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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教育器材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

一种教学演示装置，包括组装箱、教学台面、调整

单元、支撑模块与摄像头，所述组装箱的顶部一

端转动连接有教学台面，教学台面的顶部一端沿

边缘设置有调整单元，调整单元上铰接有摄像

头；所述组装箱的内部设有支撑模块，支撑模块

用于将教学台面顶起，组装箱的内底板上设有一

号磁条；所述支撑模块包括一号固定板、一号支

撑杆与二号支撑杆，一号固定板通过一号支撑杆

与两个左右对称设置的二号支撑杆安装于组装

箱的内部，一号支撑杆的一端铰接于教学台面下

表面，一号支撑杆的另一端通过一号齿轮与一号

固定板转动连接；本发明能够将教学台面抬起，

满足不同角度的书画放置，同时满足不同身高的

人群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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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教学演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组装箱(1)、教学台面(2)、调整单元(3)、支撑

模块(4)与摄像头(5)，所述组装箱(1)的顶部一端转动连接有教学台面(2)，教学台面(2)的

顶部一端沿边缘设置有调整单元(3)，调整单元(3)上铰接有摄像头(5)；所述教学台面(2)

一侧设有矩形通孔；所述矩形通孔下侧设有辅助单元(10)，辅助单元(10)包括限位块

(101)、滑轮(102)、滑动板(103)、二号固定板(104)、限位板(105)和二号刚性绳(106)；所述

限位块(101)为两个，限位块(101)为橡胶材质，限位块(101)对称分布于矩形通孔两侧，限

位块(101)与教学台面(2)下表面固定连接，限位块(101)可对限位板(105)起缓冲作用；所

述二号固定板(104)为两个，二号固定板(104)与教学台面(2)下表面固定连接，二号固定板

(104)对称分布于矩形通孔两侧；所述滑动板(103)与矩形通孔滑动连接；所述限位板(105)

为两个，限位板(105)对称固定在滑动板(103)两侧，限位板(105)用于限制滑动板(103)滑

出教学台面(2)；所述滑轮(102)为四个，滑轮(102)对称分布于滑动板(103)两侧，滑轮

(102)呈矩形分布，滑轮(102)通过固定轴与二号固定板(104)固定连接，滑轮(102)与固定

轴间转动连接，且滑轮(102)与滑动板(103)接触，滑轮(102)可固定滑动板(103)在滑轮

(102)中间滑动；所述二号刚性绳(106)一端与一号固定板(41)固定连接，二号刚性绳(106)

另一端通过弹簧与教学台面(2)固定连接，且二号刚性绳(106)托住滑动板(103)下端；所述

组装箱(1)的内部设有支撑模块(4)，支撑模块(4)用于将教学台面(2)顶起，组装箱(1)的内

底板上设有一号磁条(6)；所述支撑模块(4)包括一号固定板(41)、一号支撑杆(42)与二号

支撑杆(44)，一号固定板(41)通过一号支撑杆(42)与两个左右对称设置的二号支撑杆(44)

安装于组装箱(1)的内部，一号支撑杆(42)的一端铰接于教学台面(2)下表面，一号支撑杆

(42)的另一端通过一号齿轮(43)与一号固定板(41)转动连接，二号支撑杆(44)与一号固定

板(41)的连接位置处通过二号齿轮(45)转动连接，一号齿轮(43)的直径小于二号齿轮(45)

的直径，一号齿轮(43)与左侧二号齿轮(45)啮合连接，两个二号齿轮(45)啮合连接，左侧二

号支撑杆(44)的一端铰接于组装箱(1)底部，左侧二号齿轮(45)通过设于一号固定板(41)

背面的电机驱动，右侧二号支撑杆(44)的一端铰接于磁性材质的第一滑块(46)上，第一滑

块(46)与一号磁条(6)滑动连接，第一滑块(46)用于带动右侧二号支撑杆(44)滑动；所述组

装箱(1)右侧设有控制器，控制器用于控制电机工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教学演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调整单元(3)包括软管

(31)，软管(31)固定于教学台面(2)顶部，软管(31)的内部设有一号弹簧(32)，一号弹簧

(32)通过双轴电机(33)驱动，软管(31)的一侧开设有一号槽(34)，一号槽(34)内设有移动

板(35)，移动板(35)的顶部开设有锯齿，锯齿用于与一号弹簧(32)卡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教学演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滑块(46)与一号磁

