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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手写板及输入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教学设备领域，本实用新型

旨在解决现有的切换计算机的操作状态的方法

不够快捷的问题，提出一种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

手写板及输入装置，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手写

板，包括：切换单元、控制单元和通信单元，所述

切换单元包括设置于手写板壳体的切换按键，切

换单元与控制单元连接，所述通信单元用于控制

单元与计算机建立通信连接，所述切换按键设置

于手写板壳体正面的左上角区域内。本实用新型

通过物理按键配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方式，将切

换按键设置于手写板的壳体的左上角区域，老师

左手持板时，即可通过左手大拇指触发切换按键

进而对计算机操作状态进行切换，操作简单快

捷，提高了对计算机操作状态切换的速度，适用

于走动式教学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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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手写板，包括：切换单元、控制单元和通信单元，所述切换单元

包括设置于手写板壳体的切换按键，切换单元与控制单元连接，所述通信单元用于控制单

元与计算机建立通信连接，其特征在于，所述切换按键设置于手写板壳体正面的左上角区

域内，所述左上角区域为手写板矩形触控区的左边框中点与右边框中点之间线段的延长

线、手写板矩形触控区的左边框的延长线与手写板壳体的外边框所形成的左上角区域，或

者，所述左上角区域为手写板矩形触控区的上边框延长线、左边框延长线与手写板壳体的

外边框所形成的左上角区域。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手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切换按键上设有

向外凸出的盲点。

3.如权利要求1至2任一项所述的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手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手写

板还包括板书调用单元，所述板书调用单元与控制单元连接，板书调用单元包括设置于手

写板壳体的板书调用按键。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手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调用按键设置于

手写板壳体正面的右上角区域内。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手写板，所述手写板包括矩形触控区，其特

征在于，所述右上角区域为手写板矩形触控区的上边框延长线、右边框延长线与手写板壳

体的外边框所形成的右上角区域。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手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单元为无线

通信单元。

7.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输入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1至6任一项所述的手

写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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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手写板及输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教学设备领域，具体来说涉及一种手写板及输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教学用的计算机都可配备外接的手写板，当计算机的操作状态处于板书状态

时，计算机会根据手写板的触控区上的触控点的移动轨迹构建对应的线条，此时老师可以

通过手写板在计算机上对教学内容进行电子板书，例如标注重点内容、书写板书和添加内

容等；当计算机的操作状态处于鼠标状态时，此时手写板相当于笔记本电脑的触控面板，计

算机显示屏幕上的鼠标指针根据手写板的触控区上的触控点的移动轨迹进行相应的移动，

用户可以通过手写板对计算机进行相应的控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通常需要将计算机的

操作状态在鼠标状态和板书状态来回切换。

[0003] 现有技术中，切换计算机的操作状态通常采用以下方法：在软件界面对应位置点

击功能图标，或者通过键盘输入快捷命令实现对计算机操作状态的切换；但是这些方式在

切换时操作繁琐，需要耗费较多的时间，尤其是切换频繁时，老师教学不够快捷和高效。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旨在解决现有的切换计算机的操作状态的方法不够快捷的问题，提出

一种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手写板及输入装置。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手写

板，包括：切换单元、控制单元和通信单元，所述切换单元包括设置于手写板壳体的切换按

键，切换单元与控制单元连接，所述通信单元用于控制单元与计算机建立通信连接，所述切

换按键设置于手写板壳体正面的左上角区域内，所述左上角区域为手写板矩形触控区的左

边框中点与右边框中点之间线段的延长线、手写板矩形触控区的左边框的延长线与手写板

壳体的外边框所形成的左上角区域，或者，所述左上角区域为手写板矩形触控区的上边框

延长线、左边框延长线与手写板壳体的外边框所形成的左上角区域。

[0006] 进一步的，为便于用户对切换按键的盲按，所述切换按键上设有向外凸出的盲点。

[0007] 进一步的，为实现用户通过手写板调出电子板书，所述手写板还包括板书调用单

元，所述板书调用单元与控制单元连接，板书调用单元包括设置于手写板壳体的板书调用

按键。

[0008] 进一步的，为便于用户快速触发板书调用按键，所述调用按键设置于手写板壳体

正面的右上角区域内。

[0009] 为进一步的便于用户快速触发板书调用按键，所述手写板包括矩形触控区，其特

征在于，所述右上角区域为手写板矩形触控区的上边框延长线、右边框延长线与手写板壳

体的外边框所形成的右上角区域。

[0010] 进一步的，为实现用户手持手写板进行走动式教学，所述通信单元为无线通信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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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还提出一种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输入装置，所述

