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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显示屏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无

缝拼接分离LED自由立体显示屏，包括基板；基板

远离显示面板的一侧四周设有安装框；安装框远

离显示模块的一侧固连有一组固定柱，固定柱内

开设有滑动孔，滑动孔贯穿安装框；滑动孔中滑

动连接有拉杆，拉杆靠近固定柱的一端套有橡胶

环；橡胶环远离固定柱一侧的拉杆末端固连有锥

头；安装框另一侧与锥头对应位置开设有插孔，

插孔与固定柱间隙配合；本发明通过推动手柄使

得与手柄固连的一号杆和圆盘顺时针转动，进而

通过二号杆、圆盘、连杆和拉杆的传动，使得拉杆

带动锥头配合固定柱挤压橡胶环，橡胶环膨胀后

挤紧相邻基板上的安装框，进而使得相邻显示屏

快速紧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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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缝拼接分离LED自由立体显示屏，其特征在于：包括基板(1)；所述基板(1)一侧设

有显示面板(11)，基板(1)远离显示面板(11)的一侧四周设有安装框(12)，基板(1)远离显

示面板(11)的一侧中部设有控制显示面板(11)的显示模块(13)；所述安装框(12)远离显示

模块(13)的一侧固连有一组固定柱(2)，固定柱(2)内开设有滑动孔(21)，滑动孔(21)贯穿

安装框(12)；所述滑动孔(21)中滑动连接有拉杆(5)，拉杆(5)靠近固定柱(2)的一端套有橡

胶环(22)；所述橡胶环(22)远离固定柱(2)一侧的拉杆(5)末端固连有锥头(23)；位于所述

安装框(12)靠近显示模块(13)的一侧的拉杆(5)铰接有连杆(24)，连杆(24)另一端设有圆

盘(25)，圆盘(25)转动安装在基板(1)上；所述圆盘(25)靠近外缘部位的转销与连杆(24)铰

接，圆盘(25)外缘远离拉杆(5)的一侧固连有一号杆(26)，每个所述一号杆(26)远离圆盘

(25)的一端均与二号杆(27)铰接；位于外侧的所述一号杆(26)远离圆盘(25)的一端固连有

手柄(28)；所述安装框(12)另一侧与锥头(23)对应位置开设有插孔(14)，插孔(14)与固定

柱(2)间隙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缝拼接分离LED自由立体显示屏，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柱

(2)沿截面半径方向开设有一组一号滑孔(3)，一号滑孔(3)内滑动连接有楔形块(31)，楔形

块(31)位于一号滑孔(3)内壁的一端为斜面；所述一号滑孔(3)内开设有滑槽(32)，拉杆(5)

上与滑槽(32)对应位置设有顶块(33)，顶块(33)在滑槽(32)中滑动；所述顶块(33)与楔形

块(31)的斜面配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无缝拼接分离LED自由立体显示屏，其特征在于：所述楔形块

(31)靠近一号滑孔(3)内壁的一端开设有二号滑孔(34)，二号滑孔(34)内滑动连接有滑块

(35)；所述二号滑孔(34)底部开设有一号腔(36)，一号腔(36)中设有弹性的球形水囊(37)，

球形水囊(37)中装满纯净水；所述楔形块(31)靠近固定柱(2)外周的一侧与一号腔(36)对

应位置开设有二号腔(38)，二号腔(38)内设有密封的盐水包(39)；所述一号腔(36)与二号

腔(38)之间通过三号滑孔(310)连通，三号滑孔(310)滑动连接有顶针(311)，顶针(311)尖

端朝向盐水包(39)一侧。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无缝拼接分离LED自由立体显示屏，其特征在于：所述一号腔

(36)内开设有通气孔(312)，通气孔(312)延伸至固定柱(2)外缘。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缝拼接分离LED自由立体显示屏，其特征在于：所述橡胶环

