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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教学设备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

一种学生上课用小型实验台，包括底座，所述底

座的顶面设置有第一导轨；所述底座的顶面设有

丝杆，所述丝杆的表面设有固定座；所述固定座

的两端对称设有第一固定杆，所述固定杆的两端

分别设有第一导轮、第一固定夹；所述底座的顶

面设有第二固定杆，所述第二固定杆的两端分别

设有第二导轮、第二固定夹；所述第一固定杆、所

述第二固定杆的顶部设有试验台本体；所述底座

的顶面边缘处固定有防护罩，防护罩的顶部设有

转动电机；所述转动电机的一端固定有第一锥齿

轮；所述第一锥齿轮的表面啮合连接有第二锥齿

轮；本发明提供的学生上课用小型实验台具有操

作方便、使用灵活、便于调节试验台高度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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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学生上课用小型实验台，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1)，所述底座(1)的顶面的顶面

对称设置有第一导轨(11)；

所述底座(1)的顶面设有丝杆(2)，所述丝杆(2)的表面螺纹连接有固定座(3)；

所述固定座(3)的两端对称设有第一固定杆(4)，所述固定杆的两端分别设有第一导轮

(41)、第一固定夹(42)；

所述第一导轮(41)设于所述第一固定杆(4)的底端，所述第一固定夹(42)与所述第一

固定杆(4)的顶端转动连接；

所述第一导轮(41)与所述固定座(3)转动连接，所述第一导轮(41)与所述第一导轨

(11)滚动连接；

所述底座(1)的顶面设有第二固定杆(5)，所述第二固定杆(5)的两端分别设有第二导

轮(51)、第二固定夹(52)；

所述第二导轮(51)设于所述第二固定杆(5)的顶端，所述第二导轮(51)与所述第二固

定杆(5)转动连接；

所述第二固定夹(52)与所述第二固定杆(5)的底端转动连接，所述第二固定夹(52)固

定于所述底座(1)的顶面；

所述第一固定杆(4)、所述第二固定杆(5)相互交叉设置，所述第一固定杆(4)、所述第

二固定杆(5)的交叉处通过螺栓连接；

所述第一固定杆(4)、所述第二固定杆(5)的顶部设有试验台本体(6)，所述试验台本体

(6)的底面对称设有第二导轨(61)，所述第二导轮(51)与所述第二导轨(61)滚动连接；

所述底座(1)的顶面边缘处固定有防护罩(8)，防护罩(8)的顶部设有转动电机(7)；

所述转动电机(7)穿过所述防护罩(8)至所述防护罩(8)的内部，所述转动电机(7)位于

所述防护罩(8)内部的一端固定有第一锥齿轮(81)；

所述第一锥齿轮(81)的表面啮合连接有第二锥齿轮(82)，所述第二锥齿轮(82)与所述

丝杆(2)相连接；

所述第一固定杆(4)与所述第二固定杆(5)的长度相同，所述第一固定杆(4)、所述第二

固定杆(5)位于同一垂直面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学生上课用小型实验台，其特征在于：所述试验台本体

(6)与所述底座(1)相互平行，所述试验台本体(6)的面积小于所述底座(1)的面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学生上课用小型实验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锥齿轮

(81)、所述第二锥齿轮(82)之间相互垂直，所述第一锥齿轮(81)、所述第二锥齿轮(82)相匹

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学生上课用小型实验台，其特征在于：所述丝杆(2)的长

度小于所述底座(1)最长边的长度，所述丝杆(2)与所述固定座(3)相互垂直，所述固定座

(3)的最长边长度小于所述底座(1)的宽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学生上课用小型实验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导轨(11)

与所述第二导轨(61)相互平行，所述第一导轨(11)与所述第二导轨(61)的长度相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学生上课用小型实验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的底

面固定有四个防滑垫(12)，所述防滑垫(12)呈矩形阵列分布于所述底座(1)的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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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学生上课用小型实验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教学设备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学生上课用小型实验台。

背景技术

[0002] 实验台是医院、学校、化工厂、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进行实验检测及存放仪器所

