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151518.8

(22)申请日 2019.02.28

(71)申请人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地址 241000 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文津西

路8号

(72)发明人 黄飞　

(74)专利代理机构 芜湖安汇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4107

代理人 蒋兵魁

(51)Int.Cl.

G09B 5/02(2006.01)

F16M 11/04(2006.01)

G06F 3/041(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智能黑板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应用于教学用具技术领域

的智能黑板结构，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的黑板框

架(1)左侧内侧面设置左滑动凹槽(3)，黑板框架

(1)右侧内侧面设置右滑动凹槽(4)，黑板显示器

(2)左侧设置多个左滑轮(5)，每个左滑轮(5)安

装在一个左滑轮支架(6)上，黑板显示器(2)右侧

设置多个右滑轮(8)，每个右滑轮(8)安装在一个

右滑轮支架(9)上，黑板显示器(2)为压感式电磁

板，本发明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在教学过程中

能够方便快捷实现黑板的移动，同时不再需要奋

笔书写自己，能够使得黑板具有自动全部清除功

能及特定区域清除功能，不再需要人工清楚粉笔

字迹，降低教学者的劳动强度，节约课堂教学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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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黑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包括黑板框架(1)、黑板显示

器(2)，黑板框架(1)左侧内侧面设置左滑动凹槽(3)，黑板框架(1)右侧内侧面设置右滑动

凹槽(4)，黑板显示器(2)左侧设置多个左滑轮(5)，每个左滑轮(5)安装在一个左滑轮支架

(6)上，每个左滑轮支架(6)和黑板显示器(2)左侧之间设置一个左弹性元件(7)，每个左滑

轮(5)分别卡装在左滑动凹槽(3)内，黑板显示器(2)右侧设置多个右滑轮(8)，每个右滑轮

(8)安装在一个右滑轮支架(9)上，每个右滑轮支架(9)和黑板显示器(2)右侧之间设置一个

右弹性元件(10)，每个右滑轮(8)分别卡装在左滑动凹槽(3)内，黑板显示器(2)为压感式电

磁板，黑板显示器(2)上设置多排电磁感应传感器组件，每排电磁感应传感器组件包括多个

电磁感应传感器，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还包括能够发出电磁波给每个电磁感应传感器的手

写笔，每个电磁感应传感器分别与控制部件(11)连接，控制部件(11)设置在黑板框架(1)

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的黑板显示

器(2)包括黑板显示器Ⅰ(12)和黑板显示器Ⅱ(13)，黑板框架(1)左侧内侧面的左滑动凹槽

(3)包括左滑动凹槽Ⅰ(14)和左滑动凹槽Ⅱ(15)，黑板框架(1)右侧内侧面的右滑动凹槽(4)

包括右滑动凹槽Ⅰ(16)和右滑动凹槽Ⅱ(17)。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黑板显示器Ⅰ(12)左侧设

置多个左滑轮Ⅰ，每个左滑轮Ⅰ安装在一个左滑轮支架Ⅰ上，每个左滑轮支架Ⅰ和黑板显示器Ⅰ

(12)之间设置左弹性元件Ⅰ，左滑轮Ⅰ分别卡装在左滑动凹槽Ⅰ(14)内，黑板显示器Ⅰ(12)右

侧设置多个右滑轮Ⅰ，每个右滑轮Ⅰ安装在右滑轮支架Ⅰ上，每个右滑轮支架Ⅰ和黑板显示器Ⅰ

(12)右侧之间设置一个右弹性元件Ⅰ，每个右滑轮Ⅰ分别卡装在右滑动凹槽Ⅰ(16)内。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黑板显示器Ⅱ(13)左侧设

置多个左滑轮Ⅱ，每个左滑轮Ⅱ安装在一个左滑轮支架Ⅱ上，每个左滑轮支架Ⅱ和黑板显

示器Ⅱ(13)之间设置左弹性元件Ⅱ，左滑轮Ⅱ分别卡装在左滑动凹槽Ⅱ(15)内，黑板显示

器Ⅱ(13)右侧设置多个右滑轮Ⅱ，每个右滑轮Ⅱ安装在右滑轮支架Ⅱ上，每个右滑轮支架

Ⅱ和黑板显示器Ⅱ(13)右侧之间设置一个右弹性元件Ⅱ，每个右滑轮Ⅱ分别卡装在右滑动

凹槽Ⅱ(17)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手写笔的笔尖部位设

置笔尖压力传感器，笔尖压力传感器与控制部件(11)连接，所述的手写笔在黑板显示器(2)

