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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教学板，尤其涉及一种智能

组合拉伸式教学板。技术问题为：提供一种可以

节省空间，使用方便的智能组合拉伸式教学板。

技术方案是：一种智能组合拉伸式教学板，包括

有稳定架和第一教学板，所述第一教学板的一侧

连接有稳定架；螺栓，所述稳定架的两侧均设有

螺栓。本发明通过电动推杆可以将第二教学板从

第一教学板移出来，也可以将第二教学板移回第

一教学板内，节省空间，放置箱可以存放粉笔，不

需要老师自己携带，使用方便，通过放置机构可

以暂时存放粉笔，方便老师拿取，通过照明机构

可以提供照明，方便学生观看第二教学板上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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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组合拉伸式教学板，其特征在于，包括有：

稳定架(1)和第一教学板(3)，所述第一教学板(3)的一侧连接有稳定架(1)；

螺栓(2)，所述稳定架(1)的两侧均设有螺栓(2)；

伸缩机构(5)，所述第一教学板(3)的上侧安装有伸缩机构(5)；

存取机构(6)，所述第一教学板(3)的一侧下部安装有存取机构(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组合拉伸式教学板，其特征在于，伸缩机构(5)包括

有：

光敏传感器(51)，所述第一教学板(3)的一侧上部安装有光敏传感器(51)；

电动推杆(52)，所述第一教学板(3)的上侧安装有电动推杆(52)；

连接杆(53)，所述电动推杆(52)的伸缩杆上连接有连接杆(53)；

第二教学板(54)，所述连接杆(53)下部连接有第二教学板(54)，所述第二教学板(54)

位于所述第一教学板(3)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智能组合拉伸式教学板，其特征在于，存取机构(6)包括

有：

楔形块(61)，所述第二教学板(54)的一侧下部连接有楔形块(61)；

固定防尘板(62)，所述第一教学板(3)的一侧下部连接有固定防尘板(62)；

第一固定套(63)，所述第一教学板(3)的一侧下部连接有第一固定套(63)；

第一滑杆(64)，所述第一固定套(63)内滑动式设有第一滑杆(64)；

放置箱(65)，所述第一滑杆(64)的上端连接有放置箱(65)，所述放置箱(65)和所述固

定防尘板(62)接触；

第一弹簧(66)，所述第一滑杆(64)上套有第一弹簧(66)，所述第一弹簧(66)的两端分

别与所述放置箱(65)和所述第一固定套(63)连接；

第二固定套(67)，所述第一教学板(3)的下侧连接有第二固定套(67)；

第二滑杆(68)，所述第二固定套(67)内滑动式设有第二滑杆(68)，所述第二滑杆(68)

和所述放置箱(65)固定连接；

第二弹簧(69)，所述放置箱(65)和所述第二固定套(67)之间连接有第二弹簧(69)，所

述第二弹簧(69)套在所述第二滑杆(68)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智能组合拉伸式教学板，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放置机构

(7)，放置机构(7)包括有：

固定架(71)，所述第一教学板(3)的一侧下部连接有固定架(71)；

连轴转动板(72)，所述固定架(71)上转动式连接有连轴转动板(72)，所述连轴转动板

(72)和所述第一教学板(3)转动式连接；

齿轮(73)，所述连轴转动板(72)上安装有齿轮(73)；

齿条(74)，所述放置箱(65)的下侧连接有齿条(74)，所述齿条(74)和所述齿轮(73)啮

合。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智能组合拉伸式教学板，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照明机构

(8)，照明机构(8)包括有：

固定块(81)，所述第二教学板(54)的一侧上部连接有固定块(81)；

第一固定座(82)，所述第一教学板(3)的一侧上部连接有第一固定座(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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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开关(83)，所述第一固定座(82)的一侧安装有接触开关(83)；

伺服电机(84)，所述第二教学板(54)的上侧安装有伺服电机(84)；

照明板(85)，所述伺服电机(84)的输出轴上安装有照明板(85)，所述照明板(85)和所

述第二教学板(54)转动式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智能组合拉伸式教学板，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除灰机构

