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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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1813755.8

(22)申请日 2019.10.25

(73)专利权人 王铖凯

地址 315000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

201号

(72)发明人 王铖凯　王帅峰　

(51)Int.Cl.

F16M 11/04(2006.01)

F16M 11/10(2006.01)

F16M 11/08(2006.01)

B60R 11/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车载用平板电脑支撑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车载用平板电脑支

撑装置，涉及车载用品领域。该装置包括平板收

纳壳体、水平和竖直包角架，平板收纳壳体上设

置有水平和竖直滑槽，平板收纳壳体上固定有竖

直和水平调整板，平板收纳壳体远离调整板的一

侧固定有固定包角架，平板收纳壳体靠近调整板

的一侧固定有连接轴，两个包角架分别活动安装

在对应滑槽内，平板收纳壳体靠近调整板的一侧

固定有滚珠旋转盘，连接轴的外壁套接有滚珠环

槽盘，滚珠环槽盘远离平板收纳壳体的一侧活动

安装有旋转连接架，旋转连接架远离滚珠环槽盘

的一侧活动安装有安装架。该装置保证对不同尺

寸的平板电脑均能进行三角固定，且使平板电脑

能够顺时针旋转、逆时针旋转和上下左右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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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载用平板电脑支撑装置，包括平板收纳壳体(5)、水平包角架(501)和竖直包

角架(505)，其特征在于：所述平板收纳壳体(5)上设置有水平滑槽(503)和竖直滑槽(507)，

所述平板收纳壳体(5)上固定连接有竖直调整板(504)和水平调整板(508)，所述平板收纳

壳体(5)远离竖直调整板(50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固定包角架(6)，所述平板收纳壳体(5)靠

近竖直调整板(50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连接轴(7)，所述水平包角架(501)活动安装在水平

滑槽(503)内，所述竖直包角架(505)活动安装在竖直滑槽(507)内，所述平板收纳壳体(5)

靠近竖直调整板(50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滚珠旋转盘(4)，所述连接轴(7)的外壁套接有滚

珠环槽盘(3)，所述滚珠环槽盘(3)远离平板收纳壳体(5)的一侧活动安装有旋转连接架

(2)，所述旋转连接架(2)远离滚珠环槽盘(3)的一侧活动安装有安装架(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载用平板电脑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包角架

(501)上活动安装有水平丝杆(502)，所述水平丝杆(502)上螺纹连接有第一限位螺母(8)，

所述竖直调整板(504)上设置有与水平丝杆(502)相匹配的螺纹孔，所述竖直包角架(505)

上活动安装有竖直丝杆(506)，所述竖直丝杆(506)上螺纹连接有第二限位螺母(9)，所述水

平调整板(508)上设置有与竖直丝杆(506)相匹配的螺纹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载用平板电脑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滚珠旋转盘

(4)通过销钉(401)固定连接在平板收纳壳体(5)上，所述平板收纳壳体(5)内部设置有第一

安装孔(509)，所述滚珠旋转盘(4)内部设置有与第一安装孔(509)相对应的第二安装孔

(404)，所述第一安装孔(509)的内壁固定安装有弹簧(403)，所述弹簧(403)的一端固定连

接在第一安装孔(509)，所述弹簧(403)的另一端活动连接有圆滚珠(402)，所述第二安装孔

(404)内活动安装有圆滚珠(402)，所述滚珠旋转盘(4)远离平板收纳壳体(5)的一侧设置有

与圆滚珠(402)相匹配的滚珠嵌孔(405)，所述圆滚珠(402)远离弹簧(403)的一端与滚珠嵌

孔(405)相抵。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载用平板电脑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滚珠环槽盘

(3)上设置有与圆滚珠(402)相匹配滚珠槽(30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载用平板电脑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滚珠环槽盘

(3)通过第二销轴(202)与旋转连接架(2)连接，所述旋转连接架(2)通过第一销轴(201)与

安装架(1)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载用平板电脑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包角架

(6)与水平包角架(501)的水平位置相对应，所述固定包角架(6)与竖直包角架(505)的竖直

位置相对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载用平板电脑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滚珠环槽盘

(3)设置有与连接轴(7)相匹配的连接孔(302)，所述连接轴(7)上设置有卡槽(701)，所述连

接孔(302)的内壁设置有卡箍(303)，所述连接轴(7)上设置有与卡箍(303)相匹配的卡槽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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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载用平板电脑支撑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车载用品领域，具体为一种车载用平板电脑支撑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平板电脑作为一种便于携带的个人电脑，受用人群众多，现如今部分汽车驾驶员

在车内使用平板电脑，使用时需要在车内安装一个平板电脑支撑装置。

[0003] 现有的支撑装置存在以下不足，首先装置不能对不同尺寸的平板电脑进行调整夹

紧，而且对平板电脑的固定性能不佳，汽车颠簸时易滑动甚至脱落，其次平板电脑在装置上

的放置角度不易调整，最后平板电脑在使用的屏幕朝向不易调整，现有装置不能对这三个

因素进行把控，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车载用平板电脑支撑装置，以

解决上述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车载用平板电脑支撑装置，以解决

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车载用平板电脑

支撑装置，包括平板收纳壳体、水平包角架和竖直包角架，所述平板收纳壳体上设置有水平

滑槽和竖直滑槽，所述平板收纳壳体上固定连接有竖直调整板和水平调整板，所述平板收

纳壳体远离竖直调整板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固定包角架，所述平板收纳壳体靠近竖直调整板