上书写时，笔尖压力传感器设置为能够感应书写压力实时数值的结构，笔尖压力传感器设

置为能够实时将书写压力实时数值反馈给控制部件(11)的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笔尖压力传感器实时将书

写压力实时数值反馈给控制部件(11)时，控制部件(11)设置为能够实时向手写笔书写部位

的电磁感应传感器发送信号的结构，从而控制电池感应传感器在黑板显示器(2)上显示出

与手写笔书写压力大小成正比的粗细字迹的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的控制部件

(11)上设置一键清除按钮(18)，使用者按下一键清除按钮(18)时，一键清除按钮(18)设置

为能够向控制部件(11)反馈信号，从而使得控制部件(11)控制黑板显示器Ⅰ(12)和黑板显

示器Ⅱ(13)上显示的字迹全部实现清除的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的控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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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上设置局部显示器清除按钮Ⅰ(19)，使用者按下局部显示器清除按钮Ⅰ(19)时，局部显

示器清除按钮Ⅰ(19)设置为能够向控制部件(11)反馈信号，从而使得控制部件(11)控制黑

板显示器Ⅰ(12)上显示的字迹全部实现清除的结构。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的控制部件

(11)上设置局部显示器清除按钮Ⅱ(20)，使用者按下局部显示器清除按钮Ⅱ(20)时，局部

显示器清除按钮Ⅱ(20)设置为能够向控制部件(11)反馈信号，从而使得控制部件(11)控制

黑板显示器Ⅱ(13)上显示的字迹全部实现清除的结构。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的黑板显

示器(2)为数位式电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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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黑板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教学用具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是涉及一种智能黑板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黑板是学校教学中的重要教具。现有技术中，很多学校里的黑板都是采用的铁皮

制成的，通常老师会用粉笔在黑板板上写字，粉笔形成的大量粉末一定会给老师和学生身

体健康带来不利的影响；当老师写完一黑板的文字后，想快速并且干净的擦拭黑板，而且有

时需要擦掉黑板上固定区域的内容时，都会给上课的老师带来不便。市场上有智能黑板，但

是一般都成本较高，所以无法得到普遍的推广应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在教学过程中能够

方便快捷实现黑板的移动，同时不再需要奋笔书写自己，从而能够使得黑板具有自动全部

清除功能及特定区域清除功能，不再需要人工清楚粉笔字迹，节约课堂教学时间的智能黑

板结构。

[0004] 要解决以上所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5] 本发明为一种智能黑板结构，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包括黑板框架、黑板显示器，黑

板框架左侧内侧面设置左滑动凹槽，黑板框架右侧内侧面设置右滑动凹槽，黑板显示器左

侧设置多个左滑轮，每个左滑轮安装在一个左滑轮支架上，每个左滑轮支架和黑板显示器

左侧之间设置一个左弹性元件，每个左滑轮分别卡装在左滑动凹槽内，黑板显示器右侧设

置多个右滑轮，每个右滑轮安装在一个右滑轮支架上，每个右滑轮支架和黑板显示器右侧

之间设置一个右弹性元件，每个右滑轮分别卡装在左滑动凹槽内，黑板显示器为压感式电

磁板，黑板显示器上设置多排电磁感应传感器组件，每排电磁感应传感器组件包括多个电

磁感应传感器，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还包括能够发出电磁波给每个电磁感应传感器的手写

笔，每个电磁感应传感器分别与控制部件连接，控制部件设置在黑板框架上。

[0006] 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的黑板显示器包括黑板显示器Ⅰ和黑板显示器Ⅱ，黑板框架

