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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线控器触控屏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线控器触控屏，包括

线控器和保护屏，线控器和保护屏之间设有若干

层结构，线控器具有显示屏和若干按键灯，按键

灯包括开关键灯和若干操作键灯，若干层结构均

覆盖线控器，层结构包括沿线控器到保护屏方向

依次设置的第一层结构、第二层结构、第三层结

构和第四层结构；第一层结构透明，第一层结构

在开关键灯对应的区域为黑色半透明；第二层结

构为透明，在各按键灯处设有对应的白色散光的

按键图标；第三层结构除开关按键图标处以外为

黑色半透明，第三层结构在开关键图标处透明；

第四层结构除各按键图标处和显示屏显示窗口

处以外不透光，第四层结构在各按键图标处和显

示屏显示窗口处透明。本实用新型能够减少误操

作，用户体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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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线控器触控屏，其特征在于：包括线控器和保护屏，线控器和保护屏之间设有若

干层结构，线控器具有显示屏和若干按键灯，所述按键灯包括开关键灯和若干操作键灯，若

干层结构均覆盖线控器，所述层结构包括沿线控器到保护屏方向依次设置的第一层结构、

第二层结构、第三层结构和第四层结构；

第一层结构在开关键灯对应的区域为黑色半透明，第一层结构在开关键灯对应的区域

以外为透明；

第二层结构在各按键灯处设有对应的白色散光的按键图标，第二层结构在按键图标以

外为透明；

第三层结构除开关按键图标处以外为黑色半透明，第三层结构在开关键图标处透明；

第四层结构除各按键图标处和显示屏显示窗口处以外不透光，第四层结构在各按键图

标处和显示屏显示窗口处透明。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控器触控屏，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在保护屏和第四层结构

之间的第五层结构，第五层结构除各按键图标处和显示屏显示窗口处以外不透光，第五层

结构在各按键图标处和显示屏显示窗口处透明。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线控器触控屏，其特征在于：第五层结构、第四层结构、第三层

结构、第二层结构和第一层结构依次涂覆在保护屏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线控器触控屏，其特征在于：各层结构均采用漆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控器触控屏，其特征在于：按键灯设置9个，按键灯包括1个

开关键灯和8个操作键灯，8个操作键灯包括模式键灯、调大键灯、调小键灯、时间键灯、静音

键灯、强劲键灯、锁屏键灯和查询键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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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线控器触控屏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用于线控器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线控器触控屏。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的线控器，例如空调线控器、热水机线控器等，主要采用实体按键或触控

按键进行操控，传统的触控线控器，存在以下不足：

[0003] 1 .传统触控线控器在熄屏状态下，显示的图标太多，不够美观，操作界面混乱复

杂，容易出现误操作；

[0004] 2.传统触控线控器显示图标透光度不够，在光线较弱的环境下，用户无法清晰的

进行操作；

[0005] 3.传统触控线控器按键的较少，只有上键，下键，开关键，模式键，返回键，不能满

足产品升级的新功能体现，及用户新的使用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线控器触控屏，线控器在息屏状态下，只显示开

关键图标，其余图标被隐藏，按下开关电源键，可一键启动操作界面，减少误操作，用户体验

升级，快捷键提高操作效率，节省用户时间。

[0007]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线控器触控屏，包括线控

器和保护屏，线控器和保护屏之间设有若干层结构，线控器具有显示屏和若干按键灯，所述

按键灯包括开关键灯和若干操作键灯，若干层结构均覆盖线控器，所述层结构包括沿线控

器到保护屏方向依次设置的第一层结构、第二层结构、第三层结构和第四层结构；

[0008] 第一层结构在开关键灯对应的区域为黑色半透明，第一层结构在开关键灯对应的

区域以外为透明；

[0009] 第二层结构在各按键灯处设有对应的白色散光的按键图标，第二层结构在按键图

标以外为透明；

[0010] 第三层结构除开关按键图标处以外为黑色半透明，第三层结构在开关键图标处透

明；

[0011] 第四层结构除各按键图标处和显示屏显示窗口处以外不透光，第四层结构在各按

键图标处和显示屏显示窗口处透明。

[0012] 进一步作为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改进，还包括设在保护屏和第四层结构之间的

第五层结构，第五层结构除各按键图标处和显示屏显示窗口处以外不透光，第五层结构在

各按键图标处和显示屏显示窗口处透明。

[0013] 进一步作为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改进，第五层结构、第四层结构、第三层结构、

