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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新型的全功能数智演示台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全功能数智

演示台，包括演示台主体，所述演示台主体的顶

部设有开口，所述开口的内侧安装有翻转板，所

述翻转板的前方安装有显示器，所述翻转板的一

侧依次安装有摄像头和无线话筒，且所述演示台

主体的前封板上安装有第一抽屉和第二抽屉，所

述第一抽屉和第二抽屉的内侧分别安装有键盘

鼠标和电脑，所述第一抽屉和第二抽屉的下方安

装有第三抽屉，所述第三抽屉的内侧安装有功

放，且所述演示台主体的后封板上安装有音响，

所述演示台主体的两侧板上分别内嵌有天线和

接口。本实用新型具有多种功能，支持在线考试、

在线培训、多人教学，还具有视频直播、防盗监控

等功能，能充分的满足人们的需要，适用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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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的全功能数智演示台，包括演示台主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演示台主体

(1)的顶部靠近外沿边设有开口(11)，所述开口(11)的内侧安装有翻转板(2)，所述翻转板

(2)的前方安装有显示器(21)，所述翻转板(2)的一侧依次安装有摄像头(4)和无线话筒

(7)，且所述演示台主体(1)的前封板上对称安装有第一抽屉(12)和第二抽屉(13)，所述第

一抽屉(12)和第二抽屉(13)的内侧分别安装有键盘鼠标(121)和电脑(131)，所述第一抽屉

(12)和第二抽屉(13)的下方均安装有第三抽屉(14)，所述第三抽屉(14)的内侧安装有功放

(141)，且所述演示台主体(1)的后封板上安装有音响(5)；

所述演示台主体(1)的两侧板上分别内嵌有天线(16)和接口(17)，所述接口(17)的一

侧安装有开关(1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的全功能数智演示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翻转板(2)

通过翻转组件(6)与演示台主体(1)相连，所述翻转组件(6)包括电动马达(61)，所述电动马

达(61)的输出轴连接有第一转动轴(62)，所述第一转动轴(62)远离电动马达(61)的一端与

翻转板(2)相连，且所述翻转板(2)上与第一转动轴(62)相对的一侧安装有第二转动轴

(63)，所述第二转动轴(63)远离翻转板(2)的一端通过滚珠轴承与演示台主体(1)的内侧壁

呈转动连接，所述第二转动轴(63)的一侧安装有限位座(64)，所述限位座(64)的一侧与演

示台主体(1)的内侧壁相连，所述限位座(64)的顶部设有限位槽(64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型的全功能数智演示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转动轴

(63)的外壁上安装有限位块(631)，所述限位块(631)与限位槽(641)配合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新型的全功能数智演示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马达

(61)的一侧安装有支撑架(8)，所述支撑架(8)的顶部与演示台主体(1)的内顶板相连，且所

述电动马达(61)的底部与支撑架(8)横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的全功能数智演示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话筒

(7)的下方设有弧形夹板(311)，所述弧形夹板(311)与无线话筒(7)相配合，所述弧形夹板

(311)的底部安装有支撑杆(31)，所述支撑杆(31)的底端安装有底座(3)，所述底座(3)的内

顶板上通过连接杆(321)连接有吸盘(32)，所述底座(3)通过吸盘(32)与演示台主体(1)的

顶部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的全功能数智演示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演示台主体

(1)底部的四个顶角处逐一安装有万向轮(19)。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的全功能数智演示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演示台主体

(1)前封板和侧板上均并排设有多个散热孔(15)。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3188606 U

2



一种新型的全功能数智演示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主要涉及演示台的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新型的全功能数智演示台。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演示台大多作为教师讲台或展厅展示台，结构简单只具有单一的功

能，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

[0003] 根据专利文献申请号201820483463.1提供了一种可调节的多媒体教室演示台,包

括支架，所述支架的顶部一侧焊接有调节板，调节板上开设有调节卡槽，且调节卡槽的内部

放置有卡板，所述调节板上放置有转轮，且转轮安装于转动杆上，转动杆的一侧焊接有支撑

杆，且支撑杆的顶部通过铆钉固定安装有演示台，演示台的内部安装有推杆电机，虽然方便

了设备的调节，也方便了演示板的不同位置演示，但是功能较为单一，适用范围有限。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主要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全功能数智演示台，用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

提出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新型的全功能数智演示台，包括演示台主体，所述演示台主体的顶部靠近外

