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189880.6

(22)申请日 2018.10.1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27845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1.29

(73)专利权人 业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地址 611730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区合

作路689号

    专利权人 业成光电（深圳）有限公司　

英特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侯敦砚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希盛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51226

代理人 杨冬梅　张行知

(51)Int.Cl.

B43L 21/00(2006.01)

G06F 3/041(2006.01)

G06F 3/04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5159508 A,2015.12.16

CN 207650778 U,2018.07.24

审查员 李思慧

 

(54)发明名称

白板擦及板擦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白板擦及板擦系统，该白板

擦用于擦拭电子白板，该白板擦包括：用于物理

擦拭电子白板的擦拭部；以及用于供电子白板感

应白板擦作用范围以进行电子擦拭的导电部，导

电部与擦拭部连接。本发明的白板擦及板擦系统

不仅可以避免湿润的擦拭部在擦拭电子白板时

出现触控误判的风险，而且还可以实现电子白板

上数字图案与非数字图案的同时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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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白板擦，用于擦拭电子白板，其特征在于，包括：

用于物理擦拭所述电子白板的擦拭部；

用于供所述电子白板感应所述白板擦作用范围以进行电子擦拭的导电部，所述导电部

与所述擦拭部连接；以及

处理单元、调控单元，所述调控单元用于根据所述导电部的实际尺寸生成与所述导电

部的实际尺寸具有不同比例的虚拟尺寸，并将所述虚拟尺寸信号通过所述处理单元传递至

所述电子白板，所述电子白板识别所述虚拟尺寸并根据所述虚拟尺寸生成与所述白板擦作

用范围一致的感应区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白板擦，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电部设于所述擦拭部的边缘，且

环绕所述擦拭部；或

所述擦拭部的一侧开设有容置槽，所述导电部容置于所述容置槽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白板擦，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电部与所述擦拭部层叠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白板擦，其特征在于，所述白板擦还包括手持部，所述导电部

与所述擦拭部设于所述手持部的同一侧，且所述导电部与所述手持部电荷导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白板擦，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持部包括手持本体以及设于所述

手持本体一侧的导电把手，所述导电部与所述擦拭部设于所述手持本体远离所述导电把手

的一侧，且所述导电部通过所述手持本体与所述导电把手电荷导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白板擦，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持本体包括壳体以及导电块，所

述导电块设于所述壳体与所述擦拭部之间，所述导电把手通过所述导电块与所述导电部电

荷导通，所述壳体内设有腔室，所述腔室用于储存清洗液，所述清洗液用于湿润所述擦拭

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白板擦，其特征在于，所述白板擦还包括控制单元，所述控制

单元用于将所述腔室内的清洗液转移至所述擦拭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白板擦，其特征在于，所述白板擦还包括切换单元，所述切换

单元用于切换所述电子白板的处理状态，并将切换信号通过所述处理单元传递至所述电子

白板，所述处理状态包括第一状态以及第二状态；

当所述电子白板的处理状态处于所述第一状态时，所述电子白板忽略所述白板擦作用

范围内的触控感应，当所述电子白板的处理状态处于所述第二状态时，所述电子白板接收

所述白板擦作用范围内的触控感应。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白板擦，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电部远离所述手持部的一面，与

所述擦拭部远离所述手持部的一面平齐。

10.一种板擦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电子白板；以及

如权利要求1至9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白板擦，用于擦拭所述电子白板；

其中，当所述电子白板接收所述白板擦作用范围内的触控感应时，所述导电部以电子

擦拭的方式擦拭所述电子白板上的数字图案，所述擦拭部以物理擦拭的方式擦拭所述电子

白板上的非数字图案；当所述电子白板忽略所述白板擦作用范围内的触控感应时，所述擦

拭部以物理擦拭的方式擦拭所述电子白板上的非数字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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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板擦及板擦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子白板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白板擦及板擦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电子白板是一种先进的教育或会议辅助人机交互设备，它可以配合投影机、电脑

