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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老师用学生工作展示墙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老师用学生工作展

示墙，包括安装底座和凹形展示墙，所述安装底

座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中空支撑柱，所述中空支

撑柱的下表面与所述安装底座的中部上表面联

通；所述安装底座的内部设置有升降调节装置，

升降调节装置包括有减速电机、螺纹杆、滑槽，所

述凹形展示墙的表面设置有雨刷装置，雨刷装置

包括展示橱窗、展示玻璃、雨刷传感器、安装箱

体、排水管、橡胶雨刷器。该老师用学生工作展示

墙，设置雨刷装置，对老师用学生工作展示墙进

行雨天展示玻璃表面的清扫，便于雨天工作展示

墙的展示，在调节的过程中通过雨刷传感器能检

测到打在展示玻璃上的雨水量或者灰尘垃圾，从

而驱动雨刷装置对展示玻璃表面进行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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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老师用学生工作展示墙，包括安装底座（1）和凹形展示墙（2），其特征在于：所述

安装底座（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中空支撑柱（3），所述中空支撑柱（3）的下表面与所述安

装底座（1）的中部上表面联通；

所述安装底座（1）的内部设置有升降调节装置，所述升降调节装置包括有减速电机

（4）、螺纹杆（5）、滑槽（6），所述减速电机（4）设置在所述安装底座（1）的内部，所述螺纹杆

（5）设置在所述减速电机（4）的内底壁，所述螺纹杆（5）设置在所述减速电机（4）的输出轴一

侧表面，所述滑槽（6）开设在所述中空支撑柱（3）的一侧表面；

所述凹形展示墙（2）的表面设置有雨刷装置，所述雨刷装置包括展示橱窗（7）、展示玻

璃（8）、雨刷传感器（9）、安装箱体（10）、排水管（11）、橡胶雨刷器（12），所述展示橱窗（7）设

置在所述凹形展示墙（2）的表面，所述展示玻璃（8）设置在所述展示橱窗（7）的内侧壁，所述

雨刷传感器（9）设置在所述展示橱窗（7）的内顶壁，所述安装箱体（10）设置在所述凹形展示

墙（2）的下表面，所述排水管（11）设置在所述凹形展示墙（2）的下部上表面，所述橡胶雨刷

器（12）设置在所述展示玻璃（8）的表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老师用学生工作展示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减速电机（4）

的下表面与所述安装底座（1）的内底壁固定连接，所述减速电机（4）的输出轴一侧表面通过

联轴器与所述螺纹杆（5）的一侧表面固定连接，所述螺纹杆（5）设置在所述中空支撑柱（3）

内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老师用学生工作展示墙，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空支撑柱

（3）的下部内侧壁固定连接有下限位块（31），所述下限位块（31）的内侧壁与所述螺纹杆（5）

的外表面滑动连接，所述中空支撑柱（3）的上部内侧壁固定连接有上限位块（32），所述上限

位块（32）的内侧壁与所述螺纹杆（5）的外表面滑动连接，所述螺纹杆（5）的外表面螺纹连接

有螺纹管套（5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老师用学生工作展示墙，其特征在于：所述螺纹管套（51）

的一侧表面固定连接有凹形连接块（52），所述滑槽（6）开设在所述中空支撑柱（3）的一侧表

面，所述凹形连接块（52）的外表面穿过所述滑槽（6）与所述滑槽（6）的内侧壁滑动连接，所

述凹形连接块（52）的一侧表面与所述凹形展示墙（2）的一侧表面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老师用学生工作展示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展示橱窗（7）

的一侧表面通过合页与所述凹形展示墙（2）的表面铰接，所述展示橱窗（7）的边缘内表面固

定连接有密封橡胶条（71），所述凹形展示墙（2）的边缘表面固定连接有插槽（21），所述密封

橡胶条（71）的外表面与所述插槽（21）的内侧壁滑动插接，所述展示橱窗（7）的一侧外表面

固定连接有插销（7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老师用学生工作展示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展示玻璃（8）

的外表面与所述展示橱窗（7）的内侧壁固定连接，所述凹形展示墙（2）的表面固定连接有多

个小型LED灯（73），所述展示橱窗（7）的内顶壁与所述雨刷传感器（9）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

述安装箱体（10）的上表面与所述凹形展示墙（2）的下表面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老师用学生工作展示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箱体（10）

