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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室内建筑用防歪斜

贴墙砖校准支架，包括底座、组合机构、升降机构

和旋转机构，所述底座的顶端两侧设置有组合机

构，所述组合机构的内部中端设置有旋转机构，

所述旋转机构的边侧设置有升降机构；所述升降

机构包括：旋转顶板，其设置于所述旋转机构的

边侧；第二液压缸，其设置于所述旋转顶板的顶

端两侧；第二液压杆，其设置于所述旋转顶板的

底端两侧。该室内建筑用防歪斜贴墙砖校准支

架，旋转卡座固定在支撑板的中部，墙砖通过吸

盘吸附，随后通过第二液压杆收缩，接着工作人

员通过按压旋转顶板使旋转底板进行转动，转动

与墙体平行通过控制第二液压杆的伸长将墙砖

铺设到墙面上，使人工对于墙砖的铺设较为省时

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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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室内建筑用防歪斜贴墙砖校准支架，包括底座(1)、组合机构(2)、升降机构(3)

和旋转机构(4)，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的顶端两侧设置有组合机构(2)，所述组合机构

(2)的内部中端设置有旋转机构(4)，所述旋转机构(4)的边侧设置有升降机构(3)；

所述升降机构(3)包括：

旋转顶板(301)，其设置于所述旋转机构(4)的边侧；

第二液压缸(302)，其设置于所述旋转顶板(301)的顶端两侧；

第二液压杆(303)，其设置于所述旋转顶板(301)的底端两侧；

旋转底板(304)，其设置于所述第二液压杆(303)的底部；

吸盘(305)，其设置于所述旋转底板(304)的底端两侧；

真空管(306)，其设置于所述吸盘(305)的上方；

真空泵(307)，其设置于所述真空管(306)的顶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室内建筑用防歪斜贴墙砖校准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旋

转底板(304)通过第二液压杆(303)与第二液压缸(302)构成升降结构，且第二液压杆(303)

设置为两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室内建筑用防歪斜贴墙砖校准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吸

盘(305)设置为两组，且吸盘(305)与旋转底板(304)之间相互配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室内建筑用防歪斜贴墙砖校准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旋

转机构(4)包括：

旋转轴(401)，其设置于所述组合机构(2)的内部中端；

旋转卡座(402)，其设置于所述旋转轴(401)的边侧。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室内建筑用防歪斜贴墙砖校准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升

降机构(3)通过旋转轴(401)与旋转卡座(402)构成旋转结构，且旋转卡座(402)与组合机构

(2)之间为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室内建筑用防歪斜贴墙砖校准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组

合机构(2)包括：

框架(201)，其设置于所述底座(1)的顶端两侧；

第一液压缸(202)，其设置于所述框架(201)的顶端中部；

第一液压杆(203)，其设置于所述第一液压缸(202)的下方；

支撑板(204)，其设置于所述第一液压杆(203)的底部；

滑轨(205)，其设置于所述支撑板(204)的两侧；

摩擦垫(206)，其设置于所述框架(201)的边侧。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室内建筑用防歪斜贴墙砖校准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支

撑板(204)通过第一液压杆(203)与第一液压缸(202)构成升降结构，且支撑板(204)与滑轨

(205)之间相互贴合。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室内建筑用防歪斜贴墙砖校准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摩

擦垫(206)与框架(201)之间紧密贴合，且摩擦垫(206)沿着框架(201)竖直中轴线对称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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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室内建筑用防歪斜贴墙砖校准支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施工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室内建筑用防歪斜贴墙砖校准支

架。

背景技术

[0002] 贴墙砖就是将墙面贴上瓷砖，使得墙面变得光滑的操作。为了使得室内变得美观，

或者根据一些防水的要求，需要在室内的墙壁上贴上瓷砖，而贴合完毕之后的墙砖需要进

行挤压，使得固定，而在目前墙砖的挤压固定一般借助工具进行挤压，并将重量较重的物件

靠立在墙砖上，从而进行挤压固定。

[0003] 市场上的建筑用贴墙砖校准支架在在挤压时，由于挤压力的不同，墙砖的凹陷程

度也会有所不同，若情况严重时，还会造成墙面的不平整，为此，我们提出一种室内建筑用

防歪斜贴墙砖校准支架。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室内建筑用防歪斜贴墙砖校准支架，以解决上述

