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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调节餐桌，包括桌台、

支撑件、茶盘、电磁炉、驱动电机及固定台，桌台

包括转动台及八操作件，转动台设有八卡扣槽，

转动台转动连接于支撑件，每一操作件包括本体

及卡扣件，卡扣件滑动安装于本体，卡扣件卡扣

于卡扣槽，本体设有第一固定槽、第二固定槽、第

三固定槽、第四固定槽及第五固定槽，支撑件包

括主体及环形卡台，环形卡台卡扣于主体中部，

茶盘卡扣固定于桌台，固定台固定于支撑件，驱

动电机与电磁炉固定连接并带动电磁炉相对于

支撑件移动，茶盘位于电磁炉正上方。上菜时，菜

置于转动台上，当用餐人使用时，滑动卡扣件卡

扣于卡扣槽使转动台停止转动，用餐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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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节餐桌，包括桌台、支撑件、茶盘、电磁炉、驱动电机、固定台及主动控制结

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桌台包括转动台及八操作件，所述转动台设有八卡扣槽，所述转动台

转动连接于所述支撑件，每一所述操作件包括本体及卡扣件，所述卡扣件滑动安装于所述

本体，所述卡扣件卡扣于所述卡扣槽，所述本体固定于所述支撑件，所述支撑件呈弧形，所

述支撑件包括主体及环形卡台，所述环形卡台卡扣于所述主体中部，所述茶盘卡扣固定于

所述桌台，所述固定台固定于所述支撑件，所述驱动电机与所述电磁炉固定连接并带动所

述电磁炉相对于所述支撑件移动，所述茶盘位于所述电磁炉正上方；所述主动控制结构包

括触摸屏、转轴及第二磁性件，所述触摸屏包括第一磁性件，所述触摸屏用于人为输入指

令，所述触摸屏通过所述转轴转动安装于所述主体，所述第二磁性件固定于所述主体。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餐桌，其特征在于：所述可调节餐桌包括微处理器、数据

接收模块、数据传送模块、动力控制模块及信息采集模块，所述数据接收模块、所述数据传

送模块、所述动力控制模块及所述信息采集模块与所述微处理器通讯连接，所述数据接收

模块用于接收终端发送的信息，所述终端为总机，所述数据传送模块用于向终端发送信息，

所述动力控制模块控制所述驱动电机运作，所述信息采集模块用于采集使用人的信息和采

集使用人的指令。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调节餐桌，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采集模块包括识别相机及拾

音器，所述识别相机和所述拾音器与所述微处理器通讯连接，所述识别相机用于传送使用

人的影响，所述拾音器用于识别使用人的口令。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调节餐桌，其特征在于，所述微处理器的识别方法包括以下流

程：初始化、输入指令、口音识别、口令确认、二次输入指令、确认、发送指令。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调节餐桌，其特征在于：所述卡扣件垂直于所述本体。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调节餐桌，其特征在于：所述卡扣槽呈长方形，所述卡扣件呈

长方形。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可调节餐桌，其特征在于：所述卡扣件位于所述本体中部。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可调节餐桌，其特征在于：所述本体设有第一固定槽、第二固定

槽、第三固定槽、第四固定槽及第五固定槽，所述第一固定槽呈长方形，所述第二固定槽及

所述第四固定槽呈圆形，所述第三固定槽呈五边形，所述第五固定槽呈长方形。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可调节餐桌，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固定槽、第三固定槽及第四

固定槽位于所述第一固定槽和所述第五固定槽中间。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可调节餐桌，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台平行于所述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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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节餐桌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餐饮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调节餐桌。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用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家庭聚餐时，可调

节餐桌满足多人同时用餐，使聚餐氛围更加融洽，随着饭店的增多，可调节餐桌成为饭店不

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0003] 但是，现有的可调节餐桌存在以下缺陷：

[0004] 市面上的可调节餐桌一般使用时没有针对餐具的固定位置，给使用者带来不便。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可调节餐桌，其能解

决用餐不便的问题。

[0006]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可调节餐桌，包括桌台、支撑件、茶盘、电磁炉、驱动电机、固定台及主动控制

