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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垂降增气原理的多功能办公家具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采用垂降增气原理的多

功能办公家具，其结构包括隔离屏风、屏风支座、

办公桌、文件柜、储物抽屉、储物隔层。本发明使

用时将脚部放置在托脚机构上，此时重力下压带

动其从垂降机构推出，而后复位皮带拖动增气基

座内部增压汽缸进行增气，使脚垫气囊鼓起，对

脚部起到了很好防护，并且提高了使用的舒适

度，在不使用时，复位滑块与固定基座磁力带动，

使复位皮带能够带动托脚机构自动复位，整体使

用操作下来即能够方便办公人员在午休时很好

的放置脚部，且起到了防护支撑效果，舒适度更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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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垂降增气原理的多功能办公家具，其结构包括隔离屏风(1y)、屏风支座

(2y)、办公桌(3y)、文件柜(4y)、储物抽屉(5y)、储物隔层(6y)，其特征在于：

所述储物隔层(6y)分布于文件柜(4y)上端，所述文件柜(4y)下端设有储物抽屉(5y)，

所述办公桌(3y)左侧安装于文件柜(4y)右侧，所述屏风支座(2y)连接于办公桌(3y)上表

面，所述隔离屏风(1y)底部与屏风支座(2y)相嵌合；

所述办公桌(3y)包括键盘抽屉(3y1)、拉力板(3y2)、支撑侧板(3y3)，所述支撑侧板

(3y3)垂直设于办公桌(3y)底部右端，所述办公桌(3y)底面中部设有键盘抽屉(3y1)，所述

拉力板(3y2)安装于办公桌(3y)底部，所述支撑侧板(3y3)左侧与拉力板(3y2)右侧相连接；

所述拉力板(3y2)包括托脚机构(3y21)、垂降机构(3y22)、固定基座(3y23)、复位滑块

(3y24)、复位皮带(3y25)，所述垂降机构(3y22)安装于拉力板(3y2)中部两端，所述拉力板

(3y2)通过固定基座(3y23)与办公桌(3y)相连接，所述托脚机构(3y21)两侧与垂降机构

(3y22)相嵌合，所述复位滑块(3y24)安装于拉力板(3y2)内部两端，所述复位皮带(3y25)首

端分别与复位滑块(3y24)扣合连接，所述复位滑块(3y24)与固定基座(3y23)相连接，所述

复位皮带(3y25)末端连接于托脚机构(3y21)两端；

所述托脚机构(3y21)包括凸球(y21a)、装配侧板(y21b)、脚垫气囊(y21c)、增气基座

(y21d)，所述脚垫气囊(y21c)通过嵌入方式安装于增气基座(y21d)顶部，所述增气基座

(y21d)顶部设有装配侧板(y21b)，所述凸球(y21a)安装于装配侧板(y21b)外侧两端，所述

装配侧板(y21b)中部与复位皮带(3y25)相连接；

所述增气基座(y21d)包括气囊插座(dv1)、送气孔(dv2)、装配内腔(dv3)、增压汽缸

(dv4)，所述增压汽缸(dv4)分别与复位皮带(3y25)末端相连接，所述装配内腔(dv3)设于增

气基座(y21d)内部，所述气囊插座(dv1)安装于装配内腔(dv3)中部，所述增压汽缸(dv4)分

布于装配内腔(dv3)前后两侧，所述送气孔(dv2)分布于气囊插座(dv1)表面，所述汽缸

(dv4)与气囊插座(dv1)相连通；

所述垂降机构(3y22)包括减阻托架(y221)、侧导板(y222)、连接口(y223)、贴面滚轴

(y224)，所述连接口(y223)设于侧导板(y222)底部，所述贴面滚轴(y224)安装于连接口

(y223)内部，所述侧导板(y222)外侧设有减阻托架(y221)，所述减阻托架(y221)与复位皮

带(3y25)相连接，所述侧导板(y222)两侧与装配侧板(y21b)相嵌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垂降增气原理的多功能办公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

装配侧板(y21b)两端通过凸球(y21a)与垂降机构(3y22)相扣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垂降增气原理的多功能办公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

气囊插座(dv1)四周设有与脚垫气囊(y21c)底部密封固定的凹槽，所述脚垫气囊(y21c)内

部与送气孔(dv2)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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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垂降增气原理的多功能办公家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办公家具领域，尤其是涉及到一种采用垂降增气原理的多功能办公家

具。

背景技术

[0002] 办公家具选择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单独选择款式还需要从公司面积以及规划来考

