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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课桌椅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多功能课桌椅，包括课桌及椅

子，椅子由椅架及椅脚组成，椅架上轴接有座板，

座板下侧的椅架中设置有椅斗，座板的前下侧设

置有弹簧卡扣，椅架及椅斗下侧设置有椅脚；课

桌由桌斗及桌脚组成，桌斗设置有前桌斗及后桌

斗；桌斗的左右两侧各设置有四边形折叠装置，

四边形折叠装置由固定基条、多功能安装条及前

后连接条组成，多功能安装条的后端设置有滑

槽，滑槽的后端设置有定位槽，后侧的连接条上

端的连接轴可在滑槽中前后滑动，两侧的多功能

安装条上设置有移动桌板；后桌斗上轴接有后盖

板，后盖板的前上侧连接有多用摇板；本发明的

优点是：结构简单、科学，使用方便、舒适，很好地

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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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功能课桌椅，包括课桌及椅子，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椅子由椅架及椅脚组成，所述的

椅架上轴接有座板，所述座板下侧的所述椅架中设置有椅斗，所述座板的前下侧设置有弹

簧卡扣，所述的弹簧卡扣可相对卡住所述的椅架；  所述的椅架及所述的椅斗下侧设置有椅

脚，所述的椅架及所述的椅斗与所述的椅脚之间设置有高度调节装置；

所述的课桌由桌斗及桌脚组成，所述的桌斗设置有前桌斗及后桌斗；所述桌斗的左右

两侧各设置有四边形折叠装置，所述的四边形折叠装置由固定基条、多功能安装条及前后

连接条组成，左右所述的固定基条分别固定在所述桌斗的左右两侧，所述固定基条的前后

两端各轴接有连接条，前后所述连接条的上端轴接有多功能安装条，所述多功能安装条的

后端设置有滑槽，所述滑槽的后端设置有定位槽，后侧所述的连接条上端的连接轴可在所

述的滑槽中前后滑动，两侧所述的多功能安装条上设置有移动桌板；  后桌斗上设后盖板，

向上向后打开四边形折叠装置可向上支撑移动桌板，形成二层课桌结构，移动桌板变为由

两侧四边形折叠装置支撑的悬空上层课桌面，而多用摇板和后盖板则成为下层课桌面；前

连接条向前向下折叠四边形折叠装置，移动桌板跟随四边形折叠装置向前向下运动并最终

叠放在前桌斗上面，并处于多用摇板前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课桌椅，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椅架中固定有座板，所述

座板下的所述椅架中设置有椅斗，所述椅斗的前端设置有活动摇门，所述的活动摇门向下

摇开。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课桌椅，其特征在于：所述后桌斗的底板低于前桌斗的

底板，所述的后桌斗上轴接有后盖板，所述后盖板的前上侧连接有多用摇板；  所述的桌斗

两侧的后端各设置有卡位装置，所述的卡位装置在后侧所述的连接条直立时将其卡住；所

述的桌斗的两侧设置有桌脚，所述的桌斗与所述的桌脚之间设置有高度调节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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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课桌椅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课桌、椅子，尤其是涉及一种功能多、实用性更好的课桌、椅子。

