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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就业指导工作用多功能讲台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讲台，具体为一种就业

指导工作用多功能讲台，不仅能让老师在户外或

没有辅助教具的室内教学，还能为其提供多种辅

助功能；拖车主体下端焊接有万向轮上端焊接有

桌板插槽和圆桶卡槽一，拖车主体上设置有牵引

绳接口，牵引绳接口内连接有牵引绳；圆桶卡槽

一内插接有小讲台，小讲台由上层圆桶、中层圆

桶、下层圆桶和桶盖构成，并通过圆桶连接柱活

动连接，再由内螺纹固定环限位固定，小讲台的

上端套接有多功能桌板，多功能桌板上设置有螺

栓插口二，多功能桌板下端面设置有圆桶卡槽

二，多功能桌板下端面设置有桌腿连接槽，桌腿

连接槽内连接有桌腿，桌腿上套接有橡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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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就业指导工作用多功能讲台，包括拖车主体(1)、圆桶卡槽一(2)、万向轮(3)、螺

栓插口一(4)、牵引绳接口(5)、牵引绳(6)、桌板插槽(7)、小讲台(8)、上层圆桶(9)、中层圆

桶(10)、下层圆桶(11)、多功能桌板(12)、螺栓插口二(13)、圆桶连接柱(14)、连接柱插口一

(15)、限位滑片(16)、连接柱底座(17)、内螺纹固定环(18)、桌腿连接槽(19)、桌腿(20)、圆

桶卡槽二(21)、橡胶套(22)、桶盖(23)、连接柱插口二(24)和写字板(25)；其特征在于：所述

拖车主体(1)为长方体结构，拖车主体(1)下端面的四个角上均焊接有万向轮(3)，拖车主体

(1)上端面中部焊接有桌板插槽(7)，所述桌板插槽(7)上横向贯穿设置有两对螺栓插口一

(4)，拖车主体(1)上端面桌板插槽(7)的左右两侧相对称的焊接有两个圆桶卡槽一(2)，拖

车主体(1)上端面左右两侧中部相对称的贯穿设置有牵引绳接口(5)，所述牵引绳接口(5)

内缠绕连接有牵引绳(6)；所述圆桶卡槽一(2)内插接有小讲台(8)，所述小讲台(8)为圆柱

体结构，小讲台(8)由上层圆桶(9)、中层圆桶(10)、下层圆桶(11)和桶盖(23)构成，并通过

圆桶连接柱(14)活动连接，再由内螺纹固定环(18)限位固定，所述下层圆桶(11)为内部中

空上端开口的圆柱型结构，下层圆桶(11)内底部一侧固定连接设置有连接柱底座(17)，所

述连接柱底座(17)为内螺纹结构，连接柱底座(17)内螺纹连接有圆桶连接柱(14)，所述圆

桶连接柱(14)的上下两端均为外螺纹结构，圆桶连接柱(14)的下端连接在连接柱底座(17)

内，上端螺纹连接有内螺纹固定环(18)，下层圆桶(11)的上方设置有中层圆桶(10)，所述中

层圆桶(10)为内部中空上端开口的圆柱型结构，中层圆桶(10)内底部一侧贯穿设置有连接

柱插口一(15)，中层圆桶(10)通过连接柱插口一(15)套接在圆桶连接柱(14)上并叠放在下

层圆桶(11)上，中层圆桶(10)的上方叠放有上层圆桶(9)，所述上层圆桶(9)为内部中空上

端开口的圆柱型结构，上层圆桶(9)内底部一侧贯穿设置有连接柱插口二(24)，上层圆桶

(9)通过连接柱插口二(24)套接在圆桶连接柱(14)上，并通过内螺纹固定环(18)与圆桶连

接柱(14)上端螺纹连接将其限位固定，上层圆桶(9)的上端面扣接有桶盖(23)；所述小讲台

(8)的上端套接有多功能桌板(12)，所述多功能桌板(12)为长方体结构，多功能桌板(12)上

端面的左右两侧相对称的贯穿设置有两对螺栓插口二(13)，多功能桌板(12)下端面的左右

两侧相对应圆桶卡槽一(2)的位置，设置有两个圆桶卡槽二(21)，所述圆桶卡槽二(21)与多

功能桌板(12)固定连接，多功能桌板(12)下端面的四个角上均固定连接设置有桌腿连接槽

(19)，所述桌腿连接槽(19)为内螺纹结构，桌腿连接槽(19)内螺纹连接有桌腿(20)，所述桌

腿(20)上套接有橡胶套(2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就业指导工作用多功能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层圆桶