第二层结构和第一层结构依次涂覆在保护屏上。

[0014] 进一步作为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改进，各层结构均采用漆膜。

[0015] 进一步作为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改进，按键灯设置9个，按键灯包括1个开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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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和8个操作键灯，8个操作键灯包括模式键灯、调大键灯、调小键灯、时间键灯、静音键灯、

强劲键灯、锁屏键灯和查询键灯。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采用多次层结构方式，并对每一层结构进行

特别设计，实现线控器息屏时其他图标隐藏，只显示开关键图标，其余图标被隐藏，用户可

通过开关键按钮进行一键启动操作界面，亮屏时实现图标及显示参数的集中显示，减少误

操作，用户体验升级，快捷键提高操作效率，节省用户时间。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结构爆炸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第一层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第二层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第三层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第四层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第五层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使用状态息屏时示意图；

[0025] 图8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使用状态亮屏时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参照图1至图8，其显示出了本实用新型之较佳实施例的具体结构。以下将详细说

明本实用新型各部件的结构特点。

[0027]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线控器触控屏，包括线控器1和保护屏2，线控器1和保护屏

2之间设有若干层结构3，保护屏2可采用电容式触摸屏、电阻式触摸屏或红外触摸屏，线控

器1具有显示屏11和若干按键灯12，所述按键灯12包括开关键灯和若干操作键灯，若干层结

构均覆盖线控器1，所述层结构包括沿线控器1到保护屏2方向依次设置的第一层结构31、第

二层结构32、第三层结构33和第四层结构34；亮屏时，显示屏11和若干按键灯的光线依次穿

过第一层结构31、第二层结构32、第三层结构33和第四层结构34。

[0028] 其中，第一层结构31在开关键灯对应的区域36为黑色半透明，第一层结构31在开

关键灯对应的区域以外为透明，避免常显图标(开关按键图标)受到线控器1的灯光的影响，

影响线控器1显示板上开关按键图标的显示效果。

[0029] 第二层结构32在各按键灯处设有对应的白色散光的按键图标和/或说明文字37，

第二层结构32在按键图标以外为透明；第二层结构32在各按键灯12处设有对应的白色散光

的按键图标，实现在线控器1有光源(按键灯12点亮)的时候，相应的图标能够透光集中清晰

显示。

[0030] 第三层结构33除开关按键图标处以外为黑色半透明，第三层结构33在开关键图标

处透明；实现无光源时(按键灯12熄灭)，操作键灯上的图标的隐藏，开关键灯处图标清晰显

示。

[0031] 第四层结构34除各按键图标处和显示屏显示窗口处以外不透光，第四层结构34在

各按键图标处和显示屏显示窗口处透明。第四层结构34在各按键图标处和显示屏显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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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透明，实现线控器1显示屏11和按键灯12的底色为黑色。

[0032] 本实用新型采用多次层结构方式，并对每一层结构进行特别设计，实现线控器1息

屏时其他图标隐藏，只显示开关按键图标，其余图标被隐藏，用户可通过开关键按钮进行一

键启动操作界面，亮屏时实现图标及显示参数的集中显示，减少误操作，用户体验升级，快

捷键提高操作效率，节省用户时间。

[0033] 为了改善显示效果，还包括设在保护屏2和第四层结构34之间的第五层结构35，第

五层结构35除各按键图标处和显示屏显示窗口处以外不透光，第五层结构35在各按键图标

处和显示屏显示窗口处透明。第五层结构35的功能与第四层结构34的功能一致，进一步改

善底色纯净的效果。

[0034] 第五层结构35、第四层结构34、第三层结构33、第二层结构32和第一层结构31可以

设置在保护屏2上或者线控器1上，作为优选，第五层结构35、第四层结构34、第三层结构33、

第二层结构32和第一层结构31依次涂覆在保护屏2上。

[0035] 层结构可采用膜、涂层等，作为优选，各层结构均采用漆膜。

[0036] 结合用户的使用习惯和产品功能，按键灯12设置9个，按键灯12包括1个开关键灯

和8个操作键灯，8个操作键灯包括模式键灯、调大键灯、调小键灯、时间键灯、静音键灯、强

劲键灯、锁屏键灯和查询键灯。

[0037] 通过该特殊的多层覆膜方式，显示器在光线较弱环境下，图标光源可实现部分虑

光与部分集中透光清晰显示在显示器屏上，展现良好的透光效果。

[0038] 当然，本发明创造并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违背本

实用新型精神的前提下还可作出等同变形或替换，这些等同的变型或替换均包含在本申请

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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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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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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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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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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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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