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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型智能黑板，包括黑板

框架，所述黑板框架内设置有左、中、右三块防眩

光黑色透视玻璃，所述三块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

组成一个黑板平面，所述中间的防眩光黑色透视

玻璃背部贴附有一种纳米触控膜，所述纳米触控

膜背部安装有显示屏，所述显示屏连接有智能操

作系统主机。本发明的优点：既可以粉笔书写、又

可以采用白板水笔书写，还可以进行触摸互动，

可代替传统的普通白板、黑板，以及电子白板，做

到了一板多用，用途范围更广。互动的演示可以

拥有更好的展示效果，便于理解和记忆，还能存

储教育内容，方便学生课外学习。采用独有的改

变黑色透视玻璃表面粗糙度的技术，对高光进行

过滤，减少对视网膜的伤害，有利于儿童视力的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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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智能黑板，其特征在于：包括黑板框架以及设置在黑板框架内的左、中、右

三块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所述左、中、右三块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具有相同的高度，并且，

在宽度方向上，所述中间的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大于所述左、右的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整

体上呈中间玻璃大，两侧玻璃小的左右对称结构，三块所述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组成一个

黑板平面；

所述中间的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背部贴敷具有多点触控功能的纳米触控膜，所述纳米

触控膜背部安装有显示屏；

所述中间的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表面具有适合于粉笔和水笔书写的粗糙度，所述粗糙

度为0.7μm、0.79μm、0.85μm、0.9μm；

所述显示屏连接智能操作系统主机；在打开显示屏时，显示的内容可与左、右两块玻璃

上进行交互式的触摸互动，而关掉显示屏的内容时又显示为一块整体的黑板，可在上面用

水笔及粉笔来书写；

所述智能操作系统主机可根据所述纳米触控膜得到的指令进行读取和存储数据，所述

智能操作系统主机还无线连接有一用于存储和下载数据的云端服务器，能够把教育内容即

时存储在云端，方便学生在课外下载资料进行复习，形成了硬件+内容+服务的生态模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智能黑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的生产

方法为高温喷涂或者化学溶解，其中：高温喷涂为：在300～350℃的温度下，将粒径为0.3～

0.9μm的玻璃粉末喷涂在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表面，改变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表面的平整

度；化学溶解：用纯度为65％～85％的浓酸，与水按照1∶1～1∶2的比例配制成酸性溶液，均

匀喷洒在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表面，破坏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表面的平整度。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8515792 B

2



新型智能黑板

[0001] 本申 请为分案申 请 ，原申 请的申 请日 为 2 0 1 4 年 7 月2 9日 ，申 请号为

“201410366664.X”，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智能黑板”。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的是一种教学黑板，具体涉及的是一种既可以粉笔书写、又可以采用

白板水笔书写，还可以进行触摸互动的一种新型智能黑板。

背景技术

[0003] 现代教学传统黑板只能书写粉笔，其不能同时使用水笔书写，又不能在黑板上播

放视屏，浏览网页，无法将教学内容推送到云端，同时又不能像液晶白板一样进行触摸互

动；同样，在办公室使用的白板，也只能用水笔书写。在计算机应用越来越广的今天，计算机

逐渐被搬到了教室里面，电化教学也成了教学的一个趋势，例如投影仪以及电子白板等。

[0004] 目前液晶白板开始更多的进入学校教室，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例如申请号为

