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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旋转按钮发声读物，包

括壳体、PCBA板、喇叭和固定在壳体中央空腔部

的旋转按钮发声器，所述旋转按钮发声器包括旋

转按钮手柄、齿轮和弹簧，所述旋转按钮手柄底

部中心位置设有中心轴，所述齿轮中心设有通

孔，通过所述通孔与所述中心轴连接，且所述中

心轴下端凸出所述齿轮下表面，所述弹簧位于所

述中心轴与所述齿轮之间，其一端连接所述旋转

按钮手柄内表面，另一端连接所述齿轮，所述齿

轮下表面设有导电金属片，所述导电金属片与所

述PCBA板接触连接。本实用新型通过旋转按钮手

柄可自主选择图案的方式，趣味性强、互动性高，

达到感知觉全方位训练，能够让儿童边玩边学，

提高其兴趣，同时也延长了产品的使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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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旋转按钮发声读物，包括壳体、PCBA板和喇叭，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固定在所述

壳体中央空腔部的旋转按钮发声器，所述旋转按钮发声器包括旋转按钮手柄、齿轮和弹簧，

所述旋转按钮手柄底部中心位置设有中心轴，所述齿轮中心设有通孔，通过所述通孔与所

述中心轴连接，且所述中心轴下端凸出所述齿轮下表面，所述弹簧套在所述中心轴上且位

于所述齿轮与所述旋转按钮手柄之间，其一端连接所述旋转按钮手柄内表面，另一端连接

所述齿轮，所述齿轮下表面设有导电金属片，所述导电金属片与所述PCBA板接触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按钮发声读物，其特征在于，所述PCBA板设有内圈导电环

和外圈导电环，所述内圈导电环为连续的圆环，所述外圈导电环为均匀的断点圆环，所述导

电金属片底部设有两个触手，分别与所述内圈导电环和所述外圈导电环接触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按钮发声读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按钮发声器还包括

旋转发声器上盖，所述旋转发声器上盖中心位置设有中心孔，所述中心轴穿过所述中心孔，

所述旋转按钮手柄与所述旋转发声器上盖活动连接，并以所述中心轴为轴心旋转。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旋转按钮发声读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按钮手柄底部设有

第一空心圆柱，所述旋转发声器上盖的顶部设有第二空心圆柱，且所述第二空心圆柱的内

径不小于所述第一空心圆柱的外径。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旋转按钮发声读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发声器上盖内设有

拨动档位，所述拨动档位的凸齿插入所述齿轮的齿槽内。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旋转按钮发声读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按钮发声器还包括

圆环状的固定支架，所述固定支架和所述旋转发声器上盖设有相配的第一内螺纹柱，所述

固定支架通过所述第一内螺纹柱和螺钉固定在所述旋转发声器上盖内，所述固定支架位于

所述齿轮下方，与所述齿轮接触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旋转按钮发声读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按钮发声器还包括

旋转发声器底盖，所述旋转发声器底盖和所述旋转发声器上盖设有相配的第二内螺纹柱，

所述旋转发声器底盖通过所述第二内螺纹柱和螺钉固定在所述旋转发声器上盖的底部，所

述旋转发声器底盖设有电池仓和电池盖，所述电池盖旁边设有电源开关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按钮发声读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按钮手柄一端呈箭

头状，所述导电金属片与旋转按钮手柄箭头状的一端在同一方位。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按钮发声读物，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为塑胶或木材或纸

板。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按钮发声读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按钮发声读物为

发声书本或发声挂图或发声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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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旋转按钮发声读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子发声读物领域，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旋转按钮发声读物。

背景技术

[0002] 早教一直以来备受关注，儿童的早教指从出生到小学以前阶段的教育，为了尽早

让儿童认识周围世界，和外界取得联系，最好的教育方式是着手于发展感知觉方面的训练，

所谓感知觉，是指人类通过眼睛、鼻子、耳朵等感觉器官，对周围环境中物体的颜色、形状等

各种特性的认识，因此很多启蒙教具应运而生，其中儿童发声书使用最为广泛。

[0003] 可是大多数发声书的内容仅局限在看图识字，内容单一；使用方式也只是简单地

按压图案，无法达到对幼儿感知觉的训练效果，其互动性也差，容易让儿童失去兴趣，很快

被儿童丢弃，所以此类发声书效果不佳，也导致产品的浪费。

[0004] 以上问题，值得解决。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的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旋转按钮发声读物。

[0006]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如下所述：

[0007] 一种旋转按钮发声读物，包括壳体、PCBA板和喇叭，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固定在所

