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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嵌入式可开合电视机，液

晶屏、触摸按键板分别嵌入外边框中，玻璃面板

在液晶屏正面与外边框连接，背板在液晶屏背面

与外边框连接，背板沿横向对称间隔设有两个安

装孔组，每个安装孔组沿竖向设置，后壳在两个

安装孔组之间与背板连接，使后壳与液晶屏之间

形成内腔，电视主板、音响组件分别在内腔中与

后壳连接，外边框的下侧面上开设有传声孔组，

音响组件的出声部朝向传声孔组，电视主板的接

线端朝上设置，端子板一安装于后壳上并与电视

主板的接线端对应。本发明优点是：实现了电视

机的内嵌式，从而不占用其他外部空间，增强了

外部场地的美观度，特别是与现有的厨房电器设

备完美契合；安装孔组实现本电视机与多种安装

支架适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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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嵌入式可开合电视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液晶屏(1)、外边框(2)、玻璃面板(3)、

后壳(4)、背板(5)、触摸按键板(6)、电视主板(7)、端子板一(8)、音响组件(9)，所述液晶屏

(1)、所述触摸按键板(6)分别嵌入所述外边框(2)中，所述玻璃面板(3)在所述液晶屏(1)正

面与所述外边框(2)连接，所述背板(5)在所述液晶屏(1)背面与所述外边框(2)连接，所述

背板(5)沿横向对称间隔设有两个安装孔组(51)，每个所述安装孔组(51)沿竖向设置，所述

后壳(4)在两个所述安装孔组(51)之间与所述背板(5)连接，使所述后壳(4)与所述液晶屏

(1)之间形成内腔，所述电视主板(7)、所述音响组件(9)分别在所述内腔中与所述后壳(4)

连接，所述外边框(2)的下侧面上开设有传声孔组，所述音响组件(9)的出声部朝向所述传

声孔组，所述电视主板(7)的接线端朝上设置，所述端子板一(8)安装于所述后壳(4)上并与

所述电视主板(7)的接线端对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嵌入式可开合电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孔组(51)包

括主安装孔(511)、辅助安装孔(512)，所述主安装孔(511)设有多个，沿竖向依次间隔排列，

相邻两个所述主安装孔(511)之间分别设有一个所述辅助安装孔(512)，所述辅助安装孔

(512)为长条孔，所述辅助安装孔(512)沿竖向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嵌入式可开合电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孔组

(51)到所述背板(5)相近竖边的距离为25mm～30mm。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嵌入式可开合电视机，其特征在于：相邻所述主安装孔

(511)之间的间距为32mm～42mm。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嵌入式可开合电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辅助安装孔

(512)的长度为18mm～28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嵌入式可开合电视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端子板二

(10)，所述电视主板(7)上与其接线端相邻的一侧面上设有USB端，所述端子板二(10)安装

于所述后壳(4)上并与所述电视主板(7)的USB端对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嵌入式可开合电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音响组件(9)包

括音响喇叭(91)、传声盒体(92)，所述传声盒体(92)安装于所述后壳(4)的下侧框上，所述

传声盒体(92)的传声通道具有开口端A、开口端B，所述音响喇叭(91)安装于所述开口端A

上，所述开口端B朝向所述传声孔组。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嵌入式可开合电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声盒体(92)包

括一体成型的托盘壳体(921)、传声壳体(922)，所述托盘壳体(921)位于所述传声壳体

(922)的上方，两者内部连通构成通腔(923)，所述开口端A为所述托盘壳体(921)的上端，所

述开口端B为所述传声壳体(922)的下端，所述音响喇叭(91)卡设于所述托盘壳体(921)的

上端，所述音响喇叭(91)的出声部朝下。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嵌入式可开合电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外边框(2)为铝

合金制金属框，所述外边框(2)周向的四个侧面均为平面。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嵌入式可开合电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壳(4)为铝制

金属壳，所述后壳(4)的外侧面为平面；所述背板(5)为铝制金属板，所述背板(5)为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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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嵌入式可开合电视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视机，尤其是涉及一种嵌入式可开合电视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视技术的发展，电视机的使用已十分普及，每家每户几乎都配备有电视机。

