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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船底工艺孔雨天施工工装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平船底工艺孔雨天施工工装，
包括工装板，
工装板的一端上连接有灯架结构，
工装板的一侧连接有连接柱，
连接柱上开设有锁
孔 ，工装板远离连接柱的 另一侧开设有拼接结
构，
工装板相互远离的两侧底端均固定连接有连
接绳，
本发明采用防火保温布帘，
开观察口和通
风口 ，
方便观察内部情况及通风去湿；
每块板上
装有吸铁石和连接扣等 ，制作统一规格大小的
板，
方便现场拼装及拆卸回收 ，
采用磁吸式太阳
灯的方式改变了老式站立太阳灯易倒的问题，
提
高了安全性，
拼接结构包括拼接槽，
拼接槽内部
的一侧内壁上固定连接有伸缩弹簧，
伸缩弹簧的
一端连接有插柱，
插柱远离伸缩弹簧的一端为锥
形结构，
插柱与伸缩弹簧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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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船底工艺孔雨天施工工装，
其特征在于，
包括工装板(1) ，
所述工装板(1)的一端上
连接有灯架结构(2) ，
所述工装板(1)的一侧连接有连接柱(3) ，
所述连接柱(3)上开设有锁
孔(4) ，
所述工装板(1)远离连接柱(3)的另一侧开设有拼接结构(6)，
所述工装板(1)相互远
离的两侧底端均固定连接有连接绳(5)。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船底工艺孔雨天施工工装，
其特征在于，
所述工装板(1)包
括间隔布(11)，
所述工装板(1)的顶端固定连接有吸铁石(12) ，
所述间隔布(11)的顶端固定
连接在吸铁石(12)的底部上，
所述连接柱(3)固定连接在工装板(1)的一侧且数量若干，
所
述间隔布(11)相互远离的两侧靠近吸铁石(12)的一端设立有观察口(13)，
所述间隔布(11)
远离观察口(13)的另一端开设有通风口(14)。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船底工艺孔雨天施工工装，
其特征在于，
所述灯架结构(2)
包括连接板(21) ，
所述连接板(2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磁铁(22) ，
所述连接板(21)相互远离
的两端均固定连接有衔接柱(23)，
所述衔接柱(23)远离连接板(2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衔接
板(24) ，
所述衔接板(24)上开设有固定孔(25)，
所述灯架结构(2)通过固定孔(25)可拆式连
接有调节式的太阳灯。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船底工艺孔雨天施工工装，
其特征在于，
所述拼接结构(6)
包括拼接槽(61) ，
所述拼接槽(61)内部的一侧内壁上固定连接有伸缩弹簧(62) ，
所述伸缩
弹簧(62)的一端连接有插柱(63) ，
所述插柱(63)远离伸缩弹簧(62)的一端为锥形结构，
所
述插柱(63)与伸缩弹簧(62)固定连接，
所述拼接槽(61)数量与位置均与连接柱(3)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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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船底工艺孔雨天施工工装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施工工装，
特别涉及平船底工艺孔雨天施工工装，
属于造船生产
工艺配套装置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阴雨天气油漆之所以不能施工原因是相对湿度较高，
而钢板表面的温度会导致油
漆施工表面结露，
因此需要采用太阳灯加热提高钢板表面温度，
结合小型去湿管以确保施
工空间封闭的封闭性，
但是现在的船坞内工艺孔涂装施工往往受天气影响比较大而且吃到
出坞外板完整性节点，
以往通常采用采条布包裹及加热灯等工具配合，
采取整个平船体包
裹的方式来确保施工条件，
工程大条件控制比较困难，
为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出
平船底工艺孔雨天施工工装。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而提供平船底工艺孔雨天施工工装，
能够
有效的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
[0004] 实现上述目的的技术方案是：
平船底工艺孔雨天施工工装，
包括工装板，
所述工装
板的一端上连接有灯架结构，
所述工装板的一侧连接有连接柱，
所述连接柱上开设有锁孔，
所述工装板远离连接柱的另一侧开设有拼接结构，
所述工装板相互远离的两侧底端均固定
连接有连接绳。
[000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
所述工装板包括间隔布，
所述工装板的顶端
固定连接有吸铁石，
所述间隔布的顶端固定连接在吸铁石的底部上，
所述连接柱固定连接
在工装板的一侧且数量若干，
所述间隔布相互远离的两侧靠近吸铁石的一端设立有观察
口，
所述间隔布远离观察口的另一端开设有通风口。
