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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儿童电动车
电动门，其包括开关门按键、防夹检测装
置、活动铰接在车体上的门体及能驱动该
门体相对所述车体作出开关动作的驱动机
构，驱动机构设置在车体上，且与门体相
连接，开关门按键设置在车体上，所述驱
动机构通过开关门按键与车体上的电源相
连接形成门电源回路，所述防夹检测装置
设置在该门电源回路上；本实用新型结构
设计巧妙、合理，当按下开关门按键时，
驱动机构能驱动门体作出开或关的动作，
实现自动开门或关门的目的，有效增强电
动车的可玩性及趣味性；而且在关门过程
中，防夹检测装置能监测门体与车体之间
是否有物体，有效避免出现门体夹伤人现
象，确保儿童不受伤害，大大的提高电动
车的安全性，使用方便、安全。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儿童电动车电动门，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开关门按键、防夹检测装
置、活动铰接在车体上的门体及能驱动该门体相对所述车体作出开关动作的驱
动机构，所述驱动机构对应所述门体与车体的铰接位置设置在车体上，且与所
述门体相连接，所述开关门按键设置在车体上，所述驱动机构通过开关门按键
与车体上的电源相连接形成门电源回路，所述防夹检测装置设置在该门电源回
路上。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儿童电动车电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构包
括驱动马达、传动齿轮箱和驱动转盘，该驱动转盘的顶部设有用来与所述门体
相连接的弧形卡凸，底部与所述传动齿轮箱的输出端相连接，所述驱动马达设
置在所述传动齿轮箱上，且该驱动马达的转轴与该传动齿轮箱的输入端相连
接。
3.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儿童电动车电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夹检
测装置包括控制器及分别与该控制器相连接的电流检测传感器和驱动电路。
4.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儿童电动车电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夹检
测装置为光电开关，该光电开关对应所述门体的一侧位置设置所述车体上。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儿童电动车电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车体的两侧
对称各铰接一门体。
6.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5 所述的儿童电动车电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车体包
括电源、车壳、车盘、前轮转向组件和后轮驱动组件，该后轮驱动组件设置在
车盘的尾部位置，所述前轮转向组件设置在车盘的前部位置，所述电源对应后
轮驱动组件的一侧位置设置在车盘上，且与该后轮驱动组件相连接，所述车壳
盖合在所述车盘上。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儿童电动车电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前轮转向组
件包括方向盘、转向铁轴、转向铁架及两对称设置在该转向铁架两端的前车
轮，所述转向铁轴的下端向上弯折形成一勾脚，并在所述转向铁架上设有与该
勾脚相适配的转孔，所述方向盘设置在该转向铁轴的上端。
8.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儿童电动车电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后轮驱动组
件包括电机组、驱动齿轮箱组、传动轴及两对称设置在该传动轴的两端的后车
轮，所述传动轴设置在驱动齿轮箱组的输出端，所述电机组设置在驱动齿轮箱
组的输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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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 8 述的儿童电动车电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组包括两
电机，所述驱动齿轮箱组包括两驱动齿轮箱，两电机对应设置在与其相对应的
驱动齿轮箱的输入端上，两驱动齿轮箱的输出端分别与所述传动轴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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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儿童电动车电动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玩具电动车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儿童电动车电动

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提高，人们对玩具的要求越来越高，于是市

面上售卖的玩具车多种多样，其各自都有不同的设计理念，力求能达到不同玩
家的对于车玩具的可玩性及趣味性的要求。
[0003]

拥有一辆玩具车历来是每一个儿童都希望拥有的梦想，目前玩具车全

世界的年产量都达到数千万辆之巨，其中国内生产的玩具车占据了主要份额。
目前供儿童骑坐的玩具车主要包括车身、前转轮以及后车轮。其虽然能满足骑
坐的功能，但是其门体结构的自动化程度较低，门体均不能实现自动开关，少
了许多乐趣，而且在关门过程中，容易出现夹手现象，存在安全隐患。
[0004]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上述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设计巧妙、合

理，能自动开关门，使用方便、安全且趣味性高的儿童电动车电动门。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儿童电动车