条(6)之间设有空隙，组装箱(1)的内底板右下方设有润滑油(7)，润滑油(7)的高度为1-

2mm，润滑油(7)用于对第一滑块(46)与一号磁条(6)之间的空隙处润滑。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教学演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教学台面(2)的底部固

联有L型连接件(8)，L型连接件(8)的底端转动连接有一号转动轴(81)；所述软管(31)的左

右两侧均固联有多个矩形板块(82)，左侧矩形板块(82)的内部贯穿有一号刚性绳(83)，一

号刚性绳(83)的一端固联于软管(31)的顶端，一号刚性绳(83)的另一端穿过一号转动轴

(81)并固联于组装箱(1)外侧，右侧矩形板块(82)的内部贯穿有一号弹性绳(84)，一号弹性

绳(84)的顶端固联于软管(31)上，一号弹性绳(84)的另一端固联于教学台面(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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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教学演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滑块(46)的两侧对

称通过连接杆与圆盘(9)转动连接，圆盘(9)的底部设有清理刷(91)，清理刷(91)的高度为

1-1.5mm，圆盘(9)的高度为0.5-1mm，一号磁条(6)的顶部对称固联有凸块(92)，且圆盘(9)

的底部与凸块(92)的顶部相接触，组装箱(1)的内底板位于第一滑块(46)的下方位置处开

设有集屑槽(9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教学演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理刷(91)呈圆台形结

构，清理刷(91)的一端与第一滑块(46)相接触。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671330 A

3



一种教学演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教育器材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教学演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书画是绘画和书法的统称。画，是人们生活中创造的结晶，画的起源久远，有着丰

富的意思。“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中国古代，诗与画分不开。画的作品也体现了作者的情感

和思想，画中常常包含着艺术家强烈的思想感情，因此艺术也深深地孕育在画中。书，一说

是书法，也就是俗话说的所谓的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书是指文化内涵。由此可知，书画是

指绘画和书法，也可以理解为具有文化内涵的绘画，在书画教学活动中，需要对书画进行展

示，展示时需要一种教学演示装置。

[0003] 专利文献1：教学示范仪，申请号：2016200600630

[0004] 上述专利文献1中所述的教学示范仪，设置有台下摄像头，避免了手的投影落在教

学台面上，双画面切换演示，更适合书画老师的教学解析，但是该专利中教学台面不便抬

起，不能满足不同角度的书画放置以及不能满足不同身高的人群的使用，使用范围较小，同

时摄像装置容易触碰到人们的身体上，从而对操作造成不便。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教学演示装置。本发明主要用于解

决教学示范仪不能满足不同角度的书画的放置的问题。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教学演示装置，

包括组装箱、教学台面、调整单元、支撑模块与摄像头，所述组装箱的顶部一端转动连接有

教学台面，教学台面的顶部一端沿边缘设置有调整单元，调整单元上铰接有摄像头；所述教

学台面一侧设有矩形通孔；所述矩形通孔下侧设有辅助单元，辅助单元包括限位块、滑轮、

滑动板、二号固定板、限位板和二号刚性绳；所述限位块为两个，限位块为橡胶材质，限位块

对称分布于矩形通孔两侧，限位块与教学台面下表面固定连接，限位块可对限位板起缓冲

作用；所述二号固定板为两个，二号固定板与教学台面下表面固定连接，二号固定板对称分

布于矩形通孔两侧；所述滑动板与矩形通孔滑动连接；所述限位板为两个，限位板对称固定

在滑动板两侧，限位板用于限制滑动板滑出教学台面；所述滑轮为四个，滑轮对称分布于滑

动板两侧，滑轮呈矩形分布，滑轮通过固定轴与二号固定板固定连接，滑轮与固定轴间转动

连接，且滑轮与滑动板接触，滑轮可固定滑动板在滑轮中间滑动；所述二号刚性绳一端与一

号固定板固定连接，二号刚性绳另一端通过弹簧与教学台面固定连接，且二号刚性绳托住

滑动板下端；所述组装箱的内部设有支撑模块，支撑模块用于将教学台面顶起，组装箱的内

底板上设有一号磁条；所述支撑模块包括一号固定板、一号支撑杆与二号支撑杆，一号固定

板通过一号支撑杆与两个左右对称设置的二号支撑杆安装于组装箱的内部，一号支撑杆的

一端铰接于教学台面下表面，一号支撑杆的另一端通过一号齿轮与一号固定板转动连接，

二号支撑杆与一号固定板的连接位置处通过二号齿轮转动连接，一号齿轮的直径小于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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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的直径，一号齿轮与左侧二号齿轮啮合连接，两个二号齿轮啮合连接，左侧二号支撑杆

