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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

示屏开合运动装置，包括框体、左屏组件和右屏

组件，所述框体包括屏上盖板和屏下盖板，所述

左屏组件和右屏组件设置在该屏上盖板和屏下

盖板之间，该屏上盖板和屏下盖板内各设有滑

槽，所述滑槽包括放置左屏组件滑槽和放置右屏

组件的滑槽；所述左屏组件滑槽和放置右屏组件

的滑槽上各设有滑块挡板；所述左屏组件顶部设

有弹性机构，该弹性机构设置在屏上盖板内；所

述左屏组件和右屏组件上下两端上各设有滑动

机构，该滑动机构与左屏组件和右屏组件上下两

端分别连接。本实用新型在于提供一种能够使显

示屏显得更加平整，保持一条直线上，无段差，更

方便实用的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

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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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包括框体、左屏组件和右屏组件，其特征

在于：所述框体包括屏上盖板和屏下盖板，所述左屏组件和右屏组件设置在该屏上盖板和

屏下盖板之间，该屏上盖板和屏下盖板内各设有滑槽，所述滑槽包括放置左屏组件滑槽和

放置右屏组件的滑槽；所述左屏组件滑槽和放置右屏组件的滑槽上各设有滑块挡板；

所述左屏组件顶部设有弹性机构，该弹性机构设置在屏上盖板内；所述左屏组件和右

屏组件上下两端上各设有滑动机构，该滑动机构与左屏组件和右屏组件上下两端分别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

机构包括弹性导向支架，该弹性导向支架包括轴承支架，该轴承支架上端设有轴承，该轴承

支架下端设有弹性部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左屏

组件上下两端各设有滑块，该滑块与轴承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

上设有限位点。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右屏

组件上下两端各设有滑块，该滑块与轴承支架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槽

两端各设有一个导槽。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槽

内设有导向边。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框体

包括支撑板，该支撑板设置在框体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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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计算机开合装置，尤其涉及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的电脑几乎都是单屏显示器，这对需要使用多屏电脑进行

办公或日常使用的人来说无疑是个痛点，而常见的多屏电脑都是用一个或者多个主机配合

一个或多个显示屏进行操作。这使办公场地扩大，显示屏或主机拼接在一起很乱，看着杂乱

无章，就像多个机器怪兽聚集在一起一样，这对有规整性洁癖的人来说往往会影响办公心

情与办公质量。

[0003] 市面上常见的双屏笔记本大都只是在单屏笔记本的基础上在单屏旁边添加一个

显示屏，这时两个显示屏不居中，这导致人的视角不居中，体验感不强，影响操作。更有的双

屏笔记本电脑虽然能做到双屏居中，但是显示屏不平整，不在一条线上，有段差。这样始终

让人感觉不够完美。因而针对这类笔记本产品的缺陷，研制不用拼接，便于携带，显示屏平

整，美观的笔记本电脑就显得格外重要，这对产品的开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对社会发展具

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0004] 中国专利申请号为201010500674.X，申请日：2010年09月29日，公开日：2012年05

月02日，专利名称是：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该发明公开了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属于计算

机装置技术领域，包括第一推拉式键盘，主机体，光驱，铰链轴，副机体，第二推拉式键盘，

USB数据端口，水平转轴，第一显示屏和第二显示屏；主机体上设置第一显示屏，主机体一侧

的侧壁上安装第一推拉式键盘，主机体侧壁上安装光驱和USB数据端口，所述主机体另一侧

设置铰链轴，铰链轴上安装水平转轴，水平转轴上安装副机体，副机体上设置第二显示屏，

副机体远离水平转轴一侧的侧壁上安装第二推拉式键盘，主机体上安装供电装置；有益效

果是能够满足两人同时使用笔记本电脑，方便多人通过一台笔记本进行交流、观看，结构简

洁，体积小，易于携带等。

[0005] 上述专利文献虽然公开了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但是，该显示屏不平整，不在一条

线上，有段差，不方便使用，影响美观。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在于提供一种能够使显示屏显得更加平整，保持一条直线

上，无段差，更方便实用的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

[0007] 为了实现本实用新型目的，可以采取以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包括框体、左屏组件和右屏组件，所述

框体包括屏上盖板和屏下盖板，所述左屏组件和右屏组件设置在该屏上盖板和屏下盖板之

间，该屏上盖板和屏下盖板内各设有滑槽，所述滑槽包括放置左屏组件滑槽和放置右屏组

件的滑槽；所述左屏组件滑槽和放置右屏组件的滑槽上各设有滑块挡板；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9514478 U

3



[0009] 所述左屏组件顶部设有弹性机构，该弹性机构设置在屏上盖板内；所述左屏组件

和右屏组件上下两端上各设有滑动机构，该滑动机构与左屏组件和右屏组件上下两端分别

连接。

[0010] 所述滑动机构包括弹性导向支架，该弹性导向支架包括轴承支架，该轴承支架上

端设有轴承，该轴承支架下端设有弹性部件。

[0011] 所述左屏组件上下两端各设有滑块，该滑块与轴承连接。

[0012] 所述滑块上设有限位点。

[0013] 所述右屏组件上下两端各设有滑块，该滑块与轴承支架连接。

[0014] 所述滑槽两端各设有一个导槽。

[0015] 所述滑槽内设有导向边。

[0016] 所述框体包括支撑板，该支撑板设置在框体背面。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1)本实用新型由各个模块组成，便于生产组装和拆卸；

维修更加便利；2)本实用新型双屏显示屏显得更加平整，保持一条直线上，无段差，方便使

用，更加美观；3)本实用新型电用户体验感强，易于普遍推广。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的结构示意

