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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地下固定式组装便携式画架

(57)摘要

嵌入地下固定式组装便携式画架。美术工作

者经常需要带着美术画架去野外写生，需要携带

画框、调色盘、画笔等多种绘画用具，携带不方

便。目前市场上的画架结构简单，不能调节位置

和固定在地面上，而且在绘制画的时候需要另外

携带其他配件，操作不方便。本实用新型的组成

包括：上画架立柱（2）、中画架立柱（3）、下画架立

柱（4），所述上画架立柱、所述中画架立柱和所述

下画架立柱依次通过螺纹连接，上画架立柱上部

通过螺纹连接有密封帽（1），下画架立柱下部通

过螺纹连接有嵌入地下装置（5）。本实用新型用

于户外美术写生。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7页

CN 216708898 U

2022.06.10

CN
 2
16
70
88
98
 U



1.一种嵌入地下固定式组装便携式画架，其组成包括：上画架立柱、中画架立柱、下画

架立柱，其特征是：所述上画架立柱、所述中画架立柱和所述下画架立柱依次通过螺纹连

接，上画架立柱上部通过螺纹连接有密封帽，下画架立柱下部通过螺纹连接有嵌入地下装

置；

所述上画架立柱上部相对设置有上画框挡板和上画框挡板连接板，所述上画框挡板和

所述上画框挡板连接板通过螺栓连接，所述中画架立柱上部相对设置有下画框挡板和下画

框挡板连接板，所述画框挡板和所述下画框挡板连接板通过螺栓连接，所述下画架立柱上

部相对设置有调色盘支撑板和调色盘支撑板连接板，所述调色盘支撑板上固定连接有调色

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嵌入地下固定式组装便携式画架，其特征是：所述上画架立

柱、所述中画架立柱和所述下画架立柱上均连接有多个固定乳突钉，所述固定乳突钉上开

有通孔，所述上画框挡板的正面开有限位孔，延伸部分上设置有夹板，侧面连接有乳突钉套

筒，所述下画框挡板的正面开有限位孔，延伸部分上设置有夹板，侧面连接有乳突钉套筒，

所述调色盘支撑板的正面开有限位孔，侧面连接有乳突钉套筒，所述上画框挡板、所述下画

框挡板和所述调色盘支撑板上的限位孔均穿过固定乳突钉，并在固定乳突钉上的通孔里插

有L型插销限位固定；

所述上画框挡板、所述上画框挡板连接板均通过橡胶垫和所述上画架立柱固定，所述

下画框挡板、所述下画框挡板连接板均通过橡胶垫和所述中画架立柱固定，所述调色盘支

撑板、所述调色盘支撑板连接板均通过橡胶垫和所述下画架立柱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嵌入地下固定式组装便携式画架，其特征是：所述上画架立柱

和所述中画架立柱均为中空结构，一端加工有螺纹孔，另一端连接有螺纹柱；所述下画架立

柱均为中空结构，两端均加工有螺纹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嵌入地下固定式组装便携式画架，其特征是：所述嵌入地下装

置有三种形式，一种嵌入结构为螺纹片，另一种嵌入结构为多个嵌入齿，第三种嵌入结构为

圆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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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地下固定式组装便携式画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具体涉及一种嵌入地下固定式组装便携式画架。

背景技术

[0002] 美术工作者经常需要带着美术画架去野外写生，需要携带画框、调色盘、画笔等多

种绘画用具，携带不方便。目前市场上的画架结构简单，不能调节位置和固定在地面上，而

且在绘制画的时候需要另外携带其他配件，操作不方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嵌入地下固定式组装便携式画架。

[0004] 上述的目的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嵌入地下固定式组装便携式画架，其组成包括：上画架立柱、中画架立柱、下