电动门，其包括开关门按键、防夹检测装置、活动铰接在车体上的门体及能驱
动该门体相对所述车体作出开关动作的驱动机构，所述驱动机构对应所述门体
与车体的铰接位置设置在车体上，且与所述门体相连接，所述开关门按键设置
在车体上，所述驱动机构通过开关门按键与车体上的电源相连接形成门电源回
路，所述防夹检测装置设置在该门电源回路上。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改进，所述驱动机构包括驱动马达、传动齿轮

箱和驱动转盘，该驱动转盘的顶部设有用来与所述门体相连接的弧形卡凸，底
部与所述传动齿轮箱的输出端相连接，所述驱动马达设置在所述传动齿轮箱
上，且该驱动马达的转轴与该传动齿轮箱的输入端相连接。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改进，所述防夹检测装置包括控制器及分别与

该控制器相连接的电流检测传感器和驱动电路。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改进，所述防夹检测装置为光电开关，该光

电开关对应所述门体的一侧位置设置所述车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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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改进，所述车体的两侧对称各铰接一门体。形

成双门体结构，能方便儿童能快速上下车。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改进，所述车体包括电源、车壳、车盘、前轮

转向组件和后轮驱动组件，该后轮驱动组件设置在车盘的尾部位置，所述前轮
转向组件设置在车盘的前部位置，所述电源对应后轮驱动组件的一侧位置设置
在车盘上，且与该后轮驱动组件相连接，所述车壳盖合在所述车盘上。所述前
轮转向组件包括方向盘、转向铁轴、转向铁架及两对称设置在该转向铁架两端
的前车轮，所述转向铁轴的下端向上弯折形成一勾脚，并在所述转向铁架上设
有与该勾脚相适配的转孔，所述方向盘设置在该转向铁轴的上端。所述后轮驱
动组件包括电机组、驱动齿轮箱组、传动轴及两对称设置在该传动轴的两端的
后车轮，所述传动轴设置在驱动齿轮箱组的输出端，所述电机组设置在驱动齿
轮箱组的输入端。结构设计巧妙，合理。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改进，所述电机组包括两电机，所述驱动齿轮

箱组包括两驱动齿轮箱，两电机对应设置在与其相对应的驱动齿轮箱的输入端
上，两驱动齿轮箱的输出端分别与所述传动轴相连接，采用双电机和双驱动齿
轮箱结构，能大大提升驱动马力，进一步提升趣味性。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改进，所述车体还包括摇控器。可以通过摇控

器进行遥控，如控制车体作前进、后退等动作，具有多种玩法，为玩耍者提供
更多的乐趣，娱乐性高，大大提高玩具的可玩性及趣味性。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巧妙、合理，当按下

开关门按键时，驱动机构能驱动门体作出开或关的动作，实现自动开门或关门
的目的，有效增强电动车的可玩性及趣味性；而且在关门过程中，防夹检测装
置能监测门体与车体之间是否有物体，有效避免出现门体夹伤人现象，确保儿
童不受伤害，大大的提高了人车的安全性，使用方便、安全，另外本实用新型
的整体结构简单、紧凑，易于实现，成本低，利于广泛推广应用。
[0015]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附图说明
[0016]

图 1 是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 2 是图 1 中驱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 3 是图 1 中防夹检测装置的模块示意图。

[0019]

图 4 是图 1 中前、后轮转向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 5 是图 1 中门体打开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 6 是图 1 中门体关闭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实施例，参见图 1 至图 6，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儿童电动车电动门，其包

括开关门按键 1、防夹检测装置、活动铰接在车体 3 上的门体 4 及能驱动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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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4 相对所述车体 3 作出开关动作的驱动机构 2，所述驱动机构 2 对应所述门体
4 与车体 3 的铰接位置设置在车体 3 上，且与所述门体 4 相连接，所述开关门按
键 1 设置在车体 3 上，较佳的，参见图 1，该开关门按键 1 设置在车体 3 的门框
一侧位置上，方便操作使用。所述驱动机构 2 通过开关门按键 1 与车体 3 上的
电源相连接形成门电源回路，所述防夹检测装置设置在该门电源回路上。
[0023]

较佳的，参见图 5 和图 6，在所述车体 3 的两侧对称各铰接一门体 4，

形成双门体 4 结构，能方便儿童能快速上下车，提升电动车的灵活性。
[0024]