的一侧固定连接有连接轴，所述水平包角架活动安装在水平滑槽内，所述竖直包角架活动

安装在竖直滑槽内，所述平板收纳壳体靠近竖直调整板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滚珠旋转盘，所

述连接轴的外壁套接有滚珠环槽盘，所述滚珠环槽盘远离平板收纳壳体的一侧活动安装有

旋转连接架，所述旋转连接架远离滚珠环槽盘的一侧活动安装有安装架。

[0008] 优选的，所述水平包角架上活动安装有水平丝杆，所述水平丝杆上螺纹连接有第

一限位螺母，所述竖直调整板上设置有与水平丝杆相匹配的螺纹孔，所述竖直包角架上活

动安装有竖直丝杆，所述竖直丝杆上螺纹连接有第二限位螺母，所述水平调整板上设置有

与竖直丝杆相匹配的螺纹孔。

[0009] 优选的，所述滚珠旋转盘通过销钉固定连接在平板收纳壳体上，所述平板收纳壳

体内部设置有第一安装孔，所述滚珠旋转盘内部设置有与第一安装孔相对应的第二安装

孔，所述第一安装孔的内壁固定安装有弹簧，所述弹簧的一端固定连接在第一安装孔，所述

弹簧的另一端活动连接有圆滚珠，所述第二安装孔内活动安装有圆滚珠，所述滚珠旋转盘

远离平板收纳壳体的一侧设置有与圆滚珠相匹配的滚珠嵌孔，所述圆滚珠远离弹簧的一端

与滚珠嵌孔相抵。

[0010] 优选的，所述滚珠环槽盘上设置有与圆滚珠相匹配滚珠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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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的，所述滚珠环槽盘通过第二销轴与旋转连接架连接，所述旋转连接架通过

第一销轴与安装架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固定包角架与水平包角架的水平位置相对应，所述固定包角架与竖

直包角架的竖直位置相对应。

[0013] 优选的，所述滚珠环槽盘设置有与连接轴相匹配的连接孔，所述连接轴上设置有

卡槽，所述连接孔的内壁设置有卡箍，所述连接轴上设置有与卡箍相匹配的卡槽。

[001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车载用平板电脑支撑装置，其具备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5] 1、该车载用平板电脑支撑装置，通过设置安装架、旋转连接架、滚珠环槽盘、滚珠

旋转盘和平板收纳壳体等，实现了平板电脑在该装置上多角度调整的功能，一方面保证了

平板电脑的上下翻转和左右翻转，另一方面保证了平板电脑的顺时针旋转和逆时针旋转。

[0016] 2、该车载用平板电脑支撑装置，通过设置平板收纳壳体、固定包角架、水平包角

架、竖直包角架、水平丝杆、竖直丝杆、水平调整板和竖直调整板等，实现了平板电脑在该装

置上的固定，一方面保证了该装置能够针对不同尺寸的平板电脑进行调整和夹紧，另一方

面保证了该装置对平板电脑的三角固定。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平板收纳壳体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图2中A部分放大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图2中B部分放大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构件3-4-5连接剖视图；

[0022] 图6为本实用新型图5中C部分放大图；

[0023] 图7为本实用新型图5中D部分放大图。

[0024] 图中：1安装架、2旋转连接架、201第一销轴、202第二销轴、3滚珠环槽盘、301滚珠

槽、302连接孔、303卡箍、4滚珠旋转盘、401销钉、402圆滚珠、403弹簧、404第二安装孔、405

滚珠嵌孔、5平板收纳壳体、501水平包角架、502水平丝杆、503水平滑槽、504竖直调整板、

505竖直包角架、506竖直丝杆、507竖直滑槽、508水平调整板、509第一安装孔、6固定包角

架、7连接轴、701卡槽、8第一限位螺母、9第二限位螺母。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车载用平板电脑支撑装置，如图1-7所示，包括平板收

纳壳体5、水平包角架501和竖直包角架505，平板收纳壳体5上设置有水平滑槽503和竖直滑

槽507，平板收纳壳体5上固定连接有竖直调整板504和水平调整板508，平板收纳壳体5远离

竖直调整板50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固定包角架6，平板收纳壳体5靠近竖直调整板504的一侧

固定连接有连接轴7，水平包角架501活动安装在水平滑槽503内，竖直包角架505活动安装

在竖直滑槽507内，平板收纳壳体5靠近竖直调整板50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滚珠旋转盘4，连

接轴7的外壁套接有滚珠环槽盘3，滚珠环槽盘3远离平板收纳壳体5的一侧活动安装有旋转

连接架2，旋转连接架2远离滚珠环槽盘3的一侧活动安装有安装架1。

[0026] 通过设置安装架1、旋转连接架2、滚珠环槽盘3、滚珠旋转盘4和平板收纳壳体5等，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1550950 U