结构，所述桌台包括转动台及八操作件，所述转动台设有八卡扣槽，所述转动台转动连接于

所述支撑件，每一所述操作件包括本体及卡扣件，所述卡扣件滑动安装于所述本体，所述卡

扣件卡扣于所述卡扣槽，所述本体固定于所述支撑件，所述支撑件呈弧形，所述支撑件包括

主体及环形卡台，所述环形卡台卡扣于所述主体中部，所述茶盘卡扣固定于所述桌台，所述

固定台固定于所述支撑件，所述驱动电机与所述电磁炉固定连接并带动所述电磁炉相对于

所述支撑件移动，所述茶盘位于所述电磁炉正上方；所述主动控制结构包括触摸屏、转轴及

第二磁性件，所述触摸屏包括第一磁性件，所述触摸屏用于人为输入指令，所述触摸屏通过

所述转轴转动安装于所述主体，所述第二磁性件固定于所述主体。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可调节餐桌包括微处理器、数据接收模块、数据传送模块、动力控

制模块及信息采集模块，所述数据接收模块、所述数据传送模块、所述动力控制模块及所述

信息采集模块与所述微处理器通讯连接，所述数据接收模块用于接收终端发送的信息，所

述终端为总机，所述数据传送模块用于向终端发送信息，所述动力控制模块控制所述驱动

电机运作，所述信息采集模块用于采集使用人的信息和采集使用人的指令。

[0009] 进一步地，所述信息采集模块包括识别相机及拾音器，所述识别相机和所述拾音

器与所述微处理器通讯连接，所述识别相机用于传送使用人的影响，所述拾音器用于识别

使用人的口令。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微处理器的识别方法包括以下流程：初始化、输入指令、口音识别、

口令确认、二次输入指令、确认、发送指令。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卡扣件垂直于所述本体。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卡扣槽呈长方形，所述卡扣件呈长方形。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卡扣件位于所述本体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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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地，所述本体设有第一固定槽、第二固定槽、第三固定槽、第四固定槽及第

五固定槽，所述第一固定槽呈长方形，所述第二固定槽及所述第四固定槽呈圆形，所述第三

固定槽呈五边形，所述第五固定槽呈长方形。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固定槽、第三固定槽及第四固定槽位于所述第一固定槽和所

述第五固定槽中间。

[0016] 进一步地，所述转动台平行于所述本体。

[0017] 相比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8] 1、人位于相应操作件前，第一固定槽、第二固定槽、第三固定槽、第四固定槽及第

五固定槽可固定不同的餐具及用品，如：筷子、碗、盘子、餐纸及手机等，方便人们的使用；上

菜时，菜置于转动台上，当用餐人使用时，滑动卡扣件卡扣于卡扣槽使转动台停止转动，用

餐方便。

[0019] 2、当需要所述触摸屏发送指令时，转动所述触摸屏至需要角度进行输入，当使用

完毕时，所述第一磁性件吸住所述第二磁性件，使用方便，传送指令方便，避免使用完之后

与人的腿部发生碰撞。

[0020] 上述说明仅是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能够更清楚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手段，

而可依照说明书的内容予以实施，并且为了让本发明的上述和其他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

更明显易懂，以下特举较佳实施例，并配合附图，详细说明如下。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可调节餐桌中一较佳实施例的主视图；

[0022] 图2为图1所示可调节餐桌的侧视图；

[0023] 图3为图1所示可调节餐桌的内部结构图；

[0024] 图4为图1所示可调节餐桌的电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100、可调节餐桌；10、桌台；11、转动台；111、卡扣槽；12、操作件；121、本体；

1211、第一固定槽；1212、第二固定槽；1213、第三固定槽；1214、第四固定槽；1215、第五固定

槽；122、卡扣件；20、支撑件；21、主体；22、环形卡台；30、茶盘；40、电磁炉；50、驱动电机；60、

固定台；70、主动控制结构；71、触摸屏；711、第一磁性件；72、转轴；73、第二磁性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需要说明的是，在不

相冲突的前提下，以下描述的各实施例之间或各技术特征之间可以任意组合形成新的实施

例。

[0027] 需要说明的是，当组件被称为“固定于”另一个组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组件上

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组件。当一个组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组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

到另一个组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组件。当一个组件被认为是“设置于”另一个组件，它