的一侧内侧壁固定连接有伺服电机（101），所述伺服电机（101）的输出轴一侧外表面通过联

轴器固定连接有凸轮杆（102），所述凸轮杆（102）的一侧表面通过铰接盘铰接有联动杆

（103），所述联动杆（103）的一侧表面通过铰接盘铰接有支撑杆（104），所述支撑杆（10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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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面通过铰接盘铰接有多个传动杆（105），所述安装箱体（10）的一侧表面上部固定连接

有安装块（106），所述传动杆（105）的一侧表面固定连接有连接轴（107），所述连接轴（107）

的外表面穿过所述安装箱体（10）的一侧表面与所述安装块（106）的内侧壁滑动连接，所述

连接轴（107）的一侧表面固定连接有雨刷杆（108），所述雨刷杆（108）的一侧表面与所述橡

胶雨刷器（12）的一侧表面铰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老师用学生工作展示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凹形展示墙

（2）的下部上表面的内侧壁与所述排水管（11）的外表面固定套接，所述排水管（11）的外表

面与所述安装箱体（10）的内侧壁固定套接，所述中空支撑柱（3）的上部一侧表面固定连接

有遮挡板（33），所述中空支撑柱（3）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太阳能电池板（34）与蓄电池组

（35），所述太阳能电池板（34）与所述蓄电池组（35）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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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老师用学生工作展示墙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教学辅助装置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老师用学生工

作展示墙。

背景技术

[0002] 在大学由于学生较多从而老师需要处理的事情则较多，当学校有新的活动下达了

新的通知单时老师无法清楚的说明活动的详情时则需要将通知单张贴起来，课间学生可以

自己查看活动的详情。

[0003] 现有的学生工作展示墙都是可移动式黑板形状的放置于室外，容易被风刮倒或遭

到认为破坏，且在雨天时，学生工作展示墙的展示面容易遭受雨水的袭击而变得模糊不清，

不便于展示，所以本实用新型的提出解决了上述技术问题的不足。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老师用学生工作展示

墙，其具有能够安装于柱体不便于风吹，且能升降调节，便于在雨天进行表面清扫的特点。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老师用学生工作展示墙，包括安装底座和凹形展示墙，安装底座的上表面固

定连接有中空支撑柱，中空支撑柱的下表面与安装底座的中部上表面联通；

[0007] 安装底座的内部设置有升降调节装置，升降调节装置包括有减速电机、螺纹杆、滑

槽，减速电机设置在安装底座的内部，螺纹杆设置在减速电机的内底壁，螺纹杆设置在减速

电机的输出轴一侧表面，滑槽开设在中空支撑柱的一侧表面；

[0008] 凹形展示墙的表面设置有雨刷装置，雨刷装置包括展示橱窗、展示玻璃、雨刷传感

器、安装箱体、排水管、橡胶雨刷器，展示橱窗设置在凹形展示墙的表面，展示玻璃设置在展

示橱窗的内侧壁，雨刷传感器设置在展示橱窗的内顶壁，安装箱体设置在凹形展示墙的下

表面，排水管设置在凹形展示墙的下部上表面，橡胶雨刷器设置在展示玻璃的表面。

[0009] 进一步地，减速电机的下表面与安装底座的内底壁固定连接，减速电机的输出轴

一侧表面通过联轴器与螺纹杆的一侧表面固定连接，螺纹杆设置在中空支撑柱内部；

[0010]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驱动减速电机，可使得减速电机带动螺纹杆在中空支撑柱内

部进行转动。

[0011] 进一步地，中空支撑柱的下部内侧壁固定连接有下限位块，下限位块的内侧壁与

螺纹杆的外表面滑动连接，中空支撑柱的上部内侧壁固定连接有上限位块，上限位块的内

侧壁与螺纹杆的外表面滑动连接，螺纹杆的外表面螺纹连接有螺纹管套；

[0012] 进一步地，螺纹管套的一侧表面固定连接有凹形连接块，滑槽开设在中空支撑柱

的一侧表面，凹形连接块的外表面穿过滑槽与滑槽的内侧壁滑动连接，连接块的一侧表面

与凹形展示墙的一侧表面固定连接；

[0013]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上限位块与下限位块对螺纹管套的移动进行限位及支撑，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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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管套在螺纹杆上进行上下移动，可使得螺纹管套带动与其由凹形连接块连接的结构通过

滑槽在中空支撑柱外表面进行上下移动。

[0014] 进一步地，展示橱窗的一侧表面通过合页与凹形展示墙的表面铰接，展示橱窗的

边缘内表面固定连接有密封橡胶条，凹形展示墙的边缘表面固定连接有插槽，密封橡胶条

的外表面与插槽的内侧壁滑动插接，展示橱窗的一侧外表面固定连接有插销；

[0015]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展示橱窗在关闭状态时，其内表面的密封橡胶条插入凹形展