(9)，除灰机构(9)包括有：

第二固定座(91)，所述第一教学板(3)的一侧下部连接有第二固定座(91)；

导向轮(92)，所述第二固定座(91)上安装有导向轮(92)；

固定杆(95)，所述连轴转动板(72)的一侧连接有固定杆(95)；

定位销(96)，所述固定杆(95)上连接有定位销(96)；

海绵擦板(94)，所述固定杆(95)上滑动式设有海绵擦板(94)，所述海绵擦板(94)和所

述连轴转动板(72)滑动式配合；

第三弹簧(97)，所述固定杆(95)上套有第三弹簧(97)，所述第三弹簧(97)的两端分别

与所述海绵擦板(94)和所述固定杆(95)连接；

拉绳(93)，所述导向轮(92)上绕有拉绳(93)，所述拉绳(93)穿过所述第一教学板(3)、

所述固定架(71)和所述连轴转动板(72)，所述拉绳(93)的两端分别与所述第二教学板(54)

和所述海绵擦板(94)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智能组合拉伸式教学板，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降尘清洁

机构(10)，降尘清洁机构(10)包括有：

第三固定套(101)，所述连轴转动板(72)的下侧连接有第三固定套(101)；

喷管(102)，所述第三固定套(101)内设有喷管(102)；

转动杆(103)，所述喷管(102)上部转动式连接有转动杆(103)；

挡板(104)，所述转动杆(103)上连接有挡板(104)，所述挡板(104)和所述喷管(102)配

合；

第四弹簧(105)，所述转动杆(103)上套有第四弹簧(105)，所述第四弹簧(105)为扭力

弹簧，所述第四弹簧(105)的两端分别与所述喷管(102)和所述转动杆(103)连接；

凸块(106)，所述海绵擦板(94)的一侧连接有凸块(106)。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智能组合拉伸式教学板，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定位导向

机构(11)，定位导向机构(11)包括有：

限位架(111)，所述导向轮(92)上连接有限位架(111)；

弧形架(112)，所述第一教学板(3)的一侧下部连接有弧形架(112)；

定位轮(113)，所述弧形架(112)内转动式连接有至少两个定位轮(113)，所述拉绳(93)

穿过定位轮(113)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智能组合拉伸式教学板，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控制器

(4)，所述第一教学板(3)的一侧中部连接有控制器(4)，所述控制器(4)内安装有开关电源、

控制模块和电源模块，开关电源为整个装置供电，开关电源的输出端与电源模块通过电性

连接，电源模块上通过线路连接有电源总开关，控制模块和电源模块通过电性连接，控制模

块上连接有DS1302时钟电路和24C02电路，光敏传感器(51)和接触开关(83)都与控制模块

通过电性连接，照明板(85)、电动推杆(52)和伺服电机(84)通过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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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组合拉伸式教学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教学板，尤其涉及一种智能组合拉伸式教学板。

背景技术

[0002] 教学板是教育行业中常用的器具，一般是放置在教室或者会议室里，可以用粉笔

在教学板上书写教学内容，供学生们观看，在教育行业有着重要的作用，现在的教学板一般

比较大，比较占空间，而且现在的教学板没有存放粉笔的功能，需要老师自己携带粉笔，使

用不够方便。

[0003] 我们设计一种可以节省空间，使用方便的教学板，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在的教学板一般比较大，比较占空间，而且现在的教学板没有存放粉