(10)外侧桶壁的上下两侧铆接有多个限位滑片(1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就业指导工作用多功能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桌腿(20)

的一端为外螺纹结构另一端为内螺纹结构，桌腿(20)的外螺纹一端螺纹连接在桌腿连接槽

(19)内，桌腿(20)的内螺纹结构一端套接有橡胶套(22)；所述桌腿(20)为多个。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就业指导工作用多功能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牵引绳接

口(5)位于圆桶卡槽一(2)的外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就业指导工作用多功能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桌腿连接

槽(19)位于圆桶卡槽二(21)与螺栓插口二(13)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就业指导工作用多功能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层圆桶

(11)的高度大于中层圆桶(10)的高度，所述中层圆桶(10)的高度的高度大于上层圆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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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就业指导工作用多功能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栓插口

一(4)与螺栓插口二(13)面积相等；所述连接柱插口一(15)与连接柱插口二(24)大小相等。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就业指导工作用多功能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功能桌

板(12)的上端面粘接有写字板(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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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就业指导工作用多功能讲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讲台，具体为一种就业指导工作用多功能讲台，属于教学指

导用具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就业指导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大类。狭义的就业指导，是给要求就业的劳动者传

递就业信息，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沟通的桥梁。广义的就业指导，则包括预测要求就业的劳

动力资源，社会需求量，汇集、传递就业信息，培养劳动技能，组织劳动力市场以及推荐、介

绍、组织招聘等与就业有关的综合性社会咨询、服务活动。所以就业指导工作中要经常进行

授课与演讲，特别是就业指导工作经常需要进入基层向民众授课演讲，所以日常的就业指

导工作中特别需要一个便于移动使用的讲台。现有的讲台设计比较固定，不能拆卸，不便移

动，且功能比较单一，运用不灵活，大多仅应用在室内与其它教具配合使用。如果要在室外

授课，或一个没有黑板和桌椅板凳等辅助教具的室内教学，现有讲台的功能就有了局限性，

并且运送起来也很麻烦，会直接影响到授课效率及效果。特别是长时间在户外授课时，教师

或学生可能产生饥饿和劳累的情况，这时因为环境与条件的制约，就没有用来休息吃饭用

的凳子和桌子与床等。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就业指导工作用多功能讲台，以解决上述背景技

术中提出的问题，不仅能让老师在户外或没有辅助教具的室内教学，还能为其提供多种辅

助功能，便于移动，可拆卸，具备收纳性，多种环境下都可以应用，提升教学效率与教学效

果。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就业指导工作用多功能讲

台，包括拖车主体、圆桶卡槽一、万向轮、螺栓插口一、牵引绳接口、牵引绳、桌板插槽、小讲

台、上层圆桶、中层圆桶、下层圆桶、多功能桌板、螺栓插口二、圆桶连接柱、连接柱插口一、

限位滑片、连接柱底座、内螺纹固定环、桌腿连接槽、桌腿、圆桶卡槽二、橡胶套、桶盖、连接

柱插口二和写字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拖车主体为长方体结构，拖车主体下端面的四个角上