的一端铰接于组装箱底部，左侧二号齿轮通过设于一号固定板背面的电机驱动，右侧二号

支撑杆的一端铰接于磁性材质的第一滑块上，第一滑块与一号磁条滑动连接，第一滑块用

于带动右侧二号支撑杆滑动；所述组装箱右侧设有控制器，控制器用于控制电机工作。

[0007] 工作时，人们在教学台面上进行书画展示，通过控制器控制电机正向转动带动左

侧二号齿轮转动，由于两个二号齿轮啮合连接，左侧二号齿轮转动带动右侧二号齿轮转动，

从而带动右侧二号支撑杆转动，由于右侧二号支撑杆与第一滑块铰接，右侧二号支撑杆的

转动引起第一滑块向左的移动，移动的过程中增大二号支撑杆与组装箱底板之间的角度，

从而增加二号支撑杆的竖直高度，同时左侧二号齿轮与一号齿轮啮合连接，左侧二号齿轮

的转动带动一号齿轮转动，从而带动一号支撑杆进行转动，转动的过程增大一号支撑杆与

教学台面之间的角度，增加一号支撑杆的竖直高度，可将教学台面顶起，反之，电机反向转

动带动左侧二号齿轮反向转动，并带动右侧二号齿轮反向转动，从而带动右侧二号支撑杆

反向转动，使得第一滑块向右滑动，滑动的过程中减小二号支撑杆与组装箱底板之间的角

度，改变二号支撑杆的竖直高度，同时左侧二号齿轮的转动带动一号齿轮的转动，减小一号

支撑杆与教学台面之间的角度，可将教学台面降下，实现教学台面的上下升降，同时一号齿

轮的直径小于二号齿轮的直径，使得一号支撑杆的转动速度大于二号支撑杆的转动速度，

避免二号支撑杆与一号支撑杆位于同一直线上，增强一号支撑杆与两个二号支撑杆支撑时

的稳定性，摄像头可用于对书画摄像，便于展示；当二号支撑杆与组装箱底板之间的角度增

大时，二号支撑杆和一号固定板的竖直高度也增加，二号钢性绳托住滑动板向上滑动，滑动

板滑出教学台面可避免书本落下台面，给教师带来便利。

[0008] 所述调整单元包括软管，软管固定于教学台面顶部，软管的内部设有一号弹簧，一

号弹簧通过双轴电机驱动，软管的一侧开设有一号槽，一号槽内设有移动板，移动板的顶部

开设有锯齿，锯齿用于与一号弹簧卡合。双轴电机驱动一号弹簧转动，使得一号弹簧在软管

的内部转动，引起软管自动改变方向，由于移动板上的锯齿与一号弹簧卡接，使得一号弹簧

的转动引起移动板在软管上的上下移动，摄像头通过L型连接件与移动板连接，从而带动摄

像头实现各个方向上的摄像，增强书画展示的全面性。

[0009] 所述第一滑块与一号磁条之间设有空隙，组装箱的内底板右下方设有润滑油，润

滑油的高度为1-2mm，润滑油用于对第一滑块与一号磁条润滑。润滑油流进第一滑块与一号

磁条之间的空隙，对第一滑块和一号磁条进行润滑，不仅增大了第一滑块滑动时的速度，同

时第一滑块滑动过程中掉落的废屑可收集于空隙处，减小了第一滑块与一号磁条之间滑动

时的磨损。

[0010] 所述教学台面的底部固联有L型连接件，L型连接件的底端转动连接有一号转动

轴，所述软管的左右两侧均固联有多个矩形板块，左侧矩形板块的内部贯穿有一号刚性绳，

一号刚性绳的一端固联于软管的顶端，一号刚性绳的另一端穿过一号转动轴并固联于组装

箱外侧，右侧矩形板块的内部贯穿有一号弹性绳，一号弹性绳的顶端固联于软管上，一号弹

性绳的另一端固联于教学台面上。教学台面向上顶起时，由于一号刚性绳的一端固联于教

学台面上，使得一号刚性绳被拉紧，并拉动软管的一端向上抬起，同时一号弹性绳的设置，

使得软管的另一侧能被拉长，可防止教学台面被抬起时，避免软管的顶部碰触到人们，方便

人们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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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第一滑块的两侧对称通过连接杆与圆盘转动连接，圆盘的底部设有清理刷，

