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109542.8

(22)申请日 2020.02.22

(71)申请人 烟台鲁达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

地址 264001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隆中路

12号山东蓝色创客基地208室

(72)发明人 姜文啸　

(74)专利代理机构 东营双桥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37107

代理人 王景洲

(51)Int.Cl.

F16M 11/12(2006.01)

F16M 11/18(2006.01)

F16M 11/42(2006.01)

G09B 5/06(2006.01)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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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智慧教育的基于现场的互

动教学装置，涉及智慧教育技术领域，以解决在

大学教学中或者大型课堂教学中，由于人员较

多，致使在角落或者后排的同学无法或者比较困

难观看黑板进行学习，也难以构成与老师的互动

交流，此外，有些地区由于条件的限制，难以每人

都配备一台多媒体设备，因此也难以进行相应的

教学的问题，包括电动车托；所述电动车托的前

端内部内置有微处理器。本发明中由于置物机构

的中部固定放置有置物盒，其置物盒左侧和右侧

的置物机构为门状把手结构，其置物盒可盛放学

生的作业和讲义使用，减少学生和老师的课堂走

动，避免破坏课堂学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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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慧教育的基于现场的互动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智慧教育的基于现场的

互动教学装置包括电动车托（1）；所述电动车托（1）的前端内部内置有微处理器（2）；所述电

动车托（1）顶部平面的前端固定安装有置物机构（3）；所述电动车托（1）顶部平面后端垂直

向上固定安装有旋转电机（4）；所述旋转电机（4）的上端转动安装有连接架（5）；所述连接架

（5）的上端垂直安装有横向的展示装置（6）；所述展示装置（6）的中部转动安装有纵向的电

动伸缩缸（7）；

所述微处理器（2）包括摄像头（201）和无线传输模块（202），所述微处理器（2）外壳的前

端对称安装有两个摄像头（201），其摄像头（201）与微处理器（2）通过电性相连接，所述微处

理器（2）中内置有无线传输模块（202），而无线传输模块（202）则通过无线传输与教师端的

客户端相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智慧教育的基于现场的互动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置物机构

（3）包括置物盒（301），所述置物机构（3）的中部固定放置有置物盒（301），其置物盒（301）左

侧和右侧的置物机构（3）为门状把手结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智慧教育的基于现场的互动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电机

（4）包括引导环槽（401），所述旋转电机（4）的顶部壳体中开设有环形的引导环槽（401）。

4.如权利要求1所述智慧教育的基于现场的互动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架

（5）包括音响（501）和引导柱（502），所述连接架（5）整体呈L状结构，所述连接架（5）的水平

台上固定安装有音响（501），其音响（501）与微处理器（2）通过电性相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或4所述智慧教育的基于现场的互动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

架（5）包括引导柱（502），所述连接架（5）的底部平面上呈环形阵列垂直向下设置有六个引

导柱（502），其引导柱（502）的下端为球状结构，且引导柱（502）与引导环槽（401）位置相适

应。

6.如权利要求1所述智慧教育的基于现场的互动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展示装置

（6）包括耳座（601）、前支脚（602）、后支脚（603）、连接体（604）、拉簧（605）和显示器（606），

所述展示装置（6）前端侧壁的左端和右端分别对称安装有Y状的耳座（601），所述耳座（601）

的后端通过销轴转动连接有连接体（604），其连接体（604）的前端通过销轴与前支脚（602）

上端转动相连接，而耳座（601）的上端则通过销轴转动连接有后支脚（603），所述后支脚

（603）和前支脚（602）的下端分别固定安装在显示器（606）的背部平面两端，共同构成V状结

构，所述后支脚（603）和前支脚（602）之间的连接体（604）上连接有拉簧（605），其拉簧（605）

的另一端与耳座（601）的下支脚固定相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智慧教育的基于现场的互动教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伸缩

缸（7）的两端分别通过销轴转动连接在展示装置（6）横梁和显示器（606）的背部侧壁上，而

电动伸缩缸（7）与显示器（606）相连接的位置高于前支脚（602）与显示器（606）相连接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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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慧教育的基于现场的互动教学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慧教育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特别涉及一种智慧教育的基于现场

的互动教学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当下也流行起来一部分

互动教学装置，如专利申请书CN201711160165.5中一种大学英语互动教学装置，包括互动

教学装置外壳、把手和锂电池，所述互动教学装置外壳的前表壁安装有可触摸LED显示器，

所述互动教学装置外壳的前表面安装有视力检测器和控制按键，所述互动教学装置外壳的

顶部安装有信号接收器，且互动教学装置外壳的后方安装有吸盘，所述互动教学装置外壳

的内部安装有电路控制板，所述电路控制板的右侧设有ARM处理器和信息存储器，且ARM处

理器位于信息存储器的下方，所述锂电池安装在电路控制板的左侧。本发明，通过信号接收

器可以与计算机多媒体进行连接，将老师上课的内容反馈到可触摸LED显示器上，实现了英

语教学互动的情况，提高了英语学习的效率。

[0003] 在大学教学中或者大型课堂教学中，由于人员较多，致使在角落或者后排的同学

无法或者比较困难观看黑板进行学习，也难以构成与老师的互动交流，此外，有些地区由于

条件的限制，难以每人都配备一台多媒体设备，因此也难以进行相应的教学。

[0004] 于是，有鉴于此，针对现有的结构及缺失予以研究改良，提供一种智慧教育的基于

现场的互动教学装置，以期达到更具有更加实用价值性的目的。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智慧教育的基于现场的互动教学装置，

