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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子展示器，包括壳体，

所述壳体上安装有触摸显示屏，所述壳体内安装

有处理器和电池，所述触摸显示屏作为用户手写

输入装置，并用于显示用户手写的内容，所述处

理器用于接收用户通过触摸显示屏输入的手写

内容后进行识别，将识别后的所述手写内容传输

给所述显示器显示；所述电池用于给处理器和显

示屏供电，本发明提供的电子展示器，在咖啡厅、

餐馆等公共场所，可以将自己的目的通过文字的

形式在触摸显示屏上展示出来，从而便于身边的

人了解自己的愿望，使自己的这种愿望更容易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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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展示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所述壳体上安装有触摸显示屏，所述壳体

内安装有处理器和电池，

所述触摸显示屏作为用户手写输入装置，并用于显示用户手写的内容，

所述处理器用于接收用户通过触摸显示屏输入的手写内容后进行识别，将识别后的所

述手写内容传输给所述显示器显示；

所述电池用于给处理器和显示屏供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展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上还安装有投影装置，所

述投影装置与所述处理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展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内安装有无线接收模块，

所述壳体上安装有报警器，所述无线接收模块和所述报警器分别与所述处理器连接，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控制所述无线接收模块接收特定频段的无线发射模块发出的信号，

并在接收到无线发射模块发出的信号后控制报警器报警。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子展示器，其特征在于，壳体上还安装有USB接口，用于连接

输入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电子展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1)的底面安装

有吸盘(12)，

所述吸盘包括吸盘本体(121)和与吸盘本体一体设置的固定部(122)，所述固定部内部

设置有空腔(123)，所述空腔内位于所述空腔的底部周向固定有多个L形限位件(124)，所述

空腔内设置有活塞(125)，所述活塞和多个所述L形限位件之间设置有弹簧(126)；

所述壳体上设置有滑槽(111)，所述滑槽内设置有限位槽(112)，所述滑槽内设置有滑

动块(113)，所述滑动块的一端抵在所述滑槽的槽底，另一端延伸出所述滑槽并连接有指环

(114)，所述滑块上连接有L形活塞杆(115)，所述L形活塞杆的开口方向朝向所述滑槽，并且

在滑块下压到底部时，L形活塞杆的折弯处穿过所述固定部的顶部位于所述容置空间内，在

滑块上升到顶部时，L形活塞杆的折弯处位于所述固定部的顶部的条形孔(128)内；

所述吸盘本体的中部设置有与所述空腔连通的孔(127)，所述孔的边缘位于所述固定

部的内侧。

6.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电子展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的顶部设置有延

伸部(14)，所述显示屏(13)的顶部铰接于所述延伸部上，所述壳体上还铰接有第一连杆

(15)，所述显示屏的底部设置有第二连杆(16)，所述第一连杆和所述第二连杆通过限位装

置(17)连接；

所述限位装置包括固定轴(171和转盘(172)，所述固定轴与所述第二连杆固定连接，所

述转盘与所述第一连杆固定连接，并活动铆接于所述固定轴上，所述固定轴的端部设置有

卡槽(173)，所述转盘的靠近边缘的部位设置有阻挡柱(174)，所述转盘上设置有扭力弹片

(18)，所述扭力弹片的一端卡于所述卡槽内，另一端设置有第一倒钩(175)，所述第一倒钩

钩在所述阻挡柱上；

所述扭力弹簧的外圈设置有倾斜孔(176)，所述扭力弹簧靠近所述外圈的一圈的外侧

设置有第二倒钩(177)，所述第二倒钩至所述第一倒钩的距离小于所述倾斜孔至所述第一

倒钩的距离，所述倾斜孔的靠近扭力弹簧内侧的一端至所述第二倒钩的距离大于所述倾斜

孔的靠近扭力弹簧外侧的一端至所述第二倒钩的距离，所述第二倒钩的端部朝向所述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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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的内侧的一侧设置有倾斜部(178)，所述倾斜部靠近所述第二倒钩的一端至所述转盘

的中心的距离大于所述倾斜部远离所述第二倒钩的一端至所述转盘的中心的距离；

所述限位装置还包括保护盘(179)，所述保护盘上固定有中心柱(180)，所述中心柱上

设置有与所述卡槽配合的榫(181)。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子展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倒钩使用弹性材料制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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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展示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活用品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电子展示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咖啡馆、餐馆等公共场合对人们已不再陌生，人们去这

种公共场合的目的有多种，有的人为琐事心情烦躁需要安静，有的人比较清闲需要找人聊

共同的话题等，而对于身边的人，由于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因此，人们这种愿望不容易实现，