清理刷的高度为1-1.5mm，圆盘的高度为0.5-1mm，一号磁条的顶部对称固联有凸块，且圆盘

的底部与的凸块的顶部相接触，组装箱的内底板位于第一滑块的下方位置处开设有集屑

槽。第一滑块的移动带动圆盘移动，由于圆盘的底部与凸块的顶部相接触，圆盘移动中与凸

块产生摩擦力，在摩擦力的作用下，带动圆盘转动，从而带动清理刷对第一滑块与一号磁条

产生的废屑进行清理，并清扫至集屑槽的内部收集，进一步减小废屑对第一滑块与一号磁

条的磨损，延长使用寿命，且圆盘的高度低于润滑油的高度，使得圆盘能全部受到润滑油的

润滑，保证润滑的全面性。

[0012] 所述清理刷呈圆台形结构，清理刷的一端与第一滑块相接触。清理刷的一端延伸

至第一滑块上，保证清理刷能对第一滑块与一号磁条缝隙处产生分废屑进行清理，提高了

清理的效果。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4] 1.本发明通过设置支撑模块，将教学台面顶起，实现教学台面角度的改变，满足不

同角度的书画放置的需求，同时可满足不同身高的人群的使用需求，扩大了使用范围，同时

在教学台面上设置调整单元，可在教学台面顶起时，将调整单元向后方拉动，从而避免摄像

头和调整单元触碰到人们，保证人们的正常书画，便于使用。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主视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调整单元的工作状态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图2中C-C剖视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图1中A部的局部放大图；

[0019] 图5是本发明图1中B-B剖视图；

[0020] 图6是本发明中第一滑块与一号磁条连接的俯视图；

[0021] 图7是本发明中清理刷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组装箱1、教学台面2、调整单元3、软管31、一号弹簧32、双轴电机33、一号槽

34、移动板35、支撑模块4、一号固定板41、一号支撑杆42、一号齿轮43、二号支撑杆44、二号

齿轮45、第一滑块46、摄像头5、一号磁条6、润滑油7、L型连接件8、一号转动轴81、矩形板块

82、一号刚性绳83、一号弹性绳84、圆盘9、清理刷91、凸块92、集屑槽93。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使用图1-图7对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一种教学演示装置进行如下说明。

[0024] 如图1、图2与图4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教学演示装置，包括组装箱1、教学台面

2、调整单元3、支撑模块4与摄像头5，所述组装箱1的顶部一端转动连接有教学台面2，教学

台面2的顶部一端沿边缘设置有调整单元3，调整单元3上铰接有摄像头5；所述教学台面2一

侧设有矩形通孔；所述矩形通孔下侧设有辅助单元10，辅助单元10包括限位块101、滑轮

102、滑动板103、二号固定板104、限位板105和二号刚性绳106；所述限位块101为两个，限位

块101为橡胶材质，限位块101对称分布于矩形通孔两侧，限位块101与教学台面2下表面固

定连接，限位块101可对限位板105起缓冲作用；所述二号固定板104为两个，二号固定板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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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学台面2下表面固定连接，二号固定板104对称分布于矩形通孔两侧；所述滑动板103与