(22)外周设有磁铁，安装框(12)内与插孔(14)对应位置开设有凹槽(4)，凹槽(4)中滑动连

接有瞄准板(41)，瞄准板(41)靠近凹槽(4)底部的一端固连有磁块(42)，瞄准板(41)上开设

有瞄准孔(43)，橡胶环(22)膨胀后带动瞄准板(41)弹出。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无缝拼接分离LED自由立体显示屏，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4)

内壁设有一组石墨块(44)，石墨块(44)用于减少凹槽(4)与瞄准板(41)之间的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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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拼接分离LED自由立体显示屏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显示屏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无缝拼接分离LED自由立体显示屏。

背景技术

[0002] 拼接屏目前分为曲面液晶拼接屏，液晶拼接屏、等离子拼接屏、DLP、透明屏等，目

前，可搭配拼接处理器、中控式HDMI矩阵、HDMI分配器等辅材达成整个系统使用，其中最新

技术是可以用手机控制的HDMI矩阵。

[0003] 屏幕拼接技术是用多个普通的视频单元组成一个超大屏幕动态显示器，可以支持

多种视频设备的同时接入，大到指挥监控中心、网管中心的建立，小到电视会议、讲座等都

需要显示屏拼接技术。

[0004] 现有室外拼接大屏拼接工艺复杂，步骤繁琐，同时在东北地区冬季使用时，经常由

于冻雨使得拼接屏连接部位粘接不利于快速拆卸。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解决现有室外拼接大屏拼接工艺复杂，步骤繁琐，同时

在东北地区冬季使用时，经常由于冻雨使得拼接屏连接部位粘接不利于快速拆卸的问题，

本发明提出的无缝拼接分离LED自由立体显示屏。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无缝拼接分离LED自

由立体显示屏，包括基板；所述基板一侧设有显示面板，基板远离显示面板的一侧四周设有

安装框，基板远离显示面板的一侧中部设有控制显示面板的显示模块；所述安装框远离显

示模块的一侧固连有一组固定柱，固定柱内开设有滑动孔，滑动孔贯穿安装框；所述滑动孔

中滑动连接有拉杆，拉杆靠近固定柱的一端套有橡胶环；所述橡胶环远离固定柱一侧的拉

杆末端固连有锥头；位于所述安装框靠近显示模块的一侧的拉杆铰接有连杆，连杆另一端

设有圆盘，圆盘转动安装在基板上；所述圆盘靠近外缘部位的转销与连杆铰接，圆盘外缘远

离拉杆的一侧固连有一号杆，每个所述一号杆远离圆盘的一端均与二号杆铰接；位于外侧

的所述一号杆远离圆盘的一端固连有手柄；所述安装框另一侧与锥头对应位置开设有插

孔，插孔与固定柱间隙配合；工作时，操作人员将显示屏竖直放置在平整的舞台上，然后将

相邻基板进行拼接，将锥头对准相邻安装框上的插孔后插入插孔中，待相邻基板上的安装

框接触后，推动手柄使得与手柄固连的一号杆和圆盘顺时针转动，进而通过二号杆的传动

使得所有圆盘转动，圆盘转动后通过连杆拉动拉杆，拉杆带动锥头配合固定柱挤压橡胶环，

使得橡胶环膨胀后直径增大，橡胶环膨胀后挤紧相邻基板上的安装框，进而使得相邻显示

屏快速紧密连接；锥头可以快速对准并插入插孔，节省对准时间，同时橡胶环具有一定的吸

振效果，减少相邻显示屏之间振动的传播，增加组合好的显示屏的稳定性；当组合的显示屏

使用完毕需要拆卸时，逆时针推动手柄，手柄带动圆盘和一号杆逆时针转动，进而使得连杆

放松拉杆，此时橡胶环失去挤压力之后直径减小，恢复原状，然后拉动基板，即可将拉杆连

通固定柱从相邻基安装框上的插孔内拔出，即可快速完成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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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优选的，所述固定柱沿截面半径方向开设有一组一号滑孔，一号滑孔内滑动连接

