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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广告信息板，包括盒体、位

于盒体上方并与盒体形配的盒盖；所述盒盖通过

连接板与盒体后壁相连接，所述盒盖上还设置有

按压钮；所述盒盖从表层到里层分别为透明覆膜

层、展示材料层、LED灯组层和背板；盒体中设置

有蓄电池和控制电路，所述LED灯组层上面排布

有LED灯，并且LED灯与蓄电池进行电连接，通过

蓄电池给LED灯供电；所述控制电路用于调节单

个或数个LED灯的亮度，或者所述控制电路用于

使单个或数个LED灯闪烁；通过高亮或闪烁，突出

显示了该部分区域，可以提高客人发现本发明广

告信息板的概率，并使其前来询价，提供给了顾

客一种有趣的咨询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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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广告信息板，其特征在于：包括盒体、位于盒体上方并与盒体形配的盒盖；所述

盒盖通过连接板与盒体后壁相连接，所述盒盖上还设置有按压钮；所述盒盖从表层到里层

分别为透明覆膜层、展示材料层、LED灯组层和背板；盒体中设置有蓄电池，所述LED灯组层

上面排布有LED灯，并且LED灯与蓄电池进行电连接，通过蓄电池给LED灯供电；所述连接板

上设置有太阳能电池板，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用于给蓄电池充电；

所述背板中腰处设置有紧固装置，所述背板底部设置有与背板垂直的带孔凸起，所述

背板底部还设置有滑动杆，所述滑动杆穿过带孔凸起中的孔；所述滑动杆上还套接有弹性

装置，所述弹性装置选自皮筋、弹力绳、弹簧；

所述盒体的两边侧壁内设置有凹槽，所述凹槽用于容纳滑动杆的两端；并且，弹性装置

的一端套接于滑动杆，另一端与垂直盖板相连接;

所述连接板两端分别设置有连接杆，其中之一的连接杆与所述紧固装置相配合固定；

另一个连接杆固定于盒体的后壁上端;

所述盒体后部设置有水平盖板和垂直盖板，并且水平盖板和垂直盖板相配合，形成一

个密闭空间；其中，垂直盖板的高度小于盒体的四壁高度；并且，在所述密闭空间内设置蓄

电池和控制电路；并且，蓄电池和控制电路电连接；并且盒体的后壁上设置有充电口和电源

指示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广告信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前段为折角状，所述折

角为锐角，所述锐角角度选自75-85度；并且，所述折角是圆弧状的，不具有棱角。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广告信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末端设置有弹性开关；

当滑动杆滑动至凹槽末端时，启动弹性开关，当滑动杆滑动离开凹槽末端时，弹性开关关

闭；所述弹性开关用于控制LED灯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广告信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电路用于调节单个或数

个LED灯的亮度，或者所述控制电路用于使单个或数个LED灯闪烁。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广告信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盒体的其余部分形成存放空

间，所述存放空间内设置有广告宣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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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广告信息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广告信息板，适用于广告、展示领域，尤其适用于房产信息的广告

展示。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存在多种类型的广告板，例如X展架、易拉宝、拉网展架、促销台、人像

立牌、桁架等等。通常情况下，在房产交易领域，中介公司的销售们会带着广告板去人群集

中的地方，广告板上张贴热门房产信息，以吸引购房者前来询价。但是，现有技术中的广告

板大多是静态图片，对人群的吸引力不足。

[0003] 因此，亟需一种让人眼前一亮、充满趣味性，使得广告内容突出，吸引客户前来咨

询的广告信息板。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克服了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了一种吸引人的广告信展示装置。

[0005] 具体的，本发明揭示了一种广告信息板，包括：盒体，位于盒体上方并与盒体形配

的盒盖，盒盖通过连接板与盒体后壁相连接，盒盖上还设置有按压钮。

[0006] 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方案中，所述盒盖从表层到里层分别为透明覆膜层，展示材

料层，LED灯组层，背板。其中，覆膜可以是透明塑料材质的，也可以是透明玻璃材质的。

[0007] 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方案中，所述背板中腰设置有紧固装置，所述背板底部设置

有与背板垂直的带孔凸起，背板底部还设置有滑动杆。其中，滑动杆穿过带孔凸起中的孔，

并且滑动杆上还套接有弹性装置。弹性装置可以是皮筋、弹力绳、弹簧等，优选为弹簧。

[0008] 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方案中，所述连接板两端设置有连接杆，其一连接杆与背板

