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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型组合屏风连接

结构，包括屏风组件、中间立杆、连接器以及稳定

器，相邻的所述屏风组件的一侧通过所述连接器

组合固定连接，且相邻的所述屏风组件的一侧的

间隙处设置有中间立杆，非相邻的所述屏风组件

的另一侧均设置有所述稳定器。本实用新型结构

简单，成本低，方便组装，连接牢固，结构稳定，不

易摔倒，本实用新型功能多样，美观实用，适合批

量生产与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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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组合屏风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屏风组件、中间立杆、连接器以及稳

定器，

相邻的所述屏风组件的一侧通过所述连接器组合固定连接，且相邻的所述屏风组件的

一侧的间隙处设置有中间立杆，

非相邻的所述屏风组件的另一侧均设置有所述稳定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新型组合屏风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相邻的屏风组件的一侧与

所述连接器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新型组合屏风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非相邻的所述屏风组件的

另一侧与所述稳定器为螺纹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新型组合屏风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螺纹连接包括螺钉以

及母钉，所述稳定器上设置有所述母钉，所述螺钉穿过非相邻的所述屏风组件的另一侧与

所述母钉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新型组合屏风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屏风组件包括两个所

述屏风组件，两个所述屏风组件相邻上下端通过所述连接器组合固定连接，且相邻的所述

屏风组件的一侧的间隙处设置有中间立杆，非相邻的所述屏风组件的另一侧均设置有所述

稳定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新型组合屏风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屏风组件包括第一屏

风组件、第二屏风组件以及第三屏风组件，相邻的所述第一屏风组件、所述第二屏风组件以

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的一侧通过所述连接器组合固定连接，且相邻的所述第一屏风组件、

所述第二屏风组件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的一侧的间隙处设置有中间立杆，

非相邻的所述第一屏风组件、所述第二屏风组件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的另一侧均设

置有所述稳定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新型组合屏风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屏风组件设置有

第一立柱，所述第二屏风组件设置有第二立柱，所述第三屏风组件设置有第三立柱，

所述连接器设置有柱槽，所述柱槽分别与所述第一立柱、所述第二立柱以及所述第三

立柱相匹配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新型组合屏风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立柱的高度小于

所述第二立柱以及所述第三立柱的高度，所述连接器包括底部连接器、中间连接器以及顶

部连接器，所述底部连接器设置于所述第一屏风组件、所述第二屏风组件以及所述第三屏

风组件的底部，

所述中间连接器设置于所述第二屏风组件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中部，并且所述中间

连接器设置于所述第一屏风组件的顶部，

所述顶部连接器分别与所述第二屏风组件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新型组合屏风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立柱与所述第二

立柱以及所述第三立柱的高度一致，相邻的第一立柱与所述第二立柱以及所述第三立柱的

上下两端通过所述连接器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新型组合屏风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底部连接器设置有

第一柱槽、第二柱槽以及第三柱槽，所述第一柱槽、所述第二柱槽以及所述第三柱槽呈三角

均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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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组合屏风连接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屏风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新型组合屏风连接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屏风，中国传统建筑物内部挡风用的一种家具，所谓“屏其风也”。屏风作为传统家

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由来已久。屏风一般陈设于室内的显著位置，起到分隔、美化、挡

风、协调等作用。它与古典家具相互辉映，相得益彰，浑然一体，成为中式家居装饰不可分割

的整体，而呈现出一种和谐之美、宁静之美。

[0003] 随着社会发展。屏风逐渐也融入人们的生活教育当中，尤其是与现代的儿童教学

工具的结合，如在屏风上设置黑板，或者在屏风上设置有书桌以及书柜，再这些屏风组装起

来，这样功能多样，为现代教学工具提供多种形式，而且更加具有本地文化特色。

[0004] 但是，现有技术的组合屏风结构复杂，安装繁琐，拆装工作量大。另外是儿童嬉戏

打闹时会对组合屏风造成移动的冲击力，所以对组合屏风的系统结构的稳定性以及防摔防

倒的要求很高。

[0005] 上述缺陷，值得改进。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克服现有的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新型组合屏风连接结构。

[0007]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如下所述：

[0008] 一种新型组合屏风连接结构，包括屏风组件、中间立杆、连接器以及稳定器，

[0009] 相邻的所述屏风组件的一侧通过所述连接器组合固定连接，且相邻的所述屏风组

件的一侧的间隙处设置有中间立杆，

[0010] 非相邻的所述屏风组件的另一侧均设置有所述稳定器。

[0011] 进一步的，相邻的屏风组件的一侧与所述连接器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0012] 进一步的，非相邻的所述屏风组件的另一侧与所述稳定器为螺纹连接。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螺纹连接包括螺钉以及母钉，所述稳定器上设置有所述母钉，所述