示墙表面的插槽中，可对展示橱窗框出的凹形展示墙进行一定的密封防水。

[0016] 进一步地，展示玻璃的外表面与展示橱窗的内侧壁固定连接，凹形展示墙的表面

固定连接有多个小型LED灯，展示橱窗的内顶壁与雨刷传感器的上表面固定连接，安装箱体

的上表面与凹形展示墙的下表面固定连接；

[0017]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小型LED灯可对展示玻璃后的凹形展示墙进行夜晚照明，雨刷

传感器能检测到打在展示玻璃上的雨水量或者灰尘垃圾，从而驱动雨刷装置对展示玻璃表

面进行清扫。

[0018] 进一步地，安装箱体的一侧内侧壁固定连接有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的输出轴一侧

外表面通过联轴器固定连接有凸轮杆，凸轮杆的一侧表面通过铰接盘铰接有联动杆，联动

杆的一侧表面通过铰接盘铰接有支撑杆，支撑杆的外表面通过铰接盘铰接有多个传动杆，

安装箱体的一侧表面上部固定连接有安装块，传动杆的一侧表面固定连接有连接轴，连接

轴的外表面穿过安装箱体的一侧表面与安装块的内侧壁滑动连接，连接轴的一侧表面固定

连接有雨刷杆，雨刷杆的一侧表面与橡胶雨刷器的一侧表面铰接；

[0019]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安装箱体用以安装雨刷装置的驱动结构，伺服电机与雨刷传

感器电性连接，伺服电机的驱动使得凸轮杆转动，从而带动联动杆及支撑杆、传动杆、雨刷

杆进行左右有频率的摆动，从而带动橡胶雨刷器对展示玻璃表面进行清扫。

[0020] 进一步地，凹形展示墙的下部上表面的内侧壁与排水管的外表面固定套接，排水

管的外表面与安装箱体的内侧壁固定套接，中空支撑柱的上部一侧表面固定连接有遮挡

板，中空支撑柱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太阳能电池板与蓄电池组，太阳能电池板与蓄电池组

电性连接；

[0021]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排水管用以排出橡胶雨刷器清扫的雨水，避免雨水渗漏打湿

凹形展示墙表面，遮挡板对凹形展示墙进行初步遮挡雨水，太阳能电池板与蓄电池组保证

了雨刷装置与升降装置的电力，节能减排。

[0022]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1、设置升降调节装置，对老师用学生工作展示墙进行升降调节，便于教师放置展

示内容，同时高处调节便于展示，也避免行人破坏工作展示墙。在调节的过程中通过驱动减

速电机，可使得减速电机带动螺纹杆在中空支撑柱内部进行转动，使得螺纹管套在螺纹杆

上进行上下移动，可使得螺纹管套带动与其由凹形连接块连接的结构通过滑槽在中空支撑

柱外表面进行上下移动，也就对工作展示墙实现了上下调节，从而具有结构简单，易于操作

的特点。

[0024] 2、设置雨刷装置，对老师用学生工作展示墙进行雨天展示玻璃表面的清扫，便于

雨天工作展示墙的展示，同时利用雨天也能对工作展示墙的展示玻璃表面进行清洗，保证

了展示玻璃表面的清洁。在调节的过程中通过雨刷传感器能检测到打在展示玻璃上的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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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或者灰尘垃圾，从而驱动雨刷装置对展示玻璃表面进行清扫，而安装箱体用以安装雨刷

装置的驱动结构，伺服电机与雨刷传感器电性连接，伺服电机的驱动使得凸轮杆转动，从而

带动联动杆及支撑杆、传动杆、雨刷杆进行左右有频率的摆动，从而带动橡胶雨刷器对展示

玻璃表面进行清扫，也就实现了雨天对工作展示墙的展示玻璃表面进行自动清扫，从而具

有一体成型，自动化调节的特点。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安装箱体结构剖视图；

[0027] 图3为本实用新型螺纹杆结构结构剖视图；

[0028] 图4为本实用新型图1中A处结构放大图。

[0029] 图中：1、安装底座；2、凹形展示墙；21、插槽；3、中空支撑柱；31、下限位块；32、上限

位块；33、遮挡板；34、太阳能电池板；35、蓄电池组；4、减速电机；5、螺纹杆；51、螺纹管套；

52、凹形连接块；6、滑槽；7、展示橱窗；71、密封橡胶条；72、插销；73、小型LED灯；8、展示玻

璃；9、雨刷传感器；10、安装箱体；101、伺服电机；102、凸轮杆；103、联动杆；104、支撑杆；

105、传动杆；106、安装块；107、连接轴；108、雨刷杆；11、排水管；12、橡胶雨刷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实施例：

