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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升降屏幕架，其包含一座

体、一推升装置及一组接装置，推升装置设于座

体并包含一引导管、一提升管、一承载管、一踏板

座、一踏板、一推升杆及一升降气压缸，引导管、

承载管及踏板座皆设于座体，提升管可沿引导管

外侧移动地设于引导管，踏板枢设于踏板座，推

升杆贯穿承载管及座体并抵靠踏板，升降气压缸

设于提升管的内底部抵靠推升杆的顶部，组接装

置设于提升管，本发明升降屏幕架通过推升杆的

结构，增加提升管的初始高度，提高组接装置上

升到达的位置，让组接装置的位置可位于更为醒

目的高度，增加本发明升降屏幕架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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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升降屏幕架，其包含：

一座体；

一推升装置，该推升装置设于该座体，该推升装置包含一中空的引导管、一提升管、一

中空的承载管、一踏板座、一踏板、一推升杆及一升降气压缸，该引导管设于该座体，该提升

管可移动地设于该引导管并沿该引导管的外侧上下移动，该承载管设于该座体的顶部并位

于该引导管的内部，该踏板座设于该座体的底部，该踏板枢设于该踏板座，该踏板包含一主

动部及一被动部，该主动部位于该踏板的一端并位于该座体的外侧，该被动部位于该踏板

的另一端并位于该承载管的下方，该推升杆设于该承载管的内部并穿过该座体抵靠在该踏

板上，该升降气压缸设于该提升管的内部并伸入该引导管，该升降气压缸包含一气压棒、一

启动阀及一升降管，该气压棒固设于该承载管的顶部，该启动阀设于该气压棒的底部，该升

降管可移动地设于该气压棒上，该升降管的顶部固设该提升管的内顶部；以及

一组接装置，该组接装置设于该提升管并位于该提升管的顶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升降屏幕架，其中，该推升装置包含至少一固定块，所述固定块

位于该承载管的内部，该推升杆贯穿所述固定块。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升降屏幕架，其中，该组接装置包含一固接片、一组接杆、一组接

框、两个挂板、一角度调整把及至少一缓冲棒，该固接片设于该提升管的顶部，该组接杆设

于该固接片上，该组接框可转动地设于该组接杆，该两个挂板设于该组接框的内部并分别

具有间隔排列的多个挂孔，该角度调整把可旋转地设于该组接杆并位于该组接框的一侧，

所述缓冲棒连接该组接框及该组接杆。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升降屏幕架，其中，该座体包含一底座及一固定片，该固定片设

于该底座上，该引导管设于该固定片，该推升杆设于该承载管的内部并穿过该固定片抵靠

在该踏板上。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升降屏幕架，其中，该固定片通过四个螺丝锁设于该底座，该引

导管通过八个螺丝螺设该固定片。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升降屏幕架，其中，该引导管的横截面具有多个分散凹部，该多

个分散凹部间隔排列地位于该引导柱的外侧，该提升管包含多个对应凹部，该多个对应凹

部间隔排列地位于该提升座的外侧且对应该多个分散凹部。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升降屏幕架，其中，该推升装置包含多个稳定块，该多个稳定块

设于该引导管的外侧面并抵接该提升管的内侧面。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升降屏幕架，其中，该座体包含四个移动轮，该四个移动轮矩阵

排列地设于该座体的底部。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升降屏幕架，其中，该承载管具有一上盖，该上盖位于该承载管

的顶部，该气压棒固设于该承载管的上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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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屏幕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升降屏幕架，尤其涉及一种通过推升装置以提高升降高度的升降

屏幕架。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现代社会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液晶显示器的尺寸也越来越大，以往需要通过

投影机及投影幕才可进行简报会议，现在已可采用液晶显示器播送，且液晶显示器为液晶

触控屏幕，现有可将液晶显示器架设起来的设备，一般如壁挂架、手动调整式的金属架、以

电力升降的电动升降架，皆可将液晶显示器架设起来，若将液晶显示器固设于壁挂架上，则

液晶显示器无法任意移动，产生机动性不佳的问题，若以手动调整式的金属架装设液晶显

示器，要调整液晶显示器的高低为不便利的作业，而以电力升降的电动升降架的金额昂贵，

且升降速度缓慢，上述壁挂架、金属架或电动升降架皆有其不便利或实用性不佳的问题。

[0003] 为解决上述实用性不佳的问题，以一设置升降气压缸的升降架，通过该升降气压

缸推升该升降架的高度，让液晶显示器可位于距离更高的位置，可克服该壁挂架无法任意

移动的问题，且该升降气压缸升降气压缸可让液晶显示器可以上下调整移动，提升机动性，

并克服金属架调整繁复，让该升降价调整方便提升便利性，以及相对电动升降架的金额更

节省成本，提高实用性。

[0004] 然而，随着液晶显示器的屏幕越来越大，对于现有大屏幕尺寸的液晶显示器而言，

若以升降气压缸抬升的升降架，该升降架能抬升的高度升到距离地面100公分的位置，无法

让大屏幕尺寸的液晶显示器安装以及使用，造成现有升降架的适用性不佳的问题，而如果

为了要让该提升框的高度提升，制作一升降范围较广的升降气压缸，则制作该升降范围较

广的升降气压缸的技术及气体容置的结构，都会使得制造花费的成本增加，若使用该升降

范围较广的升降气压缸则会造成该升降架的成本上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升降屏幕架，通过改善若以现有升降气压缸作为