有楔形块，楔形块位于一号滑孔内壁的一端为斜面；所述一号滑孔内开设有滑槽，拉杆上与

滑槽对应位置设有顶块，顶块在滑槽中滑动；所述顶块与楔形块的斜面配合；当搬动手柄使

得橡胶环锁紧安装框时，连杆拉动拉杆，拉杆带动顶块挤压楔形块，使得楔形块沿一号滑孔

向固定柱外缘方向滑动，此时楔形块伸出固定柱后抵紧插孔内壁，减少了固定柱与插孔之

间的晃动，使得固定柱与插孔紧密牢固连接，进一步减少相邻基板之间的晃动。

[0008] 优选的，所述楔形块靠近一号滑孔内壁的一端开设有二号滑孔，二号滑孔内滑动

连接有滑块；所述二号滑孔底部开设有一号腔，一号腔中设有弹性的球形水囊，球形水囊中

装满纯净水；所述楔形块靠近固定柱外周的一侧与一号腔对应位置开设有二号腔，二号腔

内设有密封的盐水包；所述一号腔与二号腔之间通过三号滑孔连通，三号滑孔滑动连接有

顶针，顶针尖端朝向盐水包一侧；当室外温度低于零摄氏度时，球形水囊中的纯净水凝固成

冰，此时球形水囊为刚性囊，拉杆带动顶块推动滑块，滑块通过球形水囊传动后推出顶针，

顶针刺破盐水包之后盐水溢出，溢出的盐水渗入固定柱与插孔之间的缝隙，将固定柱与插

孔之间凝固的冻雨融化，方便操作人员拆卸显示屏。

[0009] 优选的，所述一号腔内开设有通气孔，通气孔延伸至固定柱外缘；当外界环境温度

高于零摄氏度时，球形水囊中的纯净水为液态，此时球形水囊为弹性囊，当拉杆带动顶块滑

动时，顶块先将滑块推动，滑块完全缩回一号滑孔中，然后顶块推动楔形块滑动后抵紧插孔

内壁，同时滑块挤压球形水囊，使得一号腔中产生压缩气体，压缩气体经通气孔吹出，将固

定柱与插孔之间缝隙内的灰尘吹走，防止灰尘卡住固定柱，阻碍相邻基板与安装框的拆卸。

[0010] 优选的，所述橡胶环外周设有磁铁，安装框内与插孔对应位置开设有凹槽，凹槽中

滑动连接有瞄准板，瞄准板靠近凹槽底部的一端固连有磁块，瞄准板上开设有瞄准孔，橡胶

环膨胀后带动瞄准板弹出；当橡胶环膨胀后带动磁铁移动，磁铁吸引磁块移动，进而使得磁

块带动瞄准板在凹槽中滑动后弹出，此时瞄准孔伸出凹槽，使用激光发射器在最边缘的安

装孔向装在中部的显示屏水平照射，即可校准基板的平整度，当激光发射器发出的激光不

能穿过瞄准板上的瞄准孔时，说明此瞄准板对应的基板和显示面板不平整，需要工作人员

进行调整，当激光发射器发出的激光穿过所有安装框上的瞄准孔时，说明基板和显示面板

组成的整体显示屏平整；同时位于凹槽内的瞄准板可以避免显示屏运输过程中对瞄准板的

磕碰，防止瞄准板变形后影响测量精度。

[0011] 优选的，所述凹槽内壁设有一组石墨块，石墨块用于减少凹槽与瞄准板之间的摩

擦力；采用石墨块可以很好的对瞄准板进行润滑，使得瞄准板弹出到位，减小误差，同时能

避免润滑油润滑时对瞄准板和瞄准孔的污染与阻挡。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3] 1 .本发明所述的无缝拼接分离LED自由立体显示屏，通过推动手柄使得与手柄固

