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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办公桌台架及一体化办公桌台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一体化办公桌台架，其

具有外侧架、内侧架、上横杆、主横杆和下横杆；

外侧架具有外端杆和斜连接外端杆两端的2根外

侧杆；内侧架具有内端杆、斜连接内端杆两端的2

根内侧杆和垂直连接内端杆中部的顶竖杆，顶竖

杆顶端设有顶杆端块；2个外侧架之间设有内侧

架、并依次由2根主横杆平齐连接，内、外侧架间

形成办公单元；其具有结构简单和稳定牢固的特

点。又提出一种一体化办公桌台，包括有上述桌

台架，桌台架的办公单元内由上至下依次设有上

置物板、桌台板和下置物板；办公单元内的顶部

设有条形照明灯；其具有一定的隔离性又便于办

公人员相互交流沟通，且不影响采光，利用营造

出光亮、舒适、开阔的办公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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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体化办公桌台架，其特征在于：

具有外侧架（11）、内侧架（12）、上横杆（13）、主横杆（14）和下横杆（15）；

外侧架（11）具有外端杆（111）和斜连接于外端杆（111）两端的2根外侧杆（112），2根外

侧杆（112）的底端相远离；

内侧架（12）具有内端杆（121）、斜连接于内端杆（121）两端的2根内侧杆（122）和垂直连

接于内端杆（121）中部的顶竖杆（123），2根内侧杆（122）的底端相远离，顶竖杆（123）的顶端

设有顶杆端块（124）；

2个外侧架（11）对称设置，2个外侧架（11）之间平排设有至少1个内侧架（12），使内侧架

（12）的内侧杆（122）与外侧架（11）的外侧杆（112）对齐；内侧架（12）与外侧架（11）、或与内

侧架（12）由2根主横杆（14）平齐连接，主横杆（14）的一端连接内侧架（12）的内侧杆（122）、

另一端连接相邻外侧架（11）的外侧杆（112）或相邻内侧架（12）的内侧杆（122），内侧架（12）

的顶杆端块（124）与外侧架（11）的外端杆（111）高度平齐，内侧架（12）与相邻外侧架（11）、

或与相邻内侧架（12）之间的空间为办公单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办公桌台架，其特征在于：

外侧架（11）的中上部2根外侧杆（112）之间、以及内侧架（12）的中上部2根内侧杆（122）

之间分别设有上连杆（16）；外侧架（11）的中下部2根外侧杆（112）之间、以及内侧架（12）的

中下部2根内侧杆（122）之间分别设有下连杆（17）；

每个办公单元内设有2根上横杆（13）和1根下横杆（15），上横杆（13）的两端连接上连杆

（16）的中部附近，下横杆（15）的两端连接下连杆（17）的中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体化办公桌台架，其特征在于：内侧架（12）的下连杆（17）上

设有空心壳体结构的接线盒（6），内侧架（12）的内侧杆（122）上靠近接线盒（6）的一侧设有

布线管（61），布线管（61）的一端连接通接线盒（6）、另一端靠近内侧杆（12）的底端并具有布

线管口（60）。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体化办公桌台架，其特征在于：内侧架（12）为空心壳体结

构，内侧架（12）的内侧杆（122）、内端杆（121）、顶竖杆（123）及顶杆端块（124）依次连接通，

内侧杆（122）的底端内侧具有进线口（120）。

5.一体化办公桌台，包括有桌台架（1）、上置物板（2）、桌台板（3）、下置物板（4）和条形

照明灯（5），其特征在于:  所述桌台架（1）为权利要求2或3或4所述的一体化办公桌台架；每

个办公单元内由上至下依次设有上置物板（2）、桌台板（3）和下置物板（4）；上置物板（2）固

定于2根上横杆（13）上，桌台板（3）固定安装于主横杆（14）上，桌台板（3）的宽度大于2根主

横杆（14）的间距、长度与主横杆（14）的长度相当，下置物板（4）固定于下横杆（15）和下连杆

（17）上；

每个办公单元内的顶部设有2个条形照明灯（5），条形照明灯（5）的一端连接内侧架

（12）的顶杆端块（124）、另一端连接外侧架（11）的外端杆（11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体化办公桌台，其特征在于：每个办公单元内下置物板（4）

分为2块、并对称连接于下横杆（15）的两侧，下横杆（15）的底面上设有下连接块（151），下连

接块（151）的两端位于下横杆（15）的两侧并具有下连接板安装孔（152），螺钉穿过下连接板

安装孔（152）螺纹连接于下置物板（4）内将下置物板（4）与下横杆（15）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体化办公桌台，其特征在于：每个办公单元内上置物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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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于2根上横杆（13）之间，上置物板（2）的底部两侧分别具有上置物板插槽（20），上横杆

（13）的侧壁上对应上置物板插槽（20）设有上横杆插杆（130），上置物板插槽（20）卡于上横

杆插杆（130）上使上置物板（2）与2根上横杆（13）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体化办公桌台，其特征在于：上置物板（2）上活动置有置物

