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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易折叠笔记本电脑放置架的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易折叠笔记本电脑放置

架的结构，包括底座、提升支架、折叠支架、连接

柱、伸缩架、固定座和大卡条，其特征是：所述的

提升支架的四边形铰接架的后部铰接结构和上

部铰接结构分别通过连接柱与底座的铰接结构

和折叠支架的铰接结构铰接。其有益效果是：平

时作为支架使用，在不需要时可以折叠后竖直收

纳笔记本电脑，大幅度降低占用的桌面空间，使

桌面空间得到释放，不影响其它工作对桌面空间

的需求。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2页

CN 214306299 U

2021.09.28

CN
 2
14
30
62
99
 U



1.一种易折叠笔记本电脑放置架的结构，包括底座、提升支架、折叠支架、连接柱、伸缩

架、固定座和大卡条，其特征是：所述的提升支架的四边形铰接架的后部铰接结构和上部铰

接结构分别通过连接柱与底座的铰接结构和折叠支架的铰接结构铰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折叠笔记本电脑放置架的结构，其特征是：所述的伸缩

架两端的小卡条分别连接底座和固定座的小缺口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折叠笔记本电脑放置架的结构，其特征是：所述的固定

座的大缺口槽连接大卡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折叠笔记本电脑放置架的结构，其特征是：所述的底座

上部包括一个铰接结构，其下部是空腔，空腔侧边包括一个横框，横框的上部和下部各有一

个小缺口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折叠笔记本电脑放置架的结构，其特征是：所述的提升

支架包括四边形铰接架、弹性体和螺柱，所述的四边形铰接架的弹性体连接槽通过螺柱连

接弹性体。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折叠笔记本电脑放置架的结构，其特征是：所述的折叠

支架上表面包括一个L形平面，下表面的中部包括一个铰接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折叠笔记本电脑放置架的结构，其特征是：所述的折叠

支架下表面的中间包括空腔，前端包括一个拉手边。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折叠笔记本电脑放置架的结构，其特征是：所述的伸缩

架包括伸缩架本体和小卡条，所述的伸缩架本体的小连接柱的两端连接小卡条的通孔。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折叠笔记本电脑放置架的结构，其特征是：所述的固定

座中间包括空腔，空腔侧边包括一个横框，横框的上部和下部各有一个小缺口槽。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易折叠笔记本电脑放置架的结构，其特征是：所述的四

边形铰接架包括三个长度相同的铰接板和一个带有弹性体连接槽的异形铰接板，铰接板和

异形铰接板两端的铰接结构通过连接柱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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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易折叠笔记本电脑放置架的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电脑支架的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易折叠笔记本电脑放置架的结

构的技术方案。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笔记本电脑支架一般是截面成三角形的结构。其上表面的斜面用于放置笔记

本电脑。那么其缺点是：一般公司职员或家庭用户都只有一张办公桌或书桌，笔记本电脑及

支架占据桌面空间，必然影响其它工作对桌面空间的需求。当不需要使用笔记本电脑时，笔

记本电脑及支架依然占据办公桌台面，使得剩余的桌面较小，影响台面作为其它用途使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平时作为支架使用，在不需要时可以折叠后竖直

收纳笔记本电脑，大幅度降低占用的桌面空间，使桌面空间得到释放，不影响其它工作对桌

面空间的需求的易折叠笔记本电脑放置架的结构。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一种易折叠笔记本电脑放置架

