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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益智儿童皮影游戏机，

包括壳体，壳体上设置有故事区和互动区，所述

互动区包括嵌装在壳体内的皮影人物，皮影人物

的胳膊上分别铰接有用于控制其对应胳膊移动

的控制杆，所述壳体顶部开设有凹槽，凹槽内滑

动安装有滑块，滑块上开设有竖直的限位孔，所

述控制杆的上端穿过限位孔向上伸出，伸出端连

接有小手柄；所述壳体的前侧面上设置有便于观

察所述皮影人物的透明观察窗。相对于现有技

术，本实用新型将民间玩具皮影与现在儿童受欢

迎的游戏机相结合，使皮影玩具适应现在孩子的

生活环境，同时又保护了民间文化；通过新科技

的方式让儿童学习到历史知识；游戏手柄的设计

激发儿童的兴趣，控制简单，同时锻炼儿童的手

和脑的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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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益智儿童皮影游戏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5），壳体（5）上设置有故事区和互

动区，所述互动区包括嵌装在壳体（5）内的皮影人物，皮影人物的胳膊上分别铰接有用于控

制其对应胳膊移动的控制杆（302），所述壳体（5）顶部开设有凹槽（12），凹槽（12）内滑动安

装有滑块（14），滑块（14）上开设有竖直的限位孔（1401），所述控制杆（302）的上端穿过限位

孔（1401）向上伸出，伸出端连接有小手柄；所述壳体（5）的前侧面上设置有便于观察所述皮

影人物的透明观察窗（16）。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益智儿童皮影游戏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故事区包括旋转按钮Ⅰ

（6）、旋转按钮Ⅱ（7）、电池、喇叭（8）和故事存放器，喇叭（8）、电池、旋转按钮Ⅰ（6）和旋转按

钮Ⅱ（7）分别与故事存放器电连接，电池为故事存放器提供电力，旋转按钮Ⅰ（6）用于控制故

事的打开、关闭和不同故事的更换，旋转按钮Ⅱ（7）用于控制音量的大小。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益智儿童皮影游戏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小手柄的径向尺寸大于

所述限位孔（1401）的径向尺寸。

4.如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益智儿童皮影游戏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12）内壁的两

侧面分别开设有滑槽（1201），所述控制杆（302）上开设有沿其轴向延伸的活动槽（301），活

动槽（301）内水平穿设有滑杆（15），滑杆（15）的两端分别滑动卡接于滑槽（1201）内，所述滑

杆（15）位于所述滑块（14）下方。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益智儿童皮影游戏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皮影人物包括皮影人物

Ⅰ（9）和皮影人物Ⅱ（10）。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益智儿童皮影游戏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14）上表面安装有

大手柄。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益智儿童皮影游戏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5）整体为电视机

形状。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益智儿童皮影游戏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5）的后侧面上通

过螺钉固定安装有便于更换皮影人物的后盖Ⅱ（13）。

9.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益智儿童皮影游戏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5）的后侧面上通

过螺钉固定安装有便于更换电池的后盖Ⅰ（11）。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益智儿童皮影游戏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14）下方设置有

沿所述凹槽（12）轴向延伸的支撑板（1202），支撑板（1202）的两侧分别留有便于所述控制杆

（302）穿设的条形孔（1203），支撑板（1202）的两端分别固接在凹槽（12）侧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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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益智儿童皮影游戏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益智游戏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益智儿童皮影游戏机。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民间玩具记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同时也记载着无数民间艺人的劳动

与智慧，是我们中国人不可缺少的文化与生活，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越来越迅速，人们的生

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对孩子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自然也会对孩子玩耍的玩具也

要求的很严格。因此，民间的玩具适应不了人们现在的生活环境，那样就需要设计人员对民

间玩具进行改良设计，使设计的民间玩具更符合孩子现在的生活环境。因此，本领域亟需一

种将我国传统艺术与玩具相结合的益智用具，既能满足儿童的玩耍新体验，又能将我国传

统艺术广泛传播、传承。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益智儿童皮影游戏机，既能满足儿童的玩