盒或盆栽盒（7）。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体化办公桌台，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挂蓝或挂盒（8），挂蓝

或挂盒（8）的侧壁上设有挂钩（80）、并通过挂钩（80）挂于外侧架（11）的上连杆（1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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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办公桌台架及一体化办公桌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办公家具，具体是一种适于多人使用的办公桌台。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办公室内供职员使用的办公桌台多采用屏风办公桌，它是在办公桌上设置屏

风起到分隔办公桌供多人使用，以及实现遮挡、增强办公隐私的目的。这种结构的办公桌台

对办公人员的隔离性太强，非常不利于办公人员相互交流沟通，还遮挡光线，影响采光，降

低了办公人员的互动性，影响了办公室和谐的氛围。因此，有必要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出一种一体化办公桌台架，其具有结构简单和稳定牢固的

特点，采用该桌台脚制成的一体化办公桌台，其分隔出多个办公位供多人使用，具有一定的

隔离性又便于办公人员相互交流沟通，且不影响采光，利用营造出光亮、舒适、开阔的办公

环境。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体化办公桌台架，其具有外侧架、内侧架、上横杆、主横杆和下横杆。

[0006] 外侧架具有外端杆和斜连接于外端杆两端的2根外侧杆，2根外侧杆的底端相远

离。

[0007] 内侧架具有内端杆、斜连接于内端杆两端的2根内侧杆和垂直连接于内端杆中部

的顶竖杆，2根内侧杆的底端相远离，顶竖杆的顶端设有顶杆端块。

[0008] 2个外侧架对称设置，2个外侧架之间平排设有至少1个内侧架，使内侧架的内侧杆

与外侧架的外侧杆对齐；内侧架与外侧架、或与内侧架由2根主横杆平齐连接，主横杆的一

端连接内侧架的内侧杆、另一端连接相邻外侧架的外侧杆或相邻内侧架的内侧杆，内侧架

的顶杆端块与外侧架的外端杆高度平齐，内侧架与相邻外侧架、或与相邻内侧架之间的空

间为办公单元。

[0009] 优化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桌台架中，外侧架的中上部2根外侧杆之间、以及内侧架

的中上部2根内侧杆之间分别设有上连杆；外侧架的中下部2根外侧杆之间、以及内侧架的

中下部2根内侧杆之间分别设有下连杆；每个办公单元内设有2根上横杆和1根下横杆，上横

杆的两端连接上连杆的中部附近，下横杆的两端连接下连杆的中部。

[0010] 进一步优化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桌台架中，内侧架的内侧杆上靠近接线盒的一侧

设有布线管，布线管的一端连接通接线盒、另一端靠近内侧杆的底端并具有布线管口。

[0011] 再进一步优化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桌台架中，内侧杆、内端杆、顶竖杆及顶杆端块

依次连接通，内侧杆的底端内侧具有进线口。

[0012] 一体化办公桌台，包括有桌台架、上置物板、桌台板、下置物板和条形照明灯，所述

桌台架采用上述一体化办公桌台架；每个办公单元内由上至下依次设有上置物板、桌台板

和下置物板；上置物板固定于2根上横杆上，桌台板固定安装于主横杆上，桌台板的宽度大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209862794 U

4



于2根主横杆的间距、长度与主横杆的长度相当，下置物板固定于下横杆和下连杆上；每个

办公单元内的顶部设有2个条形照明灯，条形照明灯的一端连接内侧架的顶杆端块、另一端

连接外侧架的外端杆。

[0013] 优化方案，本实用新型的办公桌台中，每个办公单元内下置物板分为2块、并对称

连接于下横杆的两侧，下横杆的底面上设有下连接块，下连接块的两端位于下横杆的两侧

并具有下连接板安装孔，螺钉穿过下连接板安装孔螺纹连接于下置物板内将下置物板与下

横杆固定连接。

[0014] 进一步优化方案，本实用新型的办公桌台中，每个办公单元内上置物板固定于2根

上横杆之间，上置物板的底部两侧分别具有上置物板插槽，上横杆的侧壁上对应上置物板

插槽设有上横杆插杆，上置物板插槽卡于上横杆插杆上使上置物板与2根上横杆连接。

[0015] 再进一步优化方案，本实用新型的办公桌台中，上置物板上活动置有置物盒或盆

栽盒。

[0016] 又进一步优化方案，本实用新型的办公桌台还包括有挂蓝或挂盒，挂蓝或挂盒的

侧壁上设有挂钩、并通过挂钩挂于外侧架的上连杆上。

[0017]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0018] 1、本实用新型的一体化办公桌台架，其杆件少，易于组装，且受力设计合理、稳定，

