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971563.X

(22)申请日 2019.11.15

(73)专利权人 哈尔滨商业大学广厦学院

地址 15000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利

民开发区学院路1号

(72)发明人 林晓平　

(74)专利代理机构 哈尔滨市伟晨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23209

代理人 荣玲

(51)Int.Cl.

A47B 97/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可升降图挂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图挂装置技术领域，更具体

的说是一种可升降图挂，包括承载固定桌面装

置、升降连接板构件、弹性挤压装置、蜗杆转动调

节装置和支撑承载腿构件，根据实际情况转动蜗

杆，蜗杆通过两个蜗轮分别带动两个内螺纹腔转

动，转动的两个内螺纹腔可以带动两组丝杠移

动，从而改变四个支腿的角度，四个支腿起到支

撑的作用还可以根据撑开的角度来改变装置的

高度，根据地面情况调节支撑半圆，让装置更平

整的放置在地面上，在根据挂图的大小和学生的

需求，改变上端升降连接板构件的高度，在根据

挂图的宽度改变弹性挤压装置之间的距离，调整

好后利用四个弹性挤压装置对挂图的四个角进

行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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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升降图挂，包括承载固定桌面装置(1)，其特征在于：该一种可升降图挂还包

括升降连接板构件(2)、弹性挤压装置(3)、蜗杆转动调节装置(4)和支撑承载腿构件(5)，所

述的承载固定桌面装置(1)上滑动连接有两个升降连接板构件(2)，两个升降连接板构件

(2)上均滑动连接有两个弹性挤压装置(3)，承载固定桌面装置(1)的下端固定连接有蜗杆

转动调节装置(4)和支撑承载腿构件(5)，蜗杆转动调节装置(4)和支撑承载腿构件(5)通过

啮合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升降图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承载固定桌面装置(1)

包括桌板(1-1)、滑柱(1-2)、加固板(1-3)和铰接座I(1-4)，桌板(1-1)上固定连接有两个滑

柱(1-2)，两个滑柱(1-2)的上方固定连接有加固板(1-3)，桌板(1-1)下端的四个角上均固

定连接有铰接座I(1-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升降图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升降连接板构件(2)包

括升降板(2-1)、固定螺钉(2-2)和方杆滑组(2-3)，升降板(2-1)的两端通过螺纹连接有固

定螺钉(2-2)，升降板(2-1)上固定连接有方杆滑组(2-3)，两个升降板(2-1)分别与两个滑

柱(1-2)滑动连接，四个固定螺钉(2-2)分别与两个滑柱(1-2)接触。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升降图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弹性挤压装置(3)包括

滑座(3-1)、顶板(3-2)、连接柱(3-3)、弹性板(3-4)和弹簧(3-5)，滑座(3-1)上固定连接有

顶板(3-2)，顶板(3-2)上滑动连接有连接柱(3-3)，连接柱(3-3)的前端固定连接有弹性板

(3-4)，弹性板(3-4)与滑座(3-1)滑动连接，连接柱(3-3)上套设有弹簧(3-5)，弹簧(3-5)位

于顶板(3-2)和弹性板(3-4)之间，两个方杆滑组(2-3)上均滑动连接有两个滑座(3-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可升降图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蜗杆转动调节装置(4)

包括轴承座I(4-1)、蜗杆(4-2)、轴承座II(4-3)、内螺纹腔(4-4)和蜗轮(4-5)，所述的轴承

座I(4-1)设置有两个，两个轴承座I(4-1)均固定连接在桌板(1-1)的下端，蜗杆(4-2)的两

端分别与两个轴承座I(4-1)转动连接，所述的轴承座II(4-3)设置有四个，四个轴承座II

(4-3)分为左右两组，两组轴承座II(4-3)均固定连接在桌板(1-1)的下端，两组轴承座II

(4-3)均转动连接有内螺纹腔(4-4)，内螺纹腔(4-4)内部两端的螺纹旋向相反，两个内螺纹

腔(4-4)上均固定连接有蜗轮(4-5)，蜗杆(4-2)分别与两个蜗轮(4-5)通过啮合传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可升降图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承载腿构件(5)包