笔的功能，需要老师自己携带粉笔，使用不够方便的缺点，技术问题为：提供一种可以节省

空间，使用方便的智能组合拉伸式教学板。

[0005] 技术方案是：一种智能组合拉伸式教学板，包括有稳定架和第一教学板，所述第一

教学板的一侧连接有稳定架；螺栓，所述稳定架的两侧均设有螺栓；伸缩机构，所述第一教

学板的上侧安装有伸缩机构；存取机构，所述第一教学板的一侧下部安装有存取机构。

[0006] 进一步，伸缩机构包括有光敏传感器，所述第一教学板的一侧上部安装有光敏传

感器；电动推杆，所述第一教学板的上侧安装有电动推杆；连接杆，所述电动推杆的伸缩杆

上连接有连接杆；第二教学板，所述连接杆下部连接有第二教学板，所述第二教学板位于所

述第一教学板内。

[0007] 进一步，存取机构包括有楔形块，所述第二教学板的一侧下部连接有楔形块；固定

防尘板，所述第一教学板的一侧下部连接有固定防尘板；第一固定套，所述第一教学板的一

侧下部连接有第一固定套；第一滑杆，所述第一固定套内滑动式设有第一滑杆；放置箱，所

述第一滑杆的上端连接有放置箱，所述放置箱和所述固定防尘板接触；第一弹簧，所述第一

滑杆上套有第一弹簧，所述第一弹簧的两端分别与所述放置箱和所述第一固定套连接；第

二固定套，所述第一教学板的下侧连接有第二固定套；第二滑杆，所述第二固定套内滑动式

设有第二滑杆，所述第二滑杆和所述放置箱固定连接；第二弹簧，所述放置箱和所述第二固

定套之间连接有第二弹簧，所述第二弹簧套在所述第二滑杆上。

[0008] 进一步，还包括有放置机构，放置机构包括有固定架，所述第一教学板的一侧下部

连接有固定架；连轴转动板，所述固定架上转动式连接有连轴转动板，所述连轴转动板和所

述第一教学板转动式连接；齿轮，所述连轴转动板上安装有齿轮；齿条，所述放置箱的下侧

连接有齿条，所述齿条和所述齿轮啮合。

[0009] 进一步，还包括有照明机构，照明机构包括有固定块，所述第二教学板的一侧上部

连接有固定块；第一固定座，所述第一教学板的一侧上部连接有第一固定座；接触开关，所

述第一固定座的一侧安装有接触开关；伺服电机，所述第二教学板的上侧安装有伺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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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板，所述伺服电机的输出轴上安装有照明板，所述照明板和所述第二教学板转动式连

接。

[0010] 进一步，还包括有除灰机构，除灰机构包括有第二固定座，所述第一教学板的一侧

下部连接有第二固定座；导向轮，所述第二固定座上安装有导向轮；固定杆，所述连轴转动

板的一侧连接有固定杆；定位销，所述固定杆上连接有定位销；海绵擦板，所述固定杆上滑

动式设有海绵擦板，所述海绵擦板和所述连轴转动板滑动式配合；第三弹簧，所述固定杆上

套有第三弹簧，所述第三弹簧的两端分别与所述海绵擦板和所述固定杆连接；拉绳，所述导

向轮上绕有拉绳，所述拉绳穿过所述第一教学板、所述固定架和所述连轴转动板，所述拉绳

的两端分别与所述第二教学板和所述海绵擦板连接。

[0011] 进一步，还包括有降尘清洁机构，降尘清洁机构包括有第三固定套，所述连轴转动

板的下侧连接有第三固定套；喷管，所述第三固定套内设有喷管；转动杆，所述喷管上部转

动式连接有转动杆；挡板，所述转动杆上连接有挡板，所述挡板和所述喷管配合；第四弹簧，

所述转动杆上套有第四弹簧，所述第四弹簧为扭力弹簧，所述第四弹簧的两端分别与所述

喷管和所述转动杆连接；凸块，所述海绵擦板的一侧连接有凸块。

[0012] 进一步，还包括有定位导向机构，定位导向机构包括有限位架，所述导向轮上连接

有限位架；弧形架，所述第一教学板的一侧下部连接有弧形架；定位轮，所述弧形架内转动

式连接有至少两个定位轮，所述拉绳穿过定位轮之间。

[0013] 进一步，还包括有控制器，所述第一教学板的一侧中部连接有控制器，所述控制器

内安装有开关电源、控制模块和电源模块，开关电源为整个装置供电，开关电源的输出端与

电源模块通过电性连接，电源模块上通过线路连接有电源总开关，控制模块和电源模块通

过电性连接，控制模块上连接有DS1302时钟电路和24C02电路，光敏传感器和接触开关都与

控制模块通过电性连接，照明板、电动推杆和伺服电机通过电性连接。

[0014]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5] 1、通过电动推杆可以将第二教学板从第一教学板移出来，也可以将第二教学板移