装置包括上述手写板。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手写板，在手

写板的壳体的左上角区域设置一个切换按键，用户触发该切换按键即可对计算机的操作状

态进行切换，如图1所示，图1为用户对手写板的常规握姿示意图，由于在教学过程中，根据

手持习惯，大部分老师均采用图1所示的握姿左手持板、右手持笔的方式进行电子板书的书

写或者对计算机的控制，并且在教学时通常需要老师单手持板进行走动式教学，通过物理

按键配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方式，将切换按键设置于手写板的壳体的左上角区域，老师左

手持板时，即可通过左手大拇指触发切换按键进而对计算机操作状态进行切换，操作简单

快捷，提高了对计算机操作状态切换的速度。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对手写板的常规握姿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的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手写板的电路原理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手写板的第一种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手写板的第二种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手写板的第三种结构示意图。

[0018] 附图标记说明：

[0019] 1-手写板壳体；2-矩形触控区；3-手写板壳体的外边框；a-矩形触控区的左边框；

b-矩形触控区的下边框；c-矩形触控区的右边框；d-矩形触控区的上边框；x-矩形触控区的

左边框中点与右边框中点之间线段的延长线；y-矩形触控区的左边框延长线；z-矩形触控

区的右边框延长线；w-矩形触控区的上边框延长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进行详细描述。

[0021]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手写板，包括：切换单元、控制单元和通信

单元，所述切换单元包括设置于手写板壳体的切换按键，切换单元与控制单元连接，所述通

信单元用于控制单元与计算机建立通信连接，所述切换按键设置于手写板壳体正面的左上

角区域内，所述左上角区域为手写板矩形触控区的左边框中点与右边框中点之间线段的延

长线、手写板矩形触控区的左边框的延长线与手写板壳体的外边框所形成的左上角区域，

或者，所述左上角区域为手写板矩形触控区的上边框延长线、左边框延长线与手写板壳体

的外边框所形成的左上角区域。

[0022] 用户触发手写板壳体上的切换按键后，切换单元的电路通电后输出高电平信号，

控制单元获取该高电平信号后，将对应位置的寄存器变为高电平并转换成对应的切换信

号，再将切换信号发送至与控制单元建立通信连接的计算机，计算机接收到切换信号后将

切换信号发送至运行中的驱动程序，驱动程序将该切换信号转换为系统消息，与此同时，计

算机中的软件如电子板书对系统消息进行实时监测，当接收到切换信号对应的系统消息

后，电子板书软件的操作状态便进行切换，具体而言，若电子板书的当前操作状态处于鼠标

状态，则切换至板书状态，若当前处于板书状态，则切换至鼠标状态，实现单键对计算机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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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状态的循环切换。

[0023] 实施例

[002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的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手写板，如图2所示，包括：切换单

元、控制单元和通信单元，所述切换单元包括设置于手写板壳体1的切换按键，切换单元与

控制单元连接，所述通信单元用于控制单元与计算机建立通信连接，所述切换按键设置于

手写板壳体1正面的左上角区域内，所述左上角区域为手写板矩形触控区2的左边框a中点

与右边框c中点之间线段的延长线x、手写板矩形触控区2的左边框a的延长线y与手写板壳

体1的外边框3所形成的左上角区域，或者，所述左上角区域为手写板矩形触控区2的上边框

d延长线w、左边框a延长线y与手写板壳体1的外边框3所形成的左上角区域。

[0025] 其中，切换单元可以是通过切换按键触发高电平信号的切换电路，控制单元可以

是单片机、微处理控制器、中央处理器或者其他具有处理和运算功能的控制单元，切换单元

的输出端与控制单元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控制单元与计算机通过通信单元建立通信连接，