螺钉穿过非相邻的所述屏风组件的另一侧与所述母钉固定连接。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屏风组件包括两个所述屏风组件，两个所述屏风组件相邻上下端

通过所述连接器组合固定连接，且相邻的所述屏风组件的一侧的间隙处设置有所述中间立

杆，非相邻的所述屏风组件的另一侧均设置有所述稳定器。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屏风组件包括第一屏风组件、第二屏风组件以及第三屏风组件，相

邻的所述第一屏风组件、所述第二屏风组件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的一侧通过所述连接器

组合固定连接，且相邻的所述第一屏风组件、所述第二屏风组件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的

一侧的间隙处设置有中间立杆，

[0016] 非相邻的所述第一屏风组件、所述第二屏风组件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的另一侧

均设置有所述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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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屏风组件设置有第一立柱，所述第二屏风组件设置有第二立

柱，所述第三屏风组件设置有第三立柱，

[0018] 所述连接器设置有柱槽，所述柱槽分别与所述第一立柱、所述第二立柱以及所述

第三立柱相匹配设置。

[0019]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立柱的高度小于所述第二立柱以及所述第三立柱的高度，所

述连接器包括底部连接器、中间连接器以及顶部连接器，所述底部连接器设置于所述第一

屏风组件、所述第二屏风组件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的底部，

[0020] 所述中间连接器设置于所述第二屏风组件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中部，并且所述

中间连接器设置于所述第一屏风组件的顶部，

[0021] 所述顶部连接器分别与所述第二屏风组件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连接。

[0022]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立柱与所述第二立柱以及所述第三立柱的高度一致，相邻的

第一立柱与所述第二立柱以及所述第三立柱的上下两端通过所述连接器连接。

[0023] 进一步的，所述底部连接器设置有第一柱槽、第二柱槽以及第三柱槽，所述第一柱

槽、所述第二柱槽以及所述第三柱槽呈三角均匀分布。

[0024] 根据上述方案的本实用新型，其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中屏风组件通过连接

器组合拼装并且通过螺丝固定，并且屏风组件分别设置有稳定器，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成

本低，方便组装，连接牢固，结构稳定，不易摔倒，本实用新型功能多样，美观实用，适合批量

生产与广泛应用。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局部安装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安装中间立杆示意图。

[0028]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安装顶部连接器示意图。

[0029]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屏风组件高度不一致的具体实施例图。

[0030]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中为两个屏风组件的某一具体实施例图。

[0031]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为两个屏风组件的另一具体实施例图。。

[0032] 在图中，1、屏风组件；101、第一屏风组件；102、第二屏风组件；103、第三屏风组件；

2、连接器；201、底部连接器；202、中间连接器；203、顶部连接器；204、两件套底部连接器；

205、两件套顶部连接器；3、中间立杆；4、稳定器；5、螺栓。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的描述：

[0034] 如图1-7所示，一种新型组合屏风连接结构，包括屏风组件1、中间立杆3、连接器2

以及稳定器4，相邻的所述屏风组件1的一侧通过所述连接器2组合固定连接，且相邻的所述

屏风组件1的一侧的间隙处设置有所述中间立杆3，非相邻的所述屏风组件1的另一侧均设

置有所述稳定器4。

[0035] 优选的，相邻的屏风组件1的一侧与所述连接器2通过螺栓5固定连接。

[0036] 优选的，非相邻的所述屏风组件1的另一侧与所述稳定器4为螺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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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优选的，所述螺纹连接包括螺钉以及母钉，所述稳定器上设置有所述母钉，所述螺

钉穿过非相邻的所述屏风组件1的另一侧与所述母钉固定连接

[0038] 在某一具体实施例中，一种新型组合屏风连接结构包括第一屏风组件101、第二屏

风组件102、第三屏风组件102、中间立杆3、连接器2以及稳定器4，第一屏风组件101与第二

屏风组件102以及第三屏风组件103的高度不一致。

[0039] 相邻的所述第一屏风组件101、所述第二屏风组件102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103

的一侧通过所述连接器2组合固定连接，且相邻的所述第一屏风组件101、所述第二屏风组

件102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103的一侧的间隙处设置有中间立杆3，所述中间立杆3上下两

端分别与连接器2连接，且中间立杆环3侧分别与所述第一屏风组件101、所述第二屏风组件

102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103匹配连接，中间立杆3用于限制所述第一屏风组件101、所述

第二屏风组件102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103松动摇晃或者歪斜，用于所述第一屏风组件

101、所述第二屏风组件102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103的固定稳定。

[0040] 非相邻的所述第一屏风组件101、所述第二屏风组件102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