回第一教学板内，节省空间，放置箱可以存放粉笔，不需要老师自己携带，使用方便。

[0016] 2、通过放置机构可以暂时存放粉笔，方便老师拿取。

[0017] 3、通过照明机构可以提供照明，方便学生观看第二教学板上的内容。

[0018] 4、通过除灰机构可以对连轴转动板进行擦拭，使连轴转动板可以保持干净。

[0019] 5、通过降尘清洁机构可以进行降尘，避免灰尘过大而影响环境，并且可以使连轴

转动板被擦拭的更加干净。

[0020] 6、通过定位导向机构可以将拉绳挡住，防止拉绳从导向轮上脱落。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第一视角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第二视角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伸缩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存取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放置机构的第一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发明放置机构的第二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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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7为本发明照明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8为本发明除灰机构的剖面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9为本发明除灰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0为本发明降尘清洁机构的剖面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1为本发明降尘清洁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2为本发明定位导向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3为本发明的电路框图。

[0034] 图14为本发明的电路原理图。

[0035] 图中零部件名称及序号：1_稳定架，2_螺栓，3_第一教学板，4_控制器，5_伸缩机

构，51_光敏传感器，52_电动推杆，53_连接杆，54_第二教学板，6_存取机构，61_楔形块，62_

固定防尘板，63_第一固定套，64_第一滑杆，65_放置箱，66_第一弹簧，67_第二固定套，68_

第二滑杆，69_第二弹簧，7_放置机构，71_固定架，72_连轴转动板，73_齿轮，74_齿条，8_照

明机构，81_固定块，82_第一固定座，83_接触开关，84_伺服电机，85_照明板，9_除灰机构，

91_第二固定座，92_导向轮，93_拉绳，94_海绵擦板，95_固定杆，96_定位销，97_第三弹簧，

10_降尘清洁机构，101_第三固定套，102_喷管，103_转动杆，104_挡板，105_第四弹簧，106_

凸块，11_定位导向机构，111_限位架，112_弧形架，113_定位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具体的实施例来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还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

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如：设置、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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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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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7] 实施例1

[0038] 一种智能组合拉伸式教学板，如图1、图2、图3和图4所示，包括有稳定架1、螺栓2、

第一教学板3、伸缩机构5和存取机构6，第一教学板3后侧连接有稳定架1，稳定架1左右两侧

均设有两个螺栓2，第一教学板3顶部安装有伸缩机构5，第一教学板3右侧下部安装有存取

机构6。

[0039] 伸缩机构5包括有光敏传感器51、电动推杆52、连接杆53和第二教学板54，第一教

学板3前侧左上部安装有光敏传感器51，第一教学板3顶部安装有电动推杆52，电动推杆52

的伸缩杆右端连接有连接杆53，连接杆53下部连接有第二教学板54，第二教学板54位于第

一教学板3内。

[0040] 存取机构6包括有楔形块61、固定防尘板62、第一固定套63、第一滑杆64、放置箱

65、第一弹簧66、第二固定套67、第二滑杆68和第二弹簧69，第二教学板54前侧左下部连接

有楔形块61，第一教学板3右侧下部连接有固定防尘板62，第一教学板3前侧右下部连接有

第一固定套63，第一固定套63内滑动式设有第一滑杆64，第一滑杆64顶端连接有放置箱65，

放置箱65顶部和固定防尘板62底部接触，第一滑杆64上套有第一弹簧66，第一弹簧66的两

端分别与放置箱65和第一固定套63连接，第一教学板3底部右侧连接有第二固定套67，第二

固定套67内滑动式设有第二滑杆68，第二滑杆68和放置箱65左侧连接，放置箱65和第二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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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套67之间连接有第二弹簧69，第二弹簧69套在第二滑杆68上。

