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383991.0

(22)申请日 2018.11.20

(71)申请人 丽水市莲都区祥和电子产品厂

地址 323006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

里河村70号

(72)发明人 叶巧敏　

(51)Int.Cl.

E04G 1/20(2006.01)

E04G 1/24(2006.01)

E04G 5/08(2006.01)

E04G 1/2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

(57)摘要

一种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涉及一

种室内墙面作业平台，底部板（6）前部两侧设有

前立杆A（14）和前立杆B（15），在前立杆A和前立

杆B之间设有多根支撑杆（3）；底部板后部与后立

杆A（1）和后立杆B（2）连接，在后立杆A和后立杆B

之间设有多根支撑杆；作业板（4）的两端担在支

撑杆上；在前轴（11）的两端设有前轮（9），底部板

的下后部两侧分别设有后轮（7）；轴承A和轴承B

的外圈固定在前立杆A和前立杆B的上端，摇杆

（19）的缩径轴杆A和缩径轴杆B外端的齿轮C和齿

轮B（17）通过链条连接齿轮A（12）和齿轮D；本发

明通过摇杆控制两前轮的左右移动，作业板的高

低可调方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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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其特征是：底部板（6）的上部面前部两侧分别与

前立杆A（14）和前立杆B（15）的下端固定连接，在前立杆A（14）和前立杆B（15）之间由上至下

间隔设有多根支撑杆（3）；底部板（6）的上部面后部两侧分别与后立杆A（1）和后立杆B（2）的

下端固定连接，在后立杆A（1）和后立杆B（2）之间由上至下间隔设有多根支撑杆（3）；作业板

（4）的两端分别担在前立杆A（14）与前立杆B（15）之间的支撑杆（3）上和后立杆A（1）与后立

杆B（2）之间对应的前立杆A（14）与前立杆B（15）所述相同高度支撑杆（3）的支撑杆（3）上；在

前轴（11）的中部两侧外缘分别套有轴承C（35），两轴承C（35）分别通过U形套（10）固定在底

部板（6）的下部面靠近前端，在前轴（11）靠近两端的底部板（6）外侧分别设有齿轮A（12）和

齿轮D（34），所述前轴（11）的两端分别设有前轮（9）；在底部板（6）上部的前立杆A（14）和前

立杆B（15）上端分别设有U形固定卡（24），轴承A（23）和轴承B（30）分别处于前立杆A（14）和

前立杆B（15）的上端，两所述U形固定卡（24）将轴承A（23）和轴承B（30）的外圈固定在前立杆

A（14）和前立杆B（15）的上端，摇杆（19）的两端下部分别设有连接杆（18），两连接杆（18）的

下端分别固定连接在缩径轴杆A（22）和缩径轴杆B（32）的内端，缩径轴杆A（22）和缩径轴杆B

（32）的靠近外端外缘分别固定在轴承A（23）和轴承B（30）的内圈中，在缩径轴杆A（22）和缩

径轴杆B（32）的外端分别设有齿轮C（25）和齿轮B（17），所述齿轮C（25）通过链条（13）连接齿

轮A（12）；所述齿轮B（17）通过另一链条（13）连接齿轮D（34）；在底部板（6）的下后部两侧分

别设有后轮（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其特征是：在后立杆B（2）与前

立杆A（14）的下部之间设有加固杆（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其特征是：在作业板（4）的两

端下部分别设有下折弯（1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其特征是：所述作业板（4）的

下部面中部设有增加强度的支撑条（27），所述支撑条（27）的长度与前立杆A（14）与前立杆B

（15）之间的支撑杆（3）以及后立杆A（1）与后立杆B（2）之间的支撑杆（3）之间的间距等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其特征是：在缩径轴杆B（32）

和缩径轴杆A（22）的外端外缘分别设有楔槽，由楔子（31）插入所述楔槽获取缩径轴杆B（32）

与齿轮B（17）内孔的固定以及由另一楔子（31）插入所述楔槽获取缩径轴杆A（22）与齿轮C

（25）内孔的固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其特征是：在缩径轴杆A（22）

的内端设有轴杆（33），所述缩径轴杆B（32）的内端设有另一轴杆（33）；缩径轴杆A（22）的轴

杆（33）和缩径轴杆B（32）的另一轴杆（33）分别与连接杆（18）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其特征是：在摇杆（19）中部设