均焊接有万向轮，拖车主体上端面中部焊接有桌板插槽，所述桌板插槽上横向贯穿设置有

两对螺栓插口一，拖车主体上端面桌板插槽的左右两侧相对称的焊接有两个圆桶卡槽一，

拖车主体上端面左右两侧中部相对称的贯穿设置有牵引绳接口，所述牵引绳接口内缠绕连

接有牵引绳；所述圆桶卡槽一内插接有小讲台，所述小讲台为圆柱体结构，小讲台由上层圆

桶、中层圆桶、下层圆桶和桶盖构成，并通过圆桶连接柱活动连接，再由内螺纹固定环限位

固定，所述下层圆桶为内部中空上端开口的圆柱型结构，下层圆桶内底部一侧固定连接设

置有连接柱底座，所述连接柱底座为内螺纹结构，连接柱底座内螺纹连接有圆桶连接柱，所

述圆桶连接柱的上下两端均为外螺纹结构，圆桶连接柱的下端连接在连接柱底座内，上端

螺纹连接有内螺纹固定环，下层圆桶的上方设置有中层圆桶，所述中层圆桶为内部中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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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开口的圆柱型结构，中层圆桶内底部一侧贯穿设置有连接柱插口一，中层圆桶通过连接

柱插口一套接在圆桶连接柱上并叠放在下层圆桶上，中层圆桶的上方叠放有上层圆桶，所

述上层圆桶为内部中空上端开口的圆柱型结构，上层圆桶内底部一侧贯穿设置有连接柱插

口二，上层圆桶通过连接柱插口二套接在圆桶连接柱上，并通过内螺纹固定环与圆桶连接

柱上端螺纹连接将其限位固定，上层圆桶的上端面扣接有桶盖；所述小讲台的上端套接有

多功能桌板，所述多功能桌板为长方体结构，多功能桌板上端面的左右两侧相对称的贯穿

设置有两对螺栓插口二，多功能桌板下端面的左右两侧相对应圆桶卡槽一的位置，设置有

两个圆桶卡槽二，所述圆桶卡槽二与多功能桌板固定连接，多功能桌板下端面的四个角上

均固定连接设置有桌腿连接槽，所述桌腿连接槽为内螺纹结构，桌腿连接槽内螺纹连接有

桌腿，所述桌腿上套接有橡胶套。

[0005] 优选的，所述中层圆桶外侧桶壁的上下两侧铆接有多个限位滑片。

[0006] 优选的，所述桌腿的一端为外螺纹结构另一端为内螺纹结构，桌腿的外螺纹一端

螺纹连接在桌腿连接槽内，桌腿的内螺纹结构一端套接有橡胶套；所述桌腿为多个。

[0007] 优选的，所述牵引绳接口位于圆桶卡槽一的外侧。

[0008] 优选的，所述桌腿连接槽位于圆桶卡槽二与螺栓插口二之间。

[0009] 优选的，所述下层圆桶的高度大于中层圆桶的高度，所述中层圆桶的高度的高度

大于上层圆桶的高度。

[0010] 优选的，所述螺栓插口一与螺栓插口二面积相等；所述连接柱插口一与连接柱插

口二大小相等。

[0011] 优选的，所述多功能桌板的上端面粘接有写字板。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3] 1 .本实用新型便于移动，可拆卸组装，便于运输储存，可单独当做讲台使用，同时

具备多种功能，与传统讲台相比较，本实用新型的应用范围与应用场地更广泛，操作简单，

实用性更强。

[0014] 2.本实用新型的小讲台由上层圆桶与中层圆桶和下层圆桶，通过圆桶连接柱活动

连接构成，这三层圆桶以圆桶连接柱为轴心形成了下层圆桶固定不动，中层圆桶与上层圆

桶可左右转动的特殊结构，并且每层之间都有互相辅助支撑的效果，因为三层圆桶均为内

部中空的结构，所以通过转动中层圆桶就可以漏出下层圆桶的内部空间，转动上层圆桶就

可以漏出中层圆桶的内部空间，打开多功能桌板和桶盖就可以漏出上层圆桶的空间，这样

每层圆桶内部都可以存放物品，可以放置教学材料，教具与衣物等，特别是与拖车主体配合

使用时可以达到一个移动储物柜的效果，防尘防晒还具备一定的遮风挡雨的效果，特别适

合用在户外教学，结构设置巧妙，具备新颖性，合理充分的利用了空间，使用方便，功能性

强。

[0015] 3.本实用新型的两个小讲台不仅对多功能桌板起到支撑作用，还均可单独拿出作

为一个小型的讲台使用，桶盖就是小讲台的桌面，且两个小讲台均可拆卸，将圆桶连接柱与

内螺纹固定环拧下来，每层圆桶单独拿出来底部朝上，开口面朝下放置就可以作为圆形凳

子使用，户外教学劳累时可用来休息，此设计具人性化，应用灵活，操作简便，增强功能性，

极具新颖性。

[0016] 4.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桌板的桌面粘接有可反复擦拭写字的写字板，多功能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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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作为讲台桌面使用，还可以单独拿下来与桌腿连接成为一个小桌子使用，特别与