的结构，如图1及图2所示，包括底座、提升支架、折叠支架、连接柱、伸缩架、固定座和大卡

条。所述的底座如图3及截面图4所示，其上部包括一个铰接结构(该铰接结构包括合页式铰

接结构或线性铰接结构等现有类似技术)，用于与提升支架的后部铰接结构通过连接柱铰

接。其下部是空腔，用于连接堵头。空腔侧边包括一个横框，横框的上部和下部各有一个小

缺口槽，用于连接伸缩架的小卡条。

[0005] 所述的提升支架如图5所示，包括四边形铰接架、弹性体和螺柱。图6所示是提升支

架处于竖立的状态示意图。所述的四边形铰接架如图7所示，包括三个长度相同的铰接板和

一个带有弹性体连接槽的异形铰接板，铰接板和异形铰接板两端的铰接结构通过连接柱铰

接。铰接之后形成四个角部铰接结构，包括后部铰接结构和上部铰接结构。其中后部铰接结

构通过连接柱与底座的铰接结构铰接，上部铰接结构通过连接柱与折叠支架的铰接结构铰

接。所述的弹性体如图8所示，中间是橡胶弹性体或弹簧，两边各有一个通孔，后边的通孔与

底座的铰接结构上连接的连接柱铰接；前边的通孔与提升支架的弹性体连接槽通过螺柱铰

接。所述的螺柱是标准部件，也可以由铆钉替代。所述的四边形铰接架的弹性体连接槽通过

螺柱连接弹性体。工作原理：当弹性体和弹性体连接槽的连线与后部铰接结构和上部铰接

结构的连线基本平行，弹性体的拉力基本不起作用，提升支架如图5所示，折叠支架将保持

三角斜面状态。当手作用于折叠支架，弹性体和弹性体连接槽的连线与后部铰接结构和上

部铰接结构的连线的平行被打破，弹性体的拉力起作用，使提升支架向另一个角部折叠，如

图6所示，提升支架的上部铰接结构带动折叠支架向上提升处于竖立状态。

[0006] 所述的折叠支架如图9所示，其上表面包括一个L形平面，用于放置笔记本电脑。折

叠支架下表面的中部包括一个铰接结构(该铰接结构包括合页式铰接结构或线性铰接结构

等现有类似技术)，用于与提升支架的上部铰接结构通过连接柱铰接。折叠支架下表面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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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包括空腔，用于连接堵头。其上下面可以镂空散热，空腔中间也可以用于连接散热风扇。

折叠支架下表面的前端包括一个拉手边，用于托住笔记本电脑及方便拉手。

[0007] 所述的连接柱是条形圆柱体。

[0008] 所述的伸缩架如图10所示，包括伸缩架本体和小卡条。所述的伸缩架本体如图11

所示，包括折叠条、铆钉和小连接柱。其中两个折叠条为一组，通过铆钉铰接。两组折叠条再

通过小连接柱铰接。所述的小卡条如图12所示，其是一个矩形块，用于连接底座及固定座的

小缺口槽。矩形块中间有通孔。所述的伸缩架本体的小连接柱的两端连接小卡条的通孔。图

13所示是伸缩架伸长后的示意图。伸缩架通过伸缩而使底座和固定座之间间距增大或缩

小。

[0009] 所述的固定座如图14及截面图15所示，其中间包括空腔，用于连接堵头。空腔侧边

包括一个横框，横框的上部和下部各有一个小缺口槽，用于连接伸缩架的小卡条。空腔底部

包括一个大缺口槽，用于连接大卡条。

[0010] 所述的大卡条如图16所示，主体是一个长条，用于连接固定座的大缺口槽。长条中

间有沉头孔，用于通过螺丝与桌面连接。显然的，固定座与桌面通过粘贴连接时可以省略大

卡条。

[0011] 图17所示是本实用新型组合的折叠支架及提升支架处于竖直状态的示意图。

[0012] 所述的底座、提升支架、折叠支架、连接柱、伸缩架、固定座和大卡条的连接如图1

及剖视图2所示，所述的提升支架的四边形铰接架的后部铰接结构和上部铰接结构分别通

过连接柱与底座的铰接结构和折叠支架的铰接结构铰接。所述的伸缩架两端的小卡条分别

连接底座和固定座的小缺口槽。所述的固定座的大缺口槽连接大卡条。

[0013] 显然的，以上技术方案还可以应用于平板电脑及手机的放置，以及类似于平板电

脑的书写板等物件的放置。像这样的简单变换应该属于本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0014] 采用以上方案后，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平时作为支架使用，在不需要时可以

折叠后竖直收纳笔记本电脑，大幅度降低占用的桌面空间，使桌面空间得到释放，不影响其

它工作对桌面空间的需求。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组合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组合的右视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底座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实用新型底座的截面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实用新型提升支架的示意图。

[0020] 图6是本实用新型提升支架处于竖立的状态示意图。

[0021] 图7是本实用新型四边形铰接架的示意图。

[0022] 图8是本实用新型弹性体的示意图。

[0023] 图9是本实用新型折叠支架的示意图。

[0024] 图10是本实用新型伸缩架的示意图。

[0025] 图11是本实用新型伸缩架本体的示意图。

[0026] 图12是本实用新型小卡条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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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13是本实用新型伸缩架伸长后的示意图。