有固定片（26），U形连接杆（28）穿在固定片（26）的孔（29）中，所述U形连接杆（28）的两端连

接在U形卡（21）的后弧形面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其特征是：在摇杆（19）中部的

固定片（26）任意一侧设有吸附U形卡（21）的磁铁（20）。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其特征是：所述U形卡（21）的

另一替换结构，将摇杆（19）与前立杆A（14）和前立杆B（15）之间最上端的支撑杆（3）通过绳

子捆绑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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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其特征是：在底部板（6）的后

下部设有后轴（8），后轮（7）设置在后轴（8）的两端，在两后轮（7）的轮毂内圈与后轴（8）之间

设有轴承；或所述后轴（8）的靠近两端外缘分别设有轴承，所述轴承通过轴承座固定在底部

板（6）的后下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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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

[0001]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室内墙面作业平台，具体地说本发明涉及一种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

业台面。

[0002] 【背景技术】

在室内装修过程中，对于墙面的处理以及房顶的处理需要使用架子来完成，现有的架

子大多是类似凳子一样的、高度在八十公分左右的长条架子，使用中不仅需要经常更换位

置，而且高度无法调节，这一装修过程少的需要一个月左右，复杂的工程需要几个月，对于

施工企业的工人极为不便。

[0003] 【发明内容】

为了克服背景技术中的不足，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通过

摇杆控制两前轮的左右移动，作业板的高低可调方便使用。

[0004] 实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底部板的上部面前部两侧分别与前立杆A和前立

杆B的下端固定连接，在前立杆A和前立杆B之间由上至下间隔设有多根支撑杆；底部板的上

部面后部两侧分别与后立杆A和后立杆B的下端固定连接，在后立杆A和后立杆B之间由上至

下间隔设有多根支撑杆；作业板的两端分别担在前立杆A与前立杆B之间的支撑杆上和后立

杆A与后立杆B之间对应的前立杆A与前立杆B所述相同高度支撑杆的支撑杆上；在前轴的中

部两侧外缘分别套有轴承C，两轴承C分别通过U形套固定在底部板的下部面靠近前端，在前

轴靠近两端的底部板外侧分别设有齿轮A和齿轮D，所述前轴的两端分别设有前轮；在底部

板上部的前立杆A和前立杆B上端分别设有U形固定卡，轴承A和轴承B分别处于前立杆A和前

立杆B的上端，两所述U形固定卡将轴承A和轴承B的外圈固定在前立杆A和前立杆B的上端，

摇杆的两端下部分别设有连接杆，两连接杆的下端分别固定连接在缩径轴杆A和缩径轴杆B

的内端，缩径轴杆A和缩径轴杆B的靠近外端外缘分别固定在轴承A和轴承B的内圈中，在缩

径轴杆A和缩径轴杆B的外端分别设有齿轮C和齿轮B，所述齿轮C通过链条连接齿轮A；所述

齿轮B通过另一链条连接齿轮D；在底部板的下后部两侧分别设有后轮。

[0005] 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在后立杆B与前立杆A的下部之间设有加固

杆。

[0006] 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在作业板的两端下部分别设有下折弯。

[0007] 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所述作业板的下部面中部设有增加强度的

支撑条，所述支撑条的长度与前立杆A与前立杆B之间的支撑杆以及后立杆A与后立杆B之间

的支撑杆之间的间距等宽。

[0008] 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在缩径轴杆B和缩径轴杆A的外端外缘分别

设有楔槽，由楔子插入所述楔槽获取缩径轴杆B与齿轮B内孔的固定以及由另一楔子插入所

述楔槽获取缩径轴杆A与齿轮C内孔的固定。

[0009] 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在缩径轴杆A的内端设有轴杆，所述缩径轴

杆B的内端设有另一轴杆；缩径轴杆A的轴杆和缩径轴杆B的另一轴杆分别与连接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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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在摇杆中部设有固定片，U形连接杆穿在固