[0041] 通过稳定架1和螺栓2将整个装置安装在墙壁上，老师打开教室的灯，然后按下电

源总开关，将本装置上电，控制模块控制光敏传感器51，光敏传感器51感应到的光照值大于

控制模块中的额定值，光敏传感器51发出信号，控制模块接收信号后控制电动推杆52伸长

10秒，电动推杆52带动连接杆53向右移动，连接杆53带动第二教学板54向右移动，将第二教

学板54移出来，第二教学板54带动楔形块61向右移动，当楔形块61向右移动触碰到第二滑

杆68时，楔形块61推动第二滑杆68向下移动，第二弹簧69被压缩，第二滑杆68带动放置箱65

向下移动，将放置箱65移下来，第一弹簧66被压缩，10秒后，控制模块控制电动推杆52关闭，

老师可以将粉笔放在放置箱65内，然后在第一教学板3和第二教学板54书写教学内容，不需

要使用时，老师关掉教室的灯，光敏传感器51感应到的光照值小于控制模块中的额定值，光

敏传感器51发出信号，控制模块接收信号后控制电动推杆52缩短10秒，电动推杆52带动第

二教学板54向左移动，将第二教学板54移回第一教学板3内，第二教学板54带动楔形块61向

左移动，楔形块61不再将第二滑杆68挡住，第二滑杆68在第二弹簧69的作用下向上移动，第

二滑杆68带动放置箱65向上移动，在第一弹簧66的作用下，放置箱65向上移动时更加的顺

畅，10秒后，控制模块控制电动推杆52关闭。

[0042] 实施例2

[0043] 在实施例1的基础之上，如图1、图2、图5、图6、图7、图8、图9、图10、图11和图12所

示，还包括有放置机构7，放置机构7包括有固定架71、连轴转动板72、齿轮73和齿条74，第一

教学板3左侧下部连接有固定架71，固定架71上转动式连接有连轴转动板72，连轴转动板72

和第一教学板3底部右侧转动式连接，连轴转动板72右端安装有齿轮73，放置箱65底部连接

有齿条74，齿条74和齿轮73啮合。

[0044] 当放置箱65向下移动时，放置箱65带动齿条74向下移动，齿条74带动齿轮73转动，

齿轮73带动连轴转动板72转动，将连轴转动板72转动至水平状态，当放置箱65停止向下移

动时，连轴转动板72停止转动，老师可以将放置箱65内的粉笔拿出来，然后暂时放在连轴转

动板72上，方便老师拿取，当放置箱65向上移动时，放置箱65带动齿条74向上移动，齿条74

带动齿轮73反向转动，齿轮73带动连轴转动板72反向转动，将连轴转动板72转动至竖直状

态，当放置箱65停止向上移动时，连轴转动板72停止转动。

[0045] 还包括有照明机构8，照明机构8包括有固定块81、第一固定座82、接触开关83、伺

服电机84和照明板85，第二教学板54前侧左上部连接有固定块81，第一教学板3右侧上部连

接有第一固定座82，第一固定座82左侧安装有接触开关83，第二教学板54顶部左侧安装有

伺服电机84，伺服电机84的输出轴上安装有照明板85，照明板85和第二教学板54转动式连

接。

[0046] 当第二教学板54向右移动时，第二教学板54带动固定块81向右移动，当固定块81

向右移动触碰到接触开关83时，接触开关83发出信号，控制模块接收信号后控制伺服电机

84顺时针转动90度，伺服电机84带动照明板85顺时针转动90度，同时控制模块控制照明板

85打开，照明板85可以提供照明，方便学生观看第二教学板54上的内容，当第二教学板54向

左移动时，第二教学板54带动固定块81向左移动，固定块81和接触开关83不接触，接触开关

83发出信号，控制模块接收信号后控制伺服电机84逆时针转动90度，伺服电机84带动照明

板85逆时针转动90度，同时控制模块控制照明板85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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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还包括有除灰机构9，除灰机构9包括有第二固定座91、导向轮92、拉绳93、海绵擦

