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942312.2

(22)申请日 2019.06.21

(73)专利权人 西安思源学院

地址 710000 陕西省西安市东郊水安路28

号西安思源学院行政楼220室

(72)发明人 赵辉　高娅雨　陆正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安化县梅山专利事务所 

43005

代理人 夏赞希

(51)Int.Cl.

F21S 6/00(2006.01)

F21V 27/00(2006.01)

F21V 21/088(2006.01)

F21V 21/32(2006.01)

H01R 13/72(2006.01)

F21Y 115/10(201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USB键盘照明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USB键盘照明灯。所述

USB键盘照明灯包括：底座；转动板，所述转动板

转动安装在所述底座上；压缩弹簧，所述压缩弹

簧焊接在所述转动板的底部，且所述压缩弹簧的

底端与底座焊接固定；支撑杆，所述支撑杆固定

安装在所述转动板的顶部；LED灯板，所述LED灯

板固定安装在所述支撑杆的顶端；盒体，所述盒

体固定安装在所述转动板的顶部；转轴，所述转

轴固定安装在所述盒体内；绕线轮，所述绕线轮

转动安装在所述转轴上；导线，所述导线套设在

所述绕线轮上，且所述导线的两端均延伸至所述

盒体内。本实用新型提供的USB键盘照明灯具有

使用方便、导线长且方便收纳，安装使用范围广，

且固定方式多样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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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USB键盘照明灯，其特征在于，包括：

底座；

转动板，所述转动板转动安装在所述底座上；

压缩弹簧，所述压缩弹簧焊接在所述转动板的底部，且所述压缩弹簧的底端与底座焊

接固定；

支撑杆，所述支撑杆固定安装在所述转动板的顶部；

LED灯板，所述LED灯板固定安装在所述支撑杆的顶端；

盒体，所述盒体固定安装在所述转动板的顶部；

转轴，所述转轴固定安装在所述盒体内；

绕线轮，所述绕线轮转动安装在所述转轴上；

导线，所述导线套设在所述绕线轮上，且所述导线的两端均延伸至所述盒体内，且所述

导线的一端与LED灯板电性连接；

USB接头，所述USB接头固定安装在所述导线的一端，且所述USB接头与所述导线电性连

接，所述USB接头位于所述盒体外；

转动孔，所述转动孔开设在所述绕线轮上；

扭力弹簧，所述扭力弹簧套设在所述转轴上，且所述扭力弹簧的一端与所述转轴固定

连接，所述扭力弹簧的另一端与所述转动孔的内壁固定连接；

齿轮，所述齿轮固定安装在所述绕线轮的一侧；

滑动杆，所述滑动杆滑动安装在所述盒体上，且所述滑动杆的底端延伸至所述盒体内

并与齿轮相接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USB键盘照明灯，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杆的顶端固定安装有

把手，所述滑动杆上滑动套设有拉伸弹簧，所述拉伸弹簧的底端与盒体固定连接，所述拉伸

弹簧的顶端与把手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USB键盘照明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盒体的顶部内壁上开设有

滑动孔，所述滑动孔的内壁与滑动杆滑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USB键盘照明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盒体的两侧均开设有穿线

孔，所述穿线孔的内壁与导线滑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USB键盘照明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的顶部固定安装有第

一铰接块，所述转动板的底部固定安装有第二铰接块，所述第一铰接块与第二铰接块转动

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USB键盘照明灯，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轴上对称固定套设有两

个轴承，所述轴承的外圈与转动孔的内壁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USB键盘照明灯，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杆的底端设有斜面，所

述斜面与齿轮相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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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键盘照明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照明灯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USB键盘照明灯。

背景技术

[0002] 在操作电脑时，需要使用到键盘进行操作，但是，一些键盘自身不具备照明功能，

在夜间使用时，为了节约用电，且能够更好的看清键盘，现有技术中，通过USB键盘照明灯进

行照明。

[0003] 然而传统的USB键盘照明灯导线较短，安装使用范围小，且固定方式单一，使用不

方便。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USB键盘照明灯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使用方便、导线长且方便收纳，安装使用

范围广，且固定方式多样的USB键盘照明灯。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USB键盘照明灯包括：底座；转动板，所述