上的紧固装置相配合固定，具体的，通过固定装置固定上述连接杆的两端，固定的同时起到

转动作用。类似的，另一连接杆固定于盒体的后壁上端，同样起固定转动作用；所述连接板

上设置有太阳能蓄电池板，在户外打开使用时，可以通过太阳能蓄电池板来给所述广告信

息板提供电能，给蓄电池进行充电。

[0009] 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方案中，所述盒体后部设置有水平盖板和垂直盖板，水平盖

板和垂直盖板相配合，可以形成一个密闭空间。其中，垂直盖板的高度小于盒体的四壁高

度。在水平盖板的下方设置有蓄电池，和控制电路。蓄电池和控制电路电连接。盒体的后壁

上设置有充电口和电源指示灯。

[0010] 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方案中，所述盒体的两边侧壁上设置有凹槽，凹槽用于容纳

滑动杆的两端。一方面，弹性装置的一端套接于滑动杆上，另一方面，弹性装置的另一端与

垂直盖板相连接。

[0011] 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方案中，凹槽前段为折角状。优选的，所述折角为锐角。更优

选的，所述折角为75-85度。更进一步地，所述折角是圆弧状的，不具有棱角。

[0012] 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方案中，凹槽末端设置有弹性开关。当滑动杆滑动至凹槽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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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时，可以启动弹性开关。开关用于控制LED灯组。当滑动杆滑动离开凹槽末端时，弹性开关

关闭，LED灯组熄灭。

[0013] 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方案中，LED灯组层上面排布有LED灯，并且LED灯231与蓄电

池14进行电连接，通过蓄电池给LED灯供电。优选的，蓄电池为可充电蓄电池。进一步地，蓄

电池与LED灯之间设有控制电路，通过控制电路，可以调节某单个或数个LED灯的亮度。更进

一步地，通过控制电路，可以使某单个或数个LED灯闪烁。

[0014] 盒体的其余部分形成的空间，可以用来存放传统宣传资料，如纸质宣传单等等。

[0015] 本发明的广告信息板的工作原理是：将本发明的广告信息板放置于繁华地段，工

作人员按下装置盒盖上的按钮，滑动杆往下移动，当达到最低点时，滑动杆由于弹性装置的

弹力作用，往盒体后部移动。当滑动杆向后滑动时，盒盖会从后往前翻起。当滑动杆到达凹

槽末端时，盒盖接近垂直于盒体，同时，滑动杆触碰弹性开关，弹性开关开启。弹性开关控制

LED灯组运行，预设某个或某些LED灯较亮，或者某个或某些LED灯闪烁。与较亮或闪烁LED灯

对应的展示材料层中的区域，可以放置性价比较高的房源信息。由于突出显示了该部分区

域，可以提高客人发现本发明广告信息板的概率，并使其前来询价，提供给了顾客一种有趣

的咨询体验。最后，若要关闭所述广告信息板，推动盒盖复位，滑动杆划过折角后锁死，完成

关闭动作。由于滑动杆离开弹性开关，弹性开关关闭，同时也使LED灯组关闭。

[0016] 本发明揭示一种让人眼前一亮、充满趣味性，并且成本较低的广告信息板。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在于：

[0018] 1、通过按压使盒盖翻起，并且通过LED灯的高亮或闪烁，通过在高亮或闪烁部位设

置性价比高的房源信息，提高客人发现本发明广告信息板的概率，并促使其前来询价，达成

了中介推广的目的。

[0019] 2、采用太阳能电池板对电池进行充电，更加节能环保，并且也便于携带，不需要随

身携带插线板等，也不需要寻找插孔；同时也预设了充电口，若光源不充足，则可以前提充

满电后进行展示。

[0020] 3、凹槽设置有一个折角，折角设置成锐角，可以完成滑动杆的锁死动作。折角设置

成圆弧状，可以更圆润的完成上述动作。

[0021] 4、整个装置构型简单，成本低，可以大规模生产。

附图说明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广告信息板关闭时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广告信息板打开时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广告信息板盒盖的爆炸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广告信息板盒体的爆炸图；

[0027] 其中，1-盒体，12-充电口，13-指示灯，14-蓄电池，15-控制电路，16-水平盖板，垂

直盖板17，18-凹槽，19-弹性开关；

[0028] 2-盒盖，21-透明覆膜层，22-展示材料层，23-LED灯组层，24-背板，25-按压钮；

231-LED灯，241-紧固装置，242-带孔凸起，243-滑动杆，244-弹性装置；

[0029] 3-连接板，31-第一连接杆，32-第二连接杆，33-太阳能电池板，34-存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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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现在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这些附图均为简化的示意