[0028] 图14是本实用新型固定座的示意图。

[0029] 图15是本实用新型固定座的截面示意图。

[0030] 图16是本实用新型大卡条的示意图。

[0031] 图17是本实用新型组合的折叠支架及提升支架处于竖直状态的示意图。

[0032] 附图标记说明：

[0033] 10、底座；11、铰接结构；12、空腔；13、横框；14、小缺口槽；20、提升支架；21、四边形

铰接架；211、铰接板；212、弹性体连接槽；213、异形铰接板；214、连接柱；215、后部铰接结

构；216、上部铰接结构；22、弹性体；221、通孔；23、螺柱；30、折叠支架；31、L形平面；32、铰接

结构；33、空腔；34、拉手边；40、连接柱；50、伸缩架；51、伸缩架本体；511、折叠条；512、铆钉；

513、小连接柱；52、小卡条；521、矩形块；522、通孔；60、固定座；61、空腔；62、横框；63、小缺

口槽；64、大缺口槽；70、大卡条；71、长条；72、沉头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实施例：

[0035] 一种双折叠笔记本电脑放置架的结构，如图1及剖视图2所示，包括底座10、提升支

架20、折叠支架30、连接柱40、伸缩架50、固定座60和大卡条70。所述的底座10如图3及截面

图4所示，其上部包括一个铰接结构11。其下部是空腔12。空腔12侧边包括一个横框13，横框

13的上部和下部各有一个小缺口槽14。

[0036] 所述的提升支架20如图5所示，包括四边形铰接架21、弹性体22和螺柱23。图6所示

是提升支架20处于竖立的状态示意图。所述的四边形铰接架21如图7所示，包括三个长度相

同的铰接板211和一个带有弹性体连接槽212的异形铰接板213，铰接板211和异形铰接板

213两端的铰接结构通过连接柱214铰接。铰接之后形成四个角部铰接结构，包括后部铰接

结构215和上部铰接结构216。所述的弹性体22如图8所示，中间是橡胶弹性体或弹簧，两边

各有一个通孔221。所述的螺柱23是标准部件。所述的四边形铰接架21的弹性体连接槽212

通过螺柱23连接弹性体22。

[0037] 所述的折叠支架30如图9所示，其上表面包括一个L形平面31。折叠支架30下表面

的中部包括一个铰接结构32。折叠支架30下表面的中间包括空腔33。折叠支架30下表面的

前端包括一个拉手边34。

[0038] 所述的连接柱40是条形圆柱体。

[0039] 所述的伸缩架50如图10所示，包括伸缩架本体51和小卡条52。所述的伸缩架本体

51如图11所示，包括折叠条511、铆钉512和小连接柱513。其中两个折叠条511为一组，通过

铆钉512铰接。两组折叠条511再通过小连接柱513铰接。所述的小卡条52如图12所示，其是

一个矩形块521。矩形块521中间有通孔522。所述的伸缩架本体51的小连接柱513的两端连

接小卡条52的通孔522。图13所示是伸缩架50伸长后的示意图。

[0040] 所述的固定座60如图14及截面图15所示，其中间包括空腔61。空腔61侧边包括一

个横框62，横框62的上部和下部各有一个小缺口槽63。空腔61底部包括一个大缺口槽64。

[0041] 所述的大卡条70如图16所示，主体是一个长条71。长条71中间有沉头孔72。

[0042] 图17所示是本实用新型组合的折叠支架及提升支架处于竖直状态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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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所述的底座10、提升支架20、折叠支架30、连接柱40、伸缩架50、固定座60和大卡条

70的连接如图1及剖视图2所示，所述的提升支架20的四边形铰接架21的后部铰接结构215

和上部铰接结构216分别通过连接柱40与底座10的铰接结构11和折叠支架30的铰接结构33

铰接。所述的伸缩架50两端的小卡条52分别连接底座10和固定座60的小缺口槽14、63。所述

的固定座60的大缺口槽64连接大卡条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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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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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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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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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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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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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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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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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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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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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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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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