连的一号杆和圆盘顺时针转动，进而通过二号杆、圆盘、连杆和拉杆的传动使得拉杆带动锥

头配合固定柱挤压橡胶环，使得橡胶环膨胀后直径增大，橡胶环膨胀后挤紧相邻基板上的

安装框，进而使得相邻显示屏快速紧密连接。

[0014] 2.本发明所述的无缝拼接分离LED自由立体显示屏，通过手柄带动连杆拉动拉杆，

拉杆带动顶块挤压楔形块，使得楔形块沿一号滑孔向固定柱外缘方向滑动后抵紧插孔内

壁，减少了固定柱与插孔之间的晃动，使得固定柱与插孔紧密牢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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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等轴测视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的主视图；

[0018] 图3是图2中A处局部放大图；

[0019] 图4是图2中B处向视图；

[0020] 图5是图3中C处局部放大图；

[0021] 图中：基板1、显示面板11、安装框12、显示模块13、固定柱2、滑动孔21、拉杆5、橡胶

环22、锥头23、连杆24、圆盘25、一号杆26、二号杆27、手柄28、插孔14、一号滑孔3、楔形块31、

滑槽32、顶块33、二号滑孔34、滑块35、一号腔36、球形水囊37、二号腔38、盐水包39、三号滑

孔310、有顶针311、通气孔312、凹槽4、瞄准板41、磁块42、瞄准孔43、石墨块44。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3]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发明所述的无缝拼接分离LED自由立体显示屏，包括基板1；所

述基板1一侧设有显示面板11，基板1远离显示面板11的一侧四周设有安装框12，基板1远离

显示面板11的一侧中部设有控制显示面板11的显示模块13；所述安装框12远离显示模块13

的一侧固连有一组固定柱2，固定柱2内开设有滑动孔21，滑动孔21贯穿安装框12；所述滑动

孔21中滑动连接有拉杆5，拉杆5靠近固定柱2的一端套有橡胶环22；所述橡胶环22远离固定

柱2一侧的拉杆5末端固连有锥头23；位于所述安装框12靠近显示模块13的一侧的拉杆5铰

接有连杆24，连杆24另一端设有圆盘25，圆盘25转动安装在基板1上；所述圆盘25靠近外缘

部位的转销与连杆24铰接，圆盘25外缘远离拉杆5的一侧固连有一号杆26，每个所述一号杆

26远离圆盘25的一端均与二号杆27铰接；位于外侧的所述一号杆26远离圆盘25的一端固连

有手柄28；所述安装框12另一侧与锥头23对应位置开设有插孔14，插孔14与固定柱2间隙配

合；工作时，操作人员将显示屏竖直放置在平整的舞台上，然后将相邻基板1进行拼接，将锥

头23对准相邻安装框12上的插孔14后插入插孔14中，待相邻基板1上的安装框12接触后，推

动手柄28使得与手柄28固连的一号杆26和圆盘25顺时针转动，进而通过二号杆27的传动使

得所有圆盘25转动，圆盘25转动后通过连杆24拉动拉杆5，拉杆5带动锥头23配合固定柱2挤

压橡胶环22，使得橡胶环22膨胀后直径增大，橡胶环22膨胀后挤紧相邻基板1上的安装框

12，进而使得相邻显示屏快速紧密连接；锥头23可以快速对准并插入插孔14，节省对准时

间，同时橡胶环22具有一定的吸振效果，减少相邻显示屏之间振动的传播，增加组合好的显

示屏的稳定性；当组合的显示屏使用完毕需要拆卸时，逆时针推动手柄28，手柄28带动圆盘

25和一号杆26逆时针转动，进而使得连杆24放松拉杆5，此时橡胶环22失去挤压力之后直径

减小，恢复原状，然后拉动基板1，即可将拉杆5连通固定柱2从相邻基安装框12上的插孔14

内拔出，即可快速完成拆卸。

[002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固定柱2沿截面半径方向开设有一组一号滑孔

3，一号滑孔3内滑动连接有楔形块31，楔形块31位于一号滑孔3内壁的一端为斜面；所述一

号滑孔3内开设有滑槽32，拉杆5上与滑槽32对应位置设有顶块33，顶块33在滑槽32中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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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顶块33与楔形块31的斜面配合；当搬动手柄28使得橡胶环22锁紧安装框12时，连杆24