矩形通孔滑动连接；所述限位板105为两个，限位板105对称固定在滑动板103两侧，限位板

105用于限制滑动板103滑出教学台面2；所述滑轮102为四个，滑轮102对称分布于滑动板

103两侧，滑轮102呈矩形分布，滑轮102通过固定轴与二号固定板104固定连接，滑轮102与

固定轴间转动连接，且滑轮102与滑动板103接触，滑轮102可固定滑动板103在滑轮102中间

滑动；所述二号刚性绳106一端与一号固定板41固定连接，二号刚性绳106另一端通过弹簧

与教学台面2固定连接，且二号刚性绳106托住滑动板103下端；所述组装箱1的内部设有支

撑模块4，支撑模块4用于将教学台面2顶起，组装箱1的内底板上设有一号磁条6；所述支撑

模块4包括一号固定板41、一号支撑杆42与二号支撑杆44，一号固定板41通过一号支撑杆42

与两个左右对称设置的二号支撑杆44安装于组装箱1的内部，一号支撑杆42的一端铰接于

教学台面2下表面，一号支撑杆42的另一端通过一号齿轮43与一号固定板41转动连接，二号

支撑杆44与一号固定板41的连接位置处通过二号齿轮45转动连接，一号齿轮43的直径小于

二号齿轮45的直径，一号齿轮43与左侧二号齿轮45啮合连接，两个二号齿轮45啮合连接，左

侧二号支撑杆44的一端铰接于组装箱1底部，左侧二号齿轮45通过设于一号固定板41背面

的电机驱动，右侧二号支撑杆44的一端铰接于磁性材质的第一滑块46上，第一滑块46与一

号磁条6滑动连接，第一滑块46用于带动右侧二号支撑杆44滑动；所述组装箱1右侧设有控

制器，控制器用于控制电机工作。

[0025] 工作时，人们在教学台面2上进行书画展示，通过控制器控制电机正向转动带动左

侧二号齿轮45转动，由于两个二号齿轮45啮合连接，左侧二号齿轮45转动带动右侧二号齿

轮45转动，从而带动右侧二号支撑杆44转动，由于右侧二号支撑杆44与第一滑块46铰接，右

侧二号支撑杆44的转动引起第一滑块46向左的移动，移动的过程中增大二号支撑杆44与组

装箱1底板之间的角度，从而增加二号支撑杆44的竖直高度，同时左侧二号齿轮45与一号齿

轮43啮合连接，左侧二号齿轮45的转动带动一号齿轮43转动，从而带动一号支撑杆42进行

转动，转动的过程增大一号支撑杆42与教学台面2之间的角度，增加一号支撑杆42的竖直高

度，可将教学台面2顶起，反之，电机反向转动带动左侧二号齿轮45反向转动，并带动右侧二

号齿轮45反向转动，从而带动右侧二号支撑杆44反向转动，使得第一滑块46向右滑动，滑动

的过程中减小二号支撑杆44与组装箱1底板之间的角度，改变二号支撑杆44的竖直高度，同

时左侧二号齿轮45的转动带动一号齿轮43的转动，减小一号支撑杆42与教学台面2之间的

角度，可将教学台面2降下，实现教学台面2的上下升降，同时一号齿轮43的直径小于二号齿

轮45的直径，使得一号支撑杆42的转动速度大于二号支撑杆44的转动速度，避免二号支撑

杆44与一号支撑杆42位于同一直线上，增强一号支撑杆42与两个二号支撑杆44支撑时的稳

定性，摄像头5可用于对书画摄像，便于展示；当二号支撑杆44与组装箱1底板之间的角度增

大时，二号支撑杆44和一号固定板41的竖直高度也增加，二号钢性绳106托住滑动板103向

上滑动，滑动板103滑出教学台面2可避免书本落下台面，给教师带来便利。

[0026] 如图1-图3所示，所述调整单元3包括软管31，软管31固定于教学台面2顶部，软管

31的内部设有一号弹簧32，一号弹簧32通过双轴电机33驱动，软管31的一侧开设有一号槽

34，一号槽34内设有移动板35，移动板35的顶部开设有锯齿，锯齿用于与一号弹簧32卡合。

双轴电机33驱动一号弹簧32转动，使得一号弹簧32在软管31的内部转动，引起软管31自动

改变方向，由于移动板35上的锯齿与一号弹簧32卡接，使得一号弹簧32的转动引起移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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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在软管31上的上下移动，摄像头5通过L型连接件8与移动板35连接，从而带动摄像头5实