通信单元可以是无线2.4G单元、蓝牙单元、WiFi单元或者其他具有数据传输功能的通信单

元，为了便于老师走动式教学，通信单元优选为无线通信单元。

[0026] 下面以包括矩形触控区的手写板对切换按键的具体位置进行举例说明，其中，包

括矩形触控区的手写板的外边框可以是矩形、圆角矩形、圆形或者其他形状。

[0027] 如图3所示，上述的左上角区域内可以是手写板矩形触控区2的左边框a中点与右

边框c中点之间线段的延长线x、手写板矩形触控区2的左边框a的延长线y与手写板壳体1的

外边框3所形成的左上角区域，即图3中阴影区域，由于用户的常规持板握姿是将左手大拇

指置于手写板的左上角区域，因此在用户教学过程中，左手单手持板时通过左手大拇指即

可触发切换按键，进而实现对计算机操作状态的切换，操作简单快捷，提高了对计算机操作

状态切换的速度。

[0028] 如图4所示，上述的左上角区域还可以是手写板矩形触控区2的上边框d延长线w、

左边框a延长线y与手写板壳体1的外边框3所形成的左上角区域，即图4中的阴影区域，将切

换按键设置于该阴影区域，可以避免用户手持手写板时，误触发到切换按键

[0029] 可选的，所述切换按键上设有向外凸出的盲点，用户无需查看切换按键的位置便

可盲按触发切换按键，进一步提高了对计算机操作状态切换的速度。

[0030] 可选的，如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的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手写板还包括

板书调用单元，所述板书调用单元与控制单元连接，板书调用单元包括设置于手写板壳体1

的板书调用按键。

[0031] 其中，板书调用单元的输出端与控制单元的另一个信号输入端连接，板书调用单

元可以在板书调用按键的作用下输出高电平信号，控制单元接收到板书调用单元触发的高

电平信号后，将对应位置的寄存器变为高电平并转换成对应的板书调用信号，计算机接收

到板书调用信号后将其发送至运行中的驱动程序，驱动程序将该板书调用信号转换为系统

消息，与此同时，计算机的软件如电子板书对系统消息进行实时监测，当接收到板书调用信

号对应的系统消息后，弹出电子板书的书写界面，用户可以在书写界面进行板书的书写，用

户触发该板书调用按键即可在计算机中快速调出电子板书的书写界面，例如调出小白板，

便于用户进行电子板书的书写。

[0032] 可选的，所述板书调用按键设置于手写板壳体1正面的右上角区域内，由于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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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持板握姿是左手持板，右手持笔，将板书调用按键设置于手写板壳体1正面的右上角区

域内，便于用户通过右手触发板书调用按键，同时减少了设置于左侧容易发生误触发的情

况，进一步提高了电子板书的书写界面调用的速度。

[0033] 可选的，如图5所示，所述板书调用按键设置于手写板矩形触控区2的上边框d延长

线w、右边框c延长线z与手写板壳体1的外边框3所形成的右上角区域，即图5中右边的阴影

区域，将板书调用按键设置于该阴影区域，可以避免用户手持手写板时，误触发到板书调用

按键，同时，板书调用按键上也可设置向外凸出的盲点，用户无需查看板书调用按键的位置

便可盲按触发板书调用按键，进一步提高了板书调用的速度。

[0034]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还提出一种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输入装置，所述

装置包括上述手写板。

[0035] 由于上述手写板能够提高对计算机操作状态的切换速度，因此，包括上述手写板

的输入装置同样能够提高对计算机操作状态的切换速度。

[0036]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仅是一种快速切换操作状态的手写板的具体

结构，其中涉及到的相关模块均为硬件系统模块或者为现有技术中计算机软件程序或协议

与硬件相结合的功能模块，该功能模块所涉及到的计算机软件程序或协议的本身均为本领

域技术人员公知的技术，其不是本系统的改进之处，此处不再赘述；本系统的改进为各模块

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或连接关系，即为对系统的整体的构造进行改进，以解决本系统所要

解决的相应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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