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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方便固定灯泡的移动式可折叠布景舞

台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方便固定灯泡的移动

式可折叠布景舞台，属于幼儿教育技术领域，包

括支撑框架、灯泡固定装置和若干块依次铰接的

布景板本体，各布景板本体均沿竖直方向贴合支

撑框架的侧面设置；支撑框架包括水平设置的横

向矩形框和固定设置在横向矩形框底端四个角

落处的竖向支撑杆，横向矩形框的外侧面设置有

连接孔，任意相邻两根竖向支撑杆之间均可拆卸

地连接有布景板本体，且各竖向支撑杆的底端均

设置有万向移动轮。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结构

简单，成本低廉，占地空间小，并能够根据表演需

求随时移动，方便固定灯泡，让孩子拥有更好的

灯光效果，从而激发孩子们的表演欲望，锻炼孩

子们的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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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方便固定灯泡的移动式可折叠布景舞台，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框架(1)、灯泡

固定装置(3)和若干块依次铰接的布景板本体(2)，各布景板本体(2)均沿竖直方向贴合支

撑框架(1)的侧面设置；支撑框架(1)包括水平设置的横向矩形框(11)和固定设置在横向矩

形框(11)底端四个角落处的竖向支撑杆(12)，横向矩形框(11)的外侧面设置有连接孔

(111)，任意相邻两根竖向支撑杆(12)之间均可拆卸地连接有布景板本体(2)，且各竖向支

撑杆(12)的底端均设置有万向移动轮(121)；灯泡固定装置(3)包括连接杆(31)，连接杆

(31)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固定球(32)和收纳杯(35)，固定球(32)卡设在连接孔(111)内，

且收纳杯(35)的侧面还设置有导向通孔(351)；连接杆(31)的杆身上还固定设置有垂直连

接杆(31)设置的支撑板(33)，支撑板(33)靠近收纳杯(35)一侧的两端均固定有平行于连接

杆(31)设置的顶撑杆(34)，两顶撑杆(34)之间设置有套接环(36)，套接环(36)的侧面设置

有一对以套接环(36)的直径为对称轴对称设置的固定块(361)，两固定块(361)的自由端分

别与两顶撑杆(34)的自由端固定连接；其中一块固定块(361)远离收纳杯(35)的一侧固定

连接有平行于连接杆(31)的滑杆(37)，滑杆(37)上螺纹套接有一对限位块(38)，限位块

(38)之间设置有滑动套设在滑杆(37)上的压板(39)，靠近滑杆(37)自由端的限位块(38)与

压板(39)之间设置有套设在滑杆(37)外的弹簧(38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方便固定灯泡的移动式可折叠布景舞台，其特征在于：所

述连接孔(111)包括设置在横向矩形框(11)表面的外球形孔(1101)和设置在横向矩形框

(11)内部的内球形孔(1102)，且外球形孔(1101)和内球形孔(1102)连通并形成葫芦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方便固定灯泡的移动式可折叠布景舞台，其特征在于：套

接环(36)上设置有一道缺口(36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方便固定灯泡的移动式可折叠布景舞台，其特征在于：布

景板本体(2)包括依次铰接的第一画板(21)、连接板(22)、第二画板(23)和第三画板(24)，

第一画板(21)、第二画板(23)和第三画板(24)的顶端和底端均分别与支撑框架(1)的顶端

和底端齐平设置，且第三画板(24)上设置有开口(241)；灯泡固定装置(3)设置在连接板

(22)的上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方便固定灯泡的移动式可折叠布景舞台，其特征在于：连

接有第一画板(21)的相邻两根竖向支撑杆(12)之间和连接有第二画板(23)的相邻两根竖

向支撑杆(12)之间均固定连接有两根交叉设置的加固杆(13)。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方便固定灯泡的移动式可折叠布景舞台，其特征在于：第

一画板(21)的外侧固定设置有装饰护栏(231)，装饰护栏(231)的底端封闭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方便固定灯泡的移动式可折叠布景舞台，其特征在于：布

景板本体(2)通过魔术贴与竖向支撑杆(12)连接，且第一画板(21)、第二画板(23)和第三画

板(24)与横向矩形框(11)的贴合处也设置有魔术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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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方便固定灯泡的移动式可折叠布景舞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方便固定灯泡的移动式可折叠布景舞台，属于幼儿教育技术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儿童教育尤其是幼儿的启蒙教育越来越重视。在幼儿园

教育中，其教学内容是广泛的、启蒙性的，在幼儿园学习中最重要的是培训学生的兴趣，帮

助形成明确的概念，发展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而幼儿的启蒙教育主要是在游戏中

或者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以提高幼儿的兴趣，其中故事在幼儿教育中占很重要的地位。

[0003] 然而，现在的家长和教师只能口述或者依靠一部分图画书向幼儿进行故事教育，

缺乏变化，缺乏艺术形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老师们一般会让学生们自己去表演一个故

事，在寓教于乐的同时，还能够提高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表演能力以及胆量，但是由于幼儿

