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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的属于宣传装置技术领域，

具体为一种新型数字媒体的旅游文创产品宣传

装置，包括调节组件、保护组件和展示组件，所述

调节组件包括底座、电机、转板和万向轮，所述底

座内壁底部中心固定安装所述电机，所述底座顶

部中心开设有所述转板，所述转板位于所述电机

上方，所述底座底部四周固定安装所述万向轮。

该实用新型能够实现代替传统的旅游文创产品

宣传方式，可同时让多名游客对展示的内容进行

自由操作，提升展品对游客的吸引力与游客的代

入感，装有保护装置，使得本装置可长期持续性

使用，同时，游客可将展示内容自由复制到手机

内部，替代了普通传单宣传的方式，防止纸张资

源浪费，节能环保，结构简单，成本较低廉的综合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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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数字媒体的旅游文创产品宣传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调节组件(100)、保

护组件(200)和展示组件(300)，所述调节组件(100)包括底座(110)、电机(120)、转板(130)

和万向轮(140)，所述底座(110)内壁底部中心固定安装所述电机(120)，所述底座(110)顶

部中心开设有所述转板(130)，所述转板(130)位于所述电机(120)上方，所述底座(110)底

部四周固定安装所述万向轮(140)，所述底座(110)顶部固定安装所述保护组件(200)，所述

保护组件(200)包括主架体(210)、日光灯(220)和卷帘门(230)，所述主架体(210)前侧壁顶

固定安装所述卷帘门(230)，所述主架体(210)内壁顶部固定安装所述日光灯(220)，所述主

架体(210)内部固定安装所述展示组件(300)，所述展示组件(300)包括支撑柱体(310)、电

子展示板(320)、手机连接线(330)和扩音器(340)，所述支撑柱体(310)固定安装在所述主

架体(210)内壁底部中心，所述支撑柱体(310)前侧壁固定安装所述电子展示板(320)，所述

电子展示板(320)右侧壁固定安装所述手机连接线(330)，所述电子展示板(320)顶部固定

安装所述扩音器(34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数字媒体的旅游文创产品宣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主架体(210)整体形状为方形柱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数字媒体的旅游文创产品宣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卷帘门(230)为电动澳式卷闸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数字媒体的旅游文创产品宣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支撑柱体(310)固定连接于所述转板(130)上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数字媒体的旅游文创产品宣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支撑柱体(310)与所述电子展示板(320)均关于所述电机(120)中轴线对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数字媒体的旅游文创产品宣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电子展示板(320)的屏幕为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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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数字媒体的旅游文创产品宣传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宣传装置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新型数字媒体的旅游文创产品宣

传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文化创意产品(文创产品)是艺术衍生品的一种，通过设计者自己对于文化的理

解，将原生艺术品的文化元素与产品本身的创意相结合，形成的一种新型文化创意产品。说

简单点，文创产品就是一个创意通过赋予其价值使之产品化。文化旅游纪念品、办公用品、

家居日用品、科技日用造型设计、工艺品等都属于文创产品一类。在旅游领域，文创产品是

丰富旅游体验和提升旅游档次的主要途径。独特的文创产品，不仅能够提升景区的品牌形

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能扩大景区的传播范围。特别是现在随着互联网流量红利逐渐消

失，获客成本不断增加，中小城市旅游区及小型景区更是面临着渠道短缺的困扰。所以发展

文创产业应是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趋势。

[0003] 现有技术当中的旅游文创产品宣传多以横幅海报、电视广告、纸质传单等方式，这

类方式宣传效果差，展品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强，游客自身的代入感也很低。同时，宣传传单

大量的散发极容易造成资源浪费，部分游客随意乱扔传单，也对环境造成破坏；普通的横幅

海报等，吸引力较差，这类海报长时间置于室外，容易受到自然腐蚀，需要频繁更换；而投放

电视广告的方式，资金过高，效果不显著，因此需要研发一种新型数字媒体的旅游文创产品

宣传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部分的目的在于概述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的一些方面以及简要介绍一些较