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打开结构示意

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合拢结构示意

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主体支撑骨架

图；

[0022]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的滑槽结构示

意图；

[0023]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的弹性机构示

意图；

[0024] 图7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的弹性导向支

架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左屏组件结构

示意图；

[0026] 图9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右屏组件结构

示意图；

[0027] 图10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左屏组件向

左打开示意图；

[0028] 图1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右屏组件向

右打开示意图；

[0029] 图1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左屏组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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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合拢图；

[0030] 图1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左屏组件另

一向左打开示意图；

[0031] 图1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右屏组件向

右合拢图；

[0032] 图1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左屏组件向

右合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及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34] 本实用新型参看图1～图15，该一种双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包括框

体、左屏组件1和右屏组件2，所述框体包括屏上盖板3和屏下盖板4，所述左屏组件1和右屏

组件2设置在该屏上盖板3和屏下盖板4之间，该屏上盖板3和屏下盖板4内各设有滑槽6，所

述滑槽6包括放置左屏组件滑槽和放置右屏组件的滑槽；所述放置左屏组件滑槽内设有左

屏滑块挡板42和放置右屏组件的滑槽内设有右屏滑块挡板41；

[0035] 参看图6，所述左屏组件1顶部设有弹性机构11，该弹性机构11设置在屏上盖板3

内；所述左屏组件1和右屏组件2上下两端上各设有滑动机构，该滑动机构与左屏组件1和右

屏组件2上下两端分别连接。

[0036] 参看图7，所述滑动机构包括弹性导向支架7，该弹性导向支架7包括轴承支架71，

该轴承支架71上端设有轴承72，该轴承支架71下端设有弹性部件73。

[0037] 所述弹性机构11、左屏滑块挡板42、右屏滑块挡板41用于限位左屏组件1、右屏组

件2，它分别装置在屏下盖板4、屏上盖板3里面；

[0038] 参看图1、图4，本实用新型包括屏上盖板3、屏下盖板4、屏支撑板5共同组成显示屏

框体，也就是构成显示屏的主要支撑骨架；所述屏上盖板3和屏下盖板4内设有滑槽6，所述

滑槽6两端各设有一个导槽61和导槽62，该导槽61和62保证了左屏组件1和右屏组件2滑动

时的稳定性和固定性。

[0039] 参看图8，所述左屏组件1包括左屏框体12，在左屏组件1的上端设有轴承721和滑

块723，该轴承721和滑块723连接；该滑块723上设有限位点74；还设有轴承722和滑块724，

该轴承722和滑块724连接；

[0040] 所述左屏组件1的下端设有轴承725和滑块726，该轴承725和滑块726连接，在该滑

块726上设有限位点729和限位点730；还设有轴承727和滑块728，该轴承727和滑块728连

接。

[0041] 所述左屏组件1上下两端的轴承和滑块组成了滑动机构。

[0042] 参看图9，所述右屏组件2包括右屏框体21，在该右屏组件2上端边沿上设有滑块

731，在该右屏组件2上端还设有滑块732和弹性导向支架7，该滑块732和弹性导向支架7连

接；

[0043] 所述右屏组件2下端边沿上设有滑块733，在该右屏组件2下端还设有滑块734和弹

性导向支架8，该滑块734和弹性导向支架8连接；

[0044] 参看图5，所述滑槽6内设有导向边43和导向边44，对左屏组件1和右屏组件2的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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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起到了导向和保护的作用。

[0045] 所述左屏组件1、右屏组件2放置在由屏下盖板4、屏上盖板3、屏支撑板5共同组成

显示屏框体内，在框体的轨道槽内运动，在配合限位装置机构便组成了完整的双屏显示屏

开合运动装置。

[0046] 参看图10，～图15，首先把左屏组件2如图8和右屏组件2如图9分别装配好；其次把

左屏组件1和右屏组件2与显示屏开合运动装置机构主体支撑骨架如图4等其他配件一起同

步组装为图1状态；

[0047] 所述双屏电脑显示屏打开步骤为：

[0048] 先把左屏组件1向左拉开到最左端限位处如图10，这时左屏组件1的限位点74与滑

块挡板42限位，如图5所示，使左屏组件1卡住不动；在运动过程中装在屏框上的轴承、滑块

723、滑块724、滑块726通过外力作用在屏上盖板和屏下盖板4的导槽61和导槽62内导向滑

动而运动；

[0049] 然后把右屏组件2向右方向打开到底，如图11所示；在打开过程中弹性导向支架7，

滑块731,滑块732，滑块733，滑块734，在屏上盖板3和屏下盖板4的导槽61和导槽62内通过

外力拉动而向右滑动。弹性导向支架7，滑块731,滑块732，滑块733，滑块734在屏上盖板3和

屏下盖板4的导向边43和导向边44处实现变轨。

[0050] 最后把左屏组件1通过外力向右推到右屏组件2左侧边处，这时滑块挡板42与装在

左屏组件1上的滑块726卡位而实现限位。此时左屏组件1和右屏组件2都处于主体支撑骨架

中心处，便实现了左右屏中心对称，如图12所示。而左右屏组件也不会晃动，整个双屏倒立

翻转也不会有滑动，松开的现象发生。

[0051] 双屏电脑显示屏合拢步骤：

[0052] 首先把左屏组件1通过外力向左方向拉动到滑块挡板42限位点729处，如图13所

示；

[0053] 然后用外力推动右屏组件2向左运动，直到让装在右屏组件2上的滑块733与滑块

挡板41卡位为止，此时便实现右屏组件2限位不松动；

[0054] 最后把左屏组件1通过外力向右方向推，直到让装到左屏组件1上的滑块723(限位

点74)与弹性机构11卡位为止，此时便实现左屏组件1限位不松动。这便完整的实现了本实

用新型的运动原理。

[0055]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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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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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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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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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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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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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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