升降架的抬升装置，则抬升的高度有限，造成适用性不佳的问题。

[0006] 为达成前述目的，本发明升降屏幕架包含：

[0007] 一座体；

[0008] 一推升装置，该推升装置设于该座体，该推升装置包含一中空的引导管、一提升

管、一中空的承载管、一踏板座、一踏板、一推升杆及一升降气压缸，该引导管设于该座体，

该提升管可移动地设于该引导管并沿该引导管的外侧上下移动，该承载管设于该座体的顶

部并位于该引导管的内部，该踏板座设于该座体的底部，该踏板枢设于该踏板座，该踏板包

含一主动部及一被动部，该主动部位于该踏板的一端并位于该座体的外侧，该被动部位于

该踏板的另一端并位于该承载管的下方，该推升杆设于该承载管的内部并穿过该座体抵靠

在该踏板上，该升降气压缸设于该提升管的内部并伸入该引导管，该升降气压缸包含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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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棒、一启动阀及一升降管，该气压棒固设于该承载管的顶部，该启动阀设于该气压棒的底

部，该升降管可移动地设于该气压棒上，该升降管的顶部固设该提升管的内顶部；以及

[0009] 一组接装置，该组接装置设于该提升管并位于该提升管的顶部。

[0010] 本发明升降屏幕架藉由该推升杆，增加该提升管的初始位置，让该提升管的初始

位置相对现有升降架的初始位置更高，则该组接装置上升到达的位置向上增加，该组接装

置与该座体之间的距离更长，更适用于大屏幕尺寸的液晶显示器，可让众人清楚看到该液

晶显示器的全貌，让本发明的适用性提升。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升降屏幕架的一优选实施例的立体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发明升降屏幕架的一优选实施例的立体分解示意图。

[0013] 图3为本发明升降屏幕架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前视示意图。

[0014] 图4为图3的A-A割面线的侧视剖面示意图。

[0015] 图5为图3的A-A割面线的抬升状态的侧视剖面示意图。

[0016] 图6为图4的B-B割面线的俯视剖面示意图。

[0017] 图7为图4的B-B割面线的局部放大的俯视剖面示意图。

[0018] 【符号说明】

[0019] 10-座体；            11-底座；

[0020] 12-固定片；          13-移动轮；

[0021] 20-推升装置；        21-引导管；

[0022] 211-分散凹部；       22-提升管；

[0023] 221-对应凹部；       23-承载管；

[0024] 231-上盖；           24-踏板座；

[0025] 25-踏板；            251-主动部；

[0026] 252-被动部；         26-推升杆；

[0027] 27-升降气压缸；      271-气压棒；

[0028] 272-启动阀；         273-升降管；

[0029] 28-固定块；          29-稳定块；

[0030] 30-组接装置；        31-固接片；

[0031] 32-组接杆；          33-组接框；

[0032] 34-挂板；            35-角度调整把；

[0033] 36-挂孔；            37-缓冲棒。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如图1至图3所示，为说明本发明升降屏幕架的一优选实施例，由附图可知，本发明

升降屏幕架包含一座体10、一推升装置20及一组接装置30，其中，该座体10包含一底座11及

一固定片12，该固定片12设于该底座11上，进一步，该座体10包含四个移动轮13，该四个移

动轮13矩阵排列地设于该底座11的底部。

[0035] 如图2、图3及图6所示，该推升装置20设于该座体10，该推升装置20包含一中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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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管21、一提升管22、一中空的承载管23、一踏板座24、一踏板25、一推升杆26及一升降气