定片的孔中，所述U形连接杆的两端连接在U形卡的后弧形面上。

[0011] 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在摇杆中部的固定片任意一侧设有吸附U

形卡的磁铁。

[0012] 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所述U形卡的另一替换结构，将摇杆与前立

杆A和前立杆B之间最上端的支撑杆通过绳子捆绑固定。

[0013] 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在底部板的后下部设有后轴，后轮设置在

后轴的两端，在两后轮的轮毂内圈与后轴之间设有轴承；或所述后轴的靠近两端外缘分别

设有轴承，所述轴承通过轴承座固定在底部板的后下部面上。

[0014] 通过上述公开内容，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将作业板放置在前架体和后架体不同高

度的支撑杆上获取高度的调整，在作业板两端的下折弯可确保作业板在使用中不会出现位

移，设置的摇杆可保证作业人员不下作业板便可自行控制本发明在同一墙面的左右移动，

当移动完成后U形卡卡在最上端的支撑杆可确保本发明的稳定；本发明适用于室内墙面的

粉刷、走线、安装灯具等，本发明还适用于室外作业；本发明具有拓展功能，可以在库房中实

现对货物的摆放作业。

[0015] 【附图说明】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的作业板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的架体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U形卡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的摇杆和缩径轴杆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图6是本发明的前轮和齿轮在前轴上的分布结构示意图；

在图中：1、后立杆A；2、后立杆B；3、支撑杆；4、作业板；5、加固杆；6、底部板；7、后轮；8、

后轴；9、前轮；10、U形套；11、前轴；12、齿轮A；13、链条；14、前立杆A；15、前立杆B；16、下折

弯；17、齿轮B；18、连接杆；19、摇杆；20、磁铁；21、U形卡；22、缩径轴杆A；23、轴承A；24、U形固

定卡；25、齿轮C；26、固定片；27、支撑条；28、U形连接杆；29、孔；30、轴承B；31、楔子；32、缩径

轴杆B；33、轴杆；34、齿轮D；35、轴承C。

[0016]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的说明；下面的实施例并不是对于本发明的限

定，仅作为支持实现本发明的方式，在本发明所公开的技术框架内的任意等同结构替换，均

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结合附图1～6中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底部板6的上部面前部两侧分

别与前立杆A14和前立杆B15的下端固定连接，在前立杆A14和前立杆B15之间由上至下间隔

设有多根支撑杆3；底部板6的上部面后部两侧分别与后立杆A1和后立杆B2的下端固定连

接，在后立杆A1和后立杆B2之间由上至下间隔设有多根支撑杆3，在后立杆B2与前立杆A14

的下部之间设有加固杆5；作业板4的两端分别担在前立杆A14与前立杆B15之间的支撑杆3

上和后立杆A1与后立杆B2之间对应的前立杆A14与前立杆B15所述相同高度支撑杆3的支撑

杆3上，在作业板4的两端下部分别设有下折弯16，所述作业板4的下部面中部设有增加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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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撑条27，所述支撑条27的长度与前立杆A14与前立杆B15之间的支撑杆3以及后立杆A1