虑权衡，组合办公家具是如今流行的办公家具，这种便于拆装的产品使用是非常方便的，可

以随意组合，尤其是对大型公司而言，更具有便利性，办公桌是作为主要占量的办公家具，

是目前日常工作当中不可缺少的办公家具，目前的办公桌在设计上也会采用与各式各样的

家具进行组合。市面上现有技术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这样的问题：

[0003] 办公桌虽然外观以及结构设计已经大大的提升了美观与便捷性，但是仍然有不足

的地方，大部分公司的办公人员在午休时间时会选择在办公室进行休息，目前的办公桌不

具备托脚的设计，很多人员会将脚翘在办公桌或者趴在办公桌上，但是都无法很好的进行

休息，有待优化。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采用垂降增气原理的多功能办

公家具，以解决办公桌虽然外观以及结构设计已经大大的提升了美观与便捷性，但是仍然

有不足的地方，大部分公司的办公人员在午休时间时会选择在办公室进行休息，目前的办

公桌不具备托脚的设计，很多人员会将脚翘在办公桌或者趴在办公桌上，但是都无法很好

的进行休息，有待优化的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采用垂降增气原

理的多功能办公家具，其结构包括隔离屏风、屏风支座、办公桌、文件柜、储物抽屉、储物隔

层，储物隔层设有两个，且叠加分布于文件柜上端，文件柜下端设有安装储物抽屉的凹槽，

办公桌左侧通过嵌入方式安装于文件柜右侧，屏风支座设有两个，且底部通过螺纹连接于

办公桌上表面两端，隔离屏风底部两端分别与屏风支座相嵌合。

[0006]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办公桌包括键盘抽屉、拉力板、支撑侧板，支撑侧

板通过扣合方式垂直设于办公桌底部右端，办公桌底面中部设有键盘抽屉，拉力板通过嵌

入方式安装于办公桌底部居中位置，支撑侧板左侧上端与拉力板右侧相连接。

[0007]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拉力板包括托脚机构、垂降机构、固定基座、复位

滑块、复位皮带，垂降机构通过嵌入方式安装于拉力板中部两端，拉力板左右两侧通过固定

基座与办公桌底部相连接，托脚机构两侧与垂降机构相嵌合，复位滑块设有两个，且活动安

装于拉力板内部两端，复位皮带首端分别与复位滑块扣合连接，复位滑块与固定基座相连

接，复位皮带末端贯穿连接于托脚机构内部两端。

[0008]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托脚机构包括凸球、装配侧板、脚垫气囊、增气基

座，脚垫气囊通过嵌入方式安装于增气基座顶部，增气基座顶部两端分别设有装配侧板，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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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设有两个以上，且通过垂直排列方式分别安装于装配侧板外侧两端，装配侧板中部与复

位皮带相连接。

[0009]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增气基座包括气囊插座、送气孔、装配内腔、增压

汽缸，增压汽缸分别与复位皮带末端相连接，装配内腔设于增气基座内部，并为一体化结

构，气囊插座通过嵌入方式安装于装配内腔中部，增压汽缸设有四个，且两两分布于装配内

腔前后两侧，送气孔设有两个以上，且均匀等距分布于气囊插座表面，汽缸与气囊插座左右

两侧相连通。

[0010]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垂降机构包括减阻托架、侧导板、连接口、贴面滚

