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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半自动化研墨装置，主要

包括：底座、立柱、功能臂、砚、基座、伸缩杆、墨

夹、电源插头，底座外表面采用中国山水画的图

案，底座、立柱、功能臂、砚、基座、伸缩杆、墨夹内

部装有海绵；并且本发明结构合理，功能实用，采

用现代电子技术完成书法画家在工作与创作时

的研墨过程，并且现代电子技术准确度高，对墨

的浓度进行电子分析得到最佳浓度的墨汁；不仅

简化了了书法画家的工作，还避免了手工磨墨时

的失误造成对墨条与砚台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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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半自动化研墨装置，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底座(1)、立柱(2)、功能臂(3)、砚

(4)、基座(5)、伸缩杆(6)、墨夹(7)、电源插头(8)，所述立柱(2)安装于所述底座(1)右上方，

立柱(2)包括：信息处理器—CPU(201)、卡槽(202)，所述信息处理器—CPU(201)位于立柱

(2)内部，所述卡槽(202)位于立柱左端外表面；所述伸缩杆(6)也安装于底座(1)右上方，并

且与立柱(2)连接，伸缩杆(6)包括：伸缩电机(601)、伸缩执行器(602)、大杆(603)、小杆

(604)，所述伸缩电机(601)位于伸缩杆(6)底部，所述伸缩执行器(602)安装于伸缩电机

(601)上，所述大杆(603)安装于伸缩执行器(602)上，所述小杆(604)安装于大杆(603)内，

小杆(604)另一端与所述功能臂(3)连接，功能臂(3)右端设有通孔，立柱(2)从功能臂(3)上

的通孔穿过并且与功能臂(3)连接，功能臂(3)包括：卡座(301)、转盘电机(302)、转盘

(303)、轴承(304)、转盘电机执行器(305)、滑动电机(306)、滑动电机执行器(307)、滑动槽

(308)、转动卡座(309)、转动杆(310)、转动卡槽(311)，所述卡座(301)位于功能臂(3)左侧

壁面上，并且安装于卡槽(202)上，所述转盘(303)位于功能臂(3)末端下表面，所述转盘电

机(302)安装于功能臂(3)内，所述轴承(304)安装于功能臂(3)下表面上并且与转盘(303)

连接，所述转盘电机执行器(305)安装于功能臂(3)内，所述滑动电机执行器(307)安装于功

能臂(3)内，所述转动卡槽(311)位于转盘(303)上，所述转动杆(310)一端与轴承(304)连

接，另一端与所述转动卡座(309)连接，转动卡座(309)安装于转动卡槽(311)上，所述滑动

槽(308)位于转动杆(310)的外表面；所述基座(5)安装于底座(1)的左上方，基座(5)包括：

墨浓采集器(501)、墨浓分析仪(502)、分析仪执行器(503)、压力传感器(504)，所述墨浓分

析仪(502)位于基座(5)内的底部，所述分析仪执行器(503)也位于基座(5)内的底部，并且

与墨浓分析仪(502)连接，所述压力传感器(504)安装于基座(5)内部，上表面与所述砚(4)