可以是直接设置在另一个组件上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组件。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

的”、“水平的”、“左”、“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

[0028]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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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

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29] 请参阅图1-图3为本发明一种可调节餐桌100中一较佳实施例，包括桌台10及支撑

件20。

[0030] 桌台10包括转动台11及八操作件12，转动台11设有八卡扣槽111，每一操作件12包

括本体121及卡扣件122，卡扣件122呈长方形，卡扣件122滑动安装于本体121，卡扣件122位

于本体121中部，卡扣件122垂直于本体121，卡扣件122卡扣于卡扣槽111，卡扣槽111呈长方

形，本体121设有第一固定槽1211、第二固定槽1212、第三固定槽1213、第四固定槽1214及第

五固定槽1215，第一固定槽1211呈长方形，第二固定槽1212及第四固定槽1214呈圆形，第三

固定槽1213呈五边形，第五固定槽1215呈长方形，第二固定槽1212、第三固定槽1213及第四

固定槽1214位于第一固定槽1211和第五固定槽1215中间。

[0031] 支撑件20包括主体21及环形卡台22，环形卡台22卡扣于主体21中部，支撑件20呈

弧形。

[0032] 组装可调节餐桌100时，转动台11转动连接于支撑件20，本体121固定于支撑件20，

转动台11平行于本体121，茶盘30卡扣固定于桌台10，固定台60固定于支撑件20，驱动电机

50与电磁炉40固定连接并带动电磁炉40相对于支撑件20移动，茶盘30位于电磁炉40正上

方。

[0033] 使用可调节餐桌100时，人位于相应操作件12前，第一固定槽1211、第二固定槽

1212、第三固定槽1213、第四固定槽1214及第五固定槽1215可固定不同的餐具及用品，如：

筷子、碗、盘子、餐纸及手机等，方便人们的使用；上菜时，菜置于转动台11上，当用餐人使用

时，滑动卡扣件122卡扣于卡扣槽111使转动台11停止转动，用餐方便。请参阅图4，驱动电机

50使电磁炉40上升至桌台10附近，电磁炉40上安置一锅具，可直接煮饭，简单方便，操作性

强，可调节餐桌100还包括开关，所述开关固定于桌台10，所述开关与所述驱动电机50连接

并控制所述驱动电机50开启与关闭，需要说明的是，所述开关可为遥控器，方便操作。

[0034] 所述主动控制结构70包括触摸屏71、转轴72及第二磁性件73，所述触摸屏71包括

第一磁性件711，所述触摸屏71用于人为输入指令，所述触摸屏71通过所述转轴72转动安装

于所述主体21，所述第二磁性件73固定于所述主体21，当需要所述触摸屏71发送指令时，转

动所述触摸屏71至需要角度进行输入，当使用完毕时，所述第一磁性件711吸住所述第二磁

性件73，使用方便，传送指令方便，避免使用完之后与人的腿部发生碰撞。

[0035] 优选的，请参阅图4，所述可调节餐桌包括微处理器、数据接收模块、数据传送模

块、动力控制模块及信息采集模块，所述数据接收模块、所述数据传送模块、所述动力控制

模块及所述信息采集模块与所述微处理器通讯连接，所述数据接收模块用于接收终端发送

的信息，所述终端为总机，所述数据传送模块用于向终端发送信息，所述动力控制模块控制

所述驱动电机运作，所述信息采集模块用于采集使用人的信息和采集使用人的指令，具体

的，所述信息采集模块包括识别相机及拾音器，所述识别相机和所述拾音器与所述微处理

器通讯连接，所述识别相机用于传送使用人的影响，所述拾音器用于识别使用人的口令，通

过远程识别功能来实现使用人与厨房或餐馆的话务人员联系，解决了人多服务员少不到位

的情况，同时为了方便口音识别，设有口音设别话筒，解决了声音干扰的问题。

[0036] 优选的，所述微处理器的识别方法包括以下流程：初始化、输入指令、口音识别、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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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确认、二次输入指令、确认、发送指令，通过多次确认反复要求，解决了输入错误的问题。

[0037] 上述实施方式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基础上所做的任何非实质性的变化及替换均属于本发明所

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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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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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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