等工具，实现无尘书写、随意书写、远程交流等功能。业界的电子白板在用于教学使用时，还

会时常和传统的使用方式结合，例如：在电子白板上，使用水粉笔做标记和书写，由于水粉

笔所用水粉颜料为水溶性粉质颜料，具有溶于水的特性，因此擦拭水粉颜料所用的白板擦

的擦拭部(例如：棉布或海绵)必须具有一定的湿度。

[0003] 然而，白板擦上擦拭部的湿润状态难以掌控，电子白板的触控面板上的电荷可以

透过湿润的擦拭部被人手吸收，从而造成触控面板上电容量的变化，湿润的擦拭部所对应

的触控面板上的触控部被侦测感应，也即此时电子白板将出现触控误判。另外，现有的白板

擦只能擦拭电子白板上的非数字图案(非电子图案)，不能同时擦拭电子白板上的数字图案

(电子图案)，擦拭方式过于单一。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此，有必要针对白板擦擦拭方式过于单一以及湿润的白板擦在擦拭电子白板

时容易出现触控误判的问题，提供一种白板擦及板擦系统。

[0005] 一种白板擦，用于擦拭电子白板，包括：

[0006] 用于物理擦拭所述电子白板的擦拭部；以及

[0007] 用于供所述电子白板感应所述白板擦作用范围以进行电子擦拭的导电部，所述导

电部与所述擦拭部连接。

[000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导电部设于所述擦拭部的边缘，且环绕所述擦拭部；或

[0009] 所述擦拭部的一侧开设有容置槽，所述导电部容置于所述容置槽内。

[001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导电部与所述擦拭部层叠设置。

[001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白板擦还包括手持部，所述导电部与所述擦拭部设于

所述手持部的同一侧，且所述导电部与所述手持部电荷导通。

[001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手持部包括手持本体以及设于所述手持本体一侧的导

电把手，所述导电部与所述擦拭部设于所述手持本体远离所述导电把手的一侧，且所述导

电部通过所述手持本体与所述导电把手电荷导通。

[001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手持本体包括壳体以及导电块，所述导电块设于所述

壳体与所述擦拭部之间，所述导电把手通过所述导电块与所述导电部电荷导通，所述壳体

内设有腔室，所述腔室用于储存清洗液，所述清洗液用于湿润所述擦拭部。

[0014]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白板擦还包括控制单元，所述控制单元用于将所述腔

室内的清洗液转移至所述擦拭部。

[0015]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白板擦还包括处理单元以及切换单元，所述切换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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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切换所述电子白板的处理状态，并将切换信号通过所述处理单元传递至所述电子白