拉动拉杆5，拉杆5带动顶块33挤压楔形块31，使得楔形块31沿一号滑孔3向固定柱2外缘方

向滑动，此时楔形块31伸出固定柱2后抵紧插孔14内壁，减少了固定柱2与插孔14之间的晃

动，使得固定柱2与插孔14紧密牢固连接，进一步减少相邻基板1之间的晃动。

[002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楔形块31靠近一号滑孔3内壁的一端开设有二

号滑孔34，二号滑孔34内滑动连接有滑块35；所述二号滑孔34底部开设有一号腔36，一号腔

36中设有弹性的球形水囊37，球形水囊37中装满纯净水；所述楔形块31靠近固定柱2外周的

一侧与一号腔36对应位置开设有二号腔38，二号腔38内设有密封的盐水包39；所述一号腔

36与二号腔38之间通过三号滑孔310连通，三号滑孔310滑动连接有顶针311，顶针311尖端

朝向盐水包39一侧；当室外温度低于零摄氏度时，球形水囊37中的纯净水凝固成冰，此时球

形水囊37为刚性囊，拉杆5带动顶块33推动滑块35，滑块35通过球形水囊37传动后推出顶针

311，顶针311刺破盐水包39之后盐水溢出，溢出的盐水渗入固定柱2与插孔14之间的缝隙，

将固定柱2与插孔14之间凝固的冻雨融化，方便操作人员拆卸显示屏。

[002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一号腔36内开设有通气孔312，通气孔312延伸

