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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携式思政学习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教育领域，具体的公开了一种便

携式思政学习装置，包括主体、夹持外壳、盖板、

书夹和显示屏；所述主体的下侧嵌入安装有显示

屏；在所述主体的上表面一端上固定有夹持外

壳，夹持外壳的开口水平朝向另外一端，在夹持

外壳内安装有用于夹持书本的书夹，在夹持外壳

的上端设置有盖板；盖板的另外一端通过转轴转

动连接在固定于主体上的支撑座；在支撑座对应

的盖板一端上设置有用于固定盖板的限位机构。

本发明通过设置的书夹以及盖在其外侧的盖板，

能够将思政学习的书籍与装置一起携带使用，当

通过显示屏观看时，可以将装置竖起来，通过将

盖板打开支撑，使装置倾斜，实现了显示屏角度

可调节，盖板的两用功能，合理利用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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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携式思政学习装置，包括主体（1）、夹持外壳（2）、盖板（3）、书夹（4）和显示屏

（5）；所述主体（1）的下侧嵌入安装有显示屏（5）；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主体（1）的上表面一端

上固定有夹持外壳（2），夹持外壳（2）的开口水平朝向另外一端，在夹持外壳（2）内安装有用

于夹持书本的书夹（4），在夹持外壳（2）的上端设置有盖板（3）；盖板（3）的另外一端通过转

轴（8）转动连接在固定于主体（1）上的支撑座（7），所述盖板（3）的材质为铁，夹持外壳（2）的

顶部粘附有磁铁片（19），通过磁铁片（19）吸附盖板（3）的端部；在支撑座（7）对应的盖板（3）

一端上设置有用于固定盖板（3）的限位机构；所述限位机构包括有调节座（9）、限位块（10）、

调节杆（11）、按钮（12）、限位套（13）和支撑弹簧（14）；调节座（9）为长方体空心结构，竖直固

定安装在主体（1）的侧壁上，在调节座（9）内穿设有竖直的调节杆（11），调节杆（11）的上端

固定有朝向盖板（3）端部的限位块（10）；调节杆（11）的下端从限位套（13）内穿过，限位套

（13）的一侧通过若干个支撑弹簧（14）连接在调节座（9）的内壁上；所述支撑弹簧（14）正对

的限位套（13）另外一侧上固定连接有伸出调节座（9）的按钮（12），按钮（12）通过开设在调

节座（9）上的开口（17）伸出；限位套（13）的另外两侧面上均固定有滑块（18），滑块（18）与对

应的调节座（9）内壁通过滑槽滑动连接；在限位套（13）内固定有朝向调节杆（11）的卡凸

（16），卡凸（16）位于支撑弹簧（14）的一端，卡凸（16）对应的调节杆（11）上开设有若干个均

匀分布的卡槽（1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思政学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1）的下侧

面上固定有凸出的防护垫（6），防护垫（6）为圆形片状结构，其材质为橡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思政学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杆（11）为矩

形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思政学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口（17）的面积

大于按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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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携式思政学习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教育领域，具体是一种便携式思政学习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校园学习生活中，思想政治的学习遍布课堂内外，思想政治的板报大多在教室

制作，思想政治的宣传栏分布在走廊、路边，这些思政学习装置不仅提高了思政学习效率，

丰富了的校园精神生活，也成了校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学生使用的学习装置，能够收纳

学习内容，携带方便。

[0003] 中国专利（公告号：CN  203759905  U）公开的一种便携式外语学习机，1.扫描笔通

过光学成像器和图像传感器识别书本上的词汇信息，学习机再通过USB  接口将文字信息读

入存储系统，将相应的解释显示到LCD触摸显示屏上；2.通过LCD触摸显示屏选择需要发音

的词汇，学习机处理器控制音频放大模块朗读词汇的详细解释，实现在外语学习中快速、准

确地查询汉语信息的目的。但是学习机的仅仅作为电子产品使用，学习时的用途较少。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携式思政学习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

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便携式思政学习装置，包括主体、夹持外壳、盖板、书夹和显示屏；所述主体的

下侧嵌入安装有显示屏，通过显示屏能够播放思想政治学习内容；在所述主体的上表面一

端上固定有夹持外壳，夹持外壳的开口水平朝向另外一端，在夹持外壳内安装有用于夹持

书本的书夹，将书本放置在主体上，通过书夹夹持书本，使书本便于翻看和携带；为了避免

书本在主体上携带时不会脱落翻动，在夹持外壳的上端设置有盖板；盖板的另外一端通过

转轴转动连接在固定于主体上的支撑座，使盖板绕转轴转动，便于盖板打开；在支撑座对应

的盖板一端上设置有用于固定盖板的限位机构，使盖板能够转动到不同的角度，这样，将主

体立起来后能够使显示屏呈现不同的倾斜角度，便于放在桌面上供学生观看。

[0007] 进一步的：所述主体的下侧面上固定有凸出的防护垫，防护垫为圆形片状结构，其

材质为橡胶，增大与桌面的摩擦，同时使主体上的显示屏与桌面脱离，避免在桌面上平移而

对显示屏造成磨损。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盖板的材质为铁，夹持外壳的顶部粘附有磁铁片，通过磁铁片吸附

盖板的端部，避免盖板脱离夹持外壳。

[0009] 进一步的：所述限位机构包括有调节座、限位块、调节杆、按钮、限位套和支撑弹

簧；调节座为长方体空心结构，竖直固定安装在主体的侧壁上，在调节座内穿设有竖直的调

节杆，调节杆的上端固定有朝向盖板端部的限位块，限位块上下移动，能够位于不同的高

度，改变与盖板的接触位置，实现盖板不同的开合程度；调节杆的下端从限位套内穿过，限

位套的一侧通过若干个支撑弹簧连接在调节座的内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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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的：所述支撑弹簧正对的限位套另外一侧上固定连接有伸出调节座的按