目前，客厅、卧室等场所外，人们还会在厨房配备电视机，在厨房进行打扫或烹饪时，人们可

以一边劳作一边观看电视节目，劳逸结合，电视机的安装方式通常为外挂式，这种安装方式

会占用一定的生活空间。此外，在房车、游艇等设施上，亦可配备电视机以增强娱乐性。

[0003] 例如，在空间较小的房间，往往无法安装电视机，或安装电视机后影响人们的正常

通行；在厨房安装电视机，往往将电视机外挂于厨房的墙壁或柜子上，会占用厨房空间；若

想在房车上安装电视机，由于房车狭小的空间环境，甚至会导致电视机无法安装，或在安装

后，十分影响房车的内部通过性；有些场地在安装电视机后，十分影响场地的整体美观度

等，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嵌入式可开合电视机，使电视

机能够嵌入，从而减小电视机的占用空间。

[0005] 技术方案：一种嵌入式可开合电视机，包括液晶屏、外边框、玻璃面板、后壳、背板、

触摸按键板、电视主板、端子板一、音响组件，所述液晶屏、所述触摸按键板分别嵌入所述外

边框中，所述玻璃面板在所述液晶屏正面与所述外边框连接，所述背板在所述液晶屏背面

与所述外边框连接，所述背板沿横向对称间隔设有两个安装孔组，每个所述安装孔组沿竖

向设置，所述后壳在两个所述安装孔组之间与所述背板连接，使所述后壳与所述液晶屏之

间形成内腔，所述电视主板、所述音响组件分别在所述内腔中与所述后壳连接，所述外边框

的下侧面上开设有传声孔组，所述音响组件的出声部朝向所述传声孔组，所述电视主板的

接线端朝上设置，所述端子板一安装于所述后壳上并与所述电视主板的接线端对应。

[0006] 本电视机通过安装支架嵌入如墙体、柜体等物体中，如嵌入墙体使玻璃面板与墙

面齐平，充当柜门安装于柜体上等，可根据场地实况选择现有的安装支架，安装支架可以是

液压式、数控式等多种形式，电视机通过安装支架实现与嵌入物体的转动连接，安装支架在

两个安装孔组处分别安装一个，通过螺栓连接，可根据安装支架的规格将安装支架安装于

与安装孔组的匹配位置处。安装后，本电视机可向上转动掀起，为了使掀起时方便流畅，将

本电视机的接线端朝上设置，因此在上掀时不会受到电视机电源线等接线的限制。玻璃面

板能够保证本电视机在嵌入物体中后物体在该处的平面度，从而不影响物体本身的美观

度，由于为嵌入式，因此不占用场地空间。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安装孔组包括主安装孔、辅助安装孔，所述主安装孔设有多个，沿

竖向依次间隔排列，相邻两个所述主安装孔之间分别设有一个所述辅助安装孔，所述辅助

安装孔为长条孔，所述辅助安装孔沿竖向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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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通常情况下，一个安装支架至少需要通过两个螺栓与本电视机连接，在将安装支

架安装于本电视机上时，首先选定合适的主安装孔通过一个螺栓进行连接与定位，之后可

将另一个螺栓安装于辅助安装孔中，由于辅助安装孔为长条孔，因此，螺栓可以安装于辅助

安装孔中的任意位置，从而使得本电视机能够适配于多种安装支架，实现了安装时的通用

性。

[0009] 最佳的，所述安装孔组到所述背板相近竖边的距离为25mm～30mm。

[0010] 最佳的，相邻所述主安装孔之间的间距为32mm～42mm。

[0011] 最佳的，所述辅助安装孔的长度为18mm～28mm。

[0012] 进一步的，本电视机还包括端子板二，所述电视主板上与其接线端相邻的一侧面

上设有USB端，所述端子板二安装于所述后壳上并与所述电视主板的USB端对应。

[0013] 进一步的，所述音响组件包括音响喇叭、传声盒体，所述传声盒体安装于所述后壳

的下侧框上，所述传声盒体的传声通道具有开口端A、开口端B，所述音响喇叭安装于所述开

口端A上，所述开口端B朝向所述传声孔组。

[0014] 进一步的，所述传声盒体包括一体成型的托盘壳体、传声壳体，所述托盘壳体位于

所述传声壳体的上方，两者内部连通构成通腔，所述开口端A为所述托盘壳体的上端，所述

开口端B为所述传声壳体的下端，所述音响喇叭卡设于所述托盘壳体的上端，所述音响喇叭

的出声部朝下。

[0015] 最佳的，所述外边框为铝合金制金属框，所述外边框周向的四个侧面均为平面。

[0016] 最佳的，所述后壳为铝制金属壳，所述后壳的外侧面为平面；所述背板为铝制金属

板，所述背板为平板。

[0017] 外边框、后壳、背板的外边面设计成平面，能够保证本电视机更加接近于板状结

构，因此能够保证本电视机在嵌入物体之后实现整体性。

[0018] 本电视机的外部全部为铝制金属材质，采用金属材质不仅能够使本电视机的外部

更加坚硬，加强对本电视机的保护性，而且能够屏蔽外部的干扰信号，使电视机的内部信号

传输更佳稳定。

[0019]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是：实现了电视机的内嵌式，从而可以

不占用其他外部空间，增强了外部场地的美观度，使本电视机在诸如厨房、空间狭小的房

间、房车、游艇等场合均适用，特别是与现有的厨房电器设备完美契合，且不会带来过多负

面影响，适用范围广；安装孔组实现了本电视机与多种安装支架的适配性，使本电视机可以

通过目前现有的安装支架实现与如柜体等物体的转动连接，接线端的朝上设计，使本电视

机掀起时方便流畅，不会受到电视机电源线等接线的限制，上掀、开合自如；音响喇叭移至

电视机下部，能够提高电视机的声音播放效果，从而增强用户体验感；外部材质采用全铝制

金属，使本电视机更加轻便且牢靠，外观更具质感以及美观性。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分解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的后视图；

