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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

用讲台，包括讲台主体、教学工具收纳机构和第

三滑槽，所述讲台主体的内侧下方安装有除尘机

构，所述教学工具收纳机构安装在讲台主体的内

侧下方，所述讲台主体的内侧下方安装有板凳收

纳机构，所述讲台主体的内侧下方两端均安装有

升降杆，所述讲台主体的外侧下方两端均焊接有

第三滑块，所述第三滑槽开设在第三滑块的外侧

表面，所述滑块的外侧一端焊接有电动推杆，所

述升降杆的外侧上方焊接有讲台面，且讲台面的

外侧上方开设有第四滑槽。本实用新型通过除尘

机构的设置，这样的设置可以吸取桌面上的粉笔

灰，防止教师在上课过程中由于吸取大量的粉笔

灰后影响身体健康，提高了此讲台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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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包括讲台主体(1)、教学工具收纳机构(3)和底座

(6)，其特征在于：所述讲台主体(1)的内侧壁底端安装有除尘机构(2)，所述教学工具收纳

机构(3)开设在讲台主体(1)的内侧壁底端，所述讲台主体(1)的内侧壁底端开设有板凳收

纳机构(4)，所述讲台主体(1)的内侧壁底端两侧均焊接有升降杆(5)，所述底座(6)的外侧

壁上方开设有第三滑槽(7)，且第三滑槽(7)的内侧壁活动连接有第三滑块(8)，所述第三滑

块(8)的外侧壁上方焊接有电动推杆(9)，所述升降杆(5)的外侧壁上方焊接有讲台面(10)，

且讲台面(10)的外侧壁上方开设有第四滑槽(11)，所述第四滑槽(11)的内侧滑动连接有第

四滑块(12)，且第四滑块(12)的外侧上方安装有电子显示屏(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机构

(2)包括吸尘器(201)、吸尘管道(202)和吸尘口(203)，所述吸尘器(201)安装在讲台主体

(1)的内侧壁底端，所述吸尘器(201)的外侧两端均铆接有吸尘管道(202)，且吸尘管道

(202)的末端安装有吸尘口(20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教学工具

收纳机构(3)包括第一滑槽(301)、第一滑块(302)、教学工具收纳盒体(303)和教学工具设

备(304)，所述第一滑槽(301)开设在讲台主体(1)的内侧壁底端，所述第一滑槽(301)的内

侧滑动连接有第一滑块(302)，且第一滑块(302)的外侧一端焊接有教学工具收纳盒体

(303)，所述教学工具收纳盒体(303)的内侧下方安装有教学工具设备(30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板凳收纳

机构(4)包括第二滑槽(401)、第二滑块(402)、板凳收纳盒体(403)和板凳主体(404)，所述

第二滑槽(401)开设在讲台主体(1)的内侧壁底端，所述第二滑槽(401)的内侧滑动连接有

第二滑块(402)，且第二滑块(402)的外侧一端焊接有板凳收纳盒体(403)，所述板凳收纳盒

体(403)的内侧下方安装有板凳主体(40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讲台面

(10)通过升降杆(5)与讲台主体(1)构成升降结构，且升降杆(5)以讲台面(10)的中轴线为

对称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讲台主体

(1)通过第三滑块(8)与电动推杆(9)构成滑动结构，且第三滑块(8)以讲台主体(1)的中轴

线为对称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显示

屏(13)以第四滑块(12)与讲台面(10)构成滑动结构，且电子显示屏(13)与讲台面(10)为平

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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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教学相关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

背景技术

[0002] 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组成的一种人类特有的人才培养活动，通过这种活

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学生学习和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和技能，促进学生素

质提高，使他们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讲台是教学所需的必需品，故此我们需要多功能英语

老师教学用讲台。

[0003] 现有的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使用后桌面会有大量的粉笔灰，长时间吸取

后影响身体健康，用的讲台不能移动不能根据教师的身高进行调节高度，没有备用板凳提

供教师休息，没有教学工具的收纳盒。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解决了现有的多功能英语老师