压缸27，该引导管21系设于该固定片12，该提升管22可移动地设于该引导管21并沿该引导

管21的外侧上下移动，该承载管23系设于该座体10的顶部并位于该引导管21的内部，该踏

板座24设于该座体10的底部，该踏板25枢设于该踏板座24，该踏板25包含一主动部251及一

被动部252，该主动部251位于该踏板25的一端并位于该座体10的外侧，该被动部252位于该

踏板25的另一端并位于该承载管23的下方，该推升杆26设于该承载管23的内部并穿过该固

定片12抵靠在该踏板25上，该升降气压缸27设于该提升管22的内部并伸入该引导管21，该

升降气压缸27包含一气压棒271、一启动阀272及一升降管273，该气压棒271固设于该承载

管23的顶部，该启动阀272设于该气压棒271的底部，该升降管273可移动地设于该气压棒

271上，该升降管273的顶部固设该提升管22的内顶部。

[0036] 上述中，如图3、图6及图7所示，该推升装置20包含至少一固定块28及多个稳定块

29，所述固定块28位于该承载管23的内部，该多个稳定块29设于该引导管21的外侧面并抵

接该提升管22的内侧面，进一步，该引导管21提升管具有多个分散凹部211，该多个分散凹

部211间隔排列地位于该引导柱21的外侧，该提升座22包含多个对应凹部221，该多个对应

凹部221间隔排列地位于该提升座22的外侧且对应该多个分散凹部211，进一步，该固定片

12通过四个螺丝锁设于该底座11，该引导管21系通过八个螺丝螺设该固定片12，另外，该承

载管23具有一上盖231，该上盖231位于该承载管23的顶部，该气压棒271固设于该承载管23

的上盖231。

[0037] 如图1至图3所示，该组接装置30设于该提升管22并位于该提升管22的顶部，其中，

该组接装置30包含一固接片31、一组接杆32、一组接框33、两个挂板34、一角度调整把35及

至少一缓冲棒37，该固接片31设于该提升管22的顶部，该组接杆32设于该提升管22的顶部，

该组接框33可转动地设于该组接杆32，该两个挂板34设于该组接框33的内部并分别具有间

隔排列的多个挂孔36，该角度调整把35可旋转地设于该组接杆32并位于该组接框33的一

侧，所述缓冲棒37连接该组接框33及该组接杆32。

[0038] 如图2、图4及图5所示，为说明本发明升降屏幕架的一优选实施例，使用者可将一

液晶显示器(图未示)挂设于该组接装置30的该多个挂孔36上，接着将该推升装置20的该提

升管22调高，使用者可脚踩踏该踏板25的主动部251，使该踏板25的主动部251下降而使得

该踏板25的被动部252上升，该踏板25的被动部252推该推升杆26，而使得该推升杆26上升

推抵该升降气压缸27的启动阀272，使该升降气压缸27的启动阀272运作让该升降管273相

对该气压棒271移动向上，将该提升管22向上顶，提升该组接装置30，于该液晶显示器到达

所需高度，使用者可松开该踏板25，让该升降气压缸27停止上升而定位于适当的位置，反

之，使用者要降低该液晶显示器的位置，可踩踏板25的主动部251带动该被动部252推该推

升杆26，让该推升杆26推抵该升降气压缸27，且将该液晶显示器下压至适当高度，便可放开

该踏板25而定位，调整该提升管22的位置定位快速且便利。

[0039] 如图2、图3及图5所示，使用者可以调整该组接装置30的组接框33的倾斜角度，直

接手握该角度调整把35旋转该组接框33，可将该组接框33转动至呈水平状态，使用者可以

将该呈水平状态的组接框33当作会议桌或绘图桌，可直接于该液晶显示器的外围进行讨

论，或者可让该组接框33旋转立起，可用于广告宣传或政令宣导，该组接装置30的位置因该

推升杆26的辅助，可让该提升管22的位置相较现有升降架所抬升的高度多达80公分，让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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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显示器可达到距离地面180公分的位置，可适用于现在大屏幕尺寸的液晶显示器，让所

有人皆可清楚看见该液晶显示器的全貌，提升本发明升降屏幕架的适用性，并且可依照使

用者要将该液晶显示器要调高的位置，利用该承载管23及推升杆26提升该提升管22的初始

位置的高度，让该提升管22可以升高到达更高的位置，避免使用升降范围较广的升降气压

缸27，达到节省成本的功效。

[0040] 另外，如图2、图3及图7所示，该座体10的该四移动轮13可让该底座11移动，提升本

发明升降屏幕架的机动性，且该固定片12系通过四个螺丝锁设于该底座11，该引导管21系

通过八个螺丝螺设该固定片12，系增加稳固性，该推升装置20的至少一固定块28系辅助该

推升杆26稳定置中，减少该推升杆26与该承载管23的摩擦，该引导管21的该多个分散凹部

211及该提升管22的该多个对应凹部221，让该引导管21及该提升管22的俯视截面略呈十字

外型，分散该引导管21及该提升管22受到碰撞撞击时的应力，增加该引导管21及该提升管

22能承受的碰撞强度，并且可降低该引导管21及该提升管22的管壁厚度，降低制造成本，该

多个稳定块29系抵住该提升管22的内侧面及该引导管21的外侧面，可让该提升管22在相对

该引导管21移动时更为稳定且顺畅，让本发明升降屏幕架在使用上更为坚固且稳定，此外，

组接装置30的挂板34上的多个挂孔36，可提供不同尺寸的液晶显示器挂设，因该液晶显示

器的重量重，该缓冲棒37可让液晶显示器要平躺时，该缓冲棒37可辅助使用者让使用者更

为便利将该液晶显示器放平，提高本发明升降屏幕架的实用性。

[0041] 综上所述，本发明升降屏幕架通过该推升杆26，使用者可依照要将该液晶显示器

要调高的位置，增加该提升管22的初始位置，让该提升管22的初始位置相对现有升降架的

初始位置更高，则该组接装置30可上升到达的位置向上增加，该组接装置30与该座体10之

间的距离更长，更适用于大屏幕尺寸的液晶显示器，可让众人清楚看到该液晶显示器的全

貌，让本发明的适用性提升，以及该推升装置20利用该承载管23及推升杆26提升该提升管

22的高度，避免使用升降范围较广的升降气压缸27，达到节省成本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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