括支腿(5-1)、支撑半圆(5-2)、铰接座II(5-3)和丝杠(5-4)，支腿(5-1)的下端通过螺纹连

接有支撑半圆(5-2)，支腿(5-1)上固定连接有铰接座II(5-3)，铰接座II(5-3)上铰接连接

有丝杠(5-4)，四个铰接座I(1-4)上均铰接连接有支腿(5-1)，四个丝杠(5-4)分为左右两

组，两组丝杠(5-4)分别与两个内螺纹腔(4-4)通过螺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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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升降图挂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图挂装置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是一种可升降图挂。

背景技术

[0002] 现如今有专利号为CN201120211661.0的一种地图挂置装置，包括地图夹和挂置臂

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地图夹的下端设置有左板和右板，它的上端设置有挂头；所述的

挂头上开有方形孔；所述的左板和右板带有弧度且向内旋，它们的弧顶间留有空隙；所述的

挂置臂的上端设置有方形挂板，它的下端设置有底座；所述的方形挂板插进方形孔内。该新

型利用一个点对挂图进行固定悬挂，固定效果不好，而且不能调整装置的高度，实用性不

强。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涉及图挂装置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是一种可升降图挂，包括承载固

定桌面装置、升降连接板构件、弹性挤压装置、蜗杆转动调节装置和支撑承载腿构件，本装

置可以对大小不同的挂图进行四点固定的悬挂，并且可以改变挂图的高度。

[0004] 一种可升降图挂，包括承载固定桌面装置，该一种可升降图挂还包括升降连接板

构件、弹性挤压装置、蜗杆转动调节装置和支撑承载腿构件，所述的承载固定桌面装置上滑

动连接有两个升降连接板构件，两个升降连接板构件上均滑动连接有两个弹性挤压装置，

承载固定桌面装置的下端固定连接有蜗杆转动调节装置和支撑承载腿构件，蜗杆转动调节

装置和支撑承载腿构件通过啮合连接。

[0005]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升降图挂所述的承载固定桌面

装置包括桌板、滑柱、加固板和铰接座I，桌板上固定连接有两个滑柱，两个滑柱的上方固定

连接有加固板，桌板下端的四个角上均固定连接有铰接座I。

[0006]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升降图挂所述的升降连接板构

件包括升降板、固定螺钉和方杆滑组，升降板的两端通过螺纹连接有固定螺钉，升降板上固

定连接有方杆滑组，两个升降板分别与两个滑柱滑动连接，四个固定螺钉分别与两个滑柱

接触。

[0007]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升降图挂所述的弹性挤压装置

包括滑座、顶板、连接柱、弹性板和弹簧，滑座上固定连接有顶板，顶板上滑动连接有连接

柱，连接柱的前端固定连接有弹性板，弹性板与滑座滑动连接，连接柱上套设有弹簧，弹簧

位于顶板和弹性板之间，两个方杆滑组上均滑动连接有两个滑座。

[0008]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升降图挂所述的蜗杆转动调节

装置包括轴承座I、蜗杆、轴承座II、内螺纹腔和蜗轮，所述的轴承座I设置有两个，两个轴承

座I均固定连接在桌板的下端，蜗杆的两端分别与两个轴承座I转动连接，所述的轴承座II

设置有四个，四个轴承座II分为左右两组，两组轴承座II均固定连接在桌板的下端，两组轴

承座II均转动连接有内螺纹腔，内螺纹腔内部两端的螺纹旋向相反，两个内螺纹腔上均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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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连接有蜗轮，蜗杆分别与两个蜗轮通过啮合传动连接。

[0009]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升降图挂所述的支撑承载腿构

件包括支腿、支撑半圆、铰接座II和丝杠，支腿的下端通过螺纹连接有支撑半圆，支腿上固

定连接有铰接座II，铰接座II上铰接连接有丝杠，四个铰接座I上均铰接连接有支腿，四个

丝杠分为左右两组，两组丝杠分别与两个内螺纹腔通过螺纹连接。

[0010] 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升降图挂的有益效果为：

[0011] 根据实际情况转动蜗杆，蜗杆通过两个蜗轮分别带动两个内螺纹腔转动，转动的

两个内螺纹腔可以带动两组丝杠移动，从而改变四个支腿的角度，四个支腿起到支撑的作

用还可以根据撑开的角度来改变装置的高度，根据地面情况调节支撑半圆，让装置更平整

的放置在地面上，在根据挂图的大小和学生的需求，改变上端升降连接板构件的高度，在根

据挂图的长度改变弹性挤压装置之间的距离，调整好后利用四个弹性挤压装置对挂图的四

个角进行固定。

附图说明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法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升降图挂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承载固定桌面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升降连接板构件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弹性挤压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蜗杆转动调节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为支撑承载腿构件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承载固定桌面装置1；桌板1-1；滑柱1-2；加固板1-3；铰接座I1-4；升降连接