200910196381.4的中国专利：一种多功能复合式电子白板，包括前后的表面层，中间的电磁

材料板芯和表面层内、电磁材料板芯外用以保护板芯的支撑材料层及四周的外框，电磁材

料板芯与板芯下方的板芯控制电路电连接，其特征是在板芯下方还设置有微机主板和主板

连接的LCD显示器，所述微机主板包括微处理器、存储器和输入输出接口模块，板芯控制电

路连接微机主板的输入输出接口模块，输入输出接口模块连接有电源插头、投影仪插头和

USB插槽。本发明使电子白板增加了电脑的功能，而且演示的方式可以选择，方便了用户。又

如申请号为201220031657.0的中国专利：一种纳米交互式电子白板，包括主控计算机、液晶

显示器以及触控设备，所述液晶显示器的视频输入端接主控计算机的视频输出口，所述液

晶显示器位于触控设备的一侧，所述触控设备包括亚克力面板，在亚克力面板的一侧依次

粘贴有纳米触控膜和附着膜，该纳米触控膜具有纳米触控膜控制器；所述液晶显示器将视

频图像通过纳米触控膜呈现在亚克力板上，纳米触控膜控制器的输出接口与主控计算机的

输入接口连接，从而到达可以互动的电子黑板。本实用新型的纳米交互式电子白板可用于

学校教室、企业会议室、多种活动展厅等多种场所，用户可以通过手指或者特殊触控笔来代

替粉笔操作，简单方便，并且提供外接USB接口，用户可以随意上传需要的资料。在申请号为

201320061966.7的中国专利：一种触控式智能黑板，包括触摸屏、LED显示器、控制器、触摸

屏及LED显示屏的驱动模块、USB接口、网线接口和与PC机通信的接口；USB接口、网线接口和

与PC机通信的接口均与控制器连接；触摸屏和LED显示器均通过触摸屏及LED显示屏的驱动

模块连接控制器。所述的触控式智能黑板还包括与控制器相连的WI-FI模块。该触控式智能

黑板易于实施，功能丰富，且摒弃了非环保材料的黑板和粉笔书写模式，改用LED显示屏和

手写或电子笔书写方式，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

[0005] 上述的专利技术，都是将传统的黑板或者白板完全电子化，但是根据人多年的使

用习惯以及便利性，用粉笔或者水笔书写是最方便、最灵活、最节约时间的，在时间有限的

一节课上，很多时候还是会用粉笔；并且如果遇到停电情况，电子设备就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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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到两者兼备，有在教室或办公室里同时安装电子显示板以

及传统的黑板或白板，但因为两者不在同一个平面上，使用起来需要不断拉动，使用非常不

方便；而且这样成本更高，有的地方空间有限，无法实现同时安装。

[0007] 申请号为201010558068.3的中国专利：一种智能黑板，包括黑板体，黑板体上方设

有两个摄像头，黑板体下方设有两个音箱，摄像头和音箱之间安装有控制面板，黑板体中间

安装有感应面板；黑板体底部设有U盘插口；控制面板和感应面板为有机玻璃板；黑板体背

面安装有太阳能光电板。本发明提供的智能黑板，由于将摄像头、音箱和感应面板安装在黑

板体上，通过控制面板控制，既能实现粉笔书写的传统功能，又能实现电子白板的显示功

能，还具有播放功能，结构简单、使用方便；U盘的设计增加了移动存储功能；太阳能光电板

的安装使得本发明可以自己收集太阳光产生电能，不需依靠外界电能。

[0008] 另外，现代多媒体教学中投影仪在教学当中的问题灯泡亮度偏低，学生长时间观

看会影响视力，而且灯泡的使用寿命到了需要更换，增加了教学办公成本。同时，目前市场

上显示屏的亮度比较高，会对儿童视网膜造成一定损害，近距离触摸互动后更会对眼睛产

生损伤。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既可以粉笔书写、又可以采用白板水笔书写，还可

以进行触摸互动的一种新型智能黑板。

[0010] 为了达到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如下：

[0011] 一种智能黑板，包括黑板框架，所述黑板框架内设置有左、中、右三块防眩光黑色

透视玻璃，所述三块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组成一个黑板平面，所述中间的防眩光黑色透视

玻璃背部贴敷有一片纳米触控膜，所述纳米触控膜背部安装有显示屏，所述显示屏连接有

智能操作系统主机。

[0012]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表面的粗糙度为0.3～0.4μm。

[0013]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表面的粗糙度为0.34～0.4μm。

[0014]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表面的粗糙度为0.7～0.9μm。

[0015]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表面的粗糙度为0.79～0.85μm。

[0016] 所述黑色防眩光的透视玻璃是通过两种生产工艺方式形成：一种是高温喷涂工

艺：在300～350℃的温度下，将粒径为0.3～0.9μm的玻璃粉末喷涂在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

表面，改变玻璃表面的平整，使其形成一种漫反射的粗糙度，达到一种防眩光的状态；另外

一种是通过化学的工艺，即使用纯度为65％～85％的高浓度(视气温高低不一样其浓度也

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的酸性液体与水按照一定1:1～1:2的配比(视气温高低不一样，其配比

度也需做相应的调整)，喷洒在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表面，破坏玻璃表面的平整度，也能使

其形成一种漫反射的粗糙度。从而达到一种既能透光，又能防眩光的状态。

[0017] 所述纳米触控膜贴附过程为：1)、将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表面的灰尘及其它的任