转动板转动安装在所述底座上；压缩弹簧，所述压缩弹簧焊接在所述转动板的底部，且所述

压缩弹簧的底端与底座焊接固定；支撑杆，所述支撑杆固定安装在所述转动板的顶部；LED

灯板，所述LED灯板固定安装在所述支撑杆的顶端；盒体，所述盒体固定安装在所述转动板

的顶部；转轴，所述转轴固定安装在所述盒体内；绕线轮，所述绕线轮转动安装在所述转轴

上；导线，所述导线套设在所述绕线轮上，且所述导线的两端均延伸至所述盒体内，且所述

导线的一端与LED灯板电性连接；USB接头，所述USB接头固定安装在所述导线的一端，且所

述USB接头与所述导线电性连接，所述USB接头位于所述盒体外；转动孔，所述转动孔开设在

所述绕线轮上；扭力弹簧，所述扭力弹簧套设在所述转轴上，且所述扭力弹簧的一端与所述

转轴固定连接，所述扭力弹簧的另一端与所述转动孔的内壁固定连接；齿轮，所述齿轮固定

安装在所述绕线轮的一侧；滑动杆，所述滑动杆滑动安装在所述盒体上，且所述滑动杆的底

端延伸至所述盒体内并与齿轮相接触。

[0007] 优选的，所述滑动杆的顶端固定安装有把手，所述滑动杆上滑动套设有拉伸弹簧，

所述拉伸弹簧的底端与盒体固定连接，所述拉伸弹簧的顶端与把手固定连接。

[0008] 优选的，所述盒体的顶部内壁上开设有滑动孔，所述滑动孔的内壁与滑动杆滑动

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盒体的两侧均开设有穿线孔，所述穿线孔的内壁与导线滑动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底座的顶部固定安装有第一铰接块，所述转动板的底部固定安装有

第二铰接块，所述第一铰接块与第二铰接块转动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转轴上对称固定套设有两个轴承，所述轴承的外圈与转动孔的内壁

固定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滑动杆的底端设有斜面，所述斜面与齿轮相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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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USB键盘照明灯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USB键盘照明灯，所述转动板转动安装在所述底座上，所述压

缩弹簧焊接在所述转动板的底部，且所述压缩弹簧的底端与底座焊接固定，可以通过底座

直接进行放置，也可通过转动板和压缩弹簧进行夹持固定，固定方式多样，所述支撑杆固定

安装在所述转动板的顶部，所述LED灯板固定安装在所述支撑杆的顶端，可以增加照明范

围，所述盒体固定安装在所述转动板的顶部，所述转轴固定安装在所述盒体内，所述绕线轮

转动安装在所述转轴上，所述导线套设在所述绕线轮上，且所述导线的两端均延伸至所述

盒体内，且所述导线的一端与LED灯板电性连接，所述转动孔开设在所述绕线轮上，所述扭

力弹簧套设在所述转轴上，且所述扭力弹簧的一端与所述转轴固定连接，所述扭力弹簧的

另一端与所述转动孔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齿轮固定安装在所述绕线轮的一侧，所述滑动

杆滑动安装在所述盒体上，且所述滑动杆的底端延伸至所述盒体内并与齿轮相接触，可以

实现自动绕线，方便导线收纳。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USB键盘照明灯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所示的A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图1所示的盒体的侧视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标号：1、底座，2、转动板，3、压缩弹簧，4、支撑杆，5、LED灯板，6、盒体，7、转轴，

8、绕线轮，9、导线，10、USB接头，11、转动孔，12、扭力弹簧，13、齿轮，14、滑动杆，15、把手，

16、拉伸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0] 请结合参阅图1、图2、和图3，其中，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USB键盘照明灯的一种

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图2为图1所示的A部放大结构示意图；图3为图1所示的盒体的侧