园表演区和语言区活动材料大都布景单一，没有充分考虑到孩子们的表演需求，从而导致

孩子们缺乏表演兴趣，缺乏锻炼的机会；平时上课又不可能布置专用的表演舞台，毕竟专用

的表演舞台费时又费力，成本也非常高，同时占地空间大，无法随时根据实际情况移动；同

时，一些表演更是要配合灯光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可以让孩子们拥有更好的沉浸式体验，

但是一般园区内的灯光都是挂在房间顶端，无法让孩子有更好的灯光效果，灯光的作用也

就大大下降了。

[0004] 公开号为CN202220455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中公开的倾斜舞台，包括有台板，还

包括有基座，所述台板的左侧铰接安装在基座左侧的上表面；所述台板的中段铰接有长撑

杆架，长撑杆架的底部设有第一滚轮，所述基座上设有与之配合的水平轨道；所述台板的右

侧设有导向槽，所述基座上设有拉杆和短撑杆架，所述导向槽可选择地与水平档相嵌定位；

所述拉杆底部安装有第二滚轮，所述基座设有与之配合的拉杆滑道；所述短撑杆架底部安

装有第三滚轮，所述基座右侧设有与之配合的斜滑道；还包括有驱使滚轮滑移的牵引装置。

[0005] 上述参考例结构复杂，占地空间大，成本高，无法随时移动。

[0006] 综上可知，现有技术在实际使用上显然存在不便与缺陷，所以有必要加以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中的缺点，本实用新型设计了一种方便固定灯泡的移动式

可折叠布景舞台，其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占地空间小，并能够根据表演需求随时移动，方便

固定灯泡，让孩子拥有更好的灯光效果，从而激发孩子们的表演欲望，锻炼孩子们的胆量。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方便固定灯泡的移动式可折叠布景舞台，包括支撑框架、灯泡固定装置和若

干块依次铰接的布景板本体，各布景板本体均沿竖直方向贴合支撑框架的侧面设置；支撑

框架包括水平设置的横向矩形框和固定设置在横向矩形框底端四个角落处的竖向支撑杆，

横向矩形框的外侧面设置有连接孔，任意相邻两根竖向支撑杆之间均可拆卸地连接有布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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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本体，且各竖向支撑杆的底端均设置有万向移动轮；灯泡固定装置包括连接杆，连接杆的

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固定球和收纳杯，固定球卡设在连接孔内，且收纳杯的侧面还设置有

导向通孔；连接杆的杆身上还固定设置有垂直连接杆设置的支撑板，支撑板靠近收纳杯一

侧的两端均固定有平行于连接杆设置的顶撑杆，两顶撑杆之间设置有套接环，套接环的侧

面设置有一对以套接环的直径为对称轴对称设置的固定块，两固定块的自由端分别与两顶

撑杆的自由端固定连接；其中一块固定块远离收纳杯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平行于连接杆的滑

杆，滑杆上螺纹套接有一对限位块，限位块之间设置有滑动套设在滑杆上的压板，靠近滑杆

自由端的限位块与压板之间设置有套设在滑杆外的弹簧。

[0010] 进一步地，所述连接孔包括设置在横向矩形框表面的外球形孔和设置在横向矩形

框内部的内球形孔，且外球形孔和内球形孔连通并形成葫芦状。

[0011] 进一步地，套接环上设置有一道缺口。

[0012] 进一步地，布景板本体包括依次铰接的第一画板、连接板、第二画板和第三画板，

第一画板、第二画板和第三画板的顶端和底端均分别与支撑框架的顶端和底端齐平设置，

且第三画板上设置有开口；灯泡固定装置设置在连接板的上端。

[0013] 进一步地，连接有第一画板的相邻两根竖向支撑杆之间和连接有第二画板的相邻

两根竖向支撑杆之间均固定连接有两根交叉设置的加固杆。

[0014] 进一步地，第一画板的外侧固定设置有装饰护栏，装饰护栏的底端封闭设置。

[0015] 进一步地，布景板本体通过魔术贴与竖向支撑杆连接，且第一画板、第二画板和第

三画板与横向矩形框的贴合处也设置有魔术贴。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有以下特点和有益效果：

[0017] 通过设置竖向支撑杆和布景板本体，可以提供给孩子不同的背景板，满足孩子们

的表演欲望，同时布景板本体和竖向支撑杆可拆卸的连接，且各布景板本体之间依次铰接，

在不表演时可以将布景板本体折叠起来，通过魔术贴贴合在竖向支撑杆上，既节省了空间

又方便下次需要使用时打开，方便快捷；竖向支撑杆的底端设置有万向轮，可以根据实际表

演情况随时移动，方便给表演的孩子布景，有利于激励孩子继续表演；设置灯泡固定装置，

可以将一些彩灯固定在灯泡固定装置，让彩灯的灯光集中在表演区域，给孩子们更好的表

演环境，有利于孩子们更加认真的表演，培养孩子认真做事情的态度；通过设置加固杆，增

加整个支撑框架的稳定性，防止有调皮的小朋友吊在支撑框架上玩耍导致支撑框架倒塌，

既保护了小朋友，也增加了稳定性；通过设置装饰护栏，增加装置的立体感，让孩子们得到

更好的表演体验，激发孩子们的表演欲望，装饰护栏内可以根据需要布置鲜花或者绿草，让

场景更加真实；在第四画板上设置开口，可以增加布景板本体的趣味性和功能性，可以把开

口当做出入门，便于孩子们表演更多的剧情，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表演欲望，锻炼孩子们的