因此，需要一个展示装置使身边的人获知自己的目的。

发明内容

[0003] 因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子展示器，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电子展示器，包括壳体，所述壳体上安装有触摸显示

屏，所述壳体内安装有处理器和电池，所述触摸显示屏作为用户手写输入装置，并用于显示

用户手写的内容，所述处理器用于接收用户通过触摸显示屏输入的手写内容后进行识别，

将识别后的所述手写内容传输给所述显示器显示；所述电池用于给处理器和显示屏供电。

[0005] 可选的，所述壳体上还安装有投影装置，所述投影装置与所述处理器连接。

[0006] 可选的，所述壳体内安装有无线接收模块，所述壳体上安装有报警器，所述无线接

收模块和所述报警器分别与所述处理器连接，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控制所述无线接收模块接

收特定频段的无线发射模块发出的信号，并在接收到无线发射模块发出的信号后控制报警

器报警。

[0007] 可选的，壳体上还安装有USB接口，用于连接输入装置。

[0008] 可选的，所述壳体的底面安装有吸盘，所述吸盘包括吸盘本体和与吸盘本体一体

设置的固定部，所述固定部内部设置有空腔，所述空腔内位于所述空腔的底部周向固定有

多个L形限位件，所述空腔内设置有活塞，所述活塞和多个所述L形限位件之间设置有弹簧；

所述壳体上设置有滑槽，所述滑槽内设置有限位槽，所述滑槽内设置有滑动块，所述滑动块

的一端抵在所述滑槽的槽底，另一端延伸出所述滑槽并连接有指环，所述滑块上连接有L形

活塞杆，所述L形活塞杆的开口方向朝向所述滑槽，并且在滑块下压到底部时，L形活塞杆的

折弯处穿过所述固定部的顶部位于所述容置空间内，在滑块上升到顶部时，L形活塞杆的折

弯处位于所述固定部的顶部的条形孔内；所述吸盘本体的中部设置有与所述空腔连通的

孔，所述孔的边缘位于所述固定部的内侧。

[0009] 可选的，所述壳体的顶部设置有延伸部，所述显示屏的顶部铰接于所述延伸部上，

所述壳体上还铰接有第一连杆，所述显示屏的底部设置有第二连杆，所述第一连杆和所述

第二连杆通过限位装置连接；所述限位装置包括固定轴和转盘，所述固定轴与所述第二连

杆固定连接，所述转盘与所述第一连杆固定连接，并活动铆接于所述固定轴上，所述固定轴

的端部设置有卡槽，所述转盘的靠近边缘的部位设置有阻挡柱，所述转盘上设置有扭力弹

片，所述扭力弹片的一端卡于所述卡槽内，另一端设置有第一倒钩，所述第一倒钩钩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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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挡柱上；所述扭力弹簧的外圈设置有倾斜孔，所述扭力弹簧靠近所述外圈的一圈的外侧

设置有第二倒钩，所述第二倒钩至所述第一倒钩的距离小于所述倾斜孔至所述第一倒钩的

距离，所述倾斜孔的靠近扭力弹簧内侧的一端至所述第二倒钩的距离大于所述倾斜孔的靠

近扭力弹簧外侧的一端至所述第二倒钩的距离，所述第二倒钩的端部朝向所述扭力弹簧的

内侧的一侧设置有倾斜部，所述倾斜部靠近所述第二倒钩的一端至所述转盘的中心的距离

大于所述倾斜部远离所述第二倒钩的一端至所述转盘的中心的距离；所述限位装置还包括

保护盘，所述保护盘上固定有中心柱，所述中心柱上设置有与所述卡槽配合的榫。

[0010] 可选的，所述第二倒钩使用弹性材料制作的。

[0011] 本发明提供的电子展示器，在咖啡厅、餐馆等公共场所，可以将自己的目的通过文

字的形式在触摸显示屏上展示出来，从而便于身边的人了解自己的愿望，使自己的这种愿

望更容易实现。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一种电子展示器的结构示意图之一；

[0013] 图2是本发明的一种电子展示器的结构示意图之二；

[0014] 图3是本发明一种电子展示器的结构示意图之三；

[0015] 图4是图3在A处的放大图；

[0016] 图5是下压指环时L形活塞杆的状态图；

[0017] 图6是弹簧复位时L形活塞杆的状态图；

[0018] 图7使一种触摸显示屏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19] 图8是一种转盘的安装结构示意图的正面图；