轴，连接口设于侧导板底部，并为一体化结构，贴面滚轴左右两端通过扣合方式安装于连接

口内部，侧导板外侧设有减阻托架，减阻托架与复位皮带相连接，侧导板两侧分别与装配侧

板相嵌合。

[0011]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装配侧板外侧两端通过凸球与垂降机构相扣合。

[0012]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气囊插座四周设有与脚垫气囊底部密封固定的凹

槽，脚垫气囊内部与送气孔相连通。

[0013]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侧导板表面两侧设有弧形凹孔，用于与装配侧板

表面的凸球进行嵌合，起到了定位的作用。

[0014]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复位滑块为磁铁材质，与金属材质的固定基座形

成了磁吸力，能够进行自动的复位。

[0015] 有益效果

[0016] 本发明一种采用垂降增气原理的多功能办公家具，文件柜用于放置办公物品以及

文件，且能够对办公桌起到支撑固定的效果，隔离屏风用于对办公桌进行隔离，方便进行双

人办公的使用，当需要午休伸脚时，可以将脚放置在托脚机构上，托脚机构通过垂降机构进

行升降的定位控制，且在下放过程中对复位皮带起到了拉力作用，复位皮带位于托脚机构

内部一端可以带动其内部增压气机构进行增压，装配侧板从垂降机构下降后被复位皮带拖

动，并通过增气基座对其脚垫气囊进行了灌气工作，从而使膨胀后的脚垫气囊能够对腿部

起到很好的防护，且提高了舒适度，增气基座整体下降时，复位皮带在其内部带动两端的增

压汽缸，此时增压汽缸对气囊插座进行的增气工作，而后再由送气孔导入脚垫气囊内部进

行了充气，起到了自动加气的功能，垂降机构内部的减阻托架用于支撑并引导复位皮带，且

起到了防护作用，在与装配侧板的连接口处有配备了贴面滚轴，大大提高了滑动性，避免托

脚机构整体在升降过程中出现卡位的情况。

[0017] 基于现有技术而言，本发明操作后可达到的优点有：

[0018] 使用时将脚部放置在托脚机构上，此时重力下压带动其从垂降机构推出，而后复

位皮带拖动增气基座内部增压汽缸进行增气，使脚垫气囊鼓起，对脚部起到了很好防护，并

且提高了使用的舒适度，在不使用时，复位滑块与固定基座磁力带动，使复位皮带能够带动

托脚机构自动复位，整体使用操作下来即能够方便办公人员在午休时很好的放置脚部，且

起到了防护支撑效果，舒适度更高。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一种采用垂降增气原理的多功能办公家具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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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2为本发明一种采用垂降增气原理的多功能办公家具的办公桌前视结构示意

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一种采用垂降增气原理的多功能办公家具的拉力板前视结构示意

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一种采用垂降增气原理的多功能办公家具的托脚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一种采用垂降增气原理的多功能办公家具的增气基座内部结构俯视

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一种采用垂降增气原理的多功能办公家具的垂降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5] 附图中标号说明：隔离屏风-1y、屏风支座-2y、办公桌-3y、文件柜-4y、储物抽屉-

5y、储物隔层-6y、键盘抽屉-3y1、拉力板-3y2、支撑侧板-3y3、托脚机构-3y21、垂降机构-

3y22、固定基座-3y23、复位滑块-3y24、复位皮带-3y25、凸球-y21a、装配侧板-y21b、脚垫气

囊-y21c、增气基座-y21d、气囊插座-dv1、送气孔-dv2、装配内腔-dv3、增压汽缸-dv4、减阻

托架-y221、侧导板-y222、连接口-y223、贴面滚轴-y224。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以及附图说明，进一步阐述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案。

[0027] 在本发明中所提到的上下、里外、前后以及左右均以图1中的方位为基准。

[0028] 实施例

[0029] 请参阅图1-图6，本发明提供一种采用垂降增气原理的多功能办公家具，其结构包

括隔离屏风1y、屏风支座2y、办公桌3y、文件柜4y、储物抽屉5y、储物隔层6y，所述储物隔层

6y设有两个，且叠加分布于文件柜4y上端，所述文件柜4y下端设有安装储物抽屉5y的凹槽，

所述办公桌3y左侧通过嵌入方式安装于文件柜4y右侧，所述屏风支座2y设有两个，且底部

通过螺纹连接于办公桌3y上表面两端，所述隔离屏风1y底部两端分别与屏风支座2y相嵌

合，文件柜4y用于放置办公物品以及文件，且能够对办公桌3y起到支撑固定的效果，隔离屏

风1y用于对办公桌3y进行隔离，方便进行双人办公的使用。

[0030] 所述办公桌3y包括键盘抽屉3y1、拉力板3y2、支撑侧板3y3，所述支撑侧板3y3通过

扣合方式垂直设于办公桌3y底部右端，所述办公桌3y底面中部设有键盘抽屉3y1，所述拉力

板3y2通过嵌入方式安装于办公桌3y底部居中位置，所述支撑侧板3y3左侧上端与拉力板

3y2右侧相连接。

[0031] 所述拉力板3y2包括托脚机构3y21、垂降机构3y22、固定基座3y23、复位滑块3y24、

复位皮带3y25，所述垂降机构3y22通过嵌入方式安装于拉力板3y2中部两端，所述拉力板

3y2左右两侧通过固定基座3y23与办公桌3y底部相连接，所述托脚机构3y21两侧与垂降机

构3y22相嵌合，所述复位滑块3y24设有两个，且活动安装于拉力板3y2内部两端，所述复位

皮带3y25首端分别与复位滑块3y24扣合连接，所述复位滑块3y24与固定基座3y23相连接，

所述复位皮带3y25末端贯穿连接于托脚机构3y21内部两端，当需要午休伸脚时，可以将脚

放置在托脚机构3y21上，托脚机构3y21通过垂降机构3y22进行升降的定位控制，且在下放

过程中对复位皮带3y25起到了拉力作用，复位皮带3y25位于托脚机构3y21内部一端可以带

动其内部增压气机构进行增压。

[0032] 所述托脚机构3y21包括凸球y21a、装配侧板y21b、脚垫气囊y21c、增气基座y2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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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脚垫气囊y21c通过嵌入方式安装于增气基座y21d顶部，所述增气基座y21d顶部两端分