板，所述处理状态包括第一状态以及第二状态；当所述电子白板的处理状态处于所述第一

状态时，所述电子白板忽略所述白板擦作用范围内的触控感应，当所述电子白板的处理状

态处于所述第二状态时，所述电子白板接收所述白板擦作用范围内的触控感应。

[001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白板擦还包括调控单元，所述调控单元用于根据所述

导电部的实际尺寸生成与所述导电部的实际尺寸具有不同比例的虚拟尺寸，并将所述虚拟

尺寸信号通过所述处理单元传递至所述电子白板，所述电子白板识别所述虚拟尺寸并根据

所述虚拟尺寸生成与所述白板擦作用范围一致的感应区域。

[0017] 同时，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板擦系统，包括：

[0018] 电子白板；以及

[0019] 上述白板擦，用于擦拭所述电子白板；

[0020] 其中，当所述电子白板接收所述白板擦作用范围内的触控感应时，所述导电部以

电子擦拭的方式擦拭所述电子白板上的数字图案，所述擦拭部以物理擦拭的方式擦拭所述

电子白板上的非数字图案；当所述电子白板忽略所述白板擦作用范围内的触控感应时，所

述擦拭部以物理擦拭的方式擦拭所述电子白板上的非数字图案。

[0021] 本发明提供的白板擦及板擦系统具有如下优点：

[0022] 擦拭部与电子白板接触，电子白板能够通过导电部感应白板擦在电子白板上的作

用范围，当白板擦擦拭电子白板上的水溶性图案时，擦拭部需要处于湿润状态，电子白板上

的电荷可以通过湿润的擦拭部和导电部被人手吸收，触控面板上产生电容量的变化，白板

擦作用的范围内将产生触控感应。此时，为避免在清洁电子白板时，湿润的擦拭部产生触控

误报，电子白板能够忽略白板擦作用范围内的触控感应，也即忽略湿润的擦拭部和导电部

所产生的触控感应，从而可以避免湿润的擦拭部在擦拭电子白板(例如：触摸面板上的水粉

颜料)时出现触控误判的风险。另外，若电子白板的处理器接收白板擦作用范围内的触控感

应，该白板擦不仅可以通过湿润的擦拭部擦拭电子白板的触控面板上的非数字图案(例如：

触摸面板上的水溶性水粉颜料)，同时还可以通过导电部和湿润的擦拭部擦拭电子白板的

显示面板上的数字图案。同理，当白板擦不需要擦拭电子白板上的水溶性图案时，也即擦拭

非水溶性图案时，擦拭部不必处于湿润状态，也即此时擦拭部处于干燥状态时，若电子白板

的处理器忽略白板擦作用范围内的触控感应时，干燥的擦拭部可以擦拭触控面板上的非数

字图案(非水溶性水粉颜料，易擦拭)，当电子白板的处理器接收白板擦作用范围内的触控

感应时，该白板擦不仅可以通过干燥的擦拭部擦拭电子白板的触控面板上的非数字图案

(非水粉颜料，易擦拭)，而且同时还可以通过导电部擦拭电子白板的显示面板上的数字图

案。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白板擦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另一实施方式的白板擦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另一实施方式的白板擦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图1中的擦拭部处于湿润状态下的白板擦的俯视图；

[0027] 图5为图4中的白板擦具有不同感应区域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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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6为图1中的白板擦擦拭电子白板过程的流程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

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发

明。但是本发明能够以很多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施，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

违背本发明内涵的情况下做类似改进，因此本发明不受下面公开的具体实施的限制。

[0030] 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固定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元件上

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元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

到另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

[0031]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地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

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32]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白板擦10，用于擦拭电子白板。该白板擦10可以擦

拭电子白板上的非数字图案，也即非电子图案(此时的擦拭为物理擦拭，例如，当电子白板

的最外层为玻璃盖板时，白板擦10可以擦拭玻璃盖板上的用水粉笔画的非数字图案)，白板

擦10也可以擦拭电子白板上的数字图案，也即电子图案(此时的擦拭为电子擦拭，例如，白

板擦10可以擦拭通过手指、电容笔等书写于电子白板的触控面板，并显示于电子白板的显

示面板的数字图案)。其中，上述白板擦10与电子白板能够形成板擦系统，用以教学或会议

辅助使用。

[0033]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上述电子白板为电容式电子白板。电容式电子白板的触控

原理如下：通过手指、电容笔等接触电子白板的触控面板，电子白板上的电荷被吸收，触控

面板的导电膜的电容值发生改变，从而识别出触控面板上的触控指令进而实现触控操作，

并同时在显示面板上显示相应的数字图案。

[0034] 该白板擦10包括手持部100、擦拭部200以及导电部300。

[0035] 擦拭部200以及导电部300分别与手持部100连接，擦拭部200用于实施物理擦拭，

导电部300用于实施电子擦拭。在本实施例中，导电部300与擦拭部200设于手持部100的同

一侧，从而可以同时进行物理擦拭与电子擦拭。擦拭部200与导电部300组成擦拭模块10a。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擦拭模块10a与手持部100的连接方式可为可拆卸连接。如此，当导

电部300与擦拭部200组成的擦拭模块10a由于使用时间过长而磨损时，可以便于用户更换

擦拭模块10a。

[0036] 手持部100具有导电性能，并与导电部300直接连接，从而当使用者手持手持部100

时，使用者的手通过手持部100与导电部300导通，导电部300可供电子白板感应白板擦10与

电子白板的作用范围。其中，手持部100与导电部300均可采用具有导电性能的金属材料或

非金属材料制成。

[0037] 具体地，手持部100可以采用具有一定刚性的金属材料制成。导电部300可采用导

电布料或导电纤维等具有导电性能的柔性材料制作而成，如此，当导电部300直接与电子白

板接触时，不仅能有效去除数字图案，而且还能避免硬质的导电部300损伤电子白板。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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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200可以采用具有吸水性能的棉布或海绵等柔性材料制成，如此，不仅能有效去除非数字