连接，下表面与墨浓分析仪(502)与分析仪执行器(503)连接，所述墨浓采集器(501)与墨浓

分析仪(502)连接，另一端与砚(4)连接；砚(4)位于基座(5)上，砚(4)包括：砚台(401)、水箱

(402)、注水口(403)、水泵(404)、注水开关(405)、曲形水管(406)，所述砚台(401)位于砚

(4)上表面，所述水箱(402)位于砚(4)内，所述注水口(403)位于砚(4)右端外表面，并且与

水箱(402)的右上角连接，所述曲形水管(406)一端与水箱(402)连接，另一端从砚(4)伸出，

位于砚台(401)的上方，所述水泵(404)位于砚(4)内，并且安装于曲形水管(406)上，所述注

水开关(405)位于砚(4)的外表面上，并且安装于曲形水管(406)上，墨浓采集器(501)另一

端从砚(4)中伸出，渗入砚台(401)内；所述墨夹(7)安装于转动杆(310)上，墨夹(7)包括：外

壳(701)、夹口(702)、夹口电机(703)、夹口电机执行器(704)、夹口感应器(705)，所述外壳

(701)与转动杆(310)连接，所述夹口电机(703)位于外壳(701)内，所述夹口电机执行器

(704)位于外壳(701)内，所述夹口(702)与外壳(701)连接，所述夹口感应器(705)安装于夹

口(702)内；

所述装置的使用方法为：

将所述电源插头(8)与电源连接后，打开所述注水口(403)，注入纯净水，将所述水箱

(402)加满后，打开所述注水开关(405)，所述水泵(404)工作将纯净水顺着所述曲形水管

(406)流入所述砚台(401)中，将墨条竖直放入所述夹口(702)之间，夹口感应器(705)感应

到墨条后传递信息给所述信息处理器—CPU(201)，信息处理器—CPU(201)发送指令至所述

夹口电机执行器(704)，夹口电机执行器(704)发送指令至所述夹口电机(703)工作，夹口

(702)闭合夹紧墨条后，信息处理器—CPU(201)发送指令至所述伸缩执行器(602)，伸缩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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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器(602)发送指令至所述伸缩电机(601)工作将墨条末端伸入所述砚台(401)，放入后所

述压力传感器(504)反馈信息给信息处理器—CPU(201)，信息处理器—CPU(201)发送指令

至伸缩执行器(602)，伸缩执行器(602)发送指令至伸缩电机(601)停止工作后，信息处理

器—CPU(201)再发送指令至所述转盘电机执行器(305)，转盘电机执行器(305)发送指令至

所述转盘电机(302)工作，所述转盘(303)转动带动墨条转动开始研墨，信息处理器—CPU

(201)再发送指令至所述滑动电机执行器(307)，滑动电机执行器(307)发送指令至所述滑

动电机(306)工作，所述墨夹(7)在所述转动杆(310)上来回移动后，带动墨条来回研墨，所

述信息处理器—CPU(201)发送指令至所述分析仪执行器(503)，分析仪执行器(503)发送指

令至所述墨浓采集器(501)工作，所述墨浓分析仪(502)分析墨浓采集器(501)的采集的墨

水，当墨浓达到指定浓度后反馈信息给信息处理器—CPU(201)，信息处理器—CPU(201)发

送指令至上述各个执行器停止工作；

所述信息处理器—CPU(201)分别与转盘电机执行器(305)、滑动电机执行器(307)、分

析仪执行器(503)、压力传感器(504)、伸缩执行器(602)与夹口电机执行器(704)连接；

所述电源插头(8)与所述底座(1)连接，电源插口(8)与电源连接后为所述信息处理

器—CPU(201)、转盘电机(302)、滑动电机(306)、水泵(404)、墨浓分析仪(502)、伸缩电机

(601)、夹口电机(702)供电。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自动化研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外表面采用

中国山水画的图案。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自动化研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立柱(2)、功

能臂(3)、砚(4)、基座(5)、伸缩杆(6)、墨夹(7)内部装有海绵。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自动化研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夹口(702)为平行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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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半自动化研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半自动化研墨装置，具体地是涉及一种半自动化研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书法是一种文字美的艺术方式，是世界上少数几种文字所有的艺术形式，书法自

古以来就是中国汉字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按照文字特点及其涵义，以其书体笔法、结构和

章法写字，使之成为富有美感的艺术作品。很多人从小就联系书法，练习书法是修身养性很

好的一种途径，因此文房四宝使用量增多后，再使用时必须要先进行研墨这个环节。

[0003] 磨墨是中国书法的优良传统，为中日韩三国书法家所推崇；磨墨讲究的是：磨墨要

轻而慢，要保持墨的平正，要在砚上锤子地打圈儿，不要斜磨或直推。磨墨用手，宁少勿多，

墨浓了，加水再磨浓。要用清水磨墨，不可用茶或热水，热水会使石质受热膨胀，容易损坏砚

台，而影响发墨，茶水会使墨汁变色，影响书画效果。墨要磨得浓淡适中，不要太浓或太淡。

磨毕要把墨装进匣子，以免干裂；但事实上人用手磨墨往往会出现失误，对墨条造成了伤

害。

[0004] 研墨时墨身要垂直，要重按轻转，先慢后快，不可急性；研快乐墨汁粗，而且浓淡不

匀；如果研墨时，听到沙沙响声，说明墨的质量不好，其中含有杂质或砂子，应及时剔除，否

则损墨伤砚；因此，好砚要用好墨来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解决了是书法画家在研墨时磨墨过程繁琐、容易失误的相关问题，采用