别设有装配侧板y21b，所述凸球y21a设有两个以上，且通过垂直排列方式分别安装于装配

侧板y21b外侧两端，所述装配侧板y21b中部与复位皮带3y25相连接，装配侧板y21b从垂降

机构3y22下降后被复位皮带3y25拖动，并通过增气基座y21d对其脚垫气囊y21c进行了灌气

工作，从而使膨胀后的脚垫气囊y21c能够对腿部起到很好的防护，且提高了舒适度。

[0033] 所述增气基座y21d包括气囊插座dv1、送气孔dv2、装配内腔dv3、增压汽缸dv4，所

述增压汽缸dv4分别与复位皮带3y25末端相连接，所述装配内腔dv3设于增气基座y21d内

部，并为一体化结构，所述气囊插座dv1通过嵌入方式安装于装配内腔dv3中部，所述增压汽

缸dv4设有四个，且两两分布于装配内腔dv3前后两侧，所述送气孔dv2设有两个以上，且均

匀等距分布于气囊插座dv1表面，所述汽缸dv4与气囊插座dv1左右两侧相连通，增气基座

y21d整体下降时，复位皮带3y25在其内部带动两端的增压汽缸dv4，此时增压汽缸dv4对气

囊插座dv1进行的增气工作，而后再由送气孔dv2导入脚垫气囊y21c内部进行了充气，起到

了自动加气的功能。

[0034] 所述垂降机构3y22包括减阻托架y221、侧导板y222、连接口y223、贴面滚轴y224，

所述连接口y223设于侧导板y222底部，并为一体化结构，所述贴面滚轴y224左右两端通过

扣合方式安装于连接口y223内部，所述侧导板y222外侧设有减阻托架y221，所述减阻托架

y221与复位皮带3y25相连接，所述侧导板y222两侧分别与装配侧板y21b相嵌合，垂降机构

3y22内部的减阻托架y221用于支撑并引导复位皮带3y25，且起到了防护作用，在与装配侧

板y21b的连接口y223处有配备了贴面滚轴y224，大大提高了滑动性，避免托脚机构3y21整

体在升降过程中出现卡位的情况。

[0035] 所述装配侧板y21b外侧两端通过凸球y21a与垂降机构3y22相扣合。

[0036] 所述气囊插座dv1四周设有与脚垫气囊y21c底部密封固定的凹槽，所述脚垫气囊

y21c内部与送气孔dv2相连通。

[0037] 所述侧导板y222表面两侧设有弧形凹孔，用于与装配侧板y21b表面的凸球y21a进

行嵌合，起到了定位的作用。

[0038] 所述复位滑块3y24为磁铁材质，与金属材质的固定基座3y23形成了磁吸力，能够

进行自动的复位。

[0039] 本发明的原理：文件柜4y用于放置办公物品以及文件，且能够对办公桌3y起到支

撑固定的效果，隔离屏风1y用于对办公桌3y进行隔离，方便进行双人办公的使用，当需要午

休伸脚时，可以将脚放置在托脚机构3y21上，托脚机构3y21通过垂降机构3y22进行升降的

定位控制，且在下放过程中对复位皮带3y25起到了拉力作用，复位皮带3y25位于托脚机构

3y21内部一端可以带动其内部增压气机构进行增压，装配侧板y21b从垂降机构3y22下降后

被复位皮带3y25拖动，并通过增气基座y21d对其脚垫气囊y21c进行了灌气工作，从而使膨

胀后的脚垫气囊y21c能够对腿部起到很好的防护，且提高了舒适度，增气基座y21d整体下

降时，复位皮带3y25在其内部带动两端的增压汽缸dv4，此时增压汽缸dv4对气囊插座dv1进

行的增气工作，而后再由送气孔dv2导入脚垫气囊y21c内部进行了充气，起到了自动加气的

功能，垂降机构3y22内部的减阻托架y221用于支撑并引导复位皮带3y25，且起到了防护作

用，在与装配侧板y21b的连接口y223处有配备了贴面滚轴y224，大大提高了滑动性，避免托

脚机构3y21整体在升降过程中出现卡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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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本发明解决的问题是办公桌虽然外观以及结构设计已经大大的提升了美观与便

捷性，但是仍然有不足的地方，大部分公司的办公人员在午休时间时会选择在办公室进行

休息，目前的办公桌不具备托脚的设计，很多人员会将脚翘在办公桌或者趴在办公桌上，但

是都无法很好的进行休息，有待优化，本发明通过上述部件的互相组合，使用时将脚部放置

在托脚机构3y21上，此时重力下压带动其从垂降机构3y22推出，而后复位皮带3y25拖动增

气基座y21d内部增压汽缸dv4进行增气，使脚垫气囊y21c鼓起，对脚部起到了很好防护，并

且提高了使用的舒适度，在不使用时，复位滑块3y24与固定基座3y23磁力带动，使复位皮带

3y25能够带动托脚机构3y21自动复位，整体使用操作下来即能够方便办公人员在午休时很

好的放置脚部，且起到了防护支撑效果，舒适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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