画架立柱，其特征是：所述上画架立柱、所述中画架立柱和所述下画架立柱依次通过螺纹连

接，上画架立柱上部通过螺纹连接有密封帽，下画架立柱下部通过螺纹连接有嵌入地下装

置；

[0006] 所述上画架立柱上部相对设置有上画框挡板和上画框挡板连接板，所述上画框挡

板和所述上画框挡板连接板通过螺栓连接，所述中画架立柱上部相对设置有下画框挡板和

下画框挡板连接板，所述画框挡板和所述下画框挡板连接板通过螺栓连接，所述下画架立

柱上部相对设置有调色盘支撑板和调色盘支撑板连接板，所述上画框挡板和所述上画框挡

板连接板通过螺栓连接，所述调色盘支撑板上固定连接有调色盘。

[0007] 所述的嵌入地下固定式组装便携式画架，所述上画架立柱、所述中画架立柱和所

述下画架立柱上均连接有多个固定乳突钉，所述固定乳突钉上开有通孔，所述上画框挡板

的正面开有限位孔，延伸部分上设置有夹板，侧面连接有乳突钉套筒，所述下画框挡板的正

面开有限位孔，延伸部分上设置有夹板，侧面连接有乳突钉套筒，所述调色盘支撑板的正面

开有限位孔，侧面连接有乳突钉套筒，所述上画框挡板、所述下画框挡板和所述调色盘支撑

板上的限位孔均穿过固定乳突钉，并在固定乳突钉上的通孔里插有L型插销限位固定；

[0008] 所述上画框挡板、所述上画框挡板连接板均通过橡胶垫和所述上画架立柱固定，

所述下画框挡板、所述下画框挡板连接板均通过橡胶垫和所述中画架立柱固定，所述调色

盘支撑板、所述调色盘支撑板连接板均通过橡胶垫和所述下画架立柱固定。

[0009] 所述的嵌入地下固定式组装便携式画架，所述上画架立柱和所述中画架立柱均为

中空结构，一端加工有螺纹孔，另一端连接有螺纹柱；所述下画架立柱均为中空结构，两端

均加工有螺纹孔。

[0010] 所述的嵌入地下固定式组装便携式画架，所述嵌入地下装置有三种形式，一种嵌

入结构为螺纹片，另一种嵌入结构为多个嵌入齿，第三种嵌入结构为圆锥形。

[0011] 有益效果：

[0012] 1．本实用新型在户外使用时先将画架立柱、中画架立柱和下画架立柱组装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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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嵌入地下装置固定在地面上，在上画框挡板的夹板和下画框挡板的夹板间安装画框，调

色盘里摆放画笔和颜料盒，无需额外使用工具盒。

[0013] 2．本实用新型是一种嵌入地下固定式组装便携式画架，各组件可自由组装和拆

卸，外出携带时极大降低的绘画者搬运强度，画架高度易调节，节约绘画人员户外组装画架

的时间，嵌入地下装置能够插进地面，提高画架稳定性，避免了画板倾倒造成周围人员受伤

的安全隐患。

[0014] 附图说明：

[0015]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17] 附图3是附图2的左视图；

[0018] 附图4是附图2的剖视图；

[0019] 附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21] 附图7是本实用新型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22] 附图8是本实用新型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23] 图中：1、密封帽，2、上画架立柱，3、中画架立柱，4、下画架立柱，5、嵌入地下装置，

6、上画框挡板，7、下画框挡板，8、调色盘支撑板，9、上画框挡板连接板，10、下画框挡板连接

板，11、调色盘支撑板连接板，12、调色盘，13、固定乳突钉，14、乳突钉套筒，15、L型插销，16、

橡胶垫，17、画框。

[0024]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实施例1：

[0026] 一种嵌入地下固定式组装便携式画架，其组成包括：上画架立柱2、中画架立柱3、

下画架立柱4，所述上画架立柱、所述中画架立柱和所述下画架立柱依次通过螺纹连接，上

画架立柱上部通过螺纹连接有密封帽1，下画架立柱下部通过螺纹连接有嵌入地下装置5；

[0027] 所述上画架立柱上部相对设置有上画框挡板6和上画框挡板连接板9，所述上画框

挡板和所述上画框挡板连接板通过螺栓连接，所述中画架立柱上部相对设置有下画框挡板

7和下画框挡板连接板10，所述画框挡板和所述下画框挡板连接板通过螺栓连接，所述下画

架立柱上部相对设置有调色盘支撑板8和调色盘支撑板连接板11，所述上画框挡板和所述

上画框挡板连接板通过螺栓连接，所述调色盘支撑板上固定连接有调色盘12。

[0028] 实施例2：

[0029] 根据实施例1所述的嵌入地下固定式组装便携式画架，所述上画架立柱、所述中画

架立柱和所述下画架立柱上均连接有多个固定乳突钉13，所述固定乳突钉上开有通孔，所

述上画框挡板的正面开有限位孔，延伸部分上设置有夹板，侧面连接有乳突钉套筒14，所述

下画框挡板的正面开有限位孔，延伸部分上设置有夹板，侧面连接有乳突钉套筒，所述调色

盘支撑板的正面开有限位孔，侧面连接有乳突钉套筒，所述上画框挡板、所述下画框挡板和

所述调色盘支撑板上的限位孔均穿过固定乳突钉，并在固定乳突钉上的通孔里插有L型插

销15限位固定；

[0030] 所述上画框挡板、所述上画框挡板连接板均通过橡胶垫16和所述上画架立柱固

定，所述下画框挡板、所述下画框挡板连接板均通过橡胶垫和所述中画架立柱固定，所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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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盘支撑板、所述调色盘支撑板连接板均通过橡胶垫和所述下画架立柱固定；

[0031] 操作方法：在户外使用时先将画架立柱、中画架立柱和下画架立柱组装好，通过嵌

入地下装置固定在地面上，在上画框挡板的夹板和下画框挡板的夹板间安装画框17，调色

盘里摆放画笔和颜料盒，调色盘盖子上的挂钩挂在固定乳突钉的通孔里。

[0032] 实施例3：

[0033] 根据实施例1所述的嵌入地下固定式组装便携式画架，所述上画架立柱和所述中

画架立柱均为中空结构，一端加工有螺纹孔，另一端连接有螺纹柱；所述下画架立柱均为中

空结构，两端均加工有螺纹孔。

[0034] 实施例4：

[0035] 根据实施例1所述的嵌入地下固定式组装便携式画架，所述嵌入地下装置有三种

形式，一种嵌入结构为螺纹片，另一种嵌入结构为多个嵌入齿，第三种嵌入结构为圆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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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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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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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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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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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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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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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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