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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作图工具领域，特涉及一种固定

式多功能作图尺子。本发明的主长边作图部与主

连接尺相互垂直，主长边作图部上设置两套主软

尺夹持装置，主软尺夹持装置包括主支撑柱、主

转杆、主夹杆；主支撑柱固定连接在主长边作图

部上，主转杆一端活动连接在主支撑柱上，主夹

杆固定连接在主转杆的另一端，主夹杆垂直于主

长边作图部；主连接尺上设置主连接孔，固定台

设置在主连接尺上，固定台位于主连接孔靠L形

的内侧位置；固定连接杆固定在固定台上，固定

横杆一端固定连接在固定连接杆上，固定夹杆固

定连接在固定横杆的另一端，固定横杆垂直于主

连接尺且平行于主长边作图部，固定夹杆垂直于

主连接尺。本发明能比较精确画出设计的函数曲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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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固定式多功能作图尺子,包括L形主尺、L形副尺和固定台，固定台设置L形主尺

前侧，主连接尺与副连接尺可相对旋转；其特征在于：L形主尺包括主长边作图部、两套主软

尺夹持装置、主连接孔、主连接尺和固定台，其中主长边作图部与主连接尺相互垂直，形成L

形；主长边作图部上设置两套主软尺夹持装置，主软尺夹持装置包括主支撑柱、主转杆、主

夹杆；主支撑柱固定连接在主长边作图部上，主转杆一端活动连接在主支撑柱上，主夹杆固

定连接在主转杆的另一端，主夹杆垂直于主长边作图部；主连接尺上设置主连接孔，固定台

设置在主连接尺上，固定台位于主连接孔靠L形的内侧位置；固定台包括固定连接杆、固定

横杆、固定夹杆，固定连接杆固定在固定台上，固定横杆一端固定连接在固定连接杆上，固

定夹杆固定连接在固定横杆的另一端，固定横杆垂直于主连接尺且平行于主长边作图部，

固定夹杆垂直于主连接尺；L形副尺包括副长边作图部、副支撑柱、副转杆、副夹杆、副连接

孔、副连接尺，其中副长边作图部与副连接尺相互垂直，形成L形；副长边作图部上设置两套

副软尺夹持装置，副软尺夹持装置包括副支撑柱、副转杆、副夹杆；副支撑柱固定连接在副

长边作图部上，副转杆一端活动连接在副支撑柱上，副夹杆固定连接在副转杆的另一端，副

夹杆垂直于副长边作图部；副连接尺上设置副连接孔，副连接孔与主连接孔通过活动连接

将L形副尺和L形主尺连接在一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定式多功能作图尺子,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软尺，软尺

为不锈钢刻度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定式多功能作图尺子,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调曲部，调

曲部为弧形钢片。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固定式多功能作图尺子,其特征在于：在主夹杆上的螺母

后侧设有空隙。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固定式多功能作图尺子,其特征在于：软尺通过主夹杆上

的螺母固定在主夹杆上，松懈螺母后，可从主夹杆上取下软尺；软尺通过副夹杆上的螺母固

定在副夹杆上，松懈螺母后，可从副夹杆上取下软尺；软尺通过固定夹杆上的螺母固定在固

定夹杆上，松懈螺母后，可从固定夹杆上取下软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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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固定式多功能作图尺子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作图工具领域，特涉及一种固定式多功能作图尺子。

背景技术

[0002] 在学习函数的时候，老师需要在课堂上画相应的函数曲线，通过函数曲线将函数

直观的表现出来。要准确的画出函数曲线是比较困难的，传统的采用手工描点法来作图，这

种方法作出的函数曲线图不是很精确。现在很多老师在课堂上通过计算机来作图，但是计

算机画出的图纸一般没有反映作图的过程，无法让学生能够对函数曲线的实质涵义有深刻

的理解，而且要通过投影机才能给大家看，操作也比较麻烦。因此，如何做出精确的函数曲

线，就需要制作各类函数的专用作图工具。

[0003] 并且，现有的曲线绘图方法主要是在电脑上完成，实际生活中往往会出现需要绘

出标准圆锥曲线、却又不方便携带电脑的场合。例如在装修过程或现场绘图过程中，无法采

用电脑制图。并且人们DIY制作越来越多，要求DIY制作的产品越来越漂亮，这样也需要比较

精确的画出所设计的函数曲线。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固定式多功能作图尺子。本发明通过L形

