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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教学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

教学装置，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画板及画架功能单

一、使用不便、学生不能直观地体验视觉传达的

艺术效果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包括支撑架和

设计台，支撑架包括三个伸缩腿，三个伸缩腿的

上端通过圆形的底座固定连接，三个伸缩腿等间

距固定连接在底座的外周面上，底座上端面连接

有竖直向上的旋转柱，所述设计台固定连接在旋

转柱的顶端，设计台包括与旋转柱固定连接的设

计台面板，设计台面板的上端面设置有调色板和

立柱，立柱上端连接有与立柱成锐角设置的绘图

板。本实用新型结构新颖、功能多样，具有很好的

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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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架（1）和设计台（2），支撑架

（1）包括三个伸缩腿（101），三个伸缩腿（101）的上端通过圆形的底座（102）固定连接，三个

伸缩腿（101）等间距固定连接在底座（102）的外周面上，底座（102）上端面连接有竖直向上

的旋转柱（109），所述设计台（2）固定连接在旋转柱（109）的顶端，设计台（2）包括与旋转柱

（109）固定连接的设计台面板（201），设计台面板（201）的上端面设置有调色板（202）和立柱

（203），立柱（203）上端连接有与立柱（203）成锐角设置的绘图板（20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

（203）的顶端设置有万向球形座（205），绘图板（204）通过万向球形座（205）设置在立柱

（203）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设计台面

板（201）上设置有门形的照射架（206），照射架（206）的竖梁和横梁上均设置有不同色彩的

照明灯（207），照射架（206）内设置有对照明灯（207）进行供电的内置电源。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伸缩腿（101）包括固定腿（103）及与固定腿（103）滑动配合的滑动腿（104），固定腿（103）垂

直连接在底座（102）外周面的下端，固定腿（103）下端的外侧设置有凸出的滑轨（105），滑轨

（105）的竖直方向上设置有一列固定孔（106），滑动腿（104）的内侧设置有与滑轨（105）相配

合的滑槽（107），滑槽（107）的侧壁上设置有与固定孔（106）相配合的固定销（108）。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腿

（103）之间设置有储物仓（3），储物仓（3）包括颜料储藏抽屉（301）、画笔储藏抽屉（302）和画

纸储藏抽屉（30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腿

（104）的下端设置有万向轮（4），万向轮（4）上设置有刹车闸（401）。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万向轮

（4）通过收放结构（5）连接在滑动腿（104）上，收放结构（5）包括与滑槽（107）相配合的滑块

（501），滑块（501）的一侧设置有与滑槽（107）滑动配合的滑柱（502），滑柱（502）上开设有定

位孔（503），滑动腿（104）的侧面开设有与定位孔（503）插接配合的定位销（504），滑动腿

（104）上开设有对滑块（501）进行定位的上销孔（505）和下销孔。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

（501）的下端通过旋转轴（506）连接有旋转座（507），旋转座（507）内开设有水平滑槽（508），

万向轮（4）上方设置有与水平滑槽（508）相配合的移动块（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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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教学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视觉传达教学装置技术领域，特别是指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教

学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视觉传达设计是通过视觉媒介表现并传达给观众的设计，体现着设计的时代特征

图形设计和丰富的内涵。数字化多媒体的出现不断地挑战并充实着传统的视觉传达方式， 

扩展了当代视觉传达设计外延，视觉传达由以往形态上的平面化、静态化，开始逐渐向动态

化、综合化方向转变，从单一媒体跨越到多媒体，从二维平面延伸到三维立体和空间，从传

统的印刷设计产品更多转化到虚拟信息形象的传达。广告作为视觉传达的重要形式，也在

数字多媒体技术的推动下发生了质的飞跃。网络广告、数字影视广告、多媒体电子显示屏、

多媒体互动广告等新一代的广告视觉传播方式以飞速发展的趋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但是视觉传达的基础仍然是设计与绘图，绘图是学习视觉传达的重要基础，而现有技

术中缺乏基础的视觉传达教学装置，不能使学习视觉传达的学生直观地体验视觉传达的艺

术效果；另外，现有的画板及画架结构简单、功能单一，不仅使用不便，而且绘画效果差。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上述背景技术中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出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教学装置，

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画板及画架功能单一、使用不便、学生不能直观地体验视觉传达的艺术

效果的技术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教学装置，包括支

撑架和设计台，支撑架包括三个伸缩腿，三个伸缩腿的上端通过圆形的底座固定连接，三个

伸缩腿等间距固定连接在底座的外周面上，底座上端面连接有竖直向上的旋转柱，所述设

计台固定连接在旋转柱的顶端，设计台包括与旋转柱固定连接的设计台面板，设计台面板

的上端面设置有调色板和立柱，立柱上端连接有与立柱成锐角设置的绘图板。

[0005] 所述立柱的顶端设置有万向球形座，绘图板通过万向球形座设置在立柱上。

[0006] 所述设计台面板上设置有门形的照射架，照射架的竖梁和横梁上均设置有不同色

彩的照明灯，照射架内设置有对照明灯进行供电的内置电源。

[0007] 所述伸缩腿包括固定腿及与固定腿滑动配合的滑动腿，固定腿垂直连接在底座外

周面的下端，固定腿下端的外侧设置有凸出的滑轨，滑轨的竖直方向上设置有一列固定孔，

滑动腿的内侧设置有与滑轨相配合的滑槽，滑槽的侧壁上设置有与固定孔相配合的固定

销。

[0008] 所述固定腿之间设置有储物仓，储物仓包括颜料储藏抽屉、画笔储藏抽屉和画纸

储藏抽屉。

[0009] 所述滑动腿的下端设置有万向轮，万向轮上设置有刹车闸。

[0010] 所述万向轮通过收放结构连接在滑动腿上，收放结构包括与滑槽相配合的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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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块的一侧设置有与滑槽滑动配合的滑柱，滑柱上开设有定位孔，滑动腿的侧面开设有与