[0020] 图9是一种转盘的安装结构示意图的侧面图；

[0021] 图10是一种扭力弹片的局部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2] 图11是一种第二倒钩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12是一种保护盘的结构示意图的正面图；

[0024] 图13是一种保护盘的结构示意图的侧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详细描述。

[0026] 实施例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子展示器，参见图1，包括壳体，所述壳体上安装有

触摸显示屏，所述壳体内安装有处理器和电池，

[0027] 所述触摸显示屏作为用户手写输入装置，并用于显示用户手写的内容，

[0028] 用户手写的内容包括文字，还可以包括颜色标记以强调重点内容，颜色标记可以

通过现有的程序实现，比如word里的字体颜色设置程序，

[0029] 所述处理器用于接收用户通过触摸显示屏输入的手写内容后进行识别，将识别后

的所述手写内容传输给所述显示器显示；

[0030] 所述电池用于给处理器和显示屏供电。

[0031] 该电子展示器的应用举例：在咖啡厅内，当人们为琐事心情烦躁需要安静时，可以

在触摸显示屏上输入“请勿打扰”；在咖啡厅内，想要找人聊足球的话题时，可以在触摸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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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上输入“聊天，足球内容”；当人们在餐馆等餐时，想聊美食话题时可以在触摸显示屏上输

入“聊天，美食内容”等，触摸显示屏将这些文字内容展示给身边的人。

[0032] 本发明提供的电子展示器，在咖啡厅、餐馆等公共场所，可以将自己的目的通过文

字的形式在触摸显示屏上展示出来，从而便于身边的人了解自己的愿望，使自己的这种愿

望更容易实现。

[0033] 为了方便观察，参见图2，所述壳体上还安装有投影装置，所述投影装置与所述处

理器连接，在使用时，可以将人们输入的内容通过投影装置投射到墙体、桌子等地方，以便

于旁边的人观察；还可以用于人们玩游戏时，将游戏画面投射在墙体、桌子等地方，方便人

们操作，当然，为了便于操作，壳体上还可以安装USB接口，用于连接输入装置(比如键盘、鼠

标等)。

[0034] 在餐馆，呼叫器已广泛应用，呼叫器的应用虽然给人们带来了方便，然人，由于餐

馆人流量的不确定性，因此，呼叫器接收器准备的太多容易造成浪费，太少有时不够用，为

此，申请人将所述壳体内安装有无线接收模块，所述壳体上安装有报警器，所述无线接收模

块和所述报警器分别与所述处理器连接，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控制所述无线接收模块接收特

