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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数学教学黑板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型数学教学黑板，

包括第一黑板、第二黑板、第三黑板、黑板保护

套、图形输入键盘、函数输入键盘，所述第一黑板

和第二黑板连接在一起，所述第三黑板位于第二

黑板中间的前面，可以进行伸缩，所述黑板保护

套位于第一黑板和第二黑板上面，所述图形输入

键盘和函数输入键盘位于第二黑板下方，第一黑

板为传统黑板，第二黑板为触控屏，可以在图形

输入键盘或者函数输入键盘输入图形或者函数，

第二黑板就能显示相应的图形或者函数图形，第

三黑板和第二黑板组合可以方便老师绘制空间

左边轴，方便学生对空间坐标轴的理解，这样方

便了老师的教学，且节约时间，使学生能够更加

直观准确的认识对应函数的图形和空间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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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数学教学黑板，其特征在于：该黑板包括第二黑板(1)、第三黑板(6)，所述

第二黑板(1)固定在墙上，所述第三黑板(6)垂直设置于第二黑板(1)中间位置，所述第二黑

板中间位置和对应墙面设置与第三黑板宽度相同的缝隙(8)，所述缝隙里面设置滚轮槽

(9)，所述第三黑板(6)由基本块(601)和伸出块(602)构成，所述基本块(601)为中空结构，

基本块里面的最下端设置与滚轮槽相同的第二滚轮槽(11)，基本块(601)下端设置与墙面

缝隙里面的滚轮槽匹配的滚轮(10)，所述伸出块(602)嵌入基本块(601)里面，所述伸出块

下端设置与第二滚轮槽匹配的第二滚轮(12)，所述基本块(601)嵌入第二黑板(1)中间位置

和对应墙面设置的缝隙(8)里面，伸出块嵌入基本块里面设置的第二滚轮槽(11)的上面，所

述伸出块(602)最外端的中间位置设有推拉手把(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数学教学黑板，其特征在于：该黑板包括第一黑板

(2)，所述第一黑板(2)为与第二黑板同尺寸的触控屏，所述第一黑板固定在第二黑板旁边

的墙上，所述第一黑板(2)连接函数图形生成器电路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型数学教学黑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黑板(2)连接

图形编辑电路模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数学教学黑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黑板(1)和第

三黑板(6)为传统无尘黑板。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型数学教学黑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黑板(2)和第

二黑板(1)包含一个黑板保护套(3)，所述黑板保护套(3)位于第一黑板和第二黑板上方，所

述保护套是由防划伤布料制成的卷帘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型数学教学黑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黑板(2)包括

函数输入键盘(5)，所述函数输入键盘连接函数图形生成器电路模块。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新型数学教学黑板，其特征在于：第一黑板(2)包括图形

输入键盘(4)，所述图形输入键盘连接图形编辑电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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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数学教学黑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教学教具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新型数学教学黑板。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学校教室里面的黑板大多数都是以手写为主的，老师用手写耽误很多的课堂

时间，导致课堂时间不足，又特别是数学课程关于几何图形或者函数图形的时候，如果老师

画图更加耽误课堂时间，并且手绘的图形不够准确，如果老师不画图又会影响学生的理解

能力和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在专利公告号为CN  203666182  U方便大学高等数学绘图的教学

黑板中利用投影仪原理将图形投影到黑板上，如果老师需要图形的时候需要到数据库进行

调取，问题在于所述数据库要求十分高，同一种函数当数据不同的时候图形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图形功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且现有黑板当中都是平面黑板，学生对空间坐标以

及三维函数难以理解。

[0003] 因此，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成为本领域人员研究的重点。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种新型数学教学黑板，能有效解决上述三维坐标难

理解的不足之处。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通过下述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新型数学教学黑板，该黑板包括第二黑板、第三黑板，所述第二黑板固定在墙

上，所述第三黑板垂直设置于第二黑板中间位置，所述第二黑板中间位置和对应墙面设置

与第三黑板宽度相同的缝隙，所述缝隙里面设置滚轮槽，所述第三黑板由基本块和伸出块

构成，所述基本块为中空结构，基本块里面设置第二滚轮槽，基本块下端设置与墙面缝隙的

滚轮槽匹配的滚轮，所述伸出块嵌入基本块里面，所述基本块下端设置与第二滚轮槽匹配

的第二滚轮，所述基本块嵌入第二黑板中间位置和对应墙面设置的缝隙里面，伸出块嵌入

基本块里面设置的第二滚轮槽里面，所述伸出块最外端的中间位置设有推拉手把。

[0007] 作为优选，该黑板包括第一黑板，所述第一黑板为与第二黑板同尺寸的触控屏，所

述第一黑板固定在第二黑板旁边的墙上，所述第一黑板连接函数图形生成器电路模块。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黑板连接图形编辑电路模块。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第二黑板和第三黑板为传统无尘黑板。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黑板和第二黑板包含一个黑板保护套，所述黑板保护套位于

第一黑板和第二黑板上方，所述保护套是由防划伤布料制成的卷帘结构。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黑板包括函数输入键盘，所述函数输入键盘连接函数图形生

成器电路模块。

[0012] 作为优选，第一黑板包括图形输入键盘，所述图形输入键盘连接图形编辑电路模

块。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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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本实用新型将第二黑板和第三黑板垂直设置在空间，形成一个空间立体黑板，打

破传统的平面黑板构思，设计新颖合理，方便学生对空间左边的理解，利用电路模块将需要

的图形显示在第一黑板上，并且第一黑板具有触摸手写功能，方便老师进行讲解和分析，同

时具有传统黑板功能的第二黑板，需要手写的时候同样可以进行手写，第一黑板可以根据

函数输入键盘输入的函数或者图形输入键盘输入的图形传输到电路模块，电路模块相应的

在第一黑板显示，这样节约老师上课的绘图时间，同时绘制的图形准确，方便学生的理解。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第三黑板的结构图；