[000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
所述灯架结构包括连接板，
所述连接板的一
侧固定连接有磁铁，
所述连接板相互远离的两端均固定连接有衔接柱，
所述衔接柱远离连
接板的一端固定连接有衔接板，
所述衔接板上开设有固定孔，
所述灯架结构通过固定孔可
拆式连接有调节式的太阳灯。
[000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
所述拼接结构包括拼接槽，
所述拼接槽内部
的一侧内壁上固定连接有伸缩弹簧，
所述伸缩弹簧的一端连接有插柱，
所述插柱远离伸缩
弹簧的一端为锥形结构，
所述插柱与伸缩弹簧固定连接，
所述拼接槽数量与位置均与连接
柱相对应。
[000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采用防火保温布帘，
开观察口和通风口，
方便观察内部情况
及通风去湿；
每块板上装有吸铁石和连接扣等，
制作统一规格大小的板，
方便现场拼装及拆
卸回收，
采用磁吸式太阳灯的方式改变了老式站立太阳灯易倒的问题，
提高了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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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0] 图2是本发明的侧面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1] 图3是本发明的拼接结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2] 图4是本发明的灯架结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中：
1、工装板；
11、
间隔布；
12、
吸铁石；
13、观察口；
14、通风口；
2、灯架结构；
21、
连接板；
22、
磁铁；
23、
衔接柱；
24、
衔接板；
25、
固定孔；
3、
连接柱；
4、锁孔；
5、
连接绳；
6、
拼接
结构；
61、
拼接槽；
62、伸缩弹簧；
63、
插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5] 如图1-4所示，
平船底工艺孔雨天施工工装，
包括工装板1，
工装板1的一端上连接
有灯架结构2，
工装板1的一侧连接有连接柱3，
连接柱3上开设有锁孔4，
工装板1远离连接柱
3的另一侧开设有拼接结构6，
工装板1相互远离的两侧底端均固定连接有连接绳5。
[0016] 工装板1包括间隔布11，
工装板1的顶端固定连接有吸铁石12，
间隔布11的顶端固
定连接在吸铁石12的底部上，
连接柱3固定连接在工装板1的一侧且数量若干，
间隔布11相
互远离的两侧靠近吸铁石12的一端设立有观察口13，
间隔布11远离观察口13的另一端开设
有通风口14，
灯架结构2包括连接板21，
连接板2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磁铁22，
连接板21相互
远离的两端均固定连接有衔接柱23，
衔接柱23远离连接板2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衔接板24，
衔接板24上开设有固定孔25，
灯架结构2通过固定孔25可拆式连接有调节式的太阳灯，
拼接
结构6包括拼接槽61，
拼接槽61内部的一侧内壁上固定连接有伸缩弹簧62，
伸缩弹簧62的一
端连接有插柱63，
插柱63远离伸缩弹簧62的一端为锥形结构，
插柱63与伸缩弹簧62固定连
接，
拼接槽61数量与位置均与连接柱3相对应。
[0017] 具体的，
在工装板1的顶端固定连接有吸铁石12，
通过吸铁石12将其预先固定在平
船底需要进行喷涂的周围，
在工装板1中间设立有防火保温布材料组成的间隔布11，
能够有
效的避免温度的流失，
在工装板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若干个连接柱3，
而在连接柱3上开设有
锁孔4，
而在工装板1远离连接柱3的另一侧上开设有若干个拼接结构6，
拼接结构6包括拼接
槽61，
且拼接结构6的数量和位置均与连接柱3相对应，
在需要进行组装时，
将两块工装板1
拼接组成，
将一块工装板1的连接柱3插入另一个工装板1的拼接结构6内，
通过上述的组装
方式，
能够快速的将工装板1组装起来，
以便进行喷涂施工，
在工装板1相互远离的两侧且靠
近吸铁石12的一端上开设有观察口13，
观察口13由透明塑料布制作，
能够在保证正常观察
的情况下减少施工区域热量的流失，
在远离观察口13的一端上开设有通风口14，
通过通风
口14连接去湿器能够有效的将施工区域的湿气去除，
保持施工区域的干燥，
使涂抹的油漆
能够不受湿气的影响，
在工装板1上通过磁吸可拆式连接有灯架结构2，
通过灯架结构2可拆
式连接有调节式的太阳灯，
因灯架结构2是连接在吸铁石12上的 ，
因此使太阳灯离船底更
近，
能够增加油漆的干燥的速度，
且灯架结构2和调节式的太阳灯，
能够使其安装应用在船
底的任何位置，
使用操作起来更加的方便。
[0018] 以上实施例仅供说明本发明之用，
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制，
有关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
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
还可以作出各种变换或变型，
因此所有等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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