背景技术中提出的建筑用贴墙砖校准支架在在挤压时，由于挤压力的不同，墙砖的凹陷程

度也会有所不同，若情况严重时，还会造成墙面的不平整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室内建筑用防歪斜贴墙砖

校准支架，包括底座、组合机构、升降机构和旋转机构，所述底座的顶端两侧设置有组合机

构，所述组合机构的内部中端设置有旋转机构，所述旋转机构的边侧设置有升降机构；

[0006] 所述升降机构包括：

[0007] 旋转顶板，其设置于所述旋转机构的边侧；

[0008] 第二液压缸，其设置于所述旋转顶板的顶端两侧；

[0009] 第二液压杆，其设置于所述旋转顶板的底端两侧；

[0010] 旋转底板，其设置于所述第二液压杆的底部；

[0011] 吸盘，其设置于所述旋转底板的底端两侧；

[0012] 真空管，其设置于所述吸盘的上方；

[0013] 真空泵，其设置于所述真空管的顶部。

[0014] 优选的，所述旋转底板通过第二液压杆与第二液压缸构成升降结构，且第二液压

杆设置为两组。

[0015] 优选的，所述吸盘设置为两组，且吸盘与旋转底板之间相互配合。

[0016] 优选的，所述旋转机构包括：

[0017] 旋转轴，其设置于所述组合机构的内部中端；

[0018] 旋转卡座，其设置于所述旋转轴的边侧。

[0019] 优选的，所述升降机构通过旋转轴与旋转卡座构成旋转结构，且旋转卡座与组合

机构之间为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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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优选的，所述组合机构包括：

[0021] 框架，其设置于所述底座的顶端两侧；

[0022] 第一液压缸，其设置于所述框架的顶端中部；

[0023] 第一液压杆，其设置于所述第一液压缸的下方；

[0024] 支撑板，其设置于所述第一液压杆的底部；

[0025] 滑轨，其设置于所述支撑板的两侧；

[0026] 摩擦垫，其设置于所述框架的边侧。

[0027] 优选的，所述支撑板通过第一液压杆与第一液压缸构成升降结构，且支撑板与滑

轨之间相互贴合。

[0028] 优选的，所述摩擦垫与框架之间紧密贴合，且摩擦垫沿着框架竖直中轴线对称分

布。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该室内建筑用防歪斜贴墙砖校准支

架，旋转卡座固定在支撑板的中部，墙砖通过吸盘吸附，随后通过第二液压杆收缩，接着工

作人员通过按压旋转顶板使旋转底板进行转动，转动与墙体平行通过控制第二液压杆的伸

长将墙砖铺设到墙面上，使人工对于墙砖的铺设较为省时省力。

[0030] 支撑板通过第一液压杆与第一液压缸构成升降结构，在需要调节铺设墙砖的高度

时，利用第一液压缸对第一液压杆进行作用力，使支撑板则通过第一液压杆进行升降工作，

由于支撑板与滑轨之间相互贴合，两者的滑动连接，能够有效降低支撑板与滑轨之间的摩

擦系数，方便使用者对旋转顶板进行上下便捷的操作。

[0031] 摩擦垫与框架之间紧密贴合，框架的末端设置有摩擦垫，采用橡胶材质的摩擦垫

直接贴附与墙边，在安装墙砖过程中增加整体支架与墙面之间的摩擦系数，在使用过程中

不会出现偏移的情况，提高稳定系数。

[0032] 升降机构通过旋转轴与旋转卡座构成旋转结构，墙砖通过吸盘吸附，随后通过第

二液压杆收缩，接着工作人员通过按压旋转顶板使旋转底板进行转动，转动与墙体平行通

过控制第二液压杆的伸长将墙砖铺设到墙面上，使人工对于墙砖的铺设较为省时省力。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实用新型正视结构示意图；

[0034] 图2为本实用新型右侧结构示意图；

[0035] 图3为本实用新型升降机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6] 图中：1、底座；2、组合机构；201、框架；202、第一液压缸；203、第一液压杆；204、支