[0022] 图3为音响喇叭安装于传声盒体上的立体视图；

[0023] 图4为传声盒体的侧面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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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5为本发明与柜体通过安装支架安装后上掀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嵌入柜体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

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7] 一种嵌入式可开合电视机，如图1～6所示，包括液晶屏1、外边框2、玻璃面板3、后

壳4、背板5、触摸按键板6、电视主板7、端子板一8、音响组件9、端子板二10，玻璃面板3为钢

化玻璃板，外边框2为铝合金制金属框，外边框2周向的四个外侧面均为平面；后壳4为铝制

金属壳，后壳4的轮廓呈倒T字形，后壳4的外侧面为平面；背板5为铝制金属板，背板5为平

板。

[0028] 液晶屏1、触摸按键板6分别嵌入外边框2中，玻璃面板3在液晶屏1正面与外边框2

连接，背板5在液晶屏1背面与外边框2连接，触摸按键板6位于液晶屏1的下部并处于液晶屏

1与玻璃面板3之间，背板5沿横向对称间隔设有两个安装孔组51，每个安装孔组51沿竖向设

置并各自靠近与背板5相近的竖边，安装孔组51到背板5相近竖边的距离为25mm～30mm，安

装孔组51包括主安装孔511、辅助安装孔512，主安装孔511设有多个，沿竖向依次间隔排列，

相邻主安装孔511之间的间距为32mm～42mm，相邻两个主安装孔511之间分别设有一个辅助

安装孔512，辅助安装孔512为长条孔，辅助安装孔512沿竖向设置，辅助安装孔512的长度为

18mm～28mm。

[0029] 后壳4设置于两个安装孔组51之间，背板5上开设有与后壳4尺寸相配合的倒T字形

通孔，后壳4在倒T字形通孔处与背板5连接，使后壳4与液晶屏1之间形成内腔，电视主板7、

音响组件9分别在内腔中与后壳4连接，音响组件9间隔设有两个，外边框2的下侧面上对应

开设有两组传声孔组，音响组件9包括音响喇叭91、传声盒体92，传声盒体92安装于后壳4的

下侧框上，传声盒体92的传声通道具有开口端A、开口端B，传声盒体92包括一体成型的托盘

壳体921、传声壳体922，托盘壳体921位于传声壳体922的上方，两者内部连通构成通腔923，

开口端A为托盘壳体921的上端，开口端B为传声壳体922的下端，音响喇叭91卡设于托盘壳

体921的上端，即安装于开口端A上，音响喇叭91的出声部朝下，开口端B朝向传声孔组。

[0030] 电视主板7安装于后壳4的上部，电视主板7的接线端朝上设置，USB端朝侧面设置，

端子板一8安装于后壳4上部并与电视主板7的接线端对应，端子板二10安装于后壳4侧面上

并与电视主板7的USB端对应。

[0031] 本电视机通过安装支架嵌入如墙体、柜体等物体中，如嵌入墙体使玻璃面板与墙

面齐平，充当柜门安装于柜体上等，可根据场地实况选择现有的安装支架，安装支架可以是

液压式、数控式等多种形式，电视机通过安装支架实现与嵌入物体的转动连接，安装支架在

两个安装孔组处分别安装一个，通过螺栓连接，两侧同时设置安装支架可增强安装后的稳

定性，可根据安装支架的规格将安装支架安装于与安装孔组的匹配位置处。安装后，本电视

机可向上转动掀起，为了使掀起时方便流畅，将本电视机的接线端朝上设置，因此在上掀时

不会受到电视机电源线等接线的限制，防止影响在电视机上掀时的开合度。玻璃面板能够

保证本电视机在嵌入物体中后物体在该处的平面度，从而不影响物体本身的美观度，由于

为嵌入式，因此不占用场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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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本电视机的外部全部为铝制金属材质，采用金属材质不仅能够使本电视机的外部

更加坚硬，加强对本电视机的保护性，而且能够屏蔽外部的干扰信号，使电视机的内部信号

传输更佳稳定，本电视机的外部尽可能采用平面设计，是本电视机更接近于板状，能够保证

本电视机在嵌入其他物体后与问题具有较高的贴合度，避免对物体外观造成不良影响，音

响喇叭移至电视机下部，能够提高电视机的声音播放效果，从而增强用户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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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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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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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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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0

CN 109688356 A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