教学用讲台，使用后桌面会有大量的粉笔灰，长时间吸取后影响身体健康，用的讲台不能移

动不能根据教师的身高进行调节高度，没有备用板凳提供教师休息，没有教学工具的收纳

盒的问题。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包括

讲台主体、教学工具收纳机构和底座，所述讲台主体的内侧壁底端安装有除尘机构，所述教

学工具收纳机构开设在讲台主体的内侧壁底端，所述讲台主体的内侧壁底端开设有板凳收

纳机构，所述讲台主体的内侧壁底端两侧均焊接有升降杆，所述底座的外侧壁上方开设有

第三滑槽，且第三滑槽的内侧壁活动连接有第三滑块，所述第三滑块的外侧壁上方焊接有

电动推杆，所述升降杆的顶部焊接有讲台面，且讲台面的外侧壁上方开设有第四滑槽，所述

第四滑槽的内侧滑动连接有第四滑块，且第四滑块的外侧上方安装有电子显示屏。

[0007] 优选的，所述除尘机构包括吸尘器、吸尘管道和吸尘口，所述吸尘器安装在讲台主

体的内侧壁底端，所述吸尘器的外侧两端均铆接有吸尘管道，且吸尘管道的外侧一端安装

有吸尘口。

[0008] 优选的，所述教学工具收纳机构包括第一滑槽、第一滑块、教学工具收纳盒体和教

学工具设备，所述第一滑槽开设在讲台主体的内侧壁底端，所述第一滑槽的内侧滑动连接

有第一滑块，且第一滑块的外侧一端焊接有教学工具收纳盒体，所述教学工具收纳盒体的

内侧下方安装有教学工具设备。

[0009] 优选的，所述板凳收纳机构包括第二滑槽、第二滑块、板凳收纳盒体和板凳主体，

所述第二滑槽开设在讲台主体的内侧壁底端，所述第二滑槽的内侧滑动连接有第二滑块，

且第二滑块的外侧一端焊接有板凳收纳盒体，所述板凳收纳盒体的内侧下方安装有板凳主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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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的，所述讲台面通过升降杆与讲台主体构成升降结构，且升降杆以讲台面的

中轴线为对称设置。

[0011] 优选的，所述讲台主体通过第三滑块与电动推杆构成滑动结构，且第三滑块以讲

台主体的中轴线为对称设置。

[0012] 优选的，所述电子显示屏以第四滑块与讲台面构成滑动结构，且电子显示屏与讲

台面为平行分布。

[0013]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具有如下

有益效果：

[0014] 1、本实用新型通过除尘机构的设置，这样的设置可以吸取桌面上的粉笔灰，防止

教师在上课过程中由于吸取大量的粉笔灰后影响身体健康，提高了此讲台的实用性。

[0015] 2、本实用新型通过升降杆和电动推杆的设置，这样的设置可以调节讲台主体的高

度和根据位置调节讲台主体的位置，解决了讲台主体结构的单一性，提高了此装置的有效

性。

[0016] 3、本实用新型通过教学工具收纳机构和板凳收纳机构的设置，这样的设置能够解

决了教师在监考或者看班的时候提高休息的地方，也能够解决粉笔和一些教学工具的安放

位置。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的一种较佳实施例正剖

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所示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的一种较佳实施例除尘机构结构

示意图；

[0019] 图3为图1所示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的一种较佳实施例教学工具收纳

机构和板凳收纳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图1所示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的一种较佳实施例升降和滑动示

意图。

[0021] 图中标号：1、讲台主体；2、除尘机构；201、吸尘器；202、吸尘管道；203、吸尘口；3、

教学工具收纳机构；301、第一滑槽；302、第一滑块；303、教学工具收纳盒体；304、教学工具

设备；4、板凳收纳机构；401、第二滑槽；402、第二滑块；403、板凳收纳盒体；404、板凳主体；

5、升降杆；6、底座；7、第三滑槽；8、第三滑块；9、电动推杆；10、讲台面；11、第四滑槽；12、第

四滑块；13、电子显示屏。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3] 请结合参阅图1、图2、图3和图4，其中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多功能英语老

师教学用讲台的一种较佳实施例正剖的结构示意图；图2为图1所示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

学用讲台的一种较佳实施例除尘机构结构示意图；图3为图1所示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

用讲台的一种较佳实施例教学工具收纳机构和板凳收纳机构结构示意图；图4为图1所示一

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的一种较佳实施例升降和滑动结构示意图。一种多功能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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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教学用讲台，包括讲台主体1、教学工具收纳机构3和底座6，讲台主体1的内侧壁底端安