板94、固定杆95、定位销96和第三弹簧97，第一教学板3左侧下部连接有两个第二固定座91，

两个第二固定座91之间安装有导向轮92，连轴转动板72左侧连接有固定杆95，固定杆95右

端连接有定位销96，固定杆95上滑动式设有海绵擦板94，海绵擦板94和连轴转动板72滑动

式配合，固定杆95上套有第三弹簧97，第三弹簧97的两端分别与海绵擦板94和固定杆95连

接，导向轮92上绕有拉绳93，拉绳93穿过第一教学板3、固定架71和连轴转动板72，拉绳93的

两端分别与第二教学板54和海绵擦板94连接。

[0048] 当第二教学板54向右移动时，第二教学板54通过拉绳93带动海绵擦板94向左移

动，第三弹簧97被压缩，海绵擦板94可以对连轴转动板72进行擦拭，使连轴转动板72可以保

持干净，当第二教学板54向左移动时，拉绳93放松，海绵擦板94在第三弹簧97的作用下向右

复位。

[0049] 还包括有降尘清洁机构10，降尘清洁机构10包括有第三固定套101、喷管102、转动

杆103、挡板104、第四弹簧105和凸块106，连轴转动板72底部左侧连接有第三固定套101，第

三固定套101内设有喷管102，喷管102上部转动式连接有转动杆103，转动杆103前端连接有

挡板104，挡板104和喷管102配合，转动杆103上套有第四弹簧105，第四弹簧105为扭力弹

簧，第四弹簧105的两端分别与喷管102和转动杆103连接，海绵擦板94前侧连接有两个凸块

106。

[0050] 老师将喷管102外接水源，挡板104可以将喷管102堵住，水无法从喷管102喷出，当

海绵擦板94向左移动时，海绵擦板94带动凸块106向左移动，当凸块106向左移动触碰到转

动杆103转动，凸块106推动转动杆103转动，第四弹簧105被扭卷，转动杆103带动挡板104转

动，挡板104不再将喷管102堵住，水从喷管102喷出进行降尘，避免灰尘过大而影响环境，同

时，水会喷到连轴转动板72上，然后沾在海绵擦板94上，所以连轴转动板72可以被擦拭的更

加干净，当海绵擦板94向右移动时，海绵擦板94带动凸块106向右移动，凸块106和转动杆

103不接触，转动杆103在第四弹簧105的作用下反向转动复位，转动杆103带动挡板104反向

转动复位，重新将喷管102堵住。

[0051] 还包括有定位导向机构11，定位导向机构11包括有限位架111、弧形架112和定位

轮113，导向轮92上连接有两个限位架111，第一教学板3左侧下部连接有弧形架112，弧形架

112内转动式连接有两个定位轮113，拉绳93穿过两个定位轮113之间。

[0052] 限位架111和定位轮113可以将拉绳93挡住，防止拉绳93从导向轮92上脱落。

[0053] 如图1、图13和图14所示，还包括有控制器4，第一教学板3左侧中部连接有控制器

4，控制器4内安装有开关电源、控制模块和电源模块，开关电源为整个装置供电，开关电源

的输出端与电源模块通过电性连接，电源模块上通过线路连接有电源总开关，控制模块和

电源模块通过电性连接，控制模块上连接有DS1302时钟电路和24C02电路，光敏传感器51和

接触开关83都与控制模块通过电性连接，照明板85、电动推杆52和伺服电机84通过电性连

接。

[0054]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

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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