述壳体中央空腔部的旋转按钮发声器，所述旋转按钮发声器包括旋转按钮手柄、齿轮和弹

簧，所述旋转按钮手柄底部中心位置设有中心轴，所述齿轮中心设有通孔，通过所述通孔与

所述中心轴连接，且所述中心轴下端凸出所述齿轮下表面，所述弹簧套在所述中心轴上且

位于所述齿轮与所述旋转按钮手柄之间，其一端连接所述旋转按钮手柄内表面，另一端连

接所述齿轮，所述齿轮下表面设有导电金属片，所述导电金属片与所述PCBA板接触连接。

[0008] 根据上述方案的本实用新型，其特征在于，所述PCBA板设有内圈导电环和外圈导

电环，所述内圈导电环为连续的圆环，所述外圈导电环为均匀的断点圆环，所述导电金属片

底部设有两个触手，分别对应所述内圈导电环和所述外圈导电环。

[0009] 根据上述方案的本实用新型，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按钮发声器还包括旋转发声

器上盖，所述旋转发声器上盖中心位置设有中心孔，所述中心轴穿过所述中心孔，所述旋转

按钮手柄与所述旋转发声器上盖活动连接，并以所述中心轴为轴心旋转。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旋转按钮手柄底部设有第一空心圆柱，所述旋转发声器上盖的顶

部设有第二空心圆柱，且所述第二空心圆柱的内径不小于所述第一空心圆柱的外径。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旋转发声器上盖内设有拨动档位，所述拨动档位的凸齿插入所述

齿轮的齿槽内。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旋转按钮发声器还包括圆环状的固定支架，所述固定支架和所述

旋转发声器上盖设有相配的第一内螺纹柱，所述固定支架通过所述第一内螺纹柱和螺钉固

定在所述旋转发声器上盖内，所述固定支架位于所述齿轮下方，与所述齿轮接触连接。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旋转按钮发声器还包括旋转发声器底盖，所述旋转发声器底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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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旋转发声器上盖设有相配的第二内螺纹柱，所述旋转发声器底盖通过所述第二内螺纹

柱和螺钉固定在所述旋转发声器上盖的底部，所述旋转发声器底盖设有电池仓和电池盖，

所述电池盖旁边设有电源开关键。

[0014] 根据上述方案的本实用新型，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按钮手柄一端呈箭头状，所述

导电金属片与旋转按钮手柄箭头状的一端在同一方位。

[0015] 根据上述方案的本实用新型，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为塑胶或木材或纸板。

[0016] 根据上述方案的本实用新型，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按钮发声读物为发声书本或

发声挂图或发声卡片。

[0017] 根据上述方案的本实用新型，其有益效果在于：

[0018] 本实用新型让儿童自主转动手柄去选择内容，互动性高、趣味性强，达到感知觉全

方位训练，在娱乐的过程中让儿童认识周围世界，有较好的启蒙效果；旋转的手柄吸引儿童

的眼球，提高了兴趣，延长了产品的使用时间；其结构简洁大方、防护性能好，所使用的材料

无毒无异味，确保儿童使用者的健康。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旋转按钮发声器的结构分解图。

[0021] 图3为旋转按钮发声器的组合图。

[0022] 图4为旋转按钮手柄的仰视图。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齿轮和拨动档位的连接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中导电金属片和PCBA板的连接示意图。

[0025] 在图中，1、旋转按钮发声器；2、壳体；

[0026] 10、旋转按钮手柄；11、中心轴；12、第一空心圆柱；20、旋转发声器上盖；21、喇叭

腔；22、第二空心圆柱；30、齿轮；301、通孔；302、齿槽；31、导电金属片；311触手；32、拨动档

位；321、凸齿；33、弹簧；40、固定支架；41、PCBA板；411、内圈导电环；412、外圈导电环；  413、

轻触开关；50、旋转发声器底盖；51、电池仓；52、电池盖；61、第一内螺纹柱；62、第二内螺纹

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以及技术效果，以下结合附图和实

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的讲解说明。同时声明，以下所描述的实施例仅用于解释本

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8] 如图1、图2所示，一种旋转按钮发声读物，包括壳体2、PCBA板41和喇叭，还包括固