定频段的无线发射模块发出的信号，并在接收到无线发射模块发出的信号后控制报警器报

警，这样，可以通过无线接收模块接收餐馆的呼叫系统的排号信号，当有排号时报警以提示

人们取餐，报警可以是现有的振动、光、声音等形式报警。

[0035] 一般的，该电子展示器使用时是放在咖啡厅或餐厅等的桌子上，为了不影响人们

使用桌子，往往将该展示器放在桌角等靠边的地方，一旦有人不小心碰到，很容易掉落摔

坏，为此，申请人还做了如下设计，参见图3-图6，所述壳体11的底面安装有吸盘12，所述吸

盘包括吸盘本体121和与吸盘本体一体设置的固定部122，所述固定部内部设置有空腔123，

所述空腔内位于所述空腔的底部周向固定有多个L形限位件124，一般的，多个L形限位件一

般位于同一水平面上，与固定部一体设置，所述空腔内设置有活塞125，所述活塞和多个所

述L形限位件之间设置有弹簧126；所述壳体上设置有滑槽111，所述滑槽内设置有限位槽

112，限位槽一般位于滑槽的中部或下部，所述滑槽内设置有滑动块113，所述滑动块的一端

抵在所述滑槽的槽底，另一端延伸出所述滑槽并连接有指环114，以便于人们手动操作，所

述滑块上连接有L形活塞杆115，所述L形活塞杆的开口方向朝向所述滑槽，并且在滑块下压

到底部时，L形活塞杆的折弯处穿过所述固定部的顶部位于所述容置空间内，在滑块上升到

顶部时，L形活塞杆的折弯处位于所述固定部的顶部的条形孔128内；一般的，折弯的长度等

于条形孔的长度或略小于条形孔的长度，已在折弯位于条形孔内时限制活塞杆晃动，所述

吸盘本体的中部设置有与所述空腔连通的孔127，所述孔的边缘位于所述固定部的内侧。

[0036] 在使用时，人们可通过指环将L形活塞杆下压至L形活塞杆的折弯处穿过所述固定

部的顶部位于所述容置空间内时，此时，L形活塞杆的状态如图5所示，将滑块按入限位槽

内，此时，弹簧蓄能，活塞在容置空间内下滑到最低端，将该电子展示器下压排出吸盘本体

的气体将电子展示器固定后，拉动指环，使弹簧复位带动活塞向上运动，此时，L形活塞杆的

状态如图6所示，在吸盘本体内部形成负压，吸盘贴合的更牢固，并且，由于孔的边缘位于所

述固定部的内侧，因此，孔的边缘贴紧桌面，形成二次密封，将电子展示器牢固的固定在桌

子上，不容易被人误碰掉，在不需要展示器时，通过指环将L形活塞杆下压至L形活塞杆的折

弯处穿过所述固定部的顶部位于所述容置空间内，使活塞在容置空间内下滑到最低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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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块按入限位槽内，从而卸掉吸盘本体内部的大部分或全部负压，稍用力将展示器取下后

存放。

[0037] 在实际使用中，触摸显示屏竖直时，人们站着看时有时不容易看清触摸显示屏上

的内容，因此，为了方便将触摸显示屏相对壳体调节倾斜，申请人还做了如下设计，参见图

7-图13，所述壳体的顶部设置有延伸部14，所述显示屏13的顶部铰接于所述延伸部上，所述

壳体上还铰接有第一连杆15，所述显示屏的底部设置有第二连杆16，所述第一连杆和所述

第二连杆通过限位装置17连接；所述限位装置包括固定轴171和转盘172，所述固定轴与所

述第二连杆固定连接，所述转盘与所述第一连杆固定连接，并活动铆接于所述固定轴上，可

通过在转盘两侧设置阻挡来实现，当然也可以用铆钉实现，此处不做具体限定，使用铆钉实

现时，可以将铆钉看作固定轴的一部分，所述固定轴的端部设置有卡槽173，所述转盘的靠

近边缘的部位设置有阻挡柱174，所述转盘上设置有扭力弹片18，扭力弹片也可以叫卷簧或

卷簧片，所述扭力弹片的一端卡于所述卡槽内，另一端设置有第一倒钩175，所述第一倒钩

钩在所述阻挡柱上；所述扭力弹簧的外圈设置有倾斜孔176，所述扭力弹簧靠近所述外圈的

一圈的外侧设置有第二倒钩177，第二倒钩优选使用弹性材料制作，比如使用弹片或弹簧制

作，所述第二倒钩至所述第一倒钩的距离小于所述倾斜孔至所述第一倒钩的距离，所述倾

斜孔的靠近扭力弹簧内侧的一端至所述第二倒钩的距离大于所述倾斜孔的靠近扭力弹簧

外侧的一端至所述第二倒钩的距离，所述第二倒钩的端部朝向所述扭力弹簧的内侧的一侧

设置有倾斜部178，所述倾斜部靠近所述第二倒钩的一端至所述转盘的中心的距离大于所

述倾斜部远离所述第二倒钩的一端至所述转盘的中心的距离；所述限位装置还包括保护盘

179，所述保护盘上固定有中心柱180，所述中心柱上设置有与所述卡槽配合的榫181。需要

说明的是，第一连杆、第二连杆以及限位装置可以设置于显示屏背面的中间位置，也可以在

显示屏两侧均设置，此处不做具体限定。

[0038] 在使用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将显示屏沿底部向上翻，第一连杆和第二连杆伸展，同

时转盘相对固定轴旋转，扭力弹片由内圈向外圈各层之间的距离逐渐靠近，且蓄能，当倾斜

孔运动到第二倒钩位置时，第二倒钩卡入倾斜孔内，此时可松开手，在扭力弹片蓄能产生的

反作用力下，倒钩卡在倾斜孔内，使第一连杆和第二连杆不能相对旋转，从而将触摸显示屏

固定一定角度，当需要收起触摸显示屏时，略微向上翻转触摸显示屏，使第二倒钩脱离倾斜

孔后将触摸显示屏复位，当使用铆钉使转盘活动连接于固定轴上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扶住

触摸显示屏，旋转保护盘使铆钉旋转带动转盘转动使第二倒钩脱离倾斜孔。

[0039] 上述实施例只是发明的例示，不应当以说明书及附图的例示性实施例描述限制专

利权的保护范围。

[0040]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和实施例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

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和实施例，在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

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作出各种变化。在权利要求中，不应将位于括号之间的任何参考符

号作为对权利要求的限制。单词“包含”不排除存在未列在权利要求中的元件或步骤。单词

第一、第二以及第三等的使用不表示任何顺序，可将这些单词解释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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