图案，而且还能避免硬质的擦拭部损伤电子白板。

[0038] 在本实施例中，导电部300与擦拭部200连接并位于擦拭部200的边缘。如此，可根

据导电部300的形状直接准确掌握电子白板感应白板擦10的作用范围。具体地，在本实施例

中，导电部300环绕擦拭部200。更具体地，导电部300远离手持部100的一面与擦拭部200远

离手持部100的一面齐平。如此，导电部300能够直接与电子面板的触控面板接触，进而可以

增强导电部300对触控面板上电荷的感应。

[0039] 在其它实施例中，如图2和图3所示，导电部300远离手持部100的一面与擦拭部200

远离手持部100的一面也可以不齐平，也即导电部300也可以与触控面板不直接接触，只要

导电部300与触控面板的间隔距离在一定范围内，使得导电部300能够感应触控面板上的电

荷即可。如图2所示，擦拭部200靠近手持部100的一侧开设有容置槽210，导电部300容置于

容置槽210内。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该容置槽210为开设于擦拭部200边缘的环形槽。

[0040] 请参考图3，在本实施例中，手持部100、导电部300、擦拭部200也可以沿一个方向

顺序连接，导电部300与擦拭部200层叠设置，此时擦拭部200足够薄，使得导电部300能够感

应触控面板上的电荷即可。

[0041] 需要说明的是，在其它实施例中，手持部100可以省略，此时电子白板上的电荷可

直接经由导电部300被人手感应，以改变触控面板的导电膜的电容值，从而识别出触控面板

上的触控指令进而实现触控操作，并同时在显示面板上显示相应的数字图案。

[0042] 在上述白板擦10擦拭电子白板时，若电子白板接收白板擦10作用范围内的触控感

应，导电部300以电子擦拭的方式擦拭电子白板上的数字图案，擦拭部200以物理擦拭的方

式擦拭电子白板上的非数字图案；若电子白板忽略白板擦作用范围内的触控感应，擦拭部

200以物理擦拭的方式擦拭电子白板上的非数字图案。

[0043] 请参考图6，在上述白板擦10擦拭电子白板的过程中，擦拭部200与电子白板接触，

电子白板能够通过导电部300感应白板擦10在电子白板上的作用范围，当白板擦10擦拭电

子白板上的水溶性图案时，擦拭部200需要处于湿润状态(如图4所示，擦拭部200上含有清

洗液20，清洗液20可以为水)，电子白板上的电荷可以通过湿润的擦拭部200和导电部300被

人手吸收，触控面板上产生电容量的变化，白板擦10作用的范围内将产生触控感应。此时，

为避免在清洁电子白板时，湿润的擦拭部200产生触控误报，电子白板内的处理器能够忽略

白板擦10作用范围内的触控感应，也即忽略湿润的擦拭部200和导电部300所产生的触控感

应，从而可以避免湿润的擦拭部200在擦拭电子白板(例如：触摸面板上的水粉颜料)时出现

触控误判的风险。

[0044] 另外，若电子白板的处理器接收白板擦10作用范围内的触控感应，该白板擦10不

仅可以通过湿润的擦拭部200擦拭电子白板的触控面板上的非数字图案(例如：触摸面板上

的水溶性水粉颜料)，同时还可以通过导电部300和湿润的擦拭部200擦拭电子白板的显示

面板上的数字图案。

[0045] 同理，当白板擦10不需要擦拭电子白板上的水溶性图案时，也即擦拭非水溶性图

案时，擦拭部200不必处于湿润状态，也即此时擦拭部200处于干燥状态时，若电子白板的处

理器忽略白板擦10作用范围内的触控感应时，干燥的擦拭部200可以擦拭触控面板上的非

数字图案(非水溶性水粉颜料，易擦拭)，当电子白板的处理器接收白板擦10作用范围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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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控感应时，该白板擦10不仅可以通过干燥的擦拭部200擦拭电子白板的触控面板上的非

