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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艺术设计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

集绘画书法一体的书画工作台，包括底座，在底

座上固定有立柱，在立柱上固定有支撑台，在支

撑台上固定有支撑臂和第一电动推杆，在支撑臂

顶端铰接有书画工作台架，所述第一电动推杆的

活动推杆铰接在书画工作台架底部以用于带动

书画工作台架绕支撑臂顶端转动；通过第一电动

推杆和第二电推杆的配合作用实现了上工作台

和下工作台倾斜度的快捷调整，从而实现了最佳

绘画或者书法的姿势状态；在上工作台背面设置

的一字线激光头、在下工作台设置的激光头两者

相互配合作用实现了书法时，横向方线、纵向格

线和方格线的快速形成和大小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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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集绘画书法一体的书画工作台，包括底座，在底座上固定有立柱，在立柱上固定

有支撑台，其特征在于，在支撑台上固定有支撑臂和第一电动推杆，在支撑臂顶端铰接有书

画工作台架，所述第一电动推杆的活动推杆铰接在书画工作台架底部以用于带动书画工作

台架绕支撑臂顶端转动；

所述书画工作台架包括上工作台和下工作台，所述支撑臂顶端铰接在下工作台的中下

部，所述活动推杆铰接在下工作台的底部，上工作台底边铰接在下工作台顶边上，在下工作

台侧边上铰接有第二电动推杆，在第二电推杆的活动推杆上铰接有两个连接臂，其中一个

连接臂末端铰接在上工作台侧边上，另一个连接臂末端铰接在下工作台侧边上，在下工作

台上设有用于固定书法纸张的书法夹持组件，在上工作台上设有用于固定绘画纸张的绘画

夹持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绘画书法一体的书画工作台，其特征在于，在上工作台背面

的中间位置自上而下等间隔并排设有多个一字线激光头，所述一字线激光头发出的激光线

相互平行照射在下工作台上形成横向格线，在底座上设有蓄电池，蓄电池用于对一字线激

光头、第一电动推杆、第二电动推杆的工作提供电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集绘画书法一体的书画工作台，其特征在于，在上工作台顶部

设有太阳能电池板，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与蓄电池电性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集绘画书法一体的书画工作台，其特征在于，在下工作台

底部边缘处设有横向滑槽，在横向滑槽内滑动连接多个滑座，在滑座上固定有激光头，所述

激光头发出的激光线相互平行且与一字线激光头发出的激光线相互垂直而形成纵向格线，

蓄电池为激光头工作提供电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集绘画书法一体的书画工作台，其特征在于，在横向滑槽旁设

有用于标示滑座位置的刻度线。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集绘画书法一体的书画工作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包括固

定在底座上的套筒，在套筒内滑动连接有支撑杆，在支撑杆顶部固定在支撑台底部，在套筒

上设有用于对支撑杆定位的紧固螺栓。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集绘画书法一体的书画工作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台为回

转台，支撑杆顶部通过连接件固定在回转台的定盘上，支撑臂和第一电动推杆固定在回转

台的转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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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集绘画书法一体的书画工作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艺术设计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集绘画书法一体的工作台。

背景技术

[0002] 书画是绘画和书法的统称，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自有画论以来，古人总把它和