定位孔插接配合的定位销，滑动腿上开设有对滑块进行定位的上销孔和下销孔。

[0011] 所述滑块的下端通过旋转轴连接有旋转座，旋转座内开设有水平滑槽，万向轮上

方设置有与水平滑槽相配合的移动块。

[0012] 本实用新型设置伸缩腿可以便捷地调节高度，以此来适应不同高度的需求；设置

旋转柱可以在不移动支撑架的情况下，便捷地转动使设计台来适应不同实际需求；设计台

面板上端面设置的立柱用以支撑绘画板，配合旋转柱可以进行360°的旋转设计绘画；在立

柱与绘画板之间设置万向球形座，可以无死角地转动绘画板，扩大了应用范围；设置照射

架，可以采用不同的色光照射绘画板上的设计图，在通过旋转柱可进行全角展示，让所有学

生直观地看到不同色光下设计图的不同视觉效果。设置储物仓，可以整齐地摆放存放设计

绘图时所需的工具，做到有条不紊地进行设计绘图。本实用新型结构新颖、抗冲击强度高、

拆装便捷，具有很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1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

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

图。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图1中伸缩腿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伸缩腿与固定腿相配合的横截面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付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18] 如图1-3所示，实施例1，一种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教学装置，包括支撑架1和设

计台2，支撑架1包括三个伸缩腿101，三个伸缩腿101的上端通过圆形的底座102固定连接，

三个伸缩腿101等间距固定连接在底座102的外周面上。伸缩腿包括固定腿103及与固定腿

103滑动配合的滑动腿104，固定腿103的上端垂直连接在底座102外周面的下端，固定腿103

下端的外侧设置有凸出的滑轨105，滑轨105的竖直方向上设置有一列固定孔106。滑动腿

104的内侧设置有与滑轨105相配合的滑槽107，滑槽107的侧壁上设置有与固定孔106相配

合的固定销108。

[0019] 底座102上端面的中心位置连接有竖直向上的旋转柱109，所述设计台2固定连接

在旋转柱109的顶端。设计台2包括与旋转柱109固定连接的设计台面板201，设计台面板201

的上端面设置有调色板202和立柱203，立柱203上端连接有与立柱203成锐角设置的绘图板

204。

[0020] 实施例2，一种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教学装置，所述立柱203的顶端设置有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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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形座205，绘图板204通过万向球形座205设置在立柱203上。在立柱与绘画板之间设置万

向球形座，可以无死角地转动绘画板，扩大了应用范围，使绘图更加舒适、便捷。

[0021] 本实施例的其他结构与实施例1相同。

[0022] 实施例3，一种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教学装置，所述设计台面板201上设置有门

形的照射架206，照射架206的竖梁和横梁上均设置有不同色彩的照明灯207，照射架206内

设置有对照明灯207进行供电的内置电源。设置照射架，可以采用不同的色光照射绘画板上

的设计图，在通过旋转柱可进行全角展示，让所有学生直观地看到不同色光下设计图的不

同视觉效果。

[0023] 本实施例的其他结构与实施例2相同。

[0024] 实施例4，一种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教学装置，所述固定腿103之间设置有储物

仓3，储物仓3包括颜料储藏抽屉301、画笔储藏抽屉302和画纸储藏抽屉303。设置储物仓，可

以整齐地摆放存放设计绘图时所需的工具，做到有条不紊地进行设计绘图。

[0025] 本实施例的其他结构与实施例3相同。

[0026] 实施例5，一种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教学装置，所述滑动腿104的下端设置有万

向轮4，万向轮上设置有刹车闸401。设置万向轮可以便捷地移动本装置，近距离地进行移动

展示，使学生更加直观地学习视觉传达艺术。

[0027] 本实施例的其他结构与实施例4相同。

[0028] 实施例6，一种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教学装置，所述万向轮4通过收放结构5连接

在滑动腿104上，收放结构5包括与滑槽107相配合的滑块501，滑块501的一侧设置有与滑槽

107滑动配合的滑柱502，滑柱502上开设有定位孔503。滑动腿104的侧面开设有与定位孔

503插接配合的定位销504。滑动腿104上开设有对滑块501进行定位的上销孔505和下销孔。

[0029] 当定位销504将滑块501插接在上销孔505时，万向轮4脱离地面；当定位销504将滑

块501插接在下销孔时，万向轮4作为行走轮。设置收放结构，可以在万向轮无法稳定站立的

位置收起万向轮，使滑动腿直接与地面接触，保证支撑的稳定性。

[0030] 本实施例的其他结构与实施例5相同。

[0031] 实施例7，一种视觉传达设计绘图专用教学装置，所述滑块501的下端通过旋转轴

506连接有旋转座507，旋转座507内开设有水平滑槽508，万向轮4上方设置有与水平滑槽

508滑动配合的移动块509。设置旋转座连接万向轮和滑块，旋转座可以旋转到滑动腿的下

端面且紧密贴合，可以使原来的受力结构由原来的定位销变为滑动腿和定位销；同时，旋转

座与万向轮之间设置的水平滑动结构可以保证收放结构的正常使用，避免了万向轮与滑动

腿之间发生干涉。

[0032] 本实施例的其他结构与实施例6相同。

[0033] 以上实施例未详尽之处均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公知的常规技术。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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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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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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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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