与后立杆B2之间的支撑杆3之间的间距等宽；在前轴11的中部两侧外缘分别套有轴承C35，

两轴承C35分别通过U形套10固定在底部板6的下部面靠近前端，在前轴11靠近两端的底部

板6外侧分别设有齿轮A12和齿轮D34，所述前轴11的两端分别设有前轮9；在底部板6上部的

前立杆A14和前立杆B15上端分别设有U形固定卡24，轴承A23和轴承B30分别处于前立杆A14

和前立杆B15的上端，两所述U形固定卡24将轴承A23和轴承B30的外圈固定在前立杆A14和

前立杆B15的上端，摇杆19的两端下部分别设有连接杆18，两连接杆18的下端分别固定连接

在缩径轴杆A22和缩径轴杆B32的内端，缩径轴杆A22和缩径轴杆B32的靠近外端外缘分别固

定在轴承A23和轴承B30的内圈中，在缩径轴杆A22和缩径轴杆B32的外端分别设有齿轮C25

和齿轮B17，所述齿轮C25通过链条13连接齿轮A12；所述齿轮B17通过另一链条13连接齿轮

D34；在底部板6的下后部两侧分别设有后轮7。

[0017] 结合附图5，在缩径轴杆B32和缩径轴杆A22的外端外缘分别设有楔槽，由楔子31插

入所述楔槽获取缩径轴杆B32与齿轮B17内孔的固定以及由另一楔子31插入所述楔槽获取

缩径轴杆A22与齿轮C25内孔的固定；在摇杆19中部的固定片26任意一侧设有吸附U形卡21

的磁铁20，在摇杆19中部设有固定片26，U形连接杆28穿在固定片26的孔29中，所述U形连接

杆28的两端连接在U形卡21的后弧形面上；或所述U形卡21的另一替换结构，将摇杆19与前

立杆A14和前立杆B15之间最上端的支撑杆3通过绳子捆绑固定；在缩径轴杆A22的内端设有

轴杆33，所述缩径轴杆B32的内端设有另一轴杆33；缩径轴杆A22的轴杆33和缩径轴杆B32的

另一轴杆33分别与连接杆18连接。

[0018] 本申请在底部板6的后下部设有后轴8，后轮7设置在后轴8的两端，在两后轮7的轮

毂内圈与后轴8之间设有轴承；或所述后轴8的靠近两端外缘分别设有轴承，所述轴承通过

轴承座固定在底部板6的后下部面上。

[0019] 实施本发明所述的可升降和自控移动的作业台面，安装过程如下：

结合附图1至6，摇杆19、两连接杆18、两轴杆33可使用不锈钢并通过氩弧焊制作；将U形

卡21的U形连接杆28放入不锈钢固定片26的下口中，利用氩弧焊使固定片26固定在摇杆19

中部，在不锈钢制作的摇杆19内固定一块磁铁20，利用磁铁20使摇动时的摇杆19不受干扰，

将缩径轴杆A22和缩径轴杆B32由外端分别插入两轴杆33并焊接形成一体，在缩径轴杆A22

和缩径轴杆B32的内端外缘面上分别套上轴承A23、轴承B30，将齿轮C25和齿轮B17分别固定

在缩径轴杆A22和缩径轴杆B32的外缘面靠近外端；

使用多根不锈钢材质的管形成的支撑杆3插在木质的后立杆A1的后立杆B2之间形成后

架体；多根不锈钢材质的管形成的支撑杆3插在木质的前立杆A14和前立杆B15之间形成前

架体；将前架体和后架体下端固定在底部板6上，为了确保稳定在后立杆B2和前立杆A14的

下部之间安装至少一根加固杆5，结合附图6在前轴11中部两侧分别套上轴承C35，然后在前

轴11的靠近两端装上齿轮A12和齿轮D34，在前轴11的两端分别装上前轮9“后轴8与后轮7参

照前轴11、轴承C35和前轮9，唯一不同的是不安装齿轮”，使用U形套10固定两轴承C35在作

业板4前下部“最好是前端下部”，然后在作业板4后下部安装后轴8和后轮7；使用两U形固定

卡24将轴承A23和轴承B30固定在前立杆B15和前立杆A14上端，将两根链条13“类似自行车

链条”分别套在齿轮C25和齿轮A12上以及齿轮B17和齿轮D34上；

使用时，把本发明放置在贴近墙面一角的合适位置，根据需要将作业板4放置在前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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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架体的支撑杆3上，将所需工具放置在作业板4上，施工人员利用脚踩加固杆5登上作业

板4开始施工作业，在需要移动本发明时，将卡在前架体最上部支撑杆3上的U形卡21搬起来

并使U形卡21吸附在摇杆19上的磁铁20处，摇动摇杆19由齿轮B17和齿轮C25带动两链条13、

齿轮A12和齿轮D34使两前轮9带动两后轮7到达所需位置，然后将U形卡21卡在前架体最上

部的支撑杆3上形成对两前轮9和两后轮7的锁定。

[0020] 本发明未详述部分为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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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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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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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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