画相提并论，而艺术家在实践经验中也爱说画法通于书法的话，因此在进行创作时绘画和

书法是常常是相融通的，也需要一个便于同时进行绘画和书法的工作台，然而目前的相关

工作台都是单独适应绘画或者书法的，例如中国专利文献，授权公告号为CN207106008U，公

开了一种绘画装置，包括底座，底座上端中部连接有导向块，底座上端两侧连接有活塞缸，

活塞缸中部连接有活塞，活塞下端连接有缓冲弹簧，活塞上端连接有活塞杆，活塞杆上端连

接有支撑座，支撑座下端两侧连接有导向套，支撑座上端两侧连接有支撑腿，支撑腿上端连

接有存储抽屉，存储抽屉上端连接有旋转座，旋转座上端连接有折杆，折杆内部设有限位

套，限位套中部设有移动杆，移动杆下端连接有限位块，折杆上端连接有限位凹槽，移动杆

上端连接有转动块。

[0003] 中国专利文献，公开号为CN110448080A，公开了一种便携式户外环境设计用绘画

装置，涉及绘画装置技术领域，包括外壳体，外壳体的顶端开设有收纳槽，收纳槽内设有转

动板和画板，转动板的一端与外壳体转动连接，转动板的另一端与画板转动连接，其特征在

于，所述外壳体的底端四角均螺纹连接地插，所述外壳体的底端固定连接收纳装置，收纳装

置包括外固定壳，外固定壳内滑动连接抽屉，抽屉内设有隔板，隔板一侧的抽屉内设有颜料

放置槽，颜料放置槽螺纹连接密封盖，隔板另一侧的抽屉内固定设有笔架。因此传统的绘画

或者书法架功能单一，不能满足绘画和书法的同时进行。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集绘画书法一体的书画工作台；为达到上述目的所采取

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集绘画书法一体的书画工作台，包括底座，在底座上固定有立柱，在立柱上固定有

支撑台，在支撑台上固定有支撑臂和第一电动推杆，在支撑臂顶端铰接有书画工作台架，所

述第一电动推杆的活动推杆铰接在书画工作台架底部以用于带动书画工作台架绕支撑臂

顶端转动；

所述书画工作台架包括上工作台和下工作台，所述支撑臂顶端铰接在下工作台的中下

部，所述活动推杆铰接在下工作台的底部，上工作台底边铰接在下工作台顶边上，在下工作

台侧边上铰接有第二电动推杆，在第二电推杆的活动推杆上铰接有两个连接臂，其中一个

连接臂末端铰接在上工作台侧边上，另一个连接臂末端铰接在下工作台侧边上，在下工作

台上设有用于固定书法纸张的书法夹持组件，在上工作台上设有用于固定绘画纸张的绘画

夹持组件。

[0005] 优选的，在上工作台背面的中间位置自上而下等间隔并排设有多个一字线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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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所述一字线激光头发出的激光线相互平行照射在下工作台上形成横向格线，在底座上

设有蓄电池，蓄电池用于对一字线激光头、第一电动推杆、第二电动推杆的工作提供电源。

[0006] 优选的，在上工作台顶部设有太阳能电池板，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与蓄电池电性连

接。

[0007] 优选的，在下工作台底部边缘处设有横向滑槽，在横向滑槽内滑动连接多个滑座，

在滑座上固定有激光头，所述激光头发出的激光线相互平行且与一字线激光头发出的激光

线相互垂直而形成纵向格线，蓄电池为激光头工作提供电源。

[0008] 优选的，在横向滑槽旁设有用于标示滑座位置的刻度线。

[0009] 优选的，所述立柱包括固定在底座上的套筒，在套筒内滑动连接有支撑杆，在支撑

杆顶部固定在支撑台底部，在套筒上设有用于对支撑杆定位的紧固螺栓。

[0010] 优选的，所述支撑台为回转台，支撑杆顶部通过连接件固定在回转台的定盘上，支

撑臂和第一电动推杆固定在回转台的转盘上。

[0011] 本发明所具有的有益效果为：（1）通过第一电动推杆和第二电推杆的配合作用实

现了上工作台和下工作台倾斜度的快捷调整，从而实现了最佳绘画或者书法的姿势状态；

（2）在上工作台背面设置的一字线激光头、在下工作台设置的激光头两者相互配合作用实

现了书法时，横向方线、纵向格线和方格线的快速形成和大小的调整；（3）在书法时是通过

激光线进行形成格线的，不会对书法纸张成任何的影响，从而解决了传统的折叠式纸张打

格方式造成的折痕问题。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上工作台背面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多个一字线激光头形成横向格线的示意图；

图4为下工作台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横向间隔调整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描述。

[0014] 如图1所示，本发明包括底座1，在底座1上固定有立柱2，在立柱2上固定有支撑台

4，在支撑,上固定有支撑臂3和第一电动推杆6，在支撑臂3顶端铰接有书画工作台架7，所述

第一电动推杆6的活动推杆铰接在书画工作台架7底部以用于带动书画工作台架7绕支撑臂

3顶端转动；

所述书画工作台架7包括上工作台74和下工作台71，所述支撑臂3顶端铰接在下工作台

71的中下部，所述活动推杆铰接在下工作台71的底部，上工作台74底边铰接在下工作台71

顶边上，在下工作台71侧边上铰接有第二电动推杆72，在第二电推杆72的活动推杆上铰接

有两个连接臂73，其中一个连接臂末端铰接在上工作台74侧边上，另一个连接臂末端铰接

在下工作台71侧边上，在下工作台71上设有用于固定书法纸张的书法夹持组件，在上工作

台74上设有用于固定绘画纸张的绘画夹持组件。

[0015] 如图2和图3所示，在上工作台背面75的中间位置自上而下等间隔并排设有多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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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线激光头76，所述一字线激光头76发出的激光线77相互平行照射在下工作台71上形成横