耍新体验，又能将我国传统艺术广泛传播、传承。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以下述方式实现的：

[0005] 一种益智儿童皮影游戏机，包括壳体，壳体上设置有故事区和互动区，所述互动区

包括嵌装在壳体内的皮影人物，皮影人物的胳膊上分别铰接有用于控制其对应胳膊移动的

控制杆，所述壳体顶部开设有凹槽，凹槽内滑动安装有滑块，滑块上开设有竖直的限位孔，

所述控制杆的上端穿过限位孔向上伸出，伸出端连接有小手柄；所述壳体的前侧面上设置

有便于观察所述皮影人物的透明观察窗。

[0006] 所述故事区包括旋转按钮Ⅰ、旋转按钮Ⅱ、电池、喇叭和故事存放器，喇叭、电池、旋

转按钮Ⅰ和旋转按钮Ⅱ分别与故事存放器电连接，电池为故事存放器提供电力，旋转按钮Ⅰ

用于控制故事的打开、关闭和不同故事的更换，旋转按钮Ⅱ用于控制音量的大小。

[0007] 所述小手柄的径向尺寸大于所述限位孔的径向尺寸。

[0008] 所述凹槽内壁的两侧面分别开设有滑槽，所述控制杆上开设有沿其轴向延伸的活

动槽，活动槽内水平穿设有滑杆，滑杆的两端分别滑动卡接于滑槽内，所述滑杆位于所述滑

块下方。

[0009] 所述皮影人物包括皮影人物Ⅰ和皮影人物Ⅱ。

[0010] 所述滑块上表面安装有大手柄。

[0011] 所述壳体整体为电视机形状。

[0012] 所述壳体的后侧面上通过螺钉固定安装有便于更换皮影人物的后盖Ⅱ。

[0013] 所述壳体的后侧面上通过螺钉固定安装有便于更换电池的后盖Ⅰ。

[0014] 所述滑块下方设置有沿所述凹槽轴向延伸的支撑板，支撑板的两侧分别留有便于

所述控制杆穿设的条形孔，支撑板的两端分别固接在凹槽侧壁上。

[0015] 有益效果：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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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1 .  将民间玩具皮影与现在儿童受欢迎的游戏机相结合，使皮影玩具适应现在孩

子的生活环境，同时又保护了民间文化；

[0017] 2.  把皮影原来的自己讲故事改成故事播放器播放历史故事，比如孙悟空三打白

骨精、三顾茅庐等等，通过新科技的方式让儿童学习到历史知识；

[0018] 3.  用游戏手柄代替原始的竹子，游戏手柄的设计激发儿童的兴趣，控制简单，同

时锻炼儿童的手和脑的协调能力；

[0019] 4.  整个外形采用的是旧时期电视机的外形，整个造型具有时代感，但是色彩又不

缺乏时尚，让儿童在玩乐的过程中了解过去的事情；

[0020] 5.  将皮影人物设置在观察窗内，能防止皮影人物被孩子损坏；

[0021] 6.  皮影人物可以更换，家长可以根据需要购买，比如西游记系列、三国演义系列

等。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前视立体图。

[0023]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后视立体图。

[0024] 图3是图2的分解状态图。

[0025] 其中，1、大手柄Ⅰ，2、大手柄Ⅱ，3、小手柄Ⅰ，4、小手柄Ⅱ，5、壳体，6、旋转按钮Ⅰ，7、

旋转按钮Ⅱ，8、喇叭，9、皮影人物Ⅰ，10、皮影人物Ⅱ，11、后盖Ⅰ，12、凹槽，13、后盖Ⅱ，14、滑

块，15、滑杆,16、观察窗；301、活动槽，302、控制杆，1201、滑槽，1202、支撑板，1203、条形孔，

1401、限位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如图1、图2所示，一种益智儿童皮影游戏机，包括壳体5，壳体5上设置有故事区和