沿边设有开口，所述开口的内侧安装有翻转板，所述翻转板的前方安装有显示器，所述翻转

板的一侧依次安装有摄像头和无线话筒，且所述演示台主体的前封板上对称安装有第一抽

屉和第二抽屉，所述第一抽屉和第二抽屉的内侧分别安装有键盘鼠标和电脑，所述第一抽

屉和第二抽屉的下方均安装有第三抽屉，所述第三抽屉的内侧安装有功放，且所述演示台

主体的后封板上安装有音响；

[0007] 所述演示台主体的两侧板上分别内嵌有天线和接口，所述接口的一侧安装有开

关。

[0008] 优选的，所述翻转板通过翻转组件与演示台主体相连，所述翻转组件包括电动马

达，所述电动马达的输出轴连接有第一转动轴，所述第一转动轴远离电动马达的一端与翻

转板相连，且所述翻转板上与第一转动轴相对的一侧安装有第二转动轴，所述第二转动轴

远离翻转板的一端通过滚珠轴承与演示台主体的内侧壁呈转动连接，所述第二转动轴的一

侧安装有限位座，所述限位座的一侧与演示台主体的内侧壁相连，所述限位座的顶部设有

限位槽。

[0009] 优选的，所述第二转动轴的外壁上安装有限位块，所述限位块与限位槽配合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电动马达的一侧安装有支撑架，所述支撑架的顶部与演示台主体的

内顶板相连，且所述电动马达的底部与支撑架横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无线话筒的下方设有弧形夹板，所述弧形夹板与无线话筒相配合，所

述弧形夹板的底部安装有支撑杆，所述支撑杆的底端安装有底座，所述底座的内顶板上通

过连接杆连接有吸盘，所述底座通过吸盘与演示台主体的顶部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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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的，所述演示台主体底部的四个顶角处逐一安装有万向轮。

[0013] 优选的，所述演示台主体前封板和侧板上均并排设有多个散热孔。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5] 本实用新型具有多种功能，能充分的满足人们的需要，适用范围广，显示器采用翻

转设计，配置无线键盘鼠标，配置10寸安卓平板，支持在线考试，在线培训，且演示台内集成

VR教学系统，可实现教学模式的多人同时体验培训，无线话筒内置锂电，使讲解更轻松，带

云台的无线网络高清摄像头，既可视频直播还可防盗监控，自带音响功能，可播放相应的音

乐来烘托气氛、调节员工的精神状态，创造舒适、轻松的环境，多接口扩展，VGA、HDMI、USB接

口，可以无线投屏；通过电动马达、第一转动轴、第二转动轴、限位块、限位座、限位槽和翻转

板，实现了显示器的翻转，稳定性高，且具有防尘作用；通过吸盘实现了底座的固定，降低了

无线话筒掉落的可能性。

[0016] 以下将结合附图与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演示台主体反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演示台主体内部结构截面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底座结构剖视图；

[0021] 图5为图1中的A区放大图。

[0022] 图中：1、演示台主体；11、开口；12、第一抽屉；121、键盘鼠标；13、第二抽屉；131、电

脑；14、第三抽屉；141、功放；15、散热孔；16、天线；17、接口；18、开关；19、万向轮；2、翻转板；

21、显示器；3、底座；31、支撑杆；311、弧形夹板；32、吸盘；321、连接杆；4、摄像头；5、音响；6、

翻转组件；61、电动马达；62、第一转动轴；63、第二转动轴；631、限位块；64、限位座；641、限

位槽；7、无线话筒；8、支撑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便于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更加全面的描

述，附图中给出了本实用新型的若干实施例，但是本实用新型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实现，

并不限于文本所描述的实施例，相反的，提供这些实施例是为了使对本实用新型公开的内

容更加透彻全面。

[0024] 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固设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元件上

也可以存在居中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元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到另

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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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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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的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通常连接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实用新型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知识为

了描述具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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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 实施例，请参照附图1和2所示，一种新型的全功能数智演示台，包括演示台主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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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演示台主体1的顶部靠近外沿边设有开口11，所述开口11的内侧安装有翻转板2，所述