佳实施方式。在本部分以及本申请的说明书摘要和实用新型名称中可能会做些简化或省略

以避免使本部分、说明书摘要和实用新型名称的目的模糊，而这种简化或省略不能用于限

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05] 鉴于现有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本实用新型。

[0006] 因此，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新型数字媒体的旅游文创产品宣传装置，能

够实现代替传统的旅游文创产品宣传方式，可同时让多名游客对展示的内容进行自由操

作，提升展品对游客的吸引力与游客的代入感，装有保护装置，使得本装置可长期持续性使

用，同时，游客可将展示内容自由复制到手机内部，替代了普通传单宣传的方式，防止纸张

资源浪费，节能环保，结构简单，成本较低廉。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方面，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

方案：

[0008] 一种新型数字媒体的旅游文创产品宣传装置，其包括调节组件、保护组件和展示

组件，所述调节组件包括底座、电机、转板和万向轮，所述底座内壁底部中心固定安装所述

电机，所述底座顶部中心开设有所述转板，所述转板位于所述电机上方，所述底座底部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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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安装所述万向轮，所述底座顶部固定安装所述保护组件，所述保护组件包括主架体、日

光灯和卷帘门，所述主架体前侧壁顶固定安装所述卷帘门，所述主架体内壁顶部固定安装

所述日光灯，所述主架体内部固定安装所述展示组件，所述展示组件包括支撑柱体、电子展

示板、手机连接线和扩音器，所述支撑柱体固定安装在所述主架体内壁底部中心，所述支撑

柱体前侧壁固定安装所述电子展示板，所述电子展示板右侧壁固定安装所述手机连接线，

所述电子展示板顶部固定安装所述扩音器。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新型数字媒体的旅游文创产品宣传装置的一种优选

方案，其中：所述主架体整体形状为方形柱体。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新型数字媒体的旅游文创产品宣传装置的一种优选

方案，其中：所述卷帘门为电动澳式卷闸门。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新型数字媒体的旅游文创产品宣传装置的一种优选

方案，其中：所述支撑柱体固定连接于所述转板上方。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新型数字媒体的旅游文创产品宣传装置的一种优选

方案，其中：所述支撑柱体与所述电子展示板均关于所述电机中轴线对称。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新型数字媒体的旅游文创产品宣传装置的一种优选

方案，其中：所述电子展示板的屏幕为触摸屏。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在使用的过程中首工作人员遥控将

卷帘门的卷门收起，提前通过电脑等可以设置好电子展示板需要展示的内容，游客在观看

电子展示板画面的同时，也可通过手触操作电子展示板来进行对展示内容的放大，旋转等

操作，展品相关的语音介绍也会通过扩音器播报；游客也可以通过手机连接线连接自己手

机，将展示内容复制到手机便于后期重复观看，本装置设置有四面电子展示板，可同时供四

人共同使用；若只需要单纯的宣传展示，可以打开底部的电机，电机工作后带动转板旋转，

进一步可带动支撑柱体与电子展示板进行旋转展示；当本装置展示完毕后，工作人员可遥

控将卷帘门的卷门关闭，防止内部装置受到损坏。能够实现代替传统的旅游文创产品宣传

方式，可同时让多名游客对展示的内容进行自由操作，提升展品对游客的吸引力与游客的

代入感，装有保护装置，使得本装置可长期持续性使用，同时，游客可将展示内容自由复制

到手机内部，替代了普通传单宣传的方式，防止纸张资源浪费，节能环保，结构简单，成本较

低廉。

附图说明

[001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附图和详细实施

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

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这些附图获得其它的附图。其中：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卷帘门(230)的卷门关闭时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俯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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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对本

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

[0020] 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实用新型，但是本实用新

型还可以采用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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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用新型内涵的情况下做类似推广，因此本实用新型不受下面公开的具体实施方式的限制。