板构件2；升降板2-1；固定螺钉2-2；方杆滑组2-3；弹性挤压装置3；滑座3-1；顶板3-2；连接

柱3-3；弹性板3-4；弹簧3-5；蜗杆转动调节装置4；轴承座I4-1；蜗杆4-2；轴承座II4-3；内螺

纹腔4-4；蜗轮4-5；支撑承载腿构件5；支腿5-1；支撑半圆5-2；铰接座II5-3；丝杠5-4。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具体实施方式一：

[0021] 下面结合图1-6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涉及图挂装置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

是一种可升降图挂，包括承载固定桌面装置1、升降连接板构件2、弹性挤压装置3、蜗杆转动

调节装置4和支撑承载腿构件5，根据实际情况转动蜗杆4-2，蜗杆4-2通过两个蜗轮4-5分别

带动两个内螺纹腔4-4转动，转动的两个内螺纹腔4-4可以带动两组丝杠5-4移动，从而改变

四个支腿5-1的角度，四个支腿5-1起到支撑的作用还可以根据撑开的角度来改变装置的高

度，根据地面情况调节支撑半圆5-2，让装置更平整的放置在地面上，在根据挂图的大小和

学生的需求，改变上端升降连接板构件2的高度，在根据挂图的长度改变弹性挤压装置3之

间的距离，调整好后利用四个弹性挤压装置3对挂图的四个角进行固定；

[0022] 一种可升降图挂，包括承载固定桌面装置1，该一种可升降图挂还包括升降连接板

构件2、弹性挤压装置3、蜗杆转动调节装置4和支撑承载腿构件5，所述的承载固定桌面装置

1上滑动连接有两个升降连接板构件2，两个升降连接板构件2上均滑动连接有两个弹性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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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装置3，承载固定桌面装置1的下端固定连接有蜗杆转动调节装置4和支撑承载腿构件5，

蜗杆转动调节装置4和支撑承载腿构件5通过啮合连接。

[0023] 具体实施方式二：

[0024] 下面结合图1-6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对实施方式一作进一步说明所述的

承载固定桌面装置1包括桌板1-1、滑柱1-2、加固板1-3和铰接座I1-4，桌板1-1起到承载固

定的作用，桌板1-1上固定连接有两个滑柱1-2，两个滑柱1-2可以给升降板2-1提供个滑动

的空间，两个滑柱1-2的上方通过螺钉固定连接有加固板1-3，利用加固板1-3把两个滑柱1-

2连接在一起，让两个滑柱1-2固定的更稳定，桌板1-1下端的四个角上均固定连接有铰接座

I1-4，四个铰接座I1-4可以给四个支腿5-1提供连接的空间。

[0025] 具体实施方式三：

[0026] 下面结合图1-6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对实施方式二作进一步说明，所述的

升降连接板构件2包括升降板2-1、固定螺钉2-2和方杆滑组2-3，升降板2-1起到承载连接的

作用，升降板2-1的两端通过螺纹连接有固定螺钉2-2，两个固定螺钉2-2可以对升降板2-1

的高度进行固定，升降板2-1上固定连接有方杆滑组2-3，方杆滑组2-3可以为滑座3-1提供

滑动的空间，两个升降板2-1分别与两个滑柱1-2滑动连接，当四个固定螺钉2-2分别与两个

滑柱1-2接触后，两个升降板2-1的高度就会被固定，根据挂图的高度，调整两个升降板2-1

的高度和两个升降板2-1之间的距离。

[0027] 具体实施方式四：

[0028] 下面结合图1-6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对实施方式二作进一步说明所述的