[0017] 图3是基准块嵌入结构图；

[0018] 图4是滚轮槽和滚轮结构图；

[0019] 图5是第二滚轮槽和第二滚轮结构图。

[0020] 附图标记说明：1-第二黑板，2-第一黑板，3-黑板保护套，4-图形输入键盘，5-函数

输入键盘，6-第三黑板，7-推拉手把，8-缝隙，9-滚轮槽，10-滚轮，11-第二滚轮槽，12-第二

滚轮，601-基本块，602-伸出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2] 实施例一

[0023] 如图2所示，一种新型数学教学黑板，该黑板包括第二黑板1、第三黑板6，所述第二

黑板1固定在墙上，所述第三黑板6垂直设置于第二黑板中1间，所述第三黑板6由基本块601

和伸出块602构成，所述基本块601为中空结构，所述伸出块602嵌入基本块601里面，所述基

本块601嵌入第二黑板1固定的墙里面，所述第三黑板6中间设有推拉手把7，当不使用黑板

的时候可以将第三黑板6推进墙里去，使用第三黑板6的时候又可以将其拉出来，第三黑板6

垂直于第二黑板1，可以方便老师绘画空间坐标系。

[0024] 本实施例中，将第二黑板和第三黑板垂直设置在空间，形成一个空间立体黑板，打

破传统的平面黑板构思，设计新颖合理，方便学生对空间左边的理解。

[0025] 实施例二

[0026] 如图1至图2所示，一种新型数学教学黑板，包括第一黑板2，所述第一黑板2为触控

屏，触控屏采用思杰聚典生产的表面声波触摸屏，所述第一黑板2连接函数图形生成器电路

模块，图形生成器电路模块采用画图软件电路，函数图形生成器电路模块可以根据输入的

函数表达式，函数图形生成器电路模块采用Graph电路，得出相应的函数图形，再通过触控

屏显示。

[0027] 本实施例中，通过函数图形生成器电路模块，可以生成各种函数的图形，解决了老

师上课需要花费时间画图的问题，也解决了学生因为不能看到准确的函数图形而难以理解

的问题。

[0028] 实施例三

[0029] 如图1至图2所示，一种新型数学教学黑板，包括第一黑板2，所述第一黑板2为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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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触控屏采用思杰聚典生产的表面声波触摸屏，所述第一黑板连接函数图形生成器电路

模块，函数图形生成器电路模块可以根据输入的函数表达式，得出相应的函数图形，再通过

触控屏显示，第一黑板连接图形编辑电路模块，可以根据需要在生成的函数图形上面作辅

助图、分析等。

[0030] 本实施例中，再黑板上加装绘图电路模块，可以使老师根据需要直接在图形上进

行分析讲解，能够让学生更快、更容易的理解，节省了教学时间和教学难度。

[0031] 实施例四

[0032] 如图1至图2所示，一种新型数学教学黑板，包括第一黑板2，所述第一黑板2为触控

屏，触控屏采用思杰聚典生产的表面声波触摸屏，所述第一黑板2连接函数图形生成器电路

模块，函数图形生成器电路模块可以根据输入的函数表达式，得出相应的函数图形，再通过

触控屏显示，该黑板还包括第二黑板1，第二黑板1为传统无尘黑板，第二黑板位于第一黑板

旁边，在第一黑板旁边设置的第二黑板可以解决正常黑板的功能，无尘黑板也不会污染第

一黑板。

[0033] 本实施例中，在第一黑板旁边设置传统的第二黑板，更加方便了教学的需要，同时

第二黑板为无尘黑板也不会污染第一黑板，也没有灰尘污染环境。

[0034] 实施例五

[0035] 图1至图2所示，一种新型数学教学黑板，包括第一黑板2，所述第一黑板2为触控

屏，触控屏采用思杰聚典生产的表面声波触摸屏，所述第一黑板2连接函数图形生成器电路

模块，函数图形生成器电路模块可以根据输入的函数表达式，得出相应的函数图形，再通过

触控屏显示，该黑板还包括第二黑板1，第二黑板为1传统无尘黑板，第二黑板位于第一黑板

旁边，在第一黑板2旁边设置的第二黑板1可以解决正常黑板的功能，无尘黑板也不会污染

第一黑板2，第一黑板2和第二黑板2包含一个黑板保护套3，黑板保护套3位于第一黑板和第

二黑板的上方，当不使用黑板的时候可以将保护罩拉下来盖住黑板。

[0036] 本实施例中，加装一个黑板保护套防止黑板被撞击或者污染。

[0037] 实施例六

[0038] 如图1至图2所示，一种新型数学教学黑板，包括第一黑板2，所述第一黑板2为触控

屏，触控屏采用思杰聚典生产的表面声波触摸屏，所述第一黑板2连接函数图形生成器电路

模块，函数图形生成器电路模块可以根据输入的函数表达式，得出相应的函数图形，再通过

触控屏显示，第一黑板包括函数输入键盘5和图形输入键盘4，函数输入键盘为深圳星之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爱国者手写板免驱大屏手写键盘，图形输入键盘为深圳星之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的爱国者手写板免驱大屏手写键盘。

[0039] 盘，可以直接在图形输入键盘4输入所需要的图形名称，比如，三角形、圆等，在函

数输入键盘5输入需要函数图形的函数表达式。

[0040] 本实施例中，设置有图形输入键盘和函数输入键盘，可以直接输入图形名称或者

函数表达式，就能显示相应的图形，方便老师教学，节约时间。

[0041]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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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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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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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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