现代电子化设备发送指令至装置工作，保证了本发明在研墨时的准确性，并且节约人力，为

书法画家提供了方便。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半自动化研墨装置，主要包括：底座、立柱、功能臂、砚、

基座、伸缩杆、墨夹、电源插头，所述立柱安装于所述底座右上方，立柱包括：信息处理器—

CPU、卡槽，所述信息处理器—CPU位于立柱内部，所述卡槽位于立柱左端外表面；所述伸缩

杆也安装于底座右上方外表面，并且与立柱连接，伸缩杆包括：伸缩电机、伸缩执行器、大

杆、小杆，所述伸缩电机位于伸缩杆底部，所述伸缩执行器安装于伸缩电机上，所述大杆安

装于伸缩执行器上，所述小杆安装于大杆内，小杆另一端与所述功能臂连接，功能臂右端设

有通孔，立柱从功能臂上的通孔穿过并且与功能臂连接，功能臂包括：卡座、转盘电机、转

盘、轴承、转盘电机执行器、滑动电机、滑动电机执行器、滑动槽、转动卡座、转动杆、转动卡

槽，所述卡座位于功能臂左侧壁面上，并且安装于卡槽上，所述转盘位于功能臂末端下表

面，所述转盘电机安装于功能臂内，所述轴承安装于功能臂下表面上并且与转盘连接，所述

转盘电机执行器安装于功能臂内，所述滑动电机执行器安装于功能臂内，所述转动卡槽位

于转盘上，所述转动杆一端与轴连接，另一端与所述转动卡座连接，转动卡座安装于转动卡

槽上，所述滑动槽位于转动杆的外表面；所述基座安装于底座的左上方，基座包括：墨浓采

集器、墨浓分析仪、分析仪执行器、压力传感器，所述墨浓分析仪位于基座内的底部，所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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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仪执行器也位于基座内的底部，并且与墨浓分析仪连接，所述压力传感器安装于基座内