4



实现了平板电脑在该装置上多角度调整的功能，一方面保证了平板电脑的上下翻转和左右

翻转，另一方面保证了平板电脑的顺时针旋转和逆时针旋转。

[0027] 水平包角架501上活动安装有水平丝杆502，水平丝杆502上螺纹连接有第一限位

螺母8，竖直调整板504上设置有与水平丝杆502相匹配的螺纹孔，竖直包角架505上活动安

装有竖直丝杆506，竖直丝杆506上螺纹连接有第二限位螺母9，水平调整板508上设置有与

竖直丝杆506相匹配的螺纹孔。

[0028] 通过设置平板收纳壳体5、固定包角架6、水平包角架501、竖直包角架505、水平丝

杆502、竖直丝杆506、水平调整板508和竖直调整板504等，实现了平板电脑在该装置上的固

定，一方面保证了该装置能够针对不同尺寸的平板电脑进行调整和夹紧，另一方面保证了

该装置对平板电脑的三角固定。

[0029] 滚珠旋转盘4通过销钉401固定连接在平板收纳壳体5上，平板收纳壳体5内部设置

有第一安装孔509，滚珠旋转盘4内部设置有与第一安装孔509相对应的第二安装孔404，第

一安装孔509的内壁固定安装有弹簧403，弹簧403的一端固定连接在第一安装孔509，弹簧

403的另一端活动连接有圆滚珠402，第二安装孔404内活动安装有圆滚珠402，滚珠旋转盘4

远离平板收纳壳体5的一侧设置有与圆滚珠402相匹配的滚珠嵌孔405，圆滚珠402远离弹簧

403的一端与滚珠嵌孔405相抵。

[0030] 滚珠环槽盘3上设置有与圆滚珠402相匹配滚珠槽301。

[0031] 滚珠环槽盘3通过第二销轴202与旋转连接架2连接，旋转连接架2通过第一销轴

201与安装架1连接。

[0032] 固定包角架6与水平包角架501的水平位置相对应，固定包角架6与竖直包角架505

的竖直位置相对应。

[0033] 滚珠环槽盘3设置有与连接轴相匹配的连接孔302，连接轴7上设置有卡槽701，连

接孔302的内壁设置有卡箍303，连接轴7上设置有与卡箍303相匹配的卡槽701。

[0034] 工作原理：使用者使用时，先将该装置的安装架1安装在车内，将平板电脑放入平

板收纳壳体5中，使平板电脑的一角抵在固定包角架6上，通过扭旋与竖直调整板504相配合

的水平丝杆502，水平丝杆502和第一限位螺母8带动水平包角架501在水平滑槽503内滑动，

使平板电脑在水平方向上固定，通过扭旋与水平调整板508相配合的竖直丝杆506，竖直丝

杆506和第二限位螺母9带动竖直包角架505在竖直滑槽507内滑动，进而使平板电脑在竖直

方向上固定，从而实现了该装置对不同尺寸的平板电脑均能三角固定。

[0035] 通过连接轴7、卡槽701和卡箍303，使平板收纳壳体5与滚珠环槽盘3之间能够转

动，未施加外力旋转平板收纳壳体5时，弹簧403的作用力使得圆滚珠402抵在滚珠槽301的

底部，进而使平板收纳壳体5不能自由转动，当旋转平板收纳壳体5时，平板收纳壳体5通过

销钉401带动滚珠旋转盘4同步旋转，使滚珠旋转盘4与滚珠环槽盘3发生相对转动，弹簧403

收缩，圆滚珠402与滚珠槽301脱离，进而使平板收纳壳体5自由转动，直到圆滚珠402转动到

下一位置的滚珠槽301，从而实现了平板电脑顺时针旋转和逆时针旋转的功能。

[0036] 旋转连接架2的一侧通过第一销轴201与安装架1连接，旋转连接架2的另一侧通过

第二销轴202与滚珠环槽盘3连接，第一销轴201与第二销轴202在旋转连接架2的两侧垂直

分布，进而使旋转连接架2绕第一销轴201上下翻转，绕第二销轴202左右翻转，从而使实现

了平板电脑上下翻转和左右翻转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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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通过设置安装架1、旋转连接架2、滚珠环槽盘3、滚珠旋转盘4和平板收纳壳体5等，

实现了平板电脑在该装置上多角度调整的功能，一方面保证了平板电脑的上下翻转和左右

翻转，另一方面保证了平板电脑的顺时针旋转和逆时针旋转。

[0038] 通过设置平板收纳壳体5、固定包角架6、水平包角架501、竖直包角架505、水平丝

杆502、竖直丝杆506、水平调整板508和竖直调整板504等，实现了平板电脑在该装置上的固

定，一方面保证了该装置能够针对不同尺寸的平板电脑进行调整和夹紧，另一方面保证了

该装置对平板电脑的三角固定。

[003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本行

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实用新型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

的只是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实用新型还

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实用新型范围内。本实用新型

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1550950 U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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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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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9

CN 211550950 U

9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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