数字图案(非水粉颜料，易擦拭)，而且同时还可以通过导电部300擦拭电子白板的显示面板

上的数字图案。

[0046] 进一步，在本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白板擦10还包括处理单元400以及切换单元

500，切换单元500用于切换电子白板的处理器的处理状态，并将切换信号通过处理单元400

传递至电子白板的处理器，处理状态包括第一状态以及第二状态，当电子白板的处理状态

处于第一状态时，电子白板忽略白板擦10作用范围内的触控感应，当电子白板的处理状态

处于第二状态时，电子白板接收白板擦10作用范围内的触控感应。如此，可以通过操控切换

单元500来决定电子白板的处理器是接收还是忽略白板擦10作用范围内的触控感应，以实

现该白板擦10是同时擦拭电子白板的触控面板上的非数字图案和显示面板上的数字图案，

还是只擦拭电子白板的触控面板上的非数字图案。

[0047] 进一步，在本实施例中，白板擦10还包括调控单元600，调控单元600用于根据导电

部300的实际尺寸生成与导电部300的实际尺寸具有不同比例的虚拟尺寸，并将虚拟尺寸信

号通过处理单元400传递至电子白板的处理器，电子白板的处理器识别虚拟尺寸并根据虚

拟尺寸在电子白板的触控面板上生成与白板擦作用范围一致的感应区域。例如，如图5所

示，导电部300的虚拟尺寸可为导电部300的实际尺寸的1倍(第一感应区域30a)、2倍(第二

感应区域30b)、或3倍(第三感应区域30c)等等。如此，当白板擦10同时擦拭电子白板的触控

面板上的图案和显示面板上的数字图案时，可以通过增大感应区域300a的大小来扩大白板

擦10在显示面板上的擦拭面积，加速擦拭电子白板的显示面板上的数字图案。

[0048] 进一步，在本实施例中，手持部100包括手持本体110以及导电把手120，擦拭部200

与手持本体110连接，导电把手120设于手持本体110远离擦拭部200的一侧，且导电把手120

通过手持本体110与导电部300电连接。如此，在人手能够感应电子白板的触控面板上的电

荷的前提下，方便了用户通过导电把手120手持白板擦10进行电子白板的擦拭作业。具体

地，在本实施例中，手持本体110包括壳体111以及导电块112，导电块112设于壳体111与擦

拭部200之间，导电把手120通过导电块112与导电部300电连接。

[0049] 进一步，在本实施例中，壳体111内设有腔室111a，腔室111a用于储存清洗液20，清

洗液20可以为水。如此，在清洗液20缺乏或不方便拿取时，可以直接使用腔室111a内的清洗

液20湿润擦拭部200，以通过湿润的擦拭部200(参考图4)擦净电子白板的触控面板上的图

案(水粉颜料或非水粉颜料)。

[0050] 进一步，在本实施例中，白板擦10还包括控制单元700，控制单元700用于将腔室

111a内的清洗液20转移至擦拭部200。如此，在擦拭电子白板的触控面板的过程中，便于用

户将腔室111a内的清洗液20转移至擦拭部200，以湿润擦拭部200，从而便于擦净触控面板

上的图案(水粉颜料或非水粉颜料)。其中，上述控制单元700可以包括一喷液管和喷水开

关，通过控制喷水开关的开启可以将腔室111a内的清洗液20通过喷液管输送至擦拭部200

上。

[0051]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白板擦10具有如下优点：

[0052] 1、本发明白板擦10的结构简单，容易实现，并且使用方法直观容易上手；

[0053] 2、本发明白板擦10解决了旧式白板擦使用时可能对触控面板造成的误动作，并且

本发明的白板擦10增加了可清除显示面板内容的功能，使用上更加方便，实现了用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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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就可以实现清除触控面板上的图案以及显示面板上的数字图案的能力；

[0054] 3、本发明白板擦10在使用时，不需要对电子白板的处理器以及触控面板做硬件变

动，只需要修改重新设定处理器的参数或程序即可。

[0055]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56]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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