部，上表面与所述砚连接，下表面与墨浓分析仪与分析仪执行器连接，所述墨浓采集器与墨

浓分析仪连接，另一端与砚连接；砚位于基座上，砚包括：砚台、水箱、注水口、水泵、注水开

关、曲形水管，所述砚台位于砚上表面，所述水箱位于砚内，所述注水口位于砚右端外表面，

并且与水箱的右上角连接，所述曲形水管一端与水箱连接，另一端从砚伸出，位于砚台的上

方，所述水泵位于砚内，并且安装于曲形水管上，所述注水开关位于砚的外表面上，并且安

装于曲形水管上，墨浓采集器另一端从砚中伸出，渗入砚台内；所述墨夹安装于转动杆上，

墨夹包括：外壳、夹口、夹口电机、夹口电机执行器、夹口感应器，所述外壳与转动杆连接，所

述夹口电机位于外壳内，所述夹口电机执行器位于外壳内，所述夹口与外壳连接，所述夹口

感应器安装于夹口内。

[0007] 进一步的，所述装置的使用方法为：将所述电源插头与电源连接后，打开所述注水

口，注入纯净水，将所述水箱加满后，打开所述注水开关，所述水泵工作将纯净水顺着所述

曲形水管流入所述砚台中，将墨条竖直放入所述夹口之间，夹口感应器感应到墨条后传递

信息给所述信息处理器—CPU，信息处理器—CPU发送指令至所述夹口电机执行器，夹口电

机执行器发送指令至所述夹口电机工作，夹口闭合夹紧墨条后，信息处理器—CPU发送指令

至所述伸缩执行器，伸缩执行器发送指令至所述伸缩电机工作将墨条末端伸入所述砚台，

放入后所述压力传感器反馈信息给信息处理器—CPU，信息处理器—CPU发送指令至伸缩执

行器，伸缩执行器发送指令至伸缩电机停止工作后，信息处理器—CPU再发送指令至所述转

盘电机执行器，转盘电机执行器发送指令至所述转盘电机工作，所述转盘转动带动墨条转

动开始研墨，信息处理器—CPU在发送指令至所述滑动电机执行器，滑动电机执行器发送指

令至所述滑动电机执行器，滑动电机执行器发送指令至所述滑动电机工作，所述墨夹在所

述转动杆上来回移动后，带动墨条来回研墨，所述信息发送指令至器发送指令至所述分析

仪执行器,，分析仪执行器发送指令至所述墨浓采集器工作，所述墨浓分析仪分析墨浓采集

器的采集的墨水，当墨浓达到指定浓度后反馈信息给信息处理器—CPU，信息处理器—CPU

发送指令至上述各个执行器停止工作。

[0008] 进一步的，所述信息处理器—CPU分别与转盘电机执行器、滑动电机执行器、分析

仪执行器、压力传感器、伸缩执行器与夹口电机执行器连接，信息处理器—CPU为市购产品。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电源插头与所述底座连接，电源插口与电源连接后为所述信息处

理器—CPU、转盘电机、滑动电机、水泵、墨浓分析仪、伸缩电机、夹口电机供电。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底座外表面采用中国山水画的图案，增加装置美观度。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底座、立柱、功能臂、砚、基座、伸缩杆、墨夹内部装有海绵，可以有

效减轻电机工作的噪音。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夹口为平行夹，更易夹取长方体的墨条。

[0013] 与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体现在：本发明结构合理，功能实用，采用

现代电子技术完成书法画家在工作与创作时的研墨过程，并且现代电子技术准确度高，对

墨的浓度进行电子分析得到最佳浓度的墨汁；不仅简化了了书法画家的工作，还避免了手

工磨墨时的失误造成对墨条与砚台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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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一种半自动化研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一种半自动化研墨装置的转盘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一种半自动化研墨装置的俯视图；

[0017] 其中，1-底座、2-立柱、3-功能臂、4-砚、5-基座、6-伸缩杆、7-墨夹、8-电源插头、

201-信息处理器—CPU、202-卡槽、301-卡座、302-转盘电机、303-转盘、304-轴承、305-转盘

电机执行器、306-滑动电机、307-滑动电机执行器、308-滑动槽、309-转动卡座、310-转动

杆、311-转动卡槽、401-砚台、402-水箱、403-注水口、404-水泵、405-注水开关、406-曲形水

管、501-墨浓采集器、502-墨浓分析仪、503-分析仪执行器、504-压力传感器、601-伸缩电

机、602-伸缩电机执行器、603-大杆、604-小杆、701-外壳、702-夹口、703-夹口电机、704-夹

口电机执行器、705-夹口感应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的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0019] 实施例：如图1所示，一种半自动化研墨装置，主要包括：底座1、立柱2、功能臂3、砚