主尺、L形副尺的组合，可以做出不同圆形、椭圆形等形状，且通过控制旋转角度的大小，可

以调节作出不同的曲线。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固定式多功能作图尺子,包括L形主尺、L形副尺和固定

台，固定台设置L形主尺前侧，主连接尺与副连接尺可相对旋转；其特征在于：L形主尺包括

主长边作图部、两套主软尺夹持装置、主连接孔、主连接尺和固定台，其中主长边作图部与

主连接尺相互垂直，形成L形；主长边作图部上设置两套主软尺夹持装置，主软尺夹持装置

包括主支撑柱、主转杆、主夹杆；主支撑柱固定连接在主长边作图部上，主转杆一端活动连

接在主支撑柱上，主夹杆固定连接在主转杆的另一端，主夹杆垂直于主长边作图部；主连接

尺上设置主连接孔，固定台设置在主连接尺上，固定台位于主连接孔靠L形的内侧位置；固

定台包括固定连接杆、固定横杆、固定夹杆，固定连接杆固定在固定台上，固定横杆一端固

定连接在固定连接杆上，固定夹杆固定连接在固定横杆的另一端，固定横杆垂直于主连接

尺且平行于主长边作图部，固定夹杆垂直于主连接尺；L形副尺包括副长边作图部、副支撑

柱、副转杆、副夹杆、副连接孔、副连接尺，其中副长边作图部与副连接尺相互垂直，形成L

形；副长边作图部上设置两套副软尺夹持装置，副软尺夹持装置包括副支撑柱、副转杆、副

夹杆；副支撑柱固定连接在副长边作图部上，副转杆一端活动连接在副支撑柱上，副夹杆固

定连接在副转杆的另一端，副夹杆垂直于副长边作图部；副连接尺上设置副连接孔，副连接

孔与主连接孔通过活动连接将L形副尺和L形主尺连接在一起。

[0006] 根据如上所述的一种固定式多功能作图尺子,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软尺，软尺为不

锈钢刻度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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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根据如上所述的一种固定式多功能作图尺子,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调曲部，调曲部

为弧形钢片。

[0008] 根据如上所述的一种固定式多功能作图尺子,其特征在于：在主夹杆上的螺母后

侧设有空隙。

[0009] 根据如上所述的一种固定式多功能作图尺子,其特征在于：软尺通过主夹杆上的

螺母固定在主夹杆上，松懈螺母后，可从主夹杆上取下软尺；软尺通过副夹杆上的螺母固定

在副夹杆上，松懈螺母后，可从副夹杆上取下软尺；软尺通过固定夹杆上的螺母固定在固定

夹杆上，松懈螺母后，可从固定夹杆上取下软尺。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能够比较精确的画出所设计的函数曲线；其次采用常用的

尺子，便于使用者携带使用；最后结构简单，尺寸小，便于施工现场作图，且顶点曲率可以十

分方便的调整，克服了顶点曲率不变调整的不足。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主尺主意图。

[0012] 图2为副尺主意图。

[0013] 图3为固定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为主软尺夹持装置。

[0015] 图5为副软尺夹持装置。

[0016] 图6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未转动)。

[0017] 图7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转动180°画圆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8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画椭圆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标记说明：L形主尺1、主长边作图部11、主支撑柱12、主转杆13、主夹杆14、主

连接孔15、主连接尺19、L形副尺2、副长边作图部21、副支撑柱22、副转杆23、副夹杆24、副连

接孔25、副连接尺29、软尺3、固定台4、固定连接杆41、固定横杆42、固定夹杆43、调曲部44。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