具有结构简单、易于组装和结实牢固的特点。

[0019] 2、由本实用新型的一体化办公桌台架组装的办公桌台，其分隔出多个办公位供多

人使用，具有一定的隔离性又便于办公人员相互交流沟通，且不影响采光，利用营造出光

亮、舒适、开阔的办公环境。

[0020] 3、本实用新型的一体化办公桌台在桌台板的下方设有集中接线板的接线盒，便于

布线的集中化和隐藏化。

[0021] 4、本实用新型的一体化办公桌台在桌台板的上方设有照明灯，便于办公人员根据

需要独立使用，具有使用方便、节约环保的特点。

[0022] 5、本实用新型的一体化办公桌台还进一步设置有置物盒或挂盒，便于使用者根据

喜好收纳物品，置物盒或挂盒还可用于放置植物，便于取下来清洁或养护。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中一体化办公桌台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接线盒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一体化办公桌台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上置物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下置物板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9] 实施例1

[0030] 参考图1和图2，一体化办公桌台架，其具有外侧架11、内侧架12、上横杆13、主横杆

14和下横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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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外侧架11具有外端杆111和斜连接于外端杆111两端的2根外侧杆112，2根外侧杆

112的底端相远离。

[0032] 内侧架12具有内端杆121、斜连接于内端杆121两端的2根内侧杆122和垂直连接于

内端杆121中部的顶竖杆123，2根内侧杆122的底端相远离，顶竖杆123的顶端设有顶杆端块

124。所述内侧架12为空心壳体结构，内侧架12的内侧杆122、内端杆121、顶竖杆123及顶杆

端块124依次连接通，内侧杆122的底端内侧具有进线口120。

[0033] 外侧架11的中上部2根外侧杆112之间、以及内侧架12的中上部2根内侧杆122之间

分别设有上连杆16；外侧架11的中下部2根外侧杆112之间、以及内侧架12的中下部2根内侧

杆122之间分别设有下连杆17。

[0034] 2个外侧架11对称设置，2个外侧架11之间设有1个内侧架12，使内侧架12的内侧杆

122与外侧架11的外侧杆112对齐；外侧架11与内侧架12由2根主横杆14平齐连接，主横杆14

的一端连接内侧架12的内侧杆122、另一端连接外侧架11的外侧杆112，内侧架12的顶杆端

块124与外侧架11的外端杆111高度平齐，内侧架12将2个外侧架11之间的空间依次分隔为2

个办公单元。

[0035] 每个办公单元内设有2根上横杆13和1根下横杆15，上横杆13的两端连接上连杆16

的中部附近，下横杆15的两端连接下连杆17的中部。

[0036] 具体参考图2，内侧架12的下连杆17上设有空心壳体结构的接线盒6，内侧架12的

内侧杆122上靠近接线盒6的一侧设有布线管61，布线管61的一端连接通接线盒6、另一端靠

近内侧杆12的底端并具有布线管口60。

[0037] 本实施例的桌台架，其杆件少，易于组装，且受力设计合理、稳定，具有结构简单、

易于组装和结实牢固的特点。

[0038] 实施例2

[0039] 参考图3至图5，一体化办公桌台，其包括有桌台架1、上置物板2、桌台板3、下置物

板4、条形照明灯5、盆栽盒7和挂盒8。

[0040] 所述桌台架1为实施例1所述的一体化办公桌台架；一体化办公桌台架的每个办公

单元内由上至下依次设有上置物板2、桌台板3和下置物板4。

[0041] 办公单元内，上置物板2固定于2根上横杆13之间。具体参考图4，上置物板2的底部

两侧分别具有上置物板插槽20，上横杆13的侧壁上对应上置物板插槽20设有上横杆插杆

130，上置物板插槽20卡于上横杆插杆130上使上置物板2与2根上横杆13连接。上置物板2上

活动置有盆栽盒7。

[0042] 办公单元内，桌台板3固定安装于主横杆14上，桌台板3的宽度大于2根主横杆14的

间距、长度与主横杆14的长度相当。

[0043] 办公单元内，下置物板4分为2块、并对称连接于下横杆15的两侧、固定于下横杆和

下连杆上。具体参考图5，下横杆15的底面上设有下连接块151，下连接块151的两端位于下

横杆15的两侧并具有下连接板安装孔152，螺钉穿过下连接板安装孔152螺纹连接于下置物

板4内将下置物板4与下横杆15固定连接。

[0044] 每个办公单元内的顶部设有2个条形照明灯5，条形照明灯5的一端连接内侧架12

的顶杆端块124、另一端连接外侧架11的外端杆111。

[0045] 挂盒8的侧壁上设有挂钩80、并通过挂钩80挂于外侧架11的上连杆1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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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布线时，电器插座及网线接口集中安装于接线盒6上，外接电线或网线由布线管61

底端的布线管口60进入接线盒6内、与各电器插座及网线接口电连接。照明灯5的外接电线

由内侧架12的内侧杆122底端的进线口120→内侧杆122→内端杆121→顶竖杆123→顶杆端

块124电连接照明灯5的电极端。

[0047] 本实施例办公桌台及便于集中办公、又利于独立使用，在考虑到办公隐私的基础

上，又便于办公人员相互交流沟通，且不影响采光，利用营造出光亮、舒适、轻松的办公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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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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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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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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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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