装有除尘机构2，教学工具收纳机构3开设在讲台主体1的内侧壁底端，讲台主体1的内侧壁

底端开设有板凳收纳机构4，讲台主体1的内侧壁底端两侧均焊接有升降杆5，底座6的外侧

壁上方开设有第三滑槽7，且第三滑槽7的内侧壁活动连接有第三滑块8，第三滑块8的外侧

壁上方焊接有电动推杆9，升降杆5的顶部焊接有讲台面10，且讲台面10的外侧壁上方开设

有第四滑槽11，第四滑槽11的内侧滑动连接有第四滑块12，且第四滑块12的外侧上方安装

有电子显示屏13。

[0024] 进一步的，除尘机构2包括吸尘器201、吸尘管道202和吸尘口203，吸尘器201安装

在讲台主体1的内侧壁底端，吸尘器201的外侧两端均铆接有吸尘管道202，且吸尘管道202

的外侧一端安装有吸尘口203，通过吸尘器201工作，吸尘口203将粉笔灰从吸尘管道202吸

入吸尘器201的存放区域中。

[0025] 进一步的，教学工具收纳机构3包括第一滑槽301、第一滑块302、教学工具收纳盒

体303和教学工具设备304，第一滑槽301开设在讲台主体1的内侧壁底端，第一滑槽301的内

侧滑动连接有第一滑块302，且第一滑块302的外侧一端焊接有教学工具收纳盒体303，教学

工具收纳盒体303的内侧下方安装有教学工具设备304，通过教学工具收纳盒体303将教学

工具设备304放入其中，然后通过第一滑槽301和第一滑块302的设置可自由的将教学工具

收纳盒体303进行滑动，从而进行对教学工具设备304的拿取和放置。

[0026] 进一步的，板凳收纳机构4包括第二滑槽401、第二滑块402、板凳收纳盒体403和板

凳主体404，第二滑槽401开设在讲台主体1的内侧壁底端，第二滑槽401的内侧滑动连接有

第二滑块402，且第二滑块402的外侧一端焊接有板凳收纳盒体403，板凳收纳盒体403的内

侧下方安装有板凳主体404，通过板凳收纳盒体403将板凳主体404放入其中，然后通过第二

滑槽401和第二滑块402的设置可自由的将板凳收纳盒体403进行滑动，从而进行对板凳主

体404的拿取和放置。

[0027] 进一步的，讲台面10通过升降杆5与讲台主体1构成升降结构，且升降杆5以讲台面

10的中轴线为对称设置，通过升降杆5可根据教师的身高来调节讲台面10的高度。

[0028] 进一步的，讲台主体1通过第三滑块8与电动推杆9构成滑动结构，且第三滑块8以

讲台主体1的中轴线为对称设置，可通过电动推杆9可根据所需的讲台主体1的位置来推动

第三滑块8来带动讲台主体1的横向位置。

[0029] 进一步的，电子显示屏13以第四滑块12与讲台面10构成滑动结构，且电子显示屏

13与讲台面10为平行分布，教师可根据自己所需电子显示屏13的位置，来手动推动电子显

示屏13，从而通过电子显示屏13下方安装的第四滑块12在第四滑槽11内移动。

[0030]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的工作原理如下：

[0031] 在使用时，首先我们将此讲台主体1搬运至指定位置；

[0032] 然后接通外部电源，根据所需调节位置通过电动推杆9推动第三滑块8在第三滑槽

7内横向移动，从而可以带动第三滑块8外侧上方安装的讲台主体1进行横向移动，在通过升

降杆5可根据教师的身高来调节讲台面10的高度，在上课前通过吸尘器201工作，吸尘口203

将粉笔灰从吸尘管道202吸入吸尘器201的存放区域中，在通过第一滑槽301和第一滑块302

的设置可将教学工具收纳盒体303进行滑动取出，从而可以取出教学工具收纳盒体303内安

装的教学工具设备304，然后根据所需位置调节第四滑块11在第四滑槽12内移动，从而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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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显示屏13进行横向移动的调节位置；

[0033] 其次当教师在监考或者看班时，可通过第二滑槽401和第二滑块402的设置，可将

板凳收纳盒体403进行滑动取出板凳主体404，从而可以取出板凳收纳盒体403内安装的板

凳主体404供教师休息；

[0034] 最后下课时断开外部电源，就这样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使用就完成

了，吸尘器201的型号为IV‑1235，升降杆5的型号为YNT‑01，电动推杆9的型号为YS‑NZ100‑

12A。

[0035]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多功能英语老师教学用讲台具有如下

有益效果：

[0036] 1、本实用新型通过除尘机构2的设置，这样的设置可以吸取桌面上的粉笔灰，防止

教师在上课过程中由于吸取大量的粉笔灰后影响身体健康，提高了此讲台的实用性。

[0037] 2、本实用新型通过升降杆5和电动推杆9的设置，这样的设置可以调节讲台主体1

的高度和根据位置调节讲台主体1的位置，解决了讲台主体1结构的单一性，提高了此装置

的有效性。

[0038] 3、本实用新型通过教学工具收纳机构3和板凳收纳机构4的设置，这样的设置能够

解决了教师在监考或者看班的时候提高休息的地方，也能够解决粉笔和一些教学工具设备

304的安放位置。

[0039]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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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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