以解决在大学教学中或者大型课堂教学中，由于人员较多，致使在角落或者后排的同学无

法或者比较困难观看黑板进行学习，也难以构成与老师的互动交流，此外，有些地区由于条

件的限制，难以每人都配备一台多媒体设备，因此也难以进行相应的教学的问题。

[0006] 本发明智慧教育的基于现场的互动教学装置的目的与功效，由以下具体技术手段

所达成：

一种智慧教育的基于现场的互动教学装置，包括电动车托；所述电动车托的前端内部

内置有微处理器；所述电动车托顶部平面的前端固定安装有置物机构；所述电动车托顶部

平面后端垂直向上固定安装有旋转电机；所述旋转电机的上端转动安装有连接架；所述连

接架的上端垂直安装有横向的展示装置；所述展示装置的中部转动安装有纵向的电动伸缩

缸；

[0007] 所述微处理器包括摄像头和无线传输模块，所述微处理器外壳的前端对称安装有

两个摄像头，其摄像头与微处理器通过电性相连接，所述微处理器中内置有无线传输模块，

而无线传输模块则通过无线传输与教师端的客户端相连接。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置物机构包括置物盒，所述置物机构的中部固定放置有置物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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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物盒左侧和右侧的置物机构为门状把手结构。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旋转电机包括引导环槽，所述旋转电机的顶部壳体中开设有环形

的引导环槽。

[0010]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架包括音响和引导柱，所述连接架整体呈L状结构，所述连接

架的水平台上固定安装有音响，其音响与微处理器通过电性相连接。

[0011]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架包括引导柱，所述连接架的底部平面上呈环形阵列垂直向

下设置有六个引导柱，其引导柱的下端为球状结构，且引导柱与引导环槽位置相适应。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展示装置包括耳座、前支脚、后支脚、连接体、拉簧和显示器，所述

展示装置前端侧壁的左端和右端分别对称安装有Y状的耳座，所述耳座的后端通过销轴转

动连接有连接体，其连接体的前端通过销轴与前支脚上端转动相连接，而耳座的上端则通

过销轴转动连接有后支脚，所述后支脚和前支脚的下端分别固定安装在显示器的背部平面

两端，共同构成V状结构，所述后支脚和前支脚之间的连接体上连接有拉簧，其拉簧的另一

端与耳座的下支脚固定相连接。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电动伸缩缸的两端分别通过销轴转动连接在展示装置横梁和显示

器的背部侧壁上，而电动伸缩缸与显示器相连接的位置高于前支脚与显示器相连接的位

置。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由于置物机构的中部固定放置有置物盒，其置物盒左侧和右侧的置物机构为门状把手

结构，其置物盒可盛放学生的作业和讲义使用，减少学生和老师的课堂走动，避免破坏课堂

学习氛围。

[0015] 由于旋转电机的顶部壳体中开设有环形的引导环槽，可通过旋转电机控制其上的

部分进行旋转，以便于各个位置的学生都能够方便看到，其中，接架的底部平面上呈环形阵

列垂直向下设置有六个引导柱，其引导柱的下端为球状结构，且引导柱与引导环槽位置相

适应，可配合旋转电机进行转动。

[0016] 由于展示装置前端侧壁的左端和右端分别对称安装有Y状的耳座，耳座的后端通

过销轴转动连接有连接体，其连接体的前端通过销轴与前支脚上端转动相连接，而耳座的

上端则通过销轴转动连接有后支脚，后支脚和前支脚的下端分别固定安装在显示器的背部

平面两端，共同构成V状结构，后支脚和前支脚之间的连接体上连接有拉簧，其拉簧的另一

端与耳座的下支脚固定相连接，使得展示装置可配合电动伸缩缸进行角度调整，以便于使

得近处的学生和远处的学生都能够看到，该装置可单独放置在教室内黑板的两端，或者放

置在教室的中部位置，以便于后方的同学也能够看到所教授的内容。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右前上方轴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的图1中放大部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的左后上方轴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发明的右前下方轴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的右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是本发明的旋转电机和连接架部分相分离状态上轴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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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7是本发明的旋转电机和连接架部分相分离状态下轴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8是本发明的系统结构框图。

[0025] 图中，部件名称与附图编号的对应关系为：

1、电动车托；2、微处理器；201、摄像头；202、无线传输模块；3、置物机构；301、置物盒；

4、旋转电机；401、引导环槽；5、连接架；501、音响；502、引导柱；6、展示装置；601、耳座；602、

前支脚；603、后支脚；604、连接体；605、拉簧；606、显示器；7、电动伸缩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例用于