做为凳子用的圆桶配合使用时可以让教师和学生有休息和吃饭及一起做题写字的地方。方

便教学，应用范围广，实用性强。

[0017] 5.本实用新型的桶盖不仅可以作为小讲台的桌面，还对上层圆桶内的物品起到一

定的保护作用，桶盖拿下来还可以作为一个垫板写字用，天热时还可以防止中暑作为一个

扇子扇风使用，设计简单巧妙，应用范围广，增强功能性与安全性。

[0018] 6.本实用新型的拖车主体与万向轮和牵引绳的配合使用，可以形成一个小拖车，

小拖车既可以单独用作运送物品，还可以与小讲台与多功能桌板等配合使用。将两个小讲

台取下，拖车主体上的桌板插槽内可以插接多功能桌板，将多功能桌板纵向插接在桌板插

槽内，对齐螺栓插口一与螺栓插口二，通过螺栓与螺母将其穿插固定，这样多功能桌板的桌

面与拖车主体就形成了一个稳固的立式写字板结构，不仅可以在没有黑板的环境下教学，

还以使写字板通过小拖车自由移动。拖车主体左右两侧的牵引绳接口用来连接牵引绳，使

用者可以通过牵引绳来移动小车，省时省力，功能性强，提升教学效率与授课效果，实用效

果好。

[0019] 7.本实用新型的中层圆桶上的限位滑片通过用手左右转动，可对中层圆桶和上层

圆桶起到一个固定限位的作用，转动后限位滑片分别卡在上层圆桶与下层圆桶外侧，让中

层圆通和上层圆桶不能随意转动，保护了桶内物品不会露出，增强了安全性与稳固性。

[0020] 8.本实用新型的单个桌腿高度与上层圆桶高度相同，将四个桌腿连接在多功能桌

板的下方，再将两个上层圆桶分别单独放在圆桶卡槽二内，这样就形成了一张结构稳固的

矮床，教师或学生过度劳累，或在户外遇到中暑生病等情况可用作临时休息。还可以将两个

上层圆桶分别放在拖车主体上的两个圆桶卡槽一内，再将多功能桌板通过两个圆桶卡槽二

套接在两个上层圆桶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可移动的简易床，遇到学生受伤或突发危险疾

病时可用作运送病人，再通过其他同学的辅助抬送，多功能桌板也可成为一个简易的担架

便于及时保护并移送救助病人，此设计极具人性化，实用性极强，同时具备新颖性与创造

性，不仅增强了功能性与稳固性，还可以缓解疲劳，对使用者的人身安全有一定的救护作

用。

[0021] 9.本实用新型的桌腿数量为多个，每个桌腿的外螺纹结构一端可与另一个桌腿的

内螺纹结构一端连接，这样在使用时通过增减连接桌腿的数量来起到调节桌子高矮的作

用，并且将多个桌腿互相连接后也可以单独作为教鞭使用。增强功能性，应用范围广，方便

实用。

[0022] 10.本实用新型的橡胶套用来保护桌腿内螺纹结构一端，防止其磨损或内部进入

杂物影响使用效果，并对作为桌子和矮床使用的多功能桌板起到缓冲作用，具备安全与防

护功能，实用性强。

[0023] 11.本实用新型的拖车主体上端面中部焊接有桌板插槽,采用金属钢板焊接，根据

使用需求可增加金属钢板的高度和厚度用来提高桌板插槽的稳固性，操作灵活、使用方便。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小讲台展开后的透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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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3本实用新型中的多功能桌板与拖车主体连接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的圆桶连接柱与内螺纹固定环连接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的多功能桌板做为小桌子与三层圆桶做为凳子配合使用时的