何微颗粒状的东西去掉，将洁净的水均匀的喷洒在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表面，然后用专用

的玻璃刮板将水刮干净；2)、在纳米触控膜上均匀的喷洒好水后贴附在防眩光黑色透视玻

璃上，再用刮板将纳米触控膜与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之间的水去除掉，2个小时后用粘合剂

粘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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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还包括与所述智能操作系统主机无线连接的云端服务器，

所述云端服务器用于存储和下载数据。

[0019] 智能操作系统主机犹如现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可根据纳米触控膜上得到的指

令进行读取和存储数据。且该智能操作系统主机还可无线连接有一用于存储和下载数据的

云端服务器，能够把教育内容即时存储在云端，类似于搭建的云端服务分享平台，方便学生

在课外下载资料进行复习，形成了硬件+内容+服务的生态模式，这对市场上单独电子白板，

是一个质的的飞跃。

[0020] 中间一块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的特征在于其纳米触控膜以及带有智能操作系统

主机的显示屏，所以在打开显示屏时，显示的内容可以与左、右两块黑色防眩光玻璃上进行

交互式的触摸互动，便于对显示的内容在左、右两块黑色防眩光玻璃上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和补充，让听讲的人便于理解，记忆更深。而关掉显示屏的内容时又显示为一块整体的黑

板，又可以在上面用水笔及粉笔来书写。

[0021] 纳米触控膜的特征在于纳米触控技术：该产品具有多点触控功能，定位精准，像操

作苹果iPad一样流畅。目前市场上的电子白板显示主要采用红外触摸方式，无论从精度上

还是多点触摸上，都不如纳米触控技术。

[0022] 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的特征在于改变黑色透视玻璃表面粗糙度的技术，在不透光

的情况下显示为一整块黑色的版面，如果粗糙度过小，则黑板越光滑，这样不仅书写不方

便、易打滑，也容易反光，影响了部分位置人员的观看；如果粗糙度过大，则画面会比较模

糊，也比较浪费粉笔或者水笔。其表面的粗糙度在0.3μm～0.4μm之间时，表面书写方式为水

笔方式；其表面的粗糙度在0.7μm～0.9μm之间时，其表面的书写方式为水笔、粉笔。

[0023] 本发明具有的有益效果：

[0024] 既可以粉笔书写、又可以采用白板水笔书写，还可以进行触摸互动，创新整合的技

术，可代替传统的普通白板、黑板，以及电子白板，做到了一板多用，用途范围更广。互动的

演示可以拥有更好的展示效果，便于理解和记忆，还能存储教育内容，方便学生课外学习。

[0025] 采用独有的改变黑色透视玻璃表面粗糙度的技术，对高光进行过滤，减少对视网

膜的伤害，有利于儿童视力的健康。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智能黑板未开显示屏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智能黑板打开显示屏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智能黑板中间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实施

例。

[0030] 结合图1、图2和图3所示，一种智能黑板，包括黑板框架100，黑板框架100内设置有

左、中、右三块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所述三块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组成一个黑板平面，中

间的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200背部贴敷有一片纳米触控膜300，纳米触控膜300背部安装有

显示屏400，显示屏400连接有智能操作系统主机。智能操作系统主机无线连接有一云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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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云端服务器用于存储和下载数据。

[0031] 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200表面的粗糙度为0.3～0.4μm，优选的是0.34～0.4μm，此

时表面书写方式为水笔方式。

[0032] 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200表面的粗糙度为0.7～0.9μm，优选的是0.79～0.85μm，此

时表面的书写方式为水笔、粉笔。

[0033] 纳米触控膜300贴附在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200上的过程为：第一必须要将光防眩

光黑色透视玻璃200表面的灰尘及其它的任何微颗粒状的东西去掉，将洁净的水均匀的喷

洒在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200表面，然后用专用的玻璃刮板将水刮干净；第二在纳米触控膜

300上均匀的喷洒好水后贴附在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200上，在用刮板将纳米触控膜300与

防眩光黑色透视玻璃200之间的水去除掉，等2个小时后用粘合剂粘牢后就可以进行电性连

接了。

[0034]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而并非限制本发明所描述的技术

方案，因此，尽管本说明书参照上述的各个实施例对本发明已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但是，本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仍然可以对本发明进行修改或等同替换，而一切不脱离本

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技术方案及其改进，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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