胆量。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第一视角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第二视角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灯泡固定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后视图的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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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5是图4的A处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3] 图6是本实用新型布景板本体的连接示意图。

[0024] 其中附图标记为：1、支撑框架；11、横向矩形框；111、连接孔；1101、外球形孔；

1102、内球形孔；12、竖向支撑杆；121、万向移动轮；13、加固杆；2、布景板本体；21、第一画

板；22、连接板；23、第二画板；231、装饰护栏；24、第三画板；241、开口；3、灯泡固定装置；31、

连接杆；32、固定球；33、支撑板；34、顶撑杆；35、收纳杯；351、导向通孔；36、套接环；361、固

定块；362、缺口；37、滑杆；38、限位块；39、压板；381、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

[0026] 如图1至6所示，本实施例的方便固定灯泡的移动式可折叠布景舞台，包括支撑框

架1、灯泡固定装置3和若干块依次铰接的布景板本体2，各布景板本体2均沿竖直方向贴合

支撑框架1的侧面设置；支撑框架1包括水平设置的横向矩形框11和固定设置在横向矩形框

11底端四个角落处的竖向支撑杆12，横向矩形框11的外侧面设置有连接孔111，任意相邻两

根竖向支撑杆12之间均可拆卸地连接有布景板本体2，且各竖向支撑杆12的底端均设置有

万向移动轮121；灯泡固定装置3包括连接杆31，连接杆31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固定球32

和收纳杯35，固定球32卡设在连接孔111内，且收纳杯35的侧面还设置有导向通孔351；连接

杆31的杆身上还固定设置有垂直连接杆31设置的支撑板33，支撑板33靠近收纳杯35一侧的

两端均固定有平行于连接杆31设置的顶撑杆34，两顶撑杆34之间设置有套接环36，套接环

36的侧面设置有一对以套接环36的直径为对称轴对称设置的固定块361，两固定块361的自

由端分别与两顶撑杆34的自由端固定连接；其中一块固定块361远离收纳杯35的一侧固定

连接有平行于连接杆31的滑杆37，滑杆37上螺纹套接有一对限位块38，限位块38之间设置

有滑动套设在滑杆37上的压板39，靠近滑杆37自由端的限位块38与压板39之间设置有套设

在滑杆37外的弹簧381。

[0027] 进一步地，连接孔111包括设置在横向矩形框11表面的外球形孔1101和设置在横

向矩形框11内部的内球形孔1102，且外球形孔1101和内球形孔1102连通并形成葫芦状，通

过外球形孔1101和内球形孔1102的设置，可以将固定球32卡设在外球形孔1101内或内球形

孔1102，卡设在外球形孔1101内时，连接杆31可以转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卡设在套接环36

内的灯泡的灯光照射的范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灯泡的位置；当固定球32卡设内球形

孔1102时，由于外球形孔1101对连接杆31的限位作用，即可以让连接杆31的位置固定，从而

使得灯泡的位置不变。

[0028] 进一步地，套接环36上设置有一道缺口362，缺口362的设置可以让设置在套接环

36上的灯泡的灯光少一些遮挡，提高灯光的效果。

[0029] 进一步地，布景板本体2包括依次铰接的第一画板21、连接板22、第二画板23和第

三画板24，第一画板21、第二画板23和第三画板24的顶端和底端均分别与支撑框架1的顶端

和底端齐平设置，且第三画板24上设置有开口241；灯泡固定装置3设置在连接板22的上端。

[0030] 进一步地，连接有第一画板21的相邻两根竖向支撑杆12之间和连接有第二画板23

的相邻两根竖向支撑杆12之间均固定连接有两根交叉设置的加固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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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进一步地，第一画板21的外侧固定设置有装饰护栏231，装饰护栏231的底端封闭

设置。

[0032] 进一步地，布景板本体2通过魔术贴与竖向支撑杆12连接，且第一画板21、第二画

板23和第三画板24与横向矩形框11的贴合处也设置有魔术贴，进一步提高连接的稳定性。

[0033]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表演时，依次展开各布景板本体2即可当做表演的背景

板，背景板可以根据需要填涂颜色或者风景画，在美观的同时也会激发孩子们的表演欲望，

让孩子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时在套接环36内放置灯泡，并使得灯泡的玻璃泡靠近压板

39设置，调整好两限位块(38)的距离，然后将压板39抵靠在灯泡的玻璃泡上，压板39在弹簧

381的作用下可以很好地压紧灯泡，灯泡的连接端的连接线可以卷绕后放置在收纳杯35内，

同时连接线穿过导向通孔351与电源连接，防止连接线散乱绊倒老师或者学生；必要时，直

接推动支撑框架1移动即可，不受固定场地的显示，随时可以移动；装饰护栏231还可以放置

一些塑料花、塑料草之类的装饰品，进一步提高整个装置的美观性和实用性。

[0034]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

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

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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