[0021] 如图1至图8所示，本发明的固定式多功能作图尺子包括L形主尺1、L形副尺2和固

定台4，固定台4设置L形主尺1前侧，主连接尺19的主连接孔15与副连接尺29的副连接孔25

活动连接，连接后主连接尺19与副连接尺29可相对旋转，从而形成固定式多功能作图尺子。

[0022]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中L形主尺1包括主长边作图部11、两套主软尺夹持装置、主连

接孔15、主连接尺19和固定台4，其中主长边作图部11与主连接尺19相互垂直，形成L形。主

长边作图部11上设置两套主软尺夹持装置，主软尺夹持装置包括主支撑柱12、主转杆13、主

夹杆14。主支撑柱12固定连接在主长边作图部11上，主转杆13一端活动连接在主支撑柱12

上，主夹杆14固定连接在主转杆13的另一端，主夹杆14垂直于主长边作图部11。软尺3可通

过主夹杆14上的螺母固定在主夹杆14上，松懈螺母后，可以从主夹杆14上取下软尺3。主连

接尺19上设置主连接孔15，固定台4设置在主连接尺19上，固定台4位于主连接孔15靠L形的

内侧位置。如图3所示，固定台4包括固定连接杆41、固定横杆42、固定夹杆43。固定连接杆41

固定在固定台4上，固定横杆42一端固定连接在固定连接杆41上，固定夹杆43固定连接在固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09334309 B

4



定横杆42的另一端，固定横杆42垂直于主连接尺19且平行于主长边作图部11，固定夹杆43

垂直于主连接尺19。软尺3可通过固定夹杆43上的螺母固定在固定夹杆43上，松懈螺母后，

可以从固定夹杆43上取下软尺3。

[0023] 如图2所示，本发明中L形副尺2包括副长边作图部21、副支撑柱22、副转杆23、副夹

杆24、副连接孔25、副连接尺29，其中副长边作图部21与副连接尺29相互垂直，形成L形。副

长边作图部21上设置两套副软尺夹持装置，副软尺夹持装置包括副支撑柱22、副转杆23、副

夹杆24。副支撑柱22固定连接在副长边作图部21上，副转杆23一端活动连接在副支撑柱22

上，副夹杆24固定连接在副转杆23的另一端，副夹杆24垂直于副长边作图部21。软尺3可通

过副夹杆24上的螺母固定在副夹杆24上，松懈螺母后，可以从副夹杆24上取下软尺3。副连

接尺29上设置副连接孔25，副连接孔25与主连接孔15通过活动连接将L形副尺2和L形主尺1

连接在一起。

[0024] 本发明的软尺3可以为不锈钢刻度尺(如申请号201720114896 .5的不锈钢刻度

尺)，软尺3也可以为弹性硅胶材料制造。这样软尺3固定后，相互之间的曲线较为明显，而最

好不采用连接绳(如申请号201510943485.2中的连接绳)，因为连接绳没有弹性，不变形成

曲线。

[0025] 如图7所示，在画圆时，将L形主尺1和L形副尺2组成一个U字形，然后拉动四个主转

杆13，四个点在同一个圆周上，将软尺3固定在主夹杆14上即可画出圆。如图8所示，在画椭

圆时，旋转使L形主尺1、L形副尺2呈现一定的角度，然后再将软尺3依次固定在四个主夹杆

14和固定夹杆43上即可。在曲线固定后，绕着曲线画图即可。

[0026] 一般来说，曲线在顶点位置曲率最好，如果本发明的装置按照上述技术方案作图，

还存在顶点曲线不能较好满足要求的不足，且现有技术中，还没有如何解决该问题的技术

方案。作为本发明的又一实施方案，在固定夹杆43上设置调曲部44，如图3所示。调曲部44可

以为弧形钢片，相应的在固定夹杆43上的螺母后侧设定空隙，通过螺母压紧钢片，使钢片发

生向下的弯曲，弯曲度越大，顶点的曲率越大，从而提高作图的精确性。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09334309 B

5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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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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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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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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