视剖视结构示意图。USB键盘照明灯包括：底座1；转动板2，所述转动板2转动安装在所述底

座1上；压缩弹簧3，所述压缩弹簧3焊接在所述转动板2的底部，且所述压缩弹簧3的底端与

底座1焊接固定；支撑杆4，所述支撑杆4固定安装在所述转动板2的顶部；LED灯板5，所述LED

灯板5固定安装在所述支撑杆4的顶端；盒体6，所述盒体6固定安装在所述转动板2的顶部；

转轴7，所述转轴7固定安装在所述盒体6内；绕线轮8，所述绕线轮8转动安装在所述转轴7

上；导线9，所述导线9套设在所述绕线轮8上，且所述导线9的两端均延伸至所述盒体6内，且

所述导线9的一端与LED灯板5电性连接；USB接头10，所述USB接头10固定安装在所述导线9

的一端，且所述USB接头10与所述导线9电性连接，所述USB接头10位于所述盒体6外；转动孔

11，所述转动孔11开设在所述绕线轮8上；扭力弹簧12，所述扭力弹簧11套设在所述转轴7

上，且所述扭力弹簧12的一端与所述转轴7固定连接，所述扭力弹簧的12的另一端与所述转

动孔11的内壁固定连接；齿轮13，所述齿轮13固定安装在所述绕线轮8的一侧；滑动杆14，所

述滑动杆14滑动安装在所述盒体6上，且所述滑动杆14的底端延伸至所述盒体6内并与齿轮

13相接触。

[0021] 所述滑动杆14的顶端固定安装有把手15，所述滑动杆14上滑动套设有拉伸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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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所述拉伸弹簧16的底端与盒体6固定连接，所述拉伸弹簧16的顶端与把手15固定连接。

[0022] 所述盒体6的顶部内壁上开设有滑动孔，所述滑动孔的内壁与滑动杆14滑动连接。

[0023] 所述盒体6的两侧均开设有穿线孔，所述穿线孔的内壁与导线9滑动连接。

[0024] 所述底座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第一铰接块，所述转动板2的底部固定安装有第二铰

接块，所述第一铰接块与第二铰接块转动连接。

[0025] 所述转轴7上对称固定套设有两个轴承，所述轴承的外圈与转动孔11的内壁固定

连接。

[0026] 所述滑动杆14的底端设有斜面，所述斜面与齿轮13相适配。

[0027]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USB键盘照明灯的工作原理如下：

[0028] 该装置中，支撑杆4为软质金属材质制成，可以弯折任意角度；

[0029] 使用时，可以通过底座1直接进行放置使用，也可以通过转动板2和压缩弹簧3相互

作用进行夹持固定使用；

[0030] 拉动USB接头10，USB接头10带动导线9运动，导线9带动绕线轮8转动，此过程中，在

齿轮13、滑动杆14和拉伸弹簧16的作用下，使滑动杆14底端的斜面始终与齿轮13的齿相接

触，当导线9的长度合适时，停止拉动，此时，在拉伸弹簧16的拉力作用下，带动滑动杆14向

下运动，使滑动杆14与齿轮13卡合，将USB接头10接通电源即可使用；

[0031] 当需要对导线9进行收纳时，向上拉动把手15，把手15带动滑动杆14向上滑动，使

滑动杆14远离齿轮13，在扭力弹簧12的弹力作用下，带动绕线轮8转动，可以将导线9收纳至

绕线轮8上。

[0032]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USB键盘照明灯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33]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USB键盘照明灯，所述转动板2转动安装在所述底座1上，所述

压缩弹簧3焊接在所述转动板2的底部，且所述压缩弹簧3的底端与底座1焊接固定，可以通

过底座1直接进行放置，也可通过转动板2和压缩弹簧3进行夹持固定，固定方式多样，所述

支撑杆4固定安装在所述转动板2的顶部，所述LED灯板5固定安装在所述支撑杆4的顶端，可

以增加照明范围，所述盒体6固定安装在所述转动板2的顶部，所述转轴7固定安装在所述盒

体6内，所述绕线轮8转动安装在所述转轴7上，所述导线9套设在所述绕线轮8上，且所述导

线9的两端均延伸至所述盒体6内，且所述导线9的一端与LED灯板5电性连接，所述转动孔11

开设在所述绕线轮8上，所述扭力弹簧11套设在所述转轴7上，且所述扭力弹簧12的一端与

所述转轴7固定连接，所述扭力弹簧的12的另一端与所述转动孔11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齿

轮13固定安装在所述绕线轮8的一侧，所述滑动杆14滑动安装在所述盒体6上，且所述滑动

杆14的底端延伸至所述盒体6内并与齿轮13相接触，可以实现自动绕线，方便导线9收纳。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它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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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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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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