翻转板2的前方安装有显示器21，所述翻转板2的一侧依次安装有摄像头4和无线话筒7，且

所述演示台主体1的前封板上对称安装有第一抽屉12和第二抽屉13，所述第一抽屉12和第

二抽屉13的内侧分别安装有键盘鼠标121和电脑131，所述第一抽屉12和第二抽屉13的下方

均安装有第三抽屉14，所述第三抽屉14的内侧安装有功放141，且所述演示台主体1的后封

板上安装有音响5，所述演示台主体1的两侧板上分别内嵌有天线16和接口17，所述接口17

的一侧安装有开关18，通过翻转板2带动显示器21翻转，摄像头4为带云台的无线网络高清

摄像头，具有340度水平和105度垂直云台，内置32G存储卡，可保存一周录像，可用于现场场

景的直播，也可以用于防盗监控，无线话筒7具有金属防摔外壳，且内置锂电，无线范围达到

30米，配合演示台内置的音响系统，即可以用于培训上课，也可以用于参观讲解，可配置10

寸安卓平板，支持电脑、手机和平板的无线局域网在线考试，完全取代机考，省去机房维护

购置成本，更快捷高效，也可进行在线培训，登入培训云APP，进行在线学习、培训及考核，制

定学习计划、培训报名、考核统计、学习归档、统计报表等，实现一人一档，一期一档，此外，

平板可充电，支持10‑20台十寸平台的管理和充电，实现同步关机和重启，通过音响5、内置

80W的8寸扬声器和功放141，可播放相应的音乐来烘托气氛、调节员工的精神状态，创造舒

适、轻松的环境，具有VGA、HDMI、USB等接口17，可以无线投屏，此外，可进行VR教学，内置VR

集控系统，可对多台VR一体机进行教学控制，实现VR培训体验内容可控、体验效果可查的一

对多解决方案，可内置大功率千兆双频无线路由器，使带机量达150台，为手机或平板的在

线考试提供无线支持，还可配置激光打印机，实现培训考试材料的打印，如考核结果、统计

报表的现场打印、培训证件的批量打印等。

[0027] 实施例，请参照附图1和3所示，所述翻转板2通过翻转组件6与演示台主体1相连，

所述翻转组件6包括电动马达61，所述电动马达61的输出轴连接有第一转动轴62，所述第一

转动轴62远离电动马达61的一端与翻转板2相连，且所述翻转板2上与第一转动轴62相对的

一侧安装有第二转动轴63，所述第二转动轴63远离翻转板2的一端通过滚珠轴承与演示台

主体1的内侧壁呈转动连接，所述电动马达61的一侧安装有支撑架8，所述支撑架8的顶部与

演示台主体1的内顶板相连，且所述电动马达61的底部与支撑架8横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通过电动马达61工作，驱动第一转动轴62转动，通过第一转动轴62带动翻转板2翻转，通过

翻转板2带动显示器21翻转至一定的角度，不使用时，通过翻转板2带动显示器21翻转至水

平位置，此时显示器21位于演示台内，实现了显示器21的防尘，所述第二转动轴63的一侧安

装有限位座64，所述限位座64的一侧与演示台主体1的内侧壁相连，所述限位座64的顶部设

有限位槽641，所述第二转动轴63的外壁上安装有限位块631，所述限位块631与限位槽641

配合连接，通过翻转板2带动第二转动轴63转动，通过第二转动轴63带动限位块631转动，通

过限位块631与限位槽641配合，实现了第二转动轴63的限位，进而实现了翻转板2的限位，

同时提高了显示器21倾斜时的稳定性。

[0028] 实施例，请参照附图1、4和5所示，所述无线话筒7的下方设有弧形夹板311，所述弧

形夹板311与无线话筒7相配合，既可通过弧形夹板311固定无线话筒7，也可随时取下无线

话筒7用手握持进行讲解，所述弧形夹板311的底部安装有支撑杆31，所述支撑杆31的底端

安装有底座3，所述底座3的内顶板上通过连接杆321连接有吸盘32，所述底座3通过吸盘32

与演示台主体1的顶部相连，通过吸盘32的吸力，将底座3固定在演示台的顶部，进而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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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话筒7，降低了无线话筒7掉落的可能性。

[0029] 实施例，请参照附图1和2所示，所述演示台主体1底部的四个顶角处逐一安装有万

向轮19，万向轮19带刹车片，方便搬运移动装置，所述演示台主体1前封板和侧板上均并排

设有多个散热孔15，通过散热孔15实现装置的散热。

[0030] 本实用新型的具体操作方式如下：

[0031] 首先电动马达61工作，驱动第一转动轴62转动，通过第一转动轴62带动翻转板2翻

转，通过翻转板2带动显示器21翻转，摄像头4为带云台的无线网络高清摄像头，具有340度

水平和105度垂直云台，内置32G存储卡，可保存一周录像，可用于现场场景的直播，也可以

用于防盗监控，无线话筒7具有金属防摔外壳，且内置锂电，无线范围达到30米，配合演示台

内置的音响系统，即可以用于培训上课，也可以用于参观讲解，可配置10寸安卓平板，支持

在线考试，在线培训，此外，平板可充电，支持10‑20台十寸平台的管理和充电，实现同步关

机和重启，通过音响5、内置80W的8寸扬声器和功放141，可播放相应的音乐来烘托气氛、调

节员工的精神状态，创造舒适、轻松的环境，具有VGA、HDMI、USB等接口17，可以无线投屏，此

外，内置VR集控系统，可进行VR教学，内置大功率千兆双频无线路由器，使带机量达150台，

为手机或平板的在线考试提供无线支持，还可配置激光打印机，实现培训考试材料的打印，

如考核结果、统计报表的现场打印、培训证件的批量打印等。

[0032] 上述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示例性描述，显然本实用新型具体实现并不受

上述方式的限制，只要采用了本实用新型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这种非实质改进，

或未经改进将本实用新型的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他场合的，均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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