现各个方向上的摄像，增强书画展示的全面性。

[0027] 如图1、图2与图5所示，所述第一滑块46与一号磁条6之间设有空隙，组装箱1的内

底板右下方设有润滑油7，润滑油7的高度为1-2mm，润滑油7用于对第一滑块46与一号磁条6

润滑。润滑油7流进第一滑块46与一号磁条6之间的空隙，对第一滑块46和一号磁条6进行润

滑，不仅增大了第一滑块46滑动时的速度，同时第一滑块46滑动过程中掉落的废屑可收集

于空隙处，减小了第一滑块46与一号磁条6之间滑动时的磨损。

[0028] 如图1-图2所示，所述教学台面2的底部固联有L型连接件8，L型连接件8的底端转

动连接有一号转动轴81，所述软管31的左右两侧均固联有多个矩形板块82，左侧矩形板块

82的内部贯穿有一号刚性绳83，一号刚性绳83的一端固联于软管31的顶端，一号刚性绳83

的另一端穿过一号转动轴81并固联于组装箱1外侧，右侧矩形板块82的内部贯穿有一号弹

性绳84，一号弹性绳84的顶端固联于软管31上，一号弹性绳84的另一端固联于教学台面2

上。教学台面2向上顶起时，由于一号刚性绳83的一端固联于教学台面2上，使得一号刚性绳

83被拉紧，并拉动软管31的一端向上抬起，同时一号弹性绳84的设置，使得软管31的另一侧

能被拉长，可防止教学台面2被抬起时，避免软管31的顶部碰触到人们，方便人们书画。

[0029] 如图5和图6所示，所述第一滑块46的两侧对称通过连接杆与圆盘9转动连接，圆盘

9的底部设有清理刷91，清理刷91的高度为1-1.5mm，圆盘9的高度为0.5-1mm，一号磁条6的

顶部对称固联有凸块92，且圆盘9的底部与凸块92的顶部相接触，组装箱1的内底板位于第

一滑块46的下方位置处开设有集屑槽93。第一滑块46的移动带动圆盘9移动，由于圆盘9的

底部与凸块92的顶部相接触，圆盘9移动中与凸块92产生摩擦力，在摩擦力的作用下，带动

圆盘9转动，从而带动清理刷91对第一滑块46与一号磁条6产生的废屑进行清理，并清扫至

集屑槽93的内部收集，进一步减小废屑对第一滑块46与一号磁条6的磨损，延长使用寿命，

且圆盘9的高度低于润滑油7的高度，使得圆盘9能全部受到润滑油7的润滑，保证润滑的全

面性。

[0030] 如图7所示，所述清理刷91呈圆台形结构，清理刷91的一端与第一滑块46相接触。

清理刷91的一端延伸至第一滑块46上，保证清理刷91能对第一滑块46与一号磁条6缝隙处

产生分废屑进行清理，提高了清理的效果。

[0031] 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0032] 工作时，人们在教学台面2上进行书画展示，通过控制器控制电机正向转动带动左

侧二号齿轮45转动，由于两个二号齿轮45啮合连接，左侧二号齿轮45转动带动右侧二号齿

轮45转动，从而带动右侧二号支撑杆44转动，由于右侧二号支撑杆44与第一滑块46铰接，右

侧二号支撑杆44的转动引起第一滑块46向左的移动，移动的过程中增大二号支撑杆44与组

装箱1底板之间的角度，从而增加二号支撑杆44的竖直高度，同时左侧二号齿轮45与一号齿

轮43啮合连接，左侧二号齿轮45的转动带动一号齿轮43转动，从而带动一号支撑杆42进行

转动，转动的过程增大一号支撑杆42与教学台面2之间的角度，增加一号支撑杆42的竖直高

度，可将教学台面2顶起，反之，电机反向转动带动左侧二号齿轮45反向转动，并带动右侧二

号齿轮45反向转动，从而带动右侧二号支撑杆44反向转动，使得第一滑块46向右滑动，滑动

的过程中减小二号支撑杆44与组装箱1底板之间的角度，改变二号支撑杆44的竖直高度，同

时左侧二号齿轮45的转动带动一号齿轮43的转动，减小一号支撑杆42与教学台面2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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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可将教学台面2降下，实现教学台面2的上下升降，同时一号齿轮43的直径小于二号齿

轮45的直径，使得一号支撑杆42的转动速度大于二号支撑杆44的转动速度，避免二号支撑

杆44与一号支撑杆42位于同一直线上，增强一号支撑杆42与两个二号支撑杆44支撑时的稳

定性，摄像头5可用于对书画摄像，便于展示；当二号支撑杆44与组装箱1底板之间的角度增

大时，二号支撑杆44和一号固定板41的竖直高度也增加，二号钢性绳106托住滑动板103向

上滑动，滑动板103滑出教学台面2可避免书本落下台面，给教师带来便利。

[003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

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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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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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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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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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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