结构示意图；

[0029]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中的多功能桌板与两个上层圆桶作为床配合使用时的结构示意

图；

[0030]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的下层圆桶透视结构示意图；

[0031] 图8为本实用新型中的橡胶套结构示意图；

[0032] 图9为本实用新型中的桶盖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0为本实用新型中的桌腿结构透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根据说明书附图1-图10所示，本实用新型为一种就业指导工作用多功能讲台，包

括拖车主体1、圆桶卡槽一2、万向轮3、螺栓插口一4、牵引绳接口5、牵引绳6、桌板插槽7、小

讲台8、上层圆桶9、中层圆桶10、下层圆桶11、多功能桌板12、螺栓插口二13、圆桶连接柱14、

连接柱插口一15、限位滑片16、连接柱底座17、内螺纹固定环18、桌腿连接槽19、桌腿20、圆

桶卡槽二21、橡胶套22、桶盖23、连接柱插口二24和写字板25；所述拖车主体1为长方体结

构，拖车主体1下端面的四个角上均焊接有万向轮3，拖车主体1上端面中部焊接有桌板插槽

7，所述桌板插槽7上横向贯穿设置有两对螺栓插口一4，拖车主体1上端面桌板插槽7的左右

两侧相对称的焊接有两个圆桶卡槽一2，拖车主体1上端面左右两侧中部相对称的贯穿设置

有牵引绳接口5，所述牵引绳接口5内缠绕连接有牵引绳6；所述圆桶卡槽一2内插接有小讲

台8，所述小讲台8为圆柱体结构，小讲台8由上层圆桶9、中层圆桶10、下层圆桶11和桶盖23

构成，并通过圆桶连接柱14活动连接，再由内螺纹固定环18限位固定，所述下层圆桶11为内

部中空上端开口的圆柱型结构，下层圆桶11内底部一侧固定连接设置有连接柱底座17，所

述连接柱底座17为内螺纹结构，连接柱底座17内螺纹连接有圆桶连接柱14，所述圆桶连接

柱14的上下两端均为外螺纹结构，圆桶连接柱14的下端连接在连接柱底座17内，上端螺纹

连接有内螺纹固定环18，下层圆桶11的上方设置有中层圆桶10，所述中层圆桶10为内部中

空上端开口的圆柱型结构，中层圆桶10内底部一侧贯穿设置有连接柱插口一15，中层圆桶

10通过连接柱插口一15套接在圆桶连接柱14上并叠放在下层圆桶11上，中层圆桶10的上方

叠放有上层圆桶9，所述上层圆桶9为内部中空上端开口的圆柱型结构，上层圆桶9内底部一

侧贯穿设置有连接柱插口二24，上层圆桶9通过连接柱插口二24套接在圆桶连接柱14上，并

通过内螺纹固定环18与圆桶连接柱14上端螺纹连接将其限位固定，上层圆桶9的上端面扣

接有桶盖23；所述小讲台8的上端套接有多功能桌板12，所述多功能桌板12为长方体结构，

多功能桌板12上端面的左右两侧相对称的贯穿设置有两对螺栓插口二13，多功能桌板12下

端面的左右两侧相对应圆桶卡槽一2的位置，设置有两个圆桶卡槽二21，所述圆桶卡槽二21

与多功能桌板12固定连接，多功能桌板12下端面的四个角上均固定连接设置有桌腿连接槽

19，所述桌腿连接槽19为内螺纹结构，桌腿连接槽19内螺纹连接有桌腿20，所述桌腿20上套

接有橡胶套22。

[0035] 值得注意的是：所述中层圆桶10外侧桶壁的上下两侧铆接有多个限位滑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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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值得注意的是：所述桌腿20的一端为外螺纹结构另一端为内螺纹结构，桌腿20的