弹性挤压装置3包括滑座3-1、顶板3-2、连接柱3-3、弹性板3-4和弹簧3-5，滑座3-1起到连接

的作用，滑座3-1上固定连接有顶板3-2，顶板3-2可以给连接柱3-3提供滑动的空间，顶板3-

2上滑动连接有连接柱3-3，连接柱3-3可为弹簧3-5提供连接的空间，连接柱3-3的前端固定

连接有弹性板3-4，利用弹性板3-4把挂图固定在升降板2-1和弹性板3-4之间，弹性板3-4与

滑座3-1滑动连接，连接柱3-3上套设有弹簧3-5，弹簧3-5位于顶板3-2和弹性板3-4之间，利

用弹簧3-5产生的弹性势能，弹簧3-5的后端由顶板3-2限位，这时的弹簧3-5会产生一个向

前的力顶着弹性板3-4，从而让弹性板3-4与升降板2-1紧贴，两个方杆滑组2-3上均滑动连

接有两个滑座3-1，四个弹性挤压装置3可为挂图的四个角进行固定，该装置可用于英语教

学、日语教学、汉语言教学等等，根据挂图的长度调整滑座3-1之间的距离。

[0029] 具体实施方式五：

[0030] 下面结合图1-6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对实施方式四作进一步说明所述的

蜗杆转动调节装置4包括轴承座I4-1、蜗杆4-2、轴承座II4-3、内螺纹腔4-4和蜗轮4-5，所述

的轴承座I4-1设置有两个，两个轴承座I4-1可为蜗杆4-2进行限位，让蜗杆4-2只能绕自身

的轴线转动，两个轴承座I4-1均固定连接在桌板1-1的下端，蜗杆4-2的两端分别与两个轴

承座I4-1转动连接，转动的蜗杆4-2可以带动两个蜗轮4-5转动，所述的轴承座II4-3设置有

四个，四个轴承座II4-3分为左右两组，轴承座II4-3可为内螺纹腔4-4进行限位，让内螺纹

腔4-4只能绕自身的轴线转动，两组轴承座II4-3均固定连接在桌板1-1的下端，两组轴承座

II4-3均转动连接有内螺纹腔4-4，内螺纹腔4-4内部两端的螺纹旋向相反，转动的内螺纹腔

4-4可以带动与其连接的两个丝杠5-4同时向内或同时向外移动，两个内螺纹腔4-4上均固

定连接有蜗轮4-5，蜗轮4-5会带动与其连接的内螺纹腔4-4转动，蜗杆4-2分别与两个蜗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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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通过啮合传动连接。

[0031] 具体实施方式六：

[0032] 下面结合图1-6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对实施方式四作进一步说明所述的

支撑承载腿构件5包括支腿5-1、支撑半圆5-2、铰接座II5-3和丝杠5-4，支腿5-1起到承载支

撑的作用，支腿5-1的下端通过螺纹连接有支撑半圆5-2，根据地面的情况可以转动支撑半

圆5-2进行微调，让装置更平整的放置到地面上，支腿5-1上固定连接有铰接座II5-3，铰接

座II5-3可以给丝杠5-4提供连接的空间，铰接座II5-3上铰接连接有丝杠5-4，当两个丝杠

5-4时向内或同时向外移动时，会带动两个支腿5-1转动，从而改变两个支腿5-1之间的角

度，这时装置的高度也会改变，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两个支腿5-1之间的角度，四个铰接座I1-

4上均铰接连接有支腿5-1，四个丝杠5-4分为左右两组，两组丝杠5-4分别与两个内螺纹腔

4-4通过螺纹连接。

[0033] 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升降图挂的工作原理：

[0034] 根据实际情况转动蜗杆4-2，蜗杆4-2通过两个蜗轮4-5分别带动两个内螺纹腔4-4

转动，转动的两个内螺纹腔4-4可以带动两组丝杠5-4移动，从而改变四个支腿5-1的角度，

四个支腿5-1起到支撑的作用还可以根据撑开的角度来改变装置的高度，根据地面情况调

节支撑半圆5-2，让装置更平整的放置在地面上，在根据挂图的大小和学生的需求，改变两

个升降板2-1的高度和距离，并用固定螺钉2-2对升降板2-1的位置进行固定，在根据挂图的

长度改变滑座3-1之间的距离，调整好后利用拉动连接柱3-3，连接柱3-3带动弹性板3-4向

后移动，把挂图的一角放置到升降板2-1和弹性板3-4之间，松开连接柱3-3，利用弹簧3-5产

生的弹性势能，弹簧3-5的后端由顶板3-2限位，这时的弹簧3-5会产生一个向前的力顶着弹

性板3-4，把挂图的一角弹性板3-4与升降板2-1紧贴，利用四个弹性挤压装置3对装置的四

个角进行固定。

[0035] 当然，上述说明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实用新型也不仅限于上述举例，本技

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也属

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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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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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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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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