盘304固定安装在第二轴

杆210的后侧，挡板305转动安装在第三支撑板204的左侧，卡柱306固定安装在挡板305的外

侧，挡板305与转盘304配合连接，第三支撑杆307固定安装在第三支撑板204的外侧，滑柱

308与第三支撑杆307的左侧滑动连接，滑柱308与挡板305接触，弹簧309的内端固定安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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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柱308的内侧，弹簧309的外端固定安装在第三支撑杆307的内侧。

[0030] 当在起吊的过程中，为了防止起吊机构失控向下掉落，与第二轴杆210和第三轴杆

3的一侧固定连接的转盘304进行逆向的转动时，挡板305带着会卡进转盘304内，防止转盘

304的逆转，不需要对转盘304进行固定时，手动拨动卡柱306，卡柱306带着挡板305向上侧

翻动，滑动到滑柱308的一端时，向外侧挤压滑柱308同时压缩弹簧309，当卡柱306和卡板离

开后，滑柱308在弹簧309的作用下，回到原来的位置，防止挡板305的下落。

[0031] 如图5‑7所示，起吊机构包括有第四支撑板4、滑轨401、第四支撑杆402、链轮403、

链条404、第五支撑板405、定滑轮406、动滑轮407、吊钩408、连杆409、转杆410和转轮411，第

四支撑板4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撑杆105的上端，滑轨401滑动安装在第四支撑板4的下侧，第

四支撑杆402转动安装在滑轨401的前部中间位置，一个链轮403固定安装在第四支撑杆402

的后侧，另一个链轮403安装在更换机构上，链条404绕在两个链轮403上，两个第五支撑板

405固定安装在滑轨401的下部左侧，两组定滑轮406转动安装在靠上的第五支撑板405上，

两组动滑轮407与定滑轮406通过钢丝绳209连接，另外一个第五支撑板405与动滑轮407转

动连接，吊钩408固定安装在靠下的第五支撑板405的下侧，两对连杆409固定安装在第四支

撑板4的一侧，转杆410转动安装在其中一对连杆409上，转轮411固定安装在转杆410上，钢

丝绳209的中间一段绕在转轮411上。

[0032] 当控制机构将钢丝绳209进行放松时，钢丝绳209带动定滑轮406组的转动，定滑轮

406组同时带动动滑轮407的转动，动滑轮407组带着吊钩408向下移动，位于下方的工人将

材料固定在吊钩408上后，控制机构逆向转动，带着钢丝绳209进行逆向的绷紧，动滑轮407

带着吊钩408向上移动，当垂直方向的移动结束后，转换机构和更换机构加入装置的运作，

转环带着链轮403的转动，绕在链轮403上的链条404带着第五支撑板405开始水平方向的移

动，完成整个输送过程。

[0033] 如图7所示，更换机构包括有固定杆5、方块5a、第四轴杆501、螺钉502、第二卡块

503和第五轴杆504，两个固定杆5滑动安装在方块5a的左部前上侧，第四轴杆501转动安装

在固定杆5的左侧，螺钉502与前侧的固定杆5螺纹连接，螺钉502与方块5a的左侧转动连接，

第五轴杆504转动安装在两个固定杆5的左侧，第五轴杆504转动安装在另一对连杆409上，

第五轴杆504与右侧的链轮403固定连接，四个第二卡块503固定安装在第五轴杆504的后

端，卡块与第四轴杆501的前侧配合连接。

[0034] 需要更换机构进行运作时，手动向内拧紧螺钉502，将固定杆5固定安装在第二支

撑杆105的一侧，第五轴杆504后侧的第二卡块503与第四轴杆501连接，第五轴杆504的转动

带动第四轴杆501的旋转，带动链轮403的转动，不需要更换机构的运作或者需要将装置拆

卸下来时，反向拧动螺钉502，将整个更换装置拆卸下来。

[0035] 如图1所示，装置中的各部分是可拆卸的，方便装置的携带。

[0036] 装置中的各部分是可拆卸的，方便装置的携带。

[0037] 如图1所示，装置同时采用了支撑架103和承重箱6进行支撑，使得整个装置稳固性

更好。

[0038] 装置同时采用了支撑架103和承重箱6进行支撑，使得整个装置稳固性更好。

[0039] 应理解，该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

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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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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