至固定柱2外缘；当外界环境温度高于零摄氏度时，球形水囊37中的纯净水为液态，此时球

形水囊37为弹性囊，当拉杆5带动顶块33滑动时，顶块33先将滑块35推动，滑块35完全缩回

一号滑孔3中，然后顶块33推动楔形块31滑动后抵紧插孔14内壁，同时滑块35挤压球形水囊

37，使得一号腔36中产生压缩气体，压缩气体经通气孔312吹出，将固定柱2与插孔14之间缝

隙内的灰尘吹走，防止灰尘卡住固定柱2，阻碍相邻基板1与安装框12的拆卸。

[002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橡胶环22外周设有磁铁，安装框12内与插孔14

对应位置开设有凹槽4，凹槽4中滑动连接有瞄准板41，瞄准板41靠近凹槽4底部的一端固连

有磁块42，瞄准板41上开设有瞄准孔43，橡胶环22膨胀后带动瞄准板41弹出；当橡胶环22膨

胀后带动磁铁移动，磁铁吸引磁块42移动，进而使得磁块42带动瞄准板41在凹槽4中滑动后

弹出，此时瞄准孔43伸出凹槽4，使用激光发射器在最边缘的安装孔向装在中部的显示屏水

平照射，即可校准基板1的平整度，当激光发射器发出的激光不能穿过瞄准板41上的瞄准孔

43时，说明此瞄准板41对应的基板1和显示面板11不平整，需要工作人员进行调整，当激光

发射器发出的激光穿过所有安装框12上的瞄准孔43时，说明基板1和显示面板11组成的整

体显示屏平整；同时位于凹槽4内的瞄准板41可以避免显示屏运输过程中对瞄准板41的磕

碰，防止瞄准板41变形后影响测量精度。

[002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凹槽4内壁设有一组石墨块44，石墨块44用于减

少凹槽4与瞄准板41之间的摩擦力；采用石墨块44可以很好的对瞄准板41进行润滑，使得瞄

准板41弹出到位，减小误差，同时能避免润滑油润滑时对瞄准板41和瞄准孔43的污染与阻

挡。

[0029] 工作时，操作人员将显示屏竖直放置在平整的舞台上，然后将相邻基板1进行拼

接，将锥头23对准相邻安装框12上的插孔14后插入插孔14中，待相邻基板1上的安装框12接

触后，推动手柄28使得与手柄28固连的一号杆26和圆盘25顺时针转动，进而通过二号杆27

的传动使得所有圆盘25转动，圆盘25转动后通过连杆24拉动拉杆5，拉杆5带动锥头23配合

固定柱2挤压橡胶环22，使得橡胶环22膨胀后直径增大，橡胶环22膨胀后挤紧相邻基板1上

的安装框12，进而使得相邻显示屏快速紧密连接；锥头23可以快速对准并插入插孔14，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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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准时间，同时橡胶环22具有一定的吸振效果，减少相邻显示屏之间振动的传播，增加组合

好的显示屏的稳定性；当组合的显示屏使用完毕需要拆卸时，逆时针推动手柄28，手柄28带

动圆盘25和一号杆26逆时针转动，进而使得连杆24放松拉杆5，此时橡胶环22失去挤压力之

后直径减小，恢复原状，然后拉动基板1，即可将拉杆5连通固定柱2从相邻基安装框12上的

插孔14内拔出，即可快速完成拆卸；当搬动手柄28使得橡胶环22锁紧安装框12时，连杆24拉

动拉杆5，拉杆5带动顶块33挤压楔形块31，使得楔形块31沿一号滑孔3向固定柱2外缘方向

滑动，此时楔形块31伸出固定柱2后抵紧插孔14内壁，减少了固定柱2与插孔14之间的晃动，

使得固定柱2与插孔14紧密牢固连接，进一步减少相邻基板1之间的晃动；当室外温度低于

零摄氏度时，球形水囊37中的纯净水凝固成冰，此时球形水囊37为刚性囊，拉杆5带动顶块

33推动滑块35，滑块35通过球形水囊37传动后推出顶针311，顶针311刺破盐水包39之后盐

水溢出，溢出的盐水渗入固定柱2与插孔14之间的缝隙，将固定柱2与插孔14之间凝固的冻

雨融化，方便操作人员拆卸显示屏；当外界环境温度高于零摄氏度时，球形水囊37中的纯净

水为液态，此时球形水囊37为弹性囊，当拉杆5带动顶块33滑动时，顶块33先将滑块35推动，

滑块35完全缩回一号滑孔3中，然后顶块33推动楔形块31滑动后抵紧插孔14内壁，同时滑块

35挤压球形水囊37，使得一号腔36中产生压缩气体，压缩气体经通气孔312吹出，将固定柱2

与插孔14之间缝隙内的灰尘吹走，防止灰尘卡住固定柱2，阻碍相邻基板1与安装框12的拆

卸；当橡胶环22膨胀后带动磁铁移动，磁铁吸引磁块42移动，进而使得磁块42带动瞄准板41

在凹槽4中滑动后弹出，此时瞄准孔43伸出凹槽4，使用激光发射器在最边缘的安装孔向装

在中部的显示屏水平照射，即可校准基板1的平整度，当激光发射器发出的激光不能穿过瞄

准板41上的瞄准孔43时，说明此瞄准板41对应的基板1和显示面板11不平整，需要工作人员

进行调整，当激光发射器发出的激光穿过所有安装框12上的瞄准孔43时，说明基板1和显示

面板11组成的整体显示屏平整；同时位于凹槽4内的瞄准板41可以避免显示屏运输过程中

对瞄准板41的磕碰，防止瞄准板41变形后影响测量精度；采用石墨块44可以很好的对瞄准

板41进行润滑，使得瞄准板41弹出到位，减小误差，同时能避免润滑油润滑时对瞄准板41和

瞄准孔43的污染与阻挡。

[0030] 上述前、后、左、右、上、下均以说明书附图中的图1为基准，按照人物观察视角为标

准，装置面对观察者的一面定义为前，观察者左侧定义为左，依次类推。

[0031]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前”、“后”、

“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

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

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

范围的限制。

[003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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