图，仅以示意方式说明本发明的基本结构，因此其仅显示与本发明有关的构成。

[0031] 如图1-4所示，本实施例揭示了一种广告信息板，包括：盒体1，位于盒体1上方并与

盒体1形配的盒盖2，盒盖2通过连接板3与盒体1后壁相连接，盒盖2上还设置有按压钮25。

[0032] 盒盖2从表层到里层分别为透明覆膜层21，展示材料层22，LED灯组层23，背板24。

其中，覆膜是PP材质的。其中，展示材料层22上印刷或粘贴有不同的房源信息。

[0033] 背板24中腰设置有紧固装置241，背板24底部设置有与背板24垂直的带孔凸起

242，背板24底部还设置有滑动杆243。其中，滑动杆243穿过带孔凸起242中的孔，并且滑动

杆243上还套接有弹性装置244。弹性装置244选自弹簧。

[0034] 连接板3两端设置有第一连接杆31和第二连接杆32，第一连接杆31与背板24上的

紧固装置241相配合固定，具体的，通过固定装置241固定第一连接杆31的两端，固定的同时

起到转动作用。类似的，第二连接杆32固定于盒体1的后壁上端，同样起固定转动作用；连接

板3上设置有太阳能电池板33，在户外打开使用时，可以通过太阳能电池板33来给所述广告

信息板提供电能，给蓄电池14进行充电。

[0035] 盒体1后部设置有水平盖板16和垂直盖板17，水平盖板16和垂直盖板17相配合，可

以形成一个密闭空间。垂直盖板17的高度小于盒体1的四壁高度，以便于盒盖2盖上。在水平

盖板16的下方设置有蓄电池14，和控制电路15。蓄电池14和控制电路15电连接。盒体1的后

壁上设置有充电口12和电源指示灯13。其中蓄电池14是可充电蓄电池，当蓄电池电量不足

时，电源指示灯报警，可通过充电口12或太阳能电池板33对蓄电池14进行充电。

[0036] 盒体1的两边侧壁上设置有凹槽18，凹槽18用于容纳滑动杆243的两端。一方面，弹

性装置244的一端套接于滑动杆243上，另一方面，弹性装置244的另一端与垂直盖板17相连

接。

[0037] 优选的，凹槽18前段为折角状。并且，折角为80度的锐角。更进一步地，所述折角是

圆弧状的，不具有棱角。

[0038] 凹槽18末端设置有弹性开关19。当滑动杆243滑动至凹槽末端时，可以启动弹性开

关19。弹性开关19用于控制LED灯231。当滑动杆243滑动离开凹槽末端时，弹性开关19关闭，

LED灯231熄灭。

[0039] LED灯组层23上面排布有LED灯231，并且LED灯231与蓄电池14进行电连接，通过蓄

电池14给LED灯231供电。进一步地，蓄电池14与LED灯231之间设有控制电路15，通过控制电

路15，可以调节某单个或数个LED灯的亮度。更进一步地，通过控制电路15，可以使某单个或

数个LED灯闪烁。

[0040] 盒体1的其余部分形成的存放空间34，可以用来存放传统纸质宣传资料。

[0041] 本实施例的广告信息板的工作原理是：将本实施例的广告信息板放置于繁华地

段，工作人员按下装置盒盖1上的按钮25，滑动杆243往下移动，当达到最低点时，滑动杆243

由于弹性装置244的弹力作用，往盒体1后部移动。当滑动杆243向后滑动时，盒盖2会从后往

前翻起。当滑动杆243到达凹槽18末端时，盒盖2接近垂直于盒体1，同时，滑动杆243触碰弹

性开关19，弹性开关19开启。弹性开关19控制LED灯组层23运行，预设某个或某些LED灯231

较亮，或者某个或某些LED灯231闪烁。于较亮或闪烁LED灯231对应的展示材料层22中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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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放置了性价比较高的房源信息。由于突出显示了该部分区域，可以提高客人发现本发明

广告信息板的概率，并使其前来询价，提供给了顾客一种有趣的咨询体验。最后，若要关闭

所述广告信息板，推动盒盖2复位，滑动杆243划过折角后锁死，完成关闭动作。由于滑动杆

243离开弹性开关19，弹性开关19关闭，同时也使LED灯组层23关闭。

[0042] 以上依据本发明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人员完全可以

在不偏离本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发明的技术性范围并不

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技术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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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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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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