4、基座5、伸缩杆6、墨夹7、电源插头8。

[0020] 如图1所示，立柱2安装于底座1右上方外表面，立柱2包括：信息处理器—CPU201、

卡槽202，信息处理器—CPU201位于立柱2内部，卡槽202位于立柱左端外表面；伸缩杆6也安

装于底座1右上方，并且与立柱2连接，伸缩杆6包括：伸缩电机601、伸缩执行器602、大杆

603、小杆604，伸缩电机601位于伸缩杆6底部，伸缩执行器602安装于伸缩电机601上，大杆

603安装于伸缩执行器602上，小杆604安装于大杆603内，小杆604另一端与功能臂3连接；功

能臂3右端设有通孔，立柱2从功能臂3上的通孔穿过并且与功能臂3连接。

[0021] 如图1、2所示，功能臂3包括：卡座301、转盘电机302、转盘303、轴承304、转盘电机

执行器305、滑动电机306、滑动电机执行器307、滑动槽308、转动卡座309、转动杆310、转动

卡槽311，卡座301位于功能臂3左侧壁面上，并且安装于卡槽202上，转盘303位于功能臂3末

端下表面，转盘电机302安装于功能臂3内，轴承304安装于功能臂3下表面上并且与转盘303

连接，转盘电机执行器305安装于功能臂3内，滑动电机执行器307安装于功能臂3内，转动卡

槽311位于转盘303上，转动杆310一端与轴承304连接，另一端与转动卡座309连接，转动卡

座309安装于转动卡槽311上，滑动槽308位于转动杆310的外表面。

[0022] 如图1所示，基座5安装于底座1的左上方，基座5包括：墨浓采集器501、墨浓分析仪

502、分析仪执行器503、压力传感器504，墨浓分析仪502位于基座5内的底部，分析仪执行器

503也位于基座5内的底部，并且与墨浓分析仪502连接，压力传感器504安装于基座5内部，

上表面与砚4连接，下表面与墨浓分析仪502与分析仪执行器503连接，墨浓采集器501与墨

浓分析仪502连接，另一端与砚4连接。

[0023] 如图1所示，砚4位于基座5上，砚4包括：砚台401、水箱402、注水口403、水泵404、注

水开关405、曲形水管406，砚台401位于砚4上表面，水箱402位于砚4内，注水口403位于砚4

右端外表面，并且与水箱402的右上角连接，曲形水管406一端与水箱402连接，另一端从砚4

伸出，位于砚台401的上方，水泵404位于砚4内，并且安装于曲形水管406上，注水开关40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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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砚4的外表面上，并且安装于曲形水管406上，墨浓采集器501另一端从砚4中伸出，渗入砚

台401内；墨夹7安装于转动杆310上，墨夹7包括：外壳701、夹口702、夹口电机703、夹口电机

执行器704、夹口感应器705，外壳701与转动杆310连接，夹口电机703位于外壳701内，夹口

电机执行器704位于外壳701内，夹口702与外壳701连接，夹口感应器705安装于夹口702内。

[0024] 其中，装置的使用方法为：将电源插头8与电源连接后，打开注水口403，注入纯净

水，将水箱402加满后，打述注水开关405，水泵404工作将纯净水顺着曲形水管406流入砚台

401中，将墨条竖直放入夹口702之间，夹口感应器705感应到墨条后传递信息给信息处理

器—CPU201，信息处理器—CPU201发送指令至夹口电机执行器704，夹口电机执行器704发

送指令至夹口电机703工作，夹口702闭合夹紧墨条后，信息处理器—CPU201发送指令至所

伸缩执行器602，伸缩执行器602发送指令至伸缩电机601工作将墨条末端伸入砚台401，放

入后压力传感器504反馈信息给信息处理器—CPU201，信息处理器—CPU201发送指令至伸

缩执行器602，伸缩执行器602发送指令至伸缩电机601停止工作后，信息处理器—CPU201再

发送指令至转盘电机执行器305，转盘电机执行器305发送指令至转盘电机302工作，转盘

303转动带动墨条转动开始研墨，信息处理器—CPU201在发送指令至滑动电机执行器307，

滑动电机执行器307发送指令至滑动电机执行器307，滑动电机执行器307发送指令至滑动

电机306工作，墨夹7在转动杆31上来回移动后，带动墨条来回研墨，信息发送指令至器201

发送指令至分析仪执行器503，分析仪执行器503发送指令至墨浓采集器501工作，墨浓分析

仪502分析墨浓采集器501的采集的墨水，当墨浓达到指定浓度后反馈信息给信息处理器—

CPU201，信息处理器—CPU201发送指令至上述各个执行器停止工作；信息处理器—CPU201

分别与转盘电机执行器305、滑动电机执行器307、分析仪执行器503、压力传感器504、伸缩

执行器602与夹口电机执行器704连接，信息处理器—CPU201为市购产品；电源插头8与底座

1连接，电源插口8与电源连接后为信息处理器—CPU201、转盘电机302、滑动电机306、水泵

404、墨浓分析仪502、伸缩电机601、夹口电机702供电，底座1外表面采用中国山水画的图

案，增加装置美观度；底座1、立柱2、功能臂3、砚4、基座5、伸缩杆6、墨夹7内部装有海绵，可

以有效减轻电机工作的噪音；夹口702为平行夹，更易夹取长方体的墨条。

[0025] 本发明的工作方法为：首先将电源插口8与电源连接，打开注水口403将水箱402加

满清水，然后将墨条置于夹口702之间，夹口702闭合夹住墨条后，打开注水开关405，给砚台

401内加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关闭注水开关405，等待装置工作完后，即可得到最佳浓度的墨

汁。

[0026]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

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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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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