钮，按钮通过开设在调节座上的开口伸出；在外部按压按钮使限位套向另外一侧移动，从而

压缩支撑弹簧；限位套的另外两侧面上均固定有滑块，滑块与对应的调节座内壁通过滑槽

滑动连接，使限位套沿支撑弹簧的伸缩方向移动，限位套的移动垂直于调节杆的移动方向；

在限位套内固定有朝向调节杆的卡凸，卡凸位于支撑弹簧的一端，卡凸对应的调节杆上开

设有若干个均匀分布的卡槽，根据卡凸卡入不同的卡槽来改变调节杆的伸出量，从而实现

限位块位置的固定。

[0011] 进一步的：所述调节杆为矩形杆。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开口的面积大于按钮，使按钮能够通过开口伸入到内部，便于按钮

按压。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设置的书夹以及盖在其外侧

的盖板，能够将思政学习的书籍与装置一起携带使用，使用时方便直接翻看，方便快速查找

书本知识；当通过显示屏观看时，可以将装置竖起来，通过将盖板打开支撑，使装置倾斜，并

且利用位置可调节的限位块进行固定，将盖板支起，实现了显示屏角度可调节，盖板的两用

功能，合理利用其结构，优化了装置，更加方便了装置的携带。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一种便携式思政学习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一种便携式思政学习装置中限位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图2中A‑A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一种便携式思政学习装置中调节杆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主体，2‑夹持外壳，3‑盖板，4‑书夹，5‑显示屏，6‑防护垫，7‑支撑座，8‑转

轴，9‑调节座，10‑限位块，11‑调节杆，12‑按钮，13‑限位套，14‑支撑弹簧，15‑卡槽，16‑卡

凸，17‑开口，18‑滑块，19‑磁铁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实施例1

[0020] 请参阅图，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便携式思政学习装置，包括主体1、夹持外壳2、盖

板3、书夹4和显示屏5；所述主体1的下侧嵌入安装有显示屏5，通过显示屏5能够播放思想政

治学习内容，在主体1的下侧面上固定有凸出的防护垫6，防护垫6为圆形片状结构，其材质

为橡胶，增大与桌面的摩擦，同时使主体1上的显示屏5与桌面脱离，避免在桌面上平移而对

显示屏5造成磨损；在所述主体1的上表面一端上固定有夹持外壳2，夹持外壳2的开口水平

朝向另外一端，在夹持外壳2内安装有用于夹持书本的书夹4，将书本放置在主体1上，通过

书夹4夹持书本，使书本便于翻看和携带。

[0021] 为了避免书本在主体1上携带时不会脱落翻动，在夹持外壳2的上端设置有盖板3，

盖板3的材质为铁，夹持外壳2的顶部粘附有磁铁片19，通过磁铁片19吸附盖板3的端部，避

免盖板3脱离夹持外壳2；盖板3的另外一端通过转轴8转动连接在固定于主体1上的支撑座

7，使盖板3绕转轴8转动，便于盖板3打开；在支撑座7对应的盖板3一端上设置有用于固定盖

板3的限位机构，使盖板3能够转动到不同的角度，这样，将主体1立起来后能够使显示屏5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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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同的倾斜角度，便于放在桌面上供学生观看。

[0022] 实施例2

[0023]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所述限位机构包括有调节座9、限位块10、调节杆11、按钮12、

限位套13和支撑弹簧14；调节座9为长方体空心结构，竖直固定安装在主体1的侧壁上，在调

节座9内穿设有竖直的调节杆11，调节杆11为矩形杆，调节杆11的上端固定有朝向盖板3端

部的限位块10，限位块10上下移动，能够位于不同的高度，改变与盖板3的接触位置，实现盖

板3不同的开合程度；调节杆11的下端从限位套13内穿过，限位套13的一侧通过若干个支撑

弹簧14连接在调节座9的内壁上，与支撑弹簧14正对的另外一侧上固定连接有伸出调节座9

的按钮12，按钮12通过开设在调节座9上的开口17伸出，开口17的面积大于按钮12，使按钮

12能够通过开口17伸入到内部，便于按钮12按压；在外部按压按钮12使限位套13向另外一

侧移动，从而压缩支撑弹簧14；限位套13的另外两侧面上均固定有滑块18，滑块18与对应的

调节座9内壁通过滑槽滑动连接，使限位套13沿支撑弹簧14的伸缩方向移动，限位套13的移

动垂直于调节杆11的移动方向；在限位套13内固定有朝向调节杆11的卡凸16，卡凸16位于

支撑弹簧14的一端，卡凸16对应的调节杆11上开设有若干个均匀分布的卡槽15，根据卡凸

16卡入不同的卡槽15来改变调节杆11的伸出量，从而实现限位块10位置的固定。

[0024] 在思政学习时，一方面，可以通过其上的显示屏5学习，观看文字、视频内容，存储

大量学习内容，方便查看，通过显示屏5观看时，将装置倾斜放置，通过调节限位块10的不同

位置，限制盖板3的张开角度，使显示屏5能够进行不同角度的调节，方便不同使用者观看；

另外一方面，可以将思政学习的教科书等放入到反面上，通过其上的书夹4夹持书本，固定

在装置上，平时不看书时使盖板3盖在书本的外侧，书本纸张不会散开，便于跟随装置携带，

需要看书时打开盖板3便能够快速的观看，在装置中盖板3具有不同的功能。

[0025]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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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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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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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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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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