左侧内侧面的左滑动凹槽包括左滑动凹槽Ⅰ和左滑动凹槽Ⅱ，黑板框架右侧内侧面的右滑

动凹槽包括右滑动凹槽Ⅰ和右滑动凹槽Ⅱ。

[0007] 所述的黑板显示器Ⅰ左侧设置多个左滑轮Ⅰ，每个左滑轮Ⅰ安装在一个左滑轮支架Ⅰ

上，每个左滑轮支架Ⅰ和黑板显示器Ⅰ之间设置左弹性元件Ⅰ，左滑轮Ⅰ分别卡装在左滑动凹

槽Ⅰ内，黑板显示器Ⅰ右侧设置多个右滑轮Ⅰ，每个右滑轮Ⅰ安装在右滑轮支架Ⅰ上，每个右滑

轮支架Ⅰ和黑板显示器Ⅰ右侧之间设置一个右弹性元件Ⅰ，每个右滑轮Ⅰ分别卡装在右滑动凹

槽Ⅰ内。

[0008] 所述的黑板显示器Ⅱ左侧设置多个左滑轮Ⅱ，每个左滑轮Ⅱ安装在一个左滑轮支

架Ⅱ上，每个左滑轮支架Ⅱ和黑板显示器Ⅱ之间设置左弹性元件Ⅱ，左滑轮Ⅱ分别卡装在

左滑动凹槽Ⅱ内，黑板显示器Ⅱ右侧设置多个右滑轮Ⅱ，每个右滑轮Ⅱ安装在右滑轮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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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上，每个右滑轮支架Ⅱ和黑板显示器Ⅱ右侧之间设置一个右弹性元件Ⅱ，每个右滑轮Ⅱ

分别卡装在右滑动凹槽Ⅱ内。

[0009] 所述的手写笔的笔尖部位设置笔尖压力传感器，笔尖压力传感器与控制部件连

接，所述的手写笔在黑板显示器上书写时，笔尖压力传感器设置为能够感应书写压力实时

数值的结构，笔尖压力传感器设置为能够实时将书写压力实时数值反馈给控制部件的结

构。

[0010] 所述的笔尖压力传感器实时将书写压力实时数值反馈给控制部件时，控制部件设

置为能够实时向手写笔书写部位的电磁感应传感器发送信号的结构，从而控制电池感应传

感器在黑板显示器上显示出与手写笔书写压力大小成正比的粗细字迹的结构。

[0011] 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的控制部件上设置一键清除按钮，使用者按下一键清除按钮

时，一键清除按钮设置为能够向控制部件反馈信号，从而使得控制部件控制黑板显示器Ⅰ和

黑板显示器Ⅱ上显示的字迹全部实现清除的结构。

[0012] 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的控制部件上设置局部显示器清除按钮Ⅰ，使用者按下局部

显示器清除按钮Ⅰ时，局部显示器清除按钮Ⅰ设置为能够向控制部件反馈信号，从而使得控

制部件控制黑板显示器Ⅰ上显示的字迹全部实现清除的结构。

[0013] 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的控制部件上设置局部显示器清除按钮Ⅱ，使用者按下局部

显示器清除按钮Ⅱ时，局部显示器清除按钮Ⅱ设置为能够向控制部件反馈信号，从而使得

控制部件控制黑板显示器Ⅱ上显示的字迹全部实现清除的结构。

[0014] 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的黑板显示器为数位式电磁板。

[0015] 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能得到以下的有益效果：

[0016] 本发明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黑板为智能结构，黑板显示器活动安装在黑板框架

上，能够上下移动，而弹性元件的作用，施加张紧力在黑板显示器和黑板框架之间，使得只

有施加向上或向下的力在黑板显示器上时，黑板显示器才会上下移动，否则会处于固定状

态，便于教学者在黑板上书写。而黑板显示器为压感式电磁板，通过手写笔在黑板显示器上

书写，手写笔在黑板显示器上书写的部位的压力传感器会感受到压力，从而在黑板显示器

显示字迹。而需要清除字迹时，通过操作控制部件，控制部件会反馈信号给黑板显示器，从

而使得黑板显示器上的字迹被清除。这样，书写时不再需要粉笔书写，也就不再需要人工通

过黑板擦擦除字迹，从而不再有粉尘污染而影响教学者身体健康的问题，提高使用便利性。

本发明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方便快捷实现黑板的移动，同时不再需要

奋笔书写自己，能够使得黑板具有自动全部清除功能及特定区域清除功能，不再需要人工

清楚粉笔字迹，降低教学者的劳动强度，节约课堂教学时间。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对本说明书各附图所表达的内容及图中的标记作出简要的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的A-A面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中标记分别为：1、黑板框架；2、黑板显示器；3、左滑动凹槽；4、右滑动凹槽；5、

左滑轮；6、左滑轮支架；7、左弹性元件；8、右滑轮；9、右滑轮支架；10、右弹性元件；11、控制

部件；12、黑板显示器Ⅰ；13、黑板显示器Ⅱ；14、左滑动凹槽Ⅰ；15、左滑动凹槽Ⅱ；16、右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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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槽Ⅰ；17、右滑动凹槽Ⅱ；18、一键清除按钮；19、局部显示器清除按钮Ⅰ；20、局部显示器清