使用的台子。

[0003] 学生在做物理实验时经常会在试验台上操作，然而一般的试验台结构较为固定，

不能很好的在实验时对试验台的高度进行调节，存在一定局限性，不能满足学生实验时的

一些需求，从而影响实验效果。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学生上课用小型实验台，其具有

以下特点：

[0004] 通过设置转动电机带动第一锥齿轮转动，从而带动第二锥齿轮带动丝杆转动，使

得固定座运动带动第一固定杆、第二固定杆相互交叉运动，从而带动试验台本体高度发生

变化，便于实验时随时调节试验台本体的高度，有利于提升实验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操作方便、使用灵活、便于调节试验台

高度的学生上课用小型实验台。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学生上课用小型实验台，包括

底座，所述底座的顶面的顶面对称设置有第一导轨；

[0007] 所述底座的顶面设有丝杆，所述丝杆的表面螺纹连接有固定座；

[0008] 所述固定座的两端对称设有第一固定杆，所述固定杆的两端分别设有第一导轮、

第一固定夹；

[0009] 所述第一导轮设于所述第一固定杆的底端，所述第一固定夹与所述第一固定杆的

顶端转动连接；

[0010] 所述第一导轮与所述固定座转动连接，所述第一导轮与所述第一导轨滚动连接；

[0011] 所述底座的顶面设有第二固定杆，所述第二固定杆的两端分别设有第二导轮、第

二固定夹；

[0012] 所述第二导轮设于所述第二固定杆的顶端，所述第二导轮与所述第二固定杆转动

连接；

[0013] 所述第二固定夹与所述第二固定杆的底端转动连接，所述第二固定夹固定于所述

底座的顶面；

[0014] 所述第一固定杆、所述第二固定杆相互交叉设置，所述第一固定杆、所述第二固定

杆的交叉处通过螺栓连接；

[0015] 所述第一固定杆、所述第二固定杆的顶部设有试验台本体，所述试验台本体的底

面对称设有第二导轨，所述第二导轮与所述第二导轨滚动连接；

[0016] 所述底座的顶面边缘处固定有防护罩，防护罩的顶部设有转动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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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所述转动电机穿过所述防护罩至所述防护罩的内部，所述转动电机位于所述防护

罩内部的一端固定有第一锥齿轮；

[0018] 所述第一锥齿轮的表面啮合连接有第二锥齿轮，所述第二锥齿轮与所述丝杆相连

接；

[0019] 所述第一固定杆与所述第二固定杆的长度相同，所述第一固定杆、所述第二固定

杆位于同一垂直面上。

[0020] 进一步的，所述试验台本体与所述底座相互平行，所述试验台本体的面积小于所

述底座的面积。

[0021]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锥齿轮、所述第二锥齿轮之间相互垂直，所述第一锥齿轮、所

述第二锥齿轮相匹配。

[0022] 进一步的，所述丝杆的长度小于所述底座最长边的长度，所述丝杆与所述固定座

相互垂直，所述固定座的最长边长度小于所述底座的宽度。

[0023]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导轨与所述第二导轨相互平行，所述第一导轨与所述第二导

轨的长度相同。

[0024] 进一步的，所述底座的底面固定有四个防滑垫，所述防滑垫呈矩形阵列分布于所

述底座的底面。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6] 通过设置转动电机带动第一锥齿轮转动，从而带动第二锥齿轮带动丝杆转动，使

得固定座运动带动第一固定杆、第二固定杆相互交叉运动，从而带动试验台本体高度发生

变化，便于实验时随时调节试验台本体的高度，有利于提升实验效果。

附图说明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学生上课用小型实验台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图1所示的丝杆、第一锥齿轮以及第二锥齿轮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底座，11、第一导轨，12、防滑垫，2、丝杆，3、固定块，4、第一固定杆，41、第

一导轮，42、第一固定夹，5、第二固定杆，51、第二导轮，52、第二固定夹，6、试验台本体，61、

第二导轨，7、转动电机，8、防护罩，81、第一锥齿轮，82、第二锥齿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32] 如图1-图2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学生上课用小型实验台，包括底座1，所述底座