[0031] 以下结合附图1‑4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一种老师用学生工作展示墙，如图1所示，包括安装底座1和凹形展示墙2，安装底

座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中空支撑柱3，中空支撑柱3的下表面与安装底座1的中部上表面联

通；

[0033] 安装底座1的内部设置有升降调节装置，升降调节装置包括有减速电机4、螺纹杆

5、滑槽6，减速电机4设置在安装底座1的内部，螺纹杆5设置在减速电机4的内底壁，螺纹杆5

设置在减速电机4的输出轴一侧表面，滑槽6开设在中空支撑柱3的一侧表面；

[0034] 减速电机4的下表面与安装底座1的内底壁固定连接，减速电机4的输出轴一侧表

面通过联轴器与螺纹杆5的一侧表面固定连接，螺纹杆5设置在中空支撑柱3内部,通过上述

技术方案，驱动减速电机4，可使得减速电机4带动螺纹杆5在中空支撑柱3内部进行转动;

[0035] 如图3所示，中空支撑柱3的下部内侧壁固定连接有下限位块31，下限位块31的内

侧壁与螺纹杆5的外表面滑动连接，中空支撑柱3的上部内侧壁固定连接有上限位块32，上

限位块32的内侧壁与螺纹杆5的外表面滑动连接，螺纹杆5的外表面螺纹连接有螺纹管套

51；螺纹管套51的一侧表面固定连接有凹形连接块52，滑槽6开设在中空支撑柱3的一侧表

面，凹形连接块52的外表面穿过滑槽6与滑槽6的内侧壁滑动连接，凹形连接块52的一侧表

面与凹形展示墙2的一侧表面固定连接，通过上述技术方案，上限位块32与下限位块31对螺

纹管套51的移动进行限位及支撑，螺纹管套51在螺纹杆5上进行上下移动，可使得螺纹管套

51带动与其由凹形连接块52连接的结构通过滑槽6在中空支撑柱3外表面进行上下移动;

[0036] 设置升降调节装置，对老师用学生工作展示墙进行升降调节，便于教师放置展示

内容，同时高处调节便于展示，也避免行人破坏工作展示墙。在调节的过程中通过驱动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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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4，可使得减速电机4带动螺纹杆5在中空支撑柱3内部进行转动，使得螺纹管套51在螺

纹杆5上进行上下移动，可使得螺纹管套51带动与其由凹形连接块52连接的结构通过滑槽6

在中空支撑柱3外表面进行上下移动，也就对工作展示墙实现了上下调节，从而具有结构简

单，易于操作的特点;

[0037] 凹形展示墙2的表面设置有雨刷装置，雨刷装置包括展示橱窗7、展示玻璃8、雨刷

传感器9、安装箱体10、排水管11、橡胶雨刷器12，展示橱窗7设置在凹形展示墙2的表面，展

示玻璃8设置在展示橱窗7的内侧壁，雨刷传感器9设置在展示橱窗7的内顶壁，安装箱体10

设置在凹形展示墙2的下表面，排水管11设置在凹形展示墙2的下部上表面，橡胶雨刷器12

设置在展示玻璃8的表面;

[0038] 如图4所示，展示橱窗7的一侧表面通过合页与凹形展示墙2的表面铰接，展示橱窗

7的边缘内表面固定连接有密封橡胶条71，凹形展示墙2的边缘表面固定连接有插槽21，密

封橡胶条71的外表面与插槽21的内侧壁滑动插接，展示橱窗7的一侧外表面固定连接有插

销72,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展示橱窗7在关闭状态时，其内表面的密封橡胶条71插入凹形展

示墙2表面的插槽21中，可对展示橱窗7框出的凹形展示墙2进行一定的密封防水;

[0039] 展示玻璃8的外表面与展示橱窗7的内侧壁固定连接，凹形展示墙2的表面固定连

接有多个小型LED灯73，展示橱窗7的内顶壁与雨刷传感器9的上表面固定连接，安装箱体10

的上表面与凹形展示墙2的下表面固定连接，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小型LED灯73可对展示玻