向格线，在底座1上设有蓄电池，蓄电池用于对一字线激光头76、第一电动推杆6、第二电动

推杆72的工作提供电源。

[0016] 为了满足在室外的长时间使用，还可以在上工作台74顶部设有太阳能电池板，所

述太阳能电池板与蓄电池电性连接，从而为蓄电池进行实时充电。

[0017] 如图4所示，在下工作台71底部边缘处设有横向滑槽711，在横向滑槽711内滑动连

接多个滑座，在滑座上固定有激光头79，所述激光头79发出的激光线78相互平行且与一字

线激光头76发出的激光线77相互垂直而形成纵向格线，蓄电池为激光头79工作提供电源。

[0018] 为了实现对纵向格线的间隔进行准确调节，在横向滑槽711旁设有用于标示滑座

位置的刻度线710。

[0019] 如图5所示，为了实现激光头79在横向方向上间隔的自由调整，本实施例还提供另

外一种横向间隔调整机构，所述横向调整机构包括依次交叉铰接连接的剪刀式伸缩架713，

在剪刀式伸缩架中间的铰接轴714上均设有导向杆，所述导向杆位于横向滑槽711内且滑动

连接在横向滑槽71内，在剪刀式伸缩架71两端的铰接处活动连接有滑块712，所述滑块712

滑动连接在于横向滑槽711内且在滑块712上设有用于将滑块712固定在横向滑槽711上的

禁锢螺栓，这样实现了激光头79在横向方向上间隔自由调整的同时，还可以实现整体在横

向方向上的移动，从而实现在纸张上横向不同位置处的打格。

[0020] 同时，所述立柱2还可以设置为升降式的结构，例如包括固定在底座1上的套筒，在

套筒内滑动连接有支撑杆，在支撑杆顶部固定在支撑台4底部，在套筒上设有用于对支撑杆

定位的紧固螺栓。还可以将所述支撑台4设为回转台从而实现书画工作台架7的转动效果便

于进行绘画和书法，支撑杆顶部通过连接件固定在回转台的定盘上，支撑臂3和第一电动推

杆6固定在回转台的转盘上。

[0021] 在进行绘画时，首先第一电动推杆6动作向上推动下工作台71抬起一定角度，然后

第二电推杆72向右伸出带动两个连接臂73动作从而推动上工作台74抬起合适的角度，通过

第一电动推杆6和第二电推杆72的配合作用最终将上工作台74调整到合适的倾斜角度进行

画作。如果有需要还可以采用升降式结构的立柱2对整体高度进行适当调整。

[0022] 在进行书法时，如上通过第一电动推杆6将下工作台71调整到合适的倾斜角度进

行书法，当不需要进行打格时可以通过第二电推杆72适当将上工作台74向上抬高些。

[0023] 当需要横向格线时，打开一字线激光头76从而在在下工作台71上形成横向格线，

如果需要调整横向格线之间的间隔可以通过选择打开一字线激光头76数量或者调整上工

作台74和下工作台71之间的夹角来实现。

[0024] 当需要纵向格线时，打开激光头79从而在在下工作台71上形成纵向格线，如果需

要调整纵向格线之间的间隔可以通过选择打开激光头79数量或者调整激光头79在横向滑

槽711内的位置来实现。

[0025] 当需要方形格线时，如上可以同时打开一字线激光头76和激光头79，其中方格线

大小的调整如上横向格线、纵向格线间隔的调整，不再赘述。

[0026] 本实施例可以两个人同时进行绘画和书法，从而增加互动性，提高创作灵感。

[0027] 当使用完毕后，第二电推杆72动作将上工作台74盖合在下工作台71上，第一电动

推杆6动作使得书画工作台架7收放至水平状态，下工作台71端部放置在顶座5上，整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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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不占据太大空间，便于收纳。

[0028]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但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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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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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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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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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0

CN 111920195 A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