103的一侧均设置有所述稳定器4。所述稳定器4为近似半椭圆板，主要用于增强结构的稳

定，所述稳定器4分别与所述第一屏风组件101、所述第二屏风组件102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

件103呈垂直结构分布，结构稳定，并且有利于增强整体的稳定，设计成近似半椭圆板一是

边角过渡圆滑，避免磕碰对其他物体或者人造成伤害，二是节省材料，节省成本且稳定性

强。

[0041] 相邻的所述第一屏风组件101、所述第二屏风组件102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103

的一侧与所述连接器2通过螺栓5固定连接。通过螺栓5固定一是加强连接，增强稳定性；二

是可拆卸，便于组装拆卸，可循环利用。

[0042] 非相邻的所述第一屏风组件101、所述第二屏风组件102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

103的一侧与所述稳定器4为螺纹连接。所述螺纹连接包括螺钉以及母钉，所述稳定器上设

置有所述母钉，所述螺钉穿过非相邻的所述第一屏风组件101、所述第二屏风组件102以及

所述第三屏风组件103的一侧与所述母钉固定连接。由于本实用新型的边角承受的应力相

对大，避免因多次反复受力致使螺纹松动，所以采用螺钉与母钉配合，进一步增强结构的稳

定。

[0043] 所述连接器2包括底部连接器201、中间连接器202以及顶部连接器203，所述底部

连接器201设置有第一柱槽、第二柱槽以及第三柱槽，所述第一柱槽、所述第二柱槽以及所

述第三柱槽呈三角均匀分布。

[0044] 所述底部连接器201设置于所述第一屏风组件101、所述第二屏风组件102以及所

述第三屏风组件103的底部，且所述第一柱槽、所述第二柱槽以及所述第三柱槽内分别设置

在所述第一屏风组件101、所述第二屏风组件102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103的立柱上。

[0045] 所述中间连接器202设置于所述第二屏风组件102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103的中

部，并且所述中间连接器202设置于所述第一屏风组件101的顶部，所述中间连接器202设置

有两个开口通孔柱，两个所述开口通孔柱槽分别与所述第二屏风组件102以及所述第三屏

风组件103的立柱中部连接，柱槽设置成开口空心，主要是便于组装，达到既能固定所述第

二屏风组件102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103又能快速安装。

[0046] 所述顶部连接器203分别与所述第二屏风组件102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103的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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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连接，非相邻的所述第二屏风组件102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103的顶端设置有柱帽，用

于修饰作用，整体看起来美观大方。

[0047] 本实用新型中三个屏风组件1呈三角分布，三个屏风组件1之间的夹角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而调整，三个屏风组件1通过连接器2组合拼装并且通过螺丝固定，并且三个屏风组

件1分别设置有稳定器4，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成本低，方便组装，连接牢固，结构稳定，不

易摔倒，本实用新型功能多样，美观实用，适合批量生产与广泛应用。

[0048] 在某一具体实施例中，本实用新型包括3个屏风组件1，包括第一屏风组件、第二屏

风组件、第三屏风组件、中间立杆3、连接器2以及稳定器4，第一屏风组件与第二屏风组件以

及第三屏风组件的高度一致。

[0049] 相邻的所述第一屏风组件、所述第二屏风组件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的一侧通过

所述连接器2组合固定连接，且相邻的所述第一屏风组件、所述第二屏风组件以及所述第三

屏风组件的一侧的间隙处设置有中间立杆3，所述中间立杆3上下两端分别与连接器2连接，

且中间立杆3环侧分别与所述第一屏风组件、所述第二屏风组件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匹

配连接，用于限制所述第一屏风组件、所述第二屏风组件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松动摇晃

或者歪斜，用于所述第一屏风组件、所述第二屏风组件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的固定稳定。

[0050] 所述连接器2包括底部连接器以及顶部连接器，此时，底部连接器以及顶部连接器

为一致，所述底部连接器与顶部连接器之间设置有所述第一屏风组件、所述第二屏风组件

以及所述第三屏风组件。

[0051] 在某一具体实施例中，本实用新型包括两个屏风组件、中间立杆3、连接器2以及稳

定器4，两个屏风组件可以是直角分布，也可以是呈135°分布，也可以呈直线分布。两个屏风

组件的高度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是不一致，当两个屏风组件的高度不一致时，连接器2包

括两件套底部连接器204以及两件套顶部连接器205，两件套顶部连接器205的设置有开口

通孔柱。

[0052] 应当理解的是，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上述说明加以改进或变换，

而所有这些改进和变换都应属于本实用新型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0053]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专利进行了示例性的描述，显然本实用新型专利的实

现并不受上述方式的限制，只要采用了本实用新型专利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

改进，或未经改进将本实用新型专利的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在本实

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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