除按钮Ⅱ。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对照附图，通过对实施例的描述，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如所涉及的各构

件的形状、构造、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位置及连接关系、各部分的作用及工作原理等作进一步

的详细说明：

[0022] 如附图1、附图2所示，本发明为一种智能黑板结构，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包括黑板

框架1、黑板显示器2，黑板框架1左侧内侧面设置左滑动凹槽3，黑板框架1右侧内侧面设置

右滑动凹槽4，黑板显示器2左侧设置多个左滑轮5，每个左滑轮5安装在一个左滑轮支架6

上，每个左滑轮支架6和黑板显示器2左侧之间设置一个左弹性元件7，每个左滑轮5分别卡

装在左滑动凹槽3内，黑板显示器2右侧设置多个右滑轮8，每个右滑轮8安装在一个右滑轮

支架9上，每个右滑轮支架9和黑板显示器2右侧之间设置一个右弹性元件10，每个右滑轮8

分别卡装在左滑动凹槽3内，黑板显示器2为压感式电磁板，黑板显示器2上设置多排电磁感

应传感器组件，每排电磁感应传感器组件包括多个电磁感应传感器，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

还包括能够发出电磁波给每个电磁感应传感器的手写笔，每个电磁感应传感器分别与控制

部件11连接，控制部件11设置在黑板框架1上。上述结构，黑板为智能结构，黑板显示器2活

动安装在黑板框架上，能够上下移动，而弹性元件的作用，施加张紧力在黑板显示器和黑板

框架之间，使得只有施加向上或向下的力在黑板显示器上时，黑板显示器才会上下移动，否

则会处于固定状态，便于教学者在黑板上书写。而黑板显示器为压感式电磁板，通过手写笔

在黑板显示器上书写，手写笔在黑板显示器上书写的部位的压力传感器会感受到压力，从

而在黑板显示器显示字迹。而需要清除字迹时，通过操作控制部件，控制部件会反馈信号给

黑板显示器，从而使得黑板显示器上的字迹被清除。这样，书写时不再需要粉笔书写，也就

不再需要人工通过黑板擦擦除字迹，从而不再有粉尘污染而影响教学者身体健康的问题，

提高使用便利性。本发明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方

便快捷实现黑板的移动，同时不再需要奋笔书写自己，从而能够使得黑板具有自动全部清

除功能及特定区域清除功能，不再需要人工清楚粉笔字迹，降低教学者的劳动强度，节约课

堂教学时间。本发明的黑板结构，与传统的黑板相比，可以避免粉笔末对身体的影响。与智

能黑板相比，没有较为复杂的技术与成本高的难题，也没有繁琐的功能问题；上述结构能够

有效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0023] 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的黑板显示器2包括黑板显示器Ⅰ12和黑板显示器Ⅱ13，黑板

框架1左侧内侧面的左滑动凹槽3包括左滑动凹槽Ⅰ14和左滑动凹槽Ⅱ15，黑板框架1右侧内

侧面的右滑动凹槽4包括右滑动凹槽Ⅰ16和右滑动凹槽Ⅱ17。所述的黑板显示器Ⅰ12左侧设

置多个左滑轮Ⅰ，每个左滑轮Ⅰ安装在一个左滑轮支架Ⅰ上，每个左滑轮支架Ⅰ和黑板显示器Ⅰ

12之间设置左弹性元件Ⅰ，左滑轮Ⅰ分别卡装在左滑动凹槽Ⅰ14内，黑板显示器Ⅰ12右侧设置

多个右滑轮Ⅰ，每个右滑轮Ⅰ安装在右滑轮支架Ⅰ上，每个右滑轮支架Ⅰ和黑板显示器Ⅰ12右侧

之间设置一个右弹性元件Ⅰ，每个右滑轮Ⅰ分别卡装在右滑动凹槽Ⅰ16内。上述结构，黑板显

示器Ⅰ12和黑板显示器Ⅱ13分别与黑板框架连接，从而能够分别上下移动，移动是黑板显示

器通过滑轮上下滑动，操作便捷。便于两个黑板显示器分别使用。黑板显示器Ⅰ12和黑板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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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器Ⅱ13错开时，能够同时显示字迹。