背景技术

[0002] 课桌、椅子是学校的主要设施，是学生上课和学习的主要用具，现有课桌及椅子品

种繁多，有抽屉式，摇板式及开口式等，各有其优点及缺点，但它们的结构大同小异；也有新

的改进，如增加了可升降等功能，但没有实质上的创新；现在学生所用的学习资料及辅助学

习用品也较多，有点放不下，课桌也无法满足各种用品所放置的合理位子，且书包及杯子、

雨伞等用品也无法合理放置；申请号为CN2017107536969一种小学生用多功能课桌，课桌本

体下端部设置有横支杆、竖支杆，竖支杆上设置开设有定位孔，竖支杆之间设置有脚踏板与

转轴，支撑杆内嵌于竖支杆，支撑杆上设置有固定孔，支撑杆上端设置有抽屉，抽屉中部下

端小物品放置柜，小物品放置柜之间设置有遮板，抽屉上端设置有桌面，桌面上设置有号码

牌、文具放置槽、半圆形槽、方形槽、压力发电模块，文具放置槽左端设置有闪光灯柱，方形

槽上设置有方形盖板，方形放置槽内设置有按钮，方形放置槽上设置有第二盖板，桌面内设

置有蓄电池模块；其只增加了一些小物品的放置结构，在桌面上设置了太多的孔，且没有实

质上的创新；

[0003] 课桌如向上摇起的摇板式，虽然在桌斗中取、放比较方便，但先要拿走摇板上的物

品，才可摇起，那就不方便了；如开口式的：桌斗比较深，取、放不方便；抽屉式的，拉出来要

移动椅子，且要有一定的空间。

[0004] 本人兼职职教中心讲“机械创新”课，对课桌、椅子的结构及实用功能有着深入研

究，并查阅各种资料，设计出一种功能更多、实用性更好的多功能课桌、椅子。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功能更多、实用性更好的多功能课桌椅。

[0006] 多功能课桌椅，包括课桌及椅子，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椅子由椅架及椅脚组成，所述

的椅架上轴接有座板，所述座板下侧的所述椅架中设置有椅斗，所述座板的前下侧设置有

弹簧卡扣，所述的弹簧卡扣可相对卡住所述的椅架；

[0007] 所述的椅架及所述的椅斗下侧设置有椅脚，所述的椅架及所述的椅斗与所述的椅

脚之间设置有高度调节装置；所述的课桌由桌斗及桌脚组成，所述的桌斗设置有前桌斗及

后桌斗；所述桌斗的左右两侧各设置有四边形折叠装置，所述的四边形折叠装置由固定基

条、多功能安装条及前后连接条组成，左右所述的固定基条分别固定在所述桌斗的左右两

侧，所述固定基条的前后两端各轴接有连接条，前后所述连接条的上端轴接有多功能安装

条，所述多功能安装条的后端设置有滑槽，所述滑槽的后端设置有定位槽，后侧所述的连接

条上端的连接轴可在所述的滑槽中前后滑动，两侧所述的多功能安装条上设置有移动桌

板；

[0008] 后桌斗上设后盖板，向上向后打开四边形折叠装置可向上支撑移动桌板，形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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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课桌结构，移动桌板变为由两侧四边形折叠装置支撑的悬空上层课桌面，而多用摇板和