互动区，所述互动区包括嵌装在壳体5内的皮影人物，皮影人物的胳膊上分别铰接有用于控

制其对应胳膊移动的控制杆302，优选地，控制杆302底端铰接在皮影人物胳膊的两端之间，

便于更好地控制胳膊，所述壳体5顶部开设有凹槽12，凹槽12内滑动安装有滑块14，滑块14

上开设有竖直的限位孔1401，所述控制杆302的上端穿过限位孔1401向上伸出，伸出端连接

有小手柄；所述壳体5的前侧面上设置有便于观察所述皮影人物的透明观察窗16。

[0027] 进一步地，所述故事区包括旋转按钮Ⅰ6、旋转按钮Ⅱ7、电池、喇叭8和故事存放器，

喇叭8、电池、旋转按钮Ⅰ6和旋转按钮Ⅱ7分别与故事存放器电连接，电池为故事存放器提供

电力，旋转按钮Ⅰ6用于控制故事的打开、关闭和不同故事的更换，旋转按钮Ⅱ7用于控制音

量的大小。上述故事存放器为成熟的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赘述。

[0028] 为了防止控制杆302从限位孔1401中滑落，所述小手柄的径向尺寸大于所述限位

孔1401的径向尺寸。

[0029] 为了便于对皮影人物的胳膊进行稳定的控制，如图3所示，所述凹槽12内壁的两侧

面分别开设有滑槽1201，所述控制杆302上开设有沿其轴向延伸的活动槽301，活动槽301为

条形槽，活动槽301内水平穿设有滑杆15，滑杆15的两端分别滑动卡接于滑槽1201内，所述

滑杆15位于所述滑块14下方。

[0030] 优选地，所述皮影人物包括皮影人物Ⅰ9和皮影人物Ⅱ10。相适应地，一个皮影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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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安装有两个控制杆302，两个控制杆302上分别连接有便于控制的小手柄Ⅰ3，对应地，所

述限位孔1404也为两个，另一个皮影人物上方也设置有便于控制胳膊的小手柄Ⅱ4。

[0031] 为了便于控制皮影人物左右移动，所述滑块14上表面安装有大手柄，大手柄包括

大手柄Ⅰ1和大手柄Ⅱ2。

[0032] 优选地，所述壳体5整体为电视机形状。

[0033] 为了便于对皮影人物进行更换，所述壳体5的后侧面上通过螺钉固定安装有便于

更换皮影人物的后盖Ⅱ13。

[0034] 为了便于对故事区的电池进行更换，所述壳体5的后侧面上通过螺钉固定安装有

便于更换故事区上电池的后盖Ⅰ11。

[0035] 为了便于支撑所述滑块14，如图3所示，所述滑块14下方设置有沿所述凹槽12轴向

延伸的支撑板1202，支撑板1202的两侧分别留有便于所述控制杆302穿设的条形孔1203，支

撑板1202的两端分别固接在凹槽12侧壁上。条形孔1203的轴向沿凹槽12轴向分布。

[0036]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如下：通过旋转按钮Ⅰ6来控制故事的播放和故事的切换，

通过旋转按钮Ⅱ7来控制音量的大小，在播放故事的同时，孩子和家人可以分别控制皮影人

物Ⅰ9和皮影人物Ⅱ10来根据故事情节进行皮影互动。当需要控制皮影人物左右移动时，只

需手握大手柄和小手柄分别通过滑块14和滑杆15沿凹槽12、滑槽1201进行左右滑动即可；

当需要控制皮影人物的胳膊移动时，只需手握小手柄上下移动即可，从而通过控制杆302来

控制皮影人物的胳膊，此时滑杆15在活动槽301内作相对上下移动。

[0037]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整体构思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变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实用新型实施的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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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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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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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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