1的顶面的顶面对称设置有第一导轨11；

[0033] 所述底座1的顶面设有丝杆2，所述丝杆2的表面螺纹连接有固定座3；

[0034] 所述固定座3的两端对称设有第一固定杆4，所述固定杆的两端分别设有第一导轮

41、第一固定夹42；

[0035] 所述第一导轮41设于所述第一固定杆4的底端，所述第一固定夹42与所述第一固

定杆4的顶端转动连接；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9225375 A

4



[0036] 所述第一导轮41与所述固定座3转动连接，所述第一导轮41与所述第一导轨11滚

动连接；

[0037] 所述底座1的顶面设有第二固定杆5，所述第二固定杆5的两端分别设有第二导轮

51、第二固定夹52；

[0038] 所述第二导轮51设于所述第二固定杆5的顶端，所述第二导轮51与所述第二固定

杆5转动连接；

[0039] 所述第二固定夹52与所述第二固定杆5的底端转动连接，所述第二固定夹52固定

于所述底座1的顶面；

[0040] 所述第一固定杆4、所述第二固定杆5相互交叉设置，所述第一固定杆4、所述第二

固定杆5的交叉处通过螺栓连接；

[0041] 所述第一固定杆4、所述第二固定杆5的顶部设有试验台本体6，所述试验台本体6

的底面对称设有第二导轨61，所述第二导轮51与所述第二导轨61滚动连接；

[0042] 所述底座1的顶面边缘处固定有防护罩8，防护罩8的顶部设有转动电机7；

[0043] 所述转动电机7穿过所述防护罩8至所述防护罩8的内部，所述转动电机7位于所述

防护罩8内部的一端固定有第一锥齿轮81；

[0044] 所述第一锥齿轮81的表面啮合连接有第二锥齿轮82，所述第二锥齿轮82与所述丝

杆2相连接；

[0045] 所述第一固定杆4与所述第二固定杆5的长度相同，所述第一固定杆4、所述第二固

定杆5位于同一垂直面上。

[0046] 进一步的，所述试验台本体6与所述底座1相互平行，所述试验台本体6的面积小于

所述底座1的面积。

[0047]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锥齿轮81、所述第二锥齿轮82之间相互垂直，所述第一锥齿轮

81、所述第二锥齿轮82相匹配。

[0048] 进一步的，所述丝杆2的长度小于所述底座1最长边的长度，所述丝杆2与所述固定

座3相互垂直，所述固定座3的最长边长度小于所述底座1的宽度。

[0049]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导轨11与所述第二导轨61相互平行，所述第一导轨11与所述

第二导轨61的长度相同。

[0050] 进一步的，所述底座1的底面固定有四个防滑垫12，所述防滑垫12呈矩形阵列分布

于所述底座1的底面。

[0051] 通过设置转动电机7带动第一锥齿轮81转动，从而带动第二锥齿轮82带动丝杆2转

动，使得固定座3运动带动第一固定杆4、第二固定杆5相互交叉运动，从而带动试验台本体6

高度发生变化，便于实验时随时调节试验台本体6的高度，有利于提升实验效果。具体的有：

[0052] 首先，启动转动电机7带动第一锥齿轮81转动，从而带动第二锥齿轮82带动丝杆2

转动，使得固定座3沿着丝杆2运动，同时带动第一固定杆4底端的第一导轮41沿着第一导轨

11滑动、第二固定杆5顶端的第二导轮51沿着第二导轨61滑动，从而调节试验台本体6的高

度到合适位置，通过设置的防滑垫12放置实验时底座1发生滑动，保证实验稳定性，通过防

护罩8保护第一锥齿轮81、第二锥齿轮82，防止运动时发生意外。

[0053] 本发明通过设置转动电机7带动第一锥齿轮81转动，从而带动第二锥齿轮82带动

丝杆2转动，使得固定座3运动带动第一固定杆4、第二固定杆5相互交叉运动，从而带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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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本体6高度发生变化，便于实验时随时调节试验台本体6的高度，有利于提升实验效果。

[0054] 本申请中出现的电器元件在使用时均外接连通电源。

[0055] 涉及到电路和电器元件和模块均为现有技术，本领域技术人员完全可以实现，无

需赘言，本发明保护的内容也不涉及对于软件和方法的改进。

[0056]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方式和说明书中的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

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

改进都落入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

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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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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