璃8后的凹形展示墙2进行夜晚照明，雨刷传感器9能检测到打在展示玻璃8上的雨水量或者

灰尘垃圾，从而驱动雨刷装置对展示玻璃8表面进行清扫；

[0040] 如图2所示，安装箱体10的一侧内侧壁固定连接有伺服电机101，伺服电机101的输

出轴一侧外表面通过联轴器固定连接有凸轮杆102，凸轮杆102的一侧表面通过铰接盘铰接

有联动杆103，联动杆103的一侧表面通过铰接盘铰接有支撑杆104，支撑杆104的外表面通

过铰接盘铰接有多个传动杆105，安装箱体10的一侧表面上部固定连接有安装块106，传动

杆105的一侧表面固定连接有连接轴107，连接轴107的外表面穿过安装箱体10的一侧表面

与安装块106的内侧壁滑动连接，连接轴107的一侧表面固定连接有雨刷杆108，雨刷杆108

的一侧表面与橡胶雨刷器12的一侧表面铰接,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安装箱体10用以安装雨

刷装置的驱动结构，伺服电机101与雨刷传感器9电性连接，伺服电机101的驱动使得凸轮杆

102转动，从而带动联动杆103及支撑杆104、传动杆105、雨刷杆108进行左右有频率的摆动，

从而带动橡胶雨刷器12对展示玻璃8表面进行清扫;

[0041] 凹形展示墙2的下部上表面的内侧壁与排水管11的外表面固定套接，排水管11的

外表面与安装箱体10的内侧壁固定套接，中空支撑柱3的上部一侧表面固定连接有遮挡板

33，中空支撑柱3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太阳能电池板34与蓄电池组35，太阳能电池板34与蓄

电池组35电性连接,排水管11用以排出橡胶雨刷器12清扫的雨水，避免雨水渗漏打湿凹形

展示墙2表面，遮挡板33对凹形展示墙2进行初步遮挡雨水，太阳能电池板34与蓄电池组35

保证了雨刷装置与升降装置的电力，节能减排;

[0042] 设置雨刷装置，对老师用学生工作展示墙进行雨天展示玻璃8表面的清扫，便于雨

天工作展示墙的展示，同时利用雨天也能对工作展示墙的展示玻璃8表面进行清洗，保证了

展示玻璃8表面的清洁。在调节的过程中通过雨刷传感器9能检测到打在展示玻璃8上的雨

水量或者灰尘垃圾，从而驱动雨刷装置对展示玻璃8表面进行清扫，而安装箱体10用以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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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刷装置的驱动结构，伺服电机101与雨刷传感器9电性连接，伺服电机101的驱动使得凸轮

杆102转动，从而带动联动杆103及支撑杆104、传动杆105、雨刷杆108进行左右有频率的摆

动，从而带动橡胶雨刷器12对展示玻璃8表面进行清扫，也就实现了雨天对工作展示墙的展

示玻璃8表面进行自动清扫，从而具有一体成型，自动化调节的特点。

[0043] 工作原理：首先通过附图1与附图3，对老师用的学生工作展示墙进行工作内容的

放置，通过遥控器驱动安装底座1内部的减速电机4反转，使得螺纹杆5转动，带动其外表面

的螺纹管套51下移至下限位块31的上部，螺纹管套51的下移带动凹形连接块52在滑槽6下

移，从而使得与凹形连接块52一侧连接的凹形展示墙2到达下限位块31的上部，接着打开插

销72，打开铰接的展示橱窗7，使密封橡胶条71脱离插槽21，然后将工作内容展示在凹形展

示墙2表面关闭橱窗，插上插销72并驱动减速电机4正转，使螺纹管套51带动凹形展示墙2到

达上限位块32下部；

[0044] 其次通过附图1、附图2与附图4，对老师用的学生工作展示墙进行雨天的表面清

扫，通过雨水打在展示玻璃8表面，雨刷传感器9检测到打在展示玻璃8表面的雨量雨刷传感

器9型号可参考上海泰恙贸易有限公司的新帕雨量传感器，从而驱动安装箱体10内部的伺

服电机101，伺服电机101的驱动使得凸轮杆102转动，从而带动联动杆103及支撑杆104、传

动杆105、进行左右有频率的摆动，而安装箱体10外表面一侧通过连接轴107连接的雨刷杆

108也进行左右摆动，从而带动贴在展示玻璃8表面的橡胶雨刷器12对其表面的雨水进行刮

动，被刮下来的雨水渗进排水管11排出，小型LED灯73可对展示玻璃8后的凹形展示墙2进行

夜晚照明，遮挡板33对凹形展示墙2进行初步遮挡雨水，太阳能电池板34与蓄电池组35保证

了雨刷装置与升降装置的电力，节能减排。

[0045]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

只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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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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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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