撑板；205、滑轨；206、摩擦垫；3、升降机构；301、旋转顶板；302、第二液压缸；303、第二液压

杆；304、旋转底板；305、吸盘；306、真空管；307、真空泵；4、旋转机构；401、旋转轴；402、旋转

卡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如图1‑2所示，一种室内建筑用防歪斜贴墙砖校准支架，包括：底座1，底座1的顶端

两侧设置有组合机构2，组合机构2的内部中端设置有旋转机构4，旋转机构4的边侧设置有

升降机构3，组合机构2包括：框架201，其设置于底座1的顶端两侧；第一液压缸202，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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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框架201的顶端中部；第一液压杆203，其设置于第一液压缸202的下方；支撑板204，其设

置于第一液压杆203的底部；滑轨205，其设置于支撑板204的两侧，支撑板204通过第一液压

杆203与第一液压缸202构成升降结构，且支撑板204与滑轨205之间相互贴合，在需要调节

铺设墙砖的高度时，利用第一液压缸202对第一液压杆203进行作用力，使支撑板204则通过

第一液压杆203进行升降工作，由于支撑板204与滑轨205之间相互贴合，两者的滑动连接，

能够有效降低支撑板204与滑轨205之间的摩擦系数，方便使用者对旋转顶板301进行上下

便捷的操作，摩擦垫206，其设置于框架201的边侧，摩擦垫206与框架201之间紧密贴合，且

摩擦垫206沿着框架201竖直中轴线对称分布，框架201的末端设置有摩擦垫206，采用橡胶

材质的摩擦垫206直接贴附与墙边，在安装墙砖过程中增加整体支架与墙面之间的摩擦系

数，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出现偏移的情况，提高稳定系数，旋转机构4包括：旋转轴401，其设置

于组合机构2的内部中端；旋转卡座402，其设置于旋转轴401的边侧，升降机构3通过旋转轴

401与旋转卡座402构成旋转结构，且旋转卡座402与组合机构2之间为固定连接，墙砖通过

吸盘305吸附，随后通过第二液压杆303收缩，接着工作人员通过按压旋转顶板301使旋转底

板304进行转动，转动与墙体平行通过控制第二液压杆303的伸长将墙砖铺设到墙面上，使

人工对于墙砖的铺设较为省时省力。

[0038] 如图3所示，一种室内建筑用防歪斜贴墙砖校准支架，升降机构3包括：旋转顶板

301，其设置于旋转机构4的边侧；第二液压缸302，其设置于旋转顶板301的顶端两侧；第二

液压杆303，其设置于旋转顶板301的底端两侧；旋转底板304，其设置于第二液压杆303的底

部，旋转底板304通过第二液压杆303与第二液压缸302构成升降结构，且第二液压杆303设

置为两组，旋转顶板301的顶端两侧设置有第二液压缸302，第二液压缸302能够驱动第二液

压杆303以及旋转底板304升降，调节旋转底板304的高度，便于调整铺设墙砖的高度，吸盘

305，其设置于旋转底板304的底端两侧；真空管306，其设置于吸盘305的上方；真空泵307，

其设置于真空管306的顶部，吸盘305设置为两组，且吸盘305与旋转底板304之间相互配合，

设置四个吸盘305可以提高两者之间的贴合程度，便于墙砖的固定，防止墙砖掉落摔毁。

[0039] 综上，该室内建筑用防歪斜贴墙砖校准支架，首先在需要调节铺设墙砖的高度时，

利用第一液压缸202对第一液压杆203进行作用力，使支撑板204则通过第一液压杆203进行

升降工作，旋转卡座402固定在支撑板204的中部，墙砖通过吸盘305吸附，随后通过第二液

压杆303收缩，接着工作人员通过按压旋转顶板301使旋转底板304进行转动，转动与墙体平

行通过控制第二液压杆303的伸长将墙砖铺设到墙面上，旋转底板304底部设置四个吸盘

305可以提高两者之间的贴合程度，便于墙砖的固定，防止墙砖掉落摔毁，框架201的末端设

置有摩擦垫206，采用橡胶材质的摩擦垫206直接贴附与墙边，在安装墙砖过程中增加整体

支架与墙面之间的摩擦系数，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出现偏移的情况，提高稳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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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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