[0021] 其次，本实用新型结合示意图进行详细描述，在详述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时，为便

于说明，表示器件结构的剖面图会不依一般比例作局部放大，而且所述示意图只是示例，其

在此不应限制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此外，在实际制作中应包含长度、宽度及深度的三维

空间尺寸。

[0022]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

型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地详细描述。

[0023] 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新型数字媒体的旅游文创产品宣传装置，在

使用过程中，能够实现代替传统的旅游文创产品宣传方式，可同时让多名游客对展示的内

容进行自由操作，提升展品对游客的吸引力与游客的代入感，装有保护装置，使得本装置可

长期持续性使用；同时，游客可将展示内容自由复制到手机内部，替代了普通传单宣传的方

式，防止纸张资源浪费，节能环保，结构简单，成本较低廉。

[0024] 请参阅图1，包括调节组件100、保护组件200和展示组件300；

[0025] 请再次参阅图1，调节组件100具有底座110、电机120、转板130和万向轮140，具体

的，所述底座110内壁底部中心固定安装所述电机120，所述底座110顶部中心开设有所述转

板130，所述转板130位于所述电机120上方，所述底座110底部四周固定安装所述万向轮

140，所述底座110顶部固定安装所述保护组件200；

[0026] 请再次参阅图1，保护组件200具有主架体210、日光灯220和卷帘门230，所述保护

组件200固定安装在所述底座110顶部，具体的，所述主架体210前侧壁顶固定安装所述卷帘

门230，所述主架体210内壁顶部固定安装所述日光灯220，所述主架体210整体形状为方形

柱体，所述卷帘门230为电动澳式卷闸门，所述主架体210内部固定安装所述展示组件300；

[0027] 请再次参阅图1，展示组件300具有支撑柱体310、电子展示板320和手机连接线330

和扩音器340，所述展示组件300固定安装在所述主架体210内部，具体的，所述支撑柱体310

固定安装在所述主架体210内壁底部中心，所述支撑柱体310固定连接于所述转板130上方，

所述支撑柱体310前侧壁固定安装所述电子展示板320，所述电子展示板320右侧壁固定安

装所述手机连接线330，所述电子展示板320顶部固定安装所述扩音器340，所述支撑柱体

310与所述电子展示板320均关于所述电机120中轴线对称，所述电子展示板320的屏幕为触

摸屏。

[0028] 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当需要本实用新型在使用的过程中首工作人员遥控将卷帘

门230的卷门收起，提前通过电脑等可以设置好电子展示板320需要展示的内容，游客在观

看电子展示板320画面的同时，也可通过手触操作电子展示板320来进行对展示内容的放

大，旋转等操作，展品相关的语音介绍也会通过扩音器340播报；游客也可以通过手机连接

线330连接自己手机，将展示内容复制到手机便于后期重复观看，本装置设置有四面电子展

示板320，可同时供四人共同使用；若只需要单纯的宣传展示，可以打开底部的电机120，电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1529583 U

5



机120工作后带动转板130旋转，进一步可带动支撑柱体310与电子展示板320进行旋转展

示；当本装置展示完毕后，工作人员可遥控将卷帘门230的卷门关闭，防止内部装置受到损

坏，装置设置有万向轮140便于移动，设置的日光灯220可提供更好的照明与展示作用。

[0029] 上述的电子展示板320并不仅限于本实施例记载的具体数量，可以根据需要增加

或减少其数量。

[0030] 虽然在上文中已经参考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描述，然而在不脱离本实用

新型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其进行各种改进并且可以用等效物替换其中的部件。尤其是，

只要不存在结构冲突，本实用新型所披露的实施方式中的各项特征均可通过任意方式相互

结合起来使用，在本说明书中未对这些组合的情况进行穷举性的描述仅仅是出于省略篇幅

和节约资源的考虑。因此，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文中公开的特定实施方式，而是包括落入

权利要求的范围内的所有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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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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