定在壳体2中央空腔部的旋转按钮发声器1，旋转按钮发声器1包括旋转按钮手柄10、旋转发

声器上盖20、弹簧33、齿轮30和固定支架40，旋转发声器上盖20内还设有喇叭腔21，喇叭固

定在喇叭腔21内。

[0029] 如图2、图3所示，旋转按钮手柄10底部中心位置设有中心轴11，旋转发声器上盖20

中心位置设有中心孔，中心轴11穿过中心孔，旋转按钮手柄10底部设有第一空心圆柱12，旋

转发声器上盖20的顶部设有第二空心圆柱32，且第二空心圆柱32的内径不小于第一空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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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12的外径，满足第一空心圆柱12内套于第二空心圆柱22，且可活动连接，从而实现旋转按

钮手柄10与旋转发声器上盖20活动连接，并以中心轴11为轴心旋转。

[0030] 中心轴11上套设一个弹簧33，再穿过齿轮30中心处的通孔301，弹簧33一端连接旋

转按钮手柄10，另一端连接齿轮30，中心轴11露出齿轮30表面，在齿轮33下方有一个圆环状

的固定支架40，固定支架40和旋转发声器上盖20设有相配的第一内螺纹柱61，固定支架40

通过第一内螺纹柱61和螺钉固定在旋转发声器上盖20上，当按压旋转按钮手柄10时，压缩

弹簧33，固定支架40将齿轮33抵住，中心轴11下端露出齿轮33下表面更多长度，直到接触并

压迫PCBA板41中心处的轻触开关413，启动电路板。

[0031] 如图5所示，齿轮30中心设有通孔301，通孔呈十字型，与中心轴相配，并套在中心

轴11末端，从而转动旋转按钮手柄10时，齿轮30跟着转动，再带动导电金属片31转动。旋转

发声器上盖20内还设有拨动档位32，且拨动档位32的凸齿321插入齿轮30的齿槽302内，拨

动档位32的凸齿321虽然会给齿轮30一定的阻力，但阻力很小，不影响齿轮30的转动，且当

齿轮30转动时，凸齿321和齿槽302碰撞并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旋转按钮手柄10静止时，

因凸齿321和齿槽302之间的阻力，可以固定住旋转按钮手柄10，防止其随意转动。

[0032] 如图6所示，PCBA板41设有内圈导电环411和外圈导电环412，内圈导电环411为连

续的圆环，外圈导电环412为均匀的断点圆环，齿轮30下表面设有导电金属片31，导电金属

片31底部设有两只触手311，两只触手311的分别与内圈导电环411和外圈导电环412接触连

接。

[0033] 如图3、图4所示，旋转按钮手柄10的一端呈箭头状，随着旋转按钮手柄10转动，箭

头状一端可以指示读物表面上的图案。齿轮30下表面设有导电金属片31，导电金属片31与

旋转按钮手柄10箭头状的一端在同一方位，此设计是为了让箭头所指示的图案内容，与导

电金属片31导通PCBA板41所调取的内容一致。

[0034] 使用过程如下：转动旋转按钮手柄10，根据箭头指示选中壳体上的图案内容，转动

过程中，齿轮30跟着转动，能听到“咔哒咔哒”的转动声，并带动导电金属片31转动；当选好

图案内容后，按下旋转按钮手柄10，其底部的弹簧33压缩，中心轴11的底端面给PCBA板41中

心处的轻触开关413一个压力，启动开关、导通电路板；又由于导电金属片31的两只触手分

别接触PCBA板41上的内圈导电环411和外圈导电环412，此时接触外圈导电环412的触手停

留在某一段环片上，对应着箭头所在方位的图案内容，将相关的电流信号反馈给CPU，从存

储器中调取相应的语音内容进行喇叭播放。

[0035] 如图2所示，旋转按钮发声器1还包括旋转发声器底盖50，旋转发声器底盖50和旋

转发声器上盖20设有相配的第二内螺纹柱62，旋转发声器底盖50通过第二内螺纹柱62和螺

钉固定连接在旋转发声器上盖20。旋转发声器底盖50还设有电池仓51，电池仓51上有电池

盖52，在电池盖52旁边设有电源开关键。

[0036] 本实用新型互动性高，可以让儿童转动手柄，在娱乐的过程中边玩边学；旋转的手

柄吸引儿童的眼球，提高了儿童对发声书的兴趣，延长了使用时间；而且其结构简洁大方、

防护性能好，所使用的材料无毒无异味，确保儿童使用者的健康。

[0037] 在本申请中，CPU、储存器之间的调取命令及PCBA板的相关工作原理属于本领域中

公知的技术，其并不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且本申请中亦没有对其进行改进或是修

改，故不在此赘述。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便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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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要性或者隐含指明技术特征的数量。

[0038]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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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9] 以上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实用新型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实

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因此，本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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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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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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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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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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