说明本发明，但不能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7]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除非另有说明，“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术语“上”、

“下”、“左”、“右”、“内”、“外”、“前端”、“后端”、“头部”、“尾部”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

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

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

本发明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第三”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

暗示相对重要性。

[0028]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相连”、“连

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

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对于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29] 实施例：

如附图1至附图8所示：

本发明提供一种智慧教育的基于现场的互动教学装置，包括电动车托1；电动车托1的

前端内部内置有微处理器2；电动车托1顶部平面的前端固定安装有置物机构3；电动车托1

顶部平面后端垂直向上固定安装有旋转电机4；旋转电机4的上端转动安装有连接架5；连接

架5的上端垂直安装有横向的展示装置6；展示装置6的中部转动安装有纵向的电动伸缩缸

7；

微处理器2包括摄像头201和无线传输模块202，微处理器2外壳的前端对称安装有两个

摄像头201，其摄像头201与微处理器2通过电性相连接，微处理器2中内置有无线传输模块

202，而无线传输模块202则通过无线传输与教师端的客户端相连接。

[0030] 置物机构3包括置物盒301，置物机构3的中部固定放置有置物盒301，其置物盒301

左侧和右侧的置物机构3为门状把手结构，其置物盒301可盛放学生的作业和讲义使用，减

少学生和老师的课堂走动，避免破坏课堂学习氛围。

[0031] 其中，旋转电机4包括引导环槽401，旋转电机4的顶部壳体中开设有环形的引导环

槽401，可通过旋转电机4控制其上的部分进行旋转，以便于各个位置的学生都能够方便看

到。

[0032] 其中，连接架5包括音响501和引导柱502，连接架5整体呈L状结构，连接架5的水平

台上固定安装有音响501，其音响501与微处理器2通过电性相连接。

[0033] 其中，连接架5包括引导柱502，连接架5的底部平面上呈环形阵列垂直向下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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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引导柱502，其引导柱502的下端为球状结构，且引导柱502与引导环槽401位置相适应，

可配合旋转电机4进行转动。

[0034] 其中，展示装置6包括耳座601、前支脚602、后支脚603、连接体604、拉簧605和显示

器606，展示装置6前端侧壁的左端和右端分别对称安装有Y状的耳座601，耳座601的后端通

过销轴转动连接有连接体604，其连接体604的前端通过销轴与前支脚602上端转动相连接，

而耳座601的上端则通过销轴转动连接有后支脚603，后支脚603和前支脚602的下端分别固

定安装在显示器606的背部平面两端，共同构成V状结构，后支脚603和前支脚602之间的连

接体604上连接有拉簧605，其拉簧605的另一端与耳座601的下支脚固定相连接，使得展示

装置6可配合电动伸缩缸7进行角度调整，以便于使得近处的学生和远处的学生都能够看

到。

[0035] 其中，电动伸缩缸7的两端分别通过销轴转动连接在展示装置6横梁和显示器606

的背部侧壁上，而电动伸缩缸7与显示器606相连接的位置高于前支脚602与显示器606相连

接的位置，便于复位。

[0036]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

本发明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置物机构3的中部固定放置有置物盒301，其置物盒301左侧

和右侧的置物机构3为门状把手结构，其置物盒301可盛放学生的作业和讲义使用，减少学

生和老师的课堂走动，避免破坏课堂学习氛围，而旋转电机4的顶部壳体中开设有环形的引

导环槽401，可通过旋转电机4控制其上的部分进行旋转，以便于各个位置的学生都能够方

便看到，其中，接架5的底部平面上呈环形阵列垂直向下设置有六个引导柱502，其引导柱

502的下端为球状结构，且引导柱502与引导环槽401位置相适应，可配合旋转电机4进行转

动；

此外，由于展示装置6前端侧壁的左端和右端分别对称安装有Y状的耳座601，耳座601

的后端通过销轴转动连接有连接体604，其连接体604的前端通过销轴与前支脚602上端转

动相连接，而耳座601的上端则通过销轴转动连接有后支脚603，后支脚603和前支脚602的

下端分别固定安装在显示器606的背部平面两端，共同构成V状结构，后支脚603和前支脚

602之间的连接体604上连接有拉簧605，其拉簧605的另一端与耳座601的下支脚固定相连

接，使得展示装置6可配合电动伸缩缸7进行角度调整，以便于使得近处的学生和远处的学

生都能够看到，该装置可单独放置在教室内黑板的两端，或者放置在教室的中部位置，以便

于后方的同学也能够看到所教授的内容。

[0037] 本发明的实施例是为了示例和描述起见而给出的，而并不是无遗漏的或者将本发

明限于所公开的形式。很多修改和变化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选

择和描述实施例是为了更好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和实际应用，并且使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能够理解本发明从而设计适于特定用途的带有各种修改的各种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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