外螺纹一端螺纹连接在桌腿连接槽19内，桌腿20的内螺纹结构一端套接有橡胶套22；所述

桌腿20为多个。

[0037] 值得注意的是：所述牵引绳接口5位于圆桶卡槽一2的外侧。

[0038] 值得注意的是：所述桌腿连接槽19位于圆桶卡槽二21与螺栓插口二13之间。

[0039] 值得注意的是：所述下层圆桶11的高度大于中层圆桶10的高度，所述中层圆桶10

的高度的高度大于上层圆桶9的高度。

[0040] 值得注意的是：所述螺栓插口一4与螺栓插口二13面积相等；所述连接柱插口一15

与连接柱插口二24大小相等。

[0041] 值得注意的是：所述多功能桌板12的上端面粘接有写字板25。

[0042] 工作原理：本实用新型从下至上由拖车主体1和两个小讲台8与多功能桌板12这几

个主要部件组成，它们可配合一体作为可移动的大讲台使用，也可拆卸开每个单独使用。其

中拖车主体1上的两个圆桶卡槽一2内分别套接有小讲台8，两个小讲台8上端通过圆桶卡槽

二21套接有多功能桌板12；拖车主体1与万向轮3和牵引绳6的配合使用，可以形成一个小拖

车，拖车主体1左右两侧的牵引绳接口5用来连接牵引绳6，使用者可以通过牵引绳6来移动

小车。小讲台由上层圆桶9与中层圆桶10和下层圆桶11通过圆桶连接柱14活动连接构成，这

三层圆桶以圆桶连接柱14为轴心形成了下层圆桶11固定不动，中层圆桶10与上层圆桶9可

左右转动的特殊结构，并且每层之间都有互相辅助支撑的效果，因为三层圆桶内均为中空

的结构，所以通过转动中层圆桶10就可以漏出下层圆桶11的内部空间，转动上层圆桶9就可

以漏出中层圆桶10的内部空间，打开多功能桌板12和桶盖23就可以漏出上层圆桶9的空间，

这样每层圆桶内部都可以存放物品；中层圆桶10上的限位滑片16通过用手左右转动对中层

圆桶10和上层圆桶9起到一个固定限位的作用，转动后限位滑片16分别卡在上层圆桶9与下

层圆桶11外侧，让中层圆通10和上层圆桶9不能随意转动。两个小讲台8不仅对多功能桌板

12起到支撑作用，还均可单独拿出作为一个小型的讲台使用，桶盖23就是小讲台的桌面，且

两个小讲台8均可拆卸，将圆桶连接柱14与内螺纹固定环18拧下来，每层圆桶单独拿出来底

部朝上，开口面朝下放置就可以作为圆形凳子使用。多功能桌板12的桌面粘接有写字板，多

功能桌板12不仅可以作为讲台桌面使用，还可以单独拿下来与桌腿20连接成为一个小桌子

使用；本实用新型的桌腿20高度与上层圆桶9高度相同，每个桌腿20的外螺纹结构一端可与

另一个桌腿20的内螺纹结构一端连接，这样在使用时通过增减连接桌腿20的数量来起到调

节桌子高矮的作用，并且将多个桌腿20互相连接后也可以单独作为教鞭使用，桌腿20上的

橡胶套22用来保护桌腿20内螺纹结构一端，防止其磨损或内部进入杂物影响使用效果，并

对作为桌子和矮床使用的多功能桌板12起到缓冲作用。将四个桌腿20分别连接在多功能桌

板12的下方，再将两个上层圆桶9分别单独放在圆桶卡槽二21内，这样就形成了一张结构稳

固的矮床，还可以将两个上层圆桶9分别放在拖车主体1上的两个圆桶卡槽一2内，再将多功

能桌板12通过两个圆桶卡槽二21套接在两个上层圆桶9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可移动的简

易床，多功能桌板12也可单独成为一个简易的担架使用。将两个小讲台8取下，拖车主体1上

的桌板插槽7内可以插接多功能桌板12，将多功能桌板12纵向插接在桌板插槽7内，对齐螺

栓插口一4与螺栓插口二13，通过螺栓与螺母将其穿插固定，这样多功能桌板12的桌面与拖

车主体1就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可移动的立式写字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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