[0024] 所述的黑板显示器Ⅱ13左侧设置多个左滑轮Ⅱ，每个左滑轮Ⅱ安装在一个左滑轮

支架Ⅱ上，每个左滑轮支架Ⅱ和黑板显示器Ⅱ13之间设置左弹性元件Ⅱ，左滑轮Ⅱ分别卡

装在左滑动凹槽Ⅱ15内，黑板显示器Ⅱ13右侧设置多个右滑轮Ⅱ，每个右滑轮Ⅱ安装在右

滑轮支架Ⅱ上，每个右滑轮支架Ⅱ和黑板显示器Ⅱ13右侧之间设置一个右弹性元件Ⅱ，每

个右滑轮Ⅱ分别卡装在右滑动凹槽Ⅱ17内。

[0025] 所述的手写笔的笔尖部位设置笔尖压力传感器，笔尖压力传感器与控制部件11连

接，所述的手写笔在黑板显示器2上书写时，笔尖压力传感器设置为能够感应书写压力实时

数值的结构，笔尖压力传感器设置为能够实时将书写压力实时数值反馈给控制部件11的结

构。上述结构，压感式电磁板的黑板显示器的工作原理是采用了电磁感应技术。它由手写笔

发射出电磁波，由写字板上排列整齐的压力传感器感应到压力数值，压力传感器计算出笔

的位置后反馈信号给控制部件，控制部件控制黑板显示器上的移动光标在黑板显示器上显

示字迹。这样，只要通过手写笔施加压力在黑板显示器相应位置，相应位置就会显示出移动

光标的字迹，便于教学者现场教学，不再需要粉笔。

[0026] 所述的笔尖压力传感器实时将书写压力实时数值反馈给控制部件11时，控制部件

11设置为能够实时向手写笔书写部位的电磁感应传感器发送信号的结构，从而控制电池感

应传感器在黑板显示器2上显示出与手写笔书写压力大小成正比的粗细字迹的结构。上述

结构，通过手写笔、黑板显示器、控制部件、压力传感器的配合，能够将手写笔书写时的压力

信号，转变为移动光标的字迹，便于正常教学。

[0027] 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的控制部件11上设置一键清除按钮18，使用者按下一键清除

按钮18时，一键清除按钮18设置为能够向控制部件11反馈信号，从而使得控制部件11控制

黑板显示器Ⅰ12和黑板显示器Ⅱ13上显示的字迹全部实现清除的结构。上述结构，一键清除

按钮按下后，能够同时清楚两个黑板显示器上的字迹。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的控制部件11

上设置局部显示器清除按钮Ⅰ19，使用者按下局部显示器清除按钮Ⅰ19时，局部显示器清除

按钮Ⅰ19设置为能够向控制部件11反馈信号，从而使得控制部件11控制黑板显示器Ⅰ12上显

示的字迹全部实现清除的结构。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的控制部件11上设置局部显示器清除

按钮Ⅱ20，使用者按下局部显示器清除按钮Ⅱ20时，局部显示器清除按钮Ⅱ20设置为能够

向控制部件11反馈信号，从而使得控制部件11控制黑板显示器Ⅱ13上显示的字迹全部实现

清除的结构。上述结构，每个局部显示器清楚按钮，按下后能够自动清楚对应的黑板显示器

上的字迹，便于书写重新书写字迹。

[0028] 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的黑板显示器2为数位式电磁板。作为黑板显示器可选择的

另一种实施方式，黑板显示器可以为数位式电磁版。

[0029] 本发明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黑板为智能结构，黑板显示器活动安装在黑板框架

上，能够上下移动，而弹性元件的作用，施加张紧力在黑板显示器和黑板框架之间，使得只

有施加向上或向下的力在黑板显示器上时，黑板显示器才会上下移动，否则会处于固定状

态，便于教学者在黑板上书写。而黑板显示器为压感式电磁板，通过手写笔在黑板显示器上

书写，手写笔在黑板显示器上书写的部位的压力传感器会感受到压力，从而在黑板显示器

显示字迹。而需要清除字迹时，通过操作控制部件，控制部件会反馈信号给黑板显示器，从

而使得黑板显示器上的字迹被清除。这样，书写时不再需要粉笔书写，也就不再需要人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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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黑板擦擦除字迹，从而不再有粉尘污染而影响教学者身体健康的问题，提高使用便利性。

本发明所述的智能黑板结构，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方便快捷实现黑板的移动，同时不再需要

奋笔书写自己，能够使得黑板具有自动全部清除功能及特定区域清除功能，不再需要人工

清楚粉笔字迹，降低教学者的劳动强度，节约课堂教学时间。

[0030]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了示例性的描述，显然本发明具体的实现并不受上述

方式的限制，只要采用了本发明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改进，或未经改进将本

发明的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他场合的，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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