后盖板则成为下层课桌面；前连接条向前向下折叠四边形折叠装置，移动桌板跟随四边形

折叠装置向前向下运动并最终叠放在前桌斗上面，并处于多用摇板前面。

[0009] 所述的椅架中固定有座板，所述座板下的所述椅架中设置有椅斗，所述椅斗的前

端设置有活动摇门，所述的活动摇门向下摇开。

[0010] 所述后桌斗的底板低于前桌斗的底板，所述的后桌斗上轴接有后盖板，所述后盖 

板的前上侧连接有多用摇板；

[0011] 所述的桌斗两侧的后端各设置有卡位装置，所述的卡位装置在后侧所述的连接条

直立时将其卡住；

[0012] 所述的桌斗的两侧设置有桌脚，所述的桌斗与所述的桌脚之间设置有高度调节装

置。

[0013] 椅斗的设置：很好地利用了椅子下的空间，在完全不影响椅子的移动、搬运、打扫

卫生及外观等的情况下，可以存放书包及物品等，还可使椅子更牢固；其结构简单、合理，

存、取方便；椅斗还可设计成抽屉式等；

[0014] 左右四边形折叠装置的设置，可使多用桌板水平移动，不用拿走桌板上的物品就

可直接打开，还可调节成斜面，这样有利有视觉的方便及舒适，很好地保护了眼睛；

[0015] 其结构简单、合理，制作、安装方便，后端滑槽的设置可使移动桌板需要时调节成

斜面，定位槽的设置可使移动桌板成斜面受重时不易滑倒；

[0016] 传统的课桌的桌斗不能太高，这样桌斗的底板就会影响所座人的腿，本桌斗有前、

后桌斗的设置：充分利用了桌斗后侧的空间，可将后桌斗的高度设置成更高，可以放一此如

大的用品及资料，后桌斗还可分割成两部分或更多，这样更有利于分类存放；多用摇板的活

动设置，可使其与桌面形成不同的角度，方便看书等，保护眼睛，多用摇板与后盖板的连接

有相对的摩擦性，可使多用摇板相对固定在不同的角度上；

[0017] 卡位装置的设置可相对地卡住后侧连接条；

[0018] 本发明的优点是：结构简单、科学，使用方便、舒适，很好地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的椅子立体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的椅子座板打开立体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的多用摇板成斜面立体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的后盖板打开立体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的移动桌板伸展立体图。

[0025] 图7为本发明的移动桌板成斜面立体图。

[0026] 图8为本发明的桌斗立体图。

[0027] 图9为本发明的四边形折叠装置的折叠时结构图。

[0028] 图10为本发明的四边形折叠装置为斜面的结构图。

[0029] 图11为本发明的四边形折叠装置向上伸展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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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1] 如图所示：课桌有椅一侧为前，另一侧为后；1.课桌，5.椅子；11.桌斗，12.桌脚，

13.前桌斗，14.后桌斗，16.移动桌板，  17.后盖板，18多用摇板；21.四边形折叠装置，22.固

定基条，23.多功能安装条，24.连接轴，25.前后连接条，27.卡位装置，28.滑槽，30.定位槽；

51.椅架，52.座板，53.椅斗，55.弹簧卡扣，56.椅脚，  57.椅背。

[0032] 如图1、2、3所示：多功能课桌椅，包括课桌1及椅子5，椅子5由椅架51及椅脚56组

成，椅架51上轴接有座板52，座板52下侧的椅架51中设置有椅斗53，座板52的前下侧设置有

弹簧卡扣55，弹簧卡扣55可相对卡住椅架51；

[0033] 椅架51及椅斗53下侧设置有椅脚56，椅架51及椅斗53与椅脚56之间设置有高度调

节装置，57为椅背。椅架51中固定有座板52，座板52下的椅架51中设置有椅斗53，椅斗53的

前端设置有活动摇门，活动摇门向下摇开。

[0034] 如图4、5、6、7、9、10、11所示：课桌1由桌斗11及桌脚12组成，桌斗11设置有前桌斗

13及后桌斗14；桌斗11的左右两侧各设置有四边形折叠装置21，四边形折叠装置21由固定

基条22、多功能安装条23及前后连接条组成25，左右的固定基条22分别固定在桌斗11的左

右两侧，固定基条22的前后两端各轴接有前后连接条25，前后连接条25的上端轴接有多功

能安装条23，多功能安装条23的后端设置有滑槽28，滑槽的后端设置有定位槽30，后侧连接

条25上端的连接轴24可在滑槽28中前后滑动，两侧多功能安装条23上设置有移动桌板16。

后桌斗上设后盖板，向上向后打开四边形折叠装置可向上支撑移动桌板，形成二层课桌结

构，移动桌板变为由两侧四边形折叠装置支撑的悬空上层课桌面，而多用摇板和后盖板则

成为下层课桌面；前连接条向前向下折叠四边形折叠装置，移动桌板跟随四边形折叠装置

向前向下运动并最终叠放在前桌斗上面，并处于多用摇板前面。

[0035] 如图4、5、8所示：后桌斗14的底板低于前桌斗13的底板，后桌斗14上轴接有后盖板

17，后盖板17的前上侧连接有多用摇板18；桌斗11两侧的后端各设置有卡位装置27，卡位装

置27在后侧的连接条25直立时将其卡住；

[0036] 桌斗11的两侧设置有桌脚12，桌斗11与桌脚12之间设置有高度调节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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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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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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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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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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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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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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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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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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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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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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