具体的，参见图 2，所述驱动机构 2 包括驱动马达 21、传动齿轮箱 22

和驱动转盘 23，该驱动转盘 23 的顶部设有用来与所述门体 4 相连接的弧形卡
凸 231，并对应在门体 4 的底面设有与该弧形卡凸 231 相适配的弧形卡槽。该
驱动转盘 23 底部与所述传动齿轮箱 22 的输出端相连接，所述驱动马达 21 设置
在所述传动齿轮箱 22 上，且该驱动马达 21 的转轴与该传动齿轮箱 22 的输入端
相连接，整体结构简单、传动合理，能提升开、关门动作的灵活性和稳定性。
[0025]

本实施例中，参见图 3，所述防夹检测装置包括控制器及分别与该控制

器相连接的电流检测传感器和驱动电路。工作时，按下开关门按键 1，接通门
电源回路，控制器输出开门指令至驱动电路，驱动电路启动驱动马达 21 带动门
体 4 作开门动作，当门体 4 打开至最大位置时，电流检测传感器检测到门电源
回路的电流变化，反馈关断指令至控制器，控制器输出停止指令至驱动电路，
驱动电路停止启动驱动马达 21，使门体 4 保持打开动作。当再按下关门按键，
接通门电源回路，控制器输出关门指令至驱动电路，驱动电路启动驱动马达 21
反转带动门体 4 作关门动作，当门体 4 关闭至初始位置时，电流检测传感器检
测到门电源回路的电流变化，反馈关断指令至控制器，控制器输出停止指令至
驱动电路，驱动电路停止启动驱动马达 21，使门体 4 保持关闭动作。而当门体
4 关闭时遇到障碍物时，电流检测传感器检测到门电源回路的电流变化，反馈
关断指令至控制器，控制器输出停止指令至驱动电路，驱动电路停止启动驱动
马达 21，使门体 4 保持当前状态位置，避免出现夹手现象，使用方便、安全。
其它实施例中，该防夹检测装置也可以为光电开关，该光电开关对应所述门体
4 的一侧位置设置所述车体 3 上。具体的，光电开关将输入电流在发射器上转
换为光信号射出，接收器再根据接收到的光线的强弱或有无对目标物体进行探
测。当按下开关门按键 1 进行关门时，这时，如果儿童的手位于门体 4 与车体
3 之间时，由于儿童的手对光束进行遮挡，光电开关能自动断开门电源回路，
同样能实现避免出现夹手现象。
[0026]

参见图 1 和图 4，所述车体 3 包括电源 31、车壳 32、车盘 33、前轮转

向组件 34 和后轮驱动组件 35，该后轮驱动组件 35 设置在车盘 33 的尾部位置，
所述前轮转向组件 34 设置在车盘 33 的前部位置，所述电源 31 对应后轮驱动组
件 35 的一侧位置设置在车盘 33 上，且与该后轮驱动组件 35 相连接，所述车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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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盖合在所述车盘 33 上。所述前轮转向组件 34 包括方向盘 341、转向铁轴
342、转向铁架 343 及两对称设置在该转向铁架 343 两端的前车轮 344，所述转
向铁轴 342 的下端向上弯折形成一勾脚，并在所述转向铁架 343 上设有与该勾
脚相适配的转孔，所述方向盘 341 设置在该转向铁轴 342 的上端。所述后轮驱
动组件 35 包括电机组 351、驱动齿轮箱组 352、传动轴 353 及两对称设置在该
传动轴 353 的两端的后车轮 354，所述传动轴 353 设置在驱动齿轮箱组 352 的输
出端，所述电机组 351 设置在驱动齿轮箱组 352 的输入端，结构设计巧妙，合
理。同时车壳 32 可以采用各种类型车的造型，如战车、越野车等，以满足不同
的兴趣爱好。
[0027]

为进一步提升驱动马力，增加趣味性，所述电机组 351 优选包括两电

机，所述驱动齿轮箱组 352 优选包括两驱动齿轮箱，两电机对应设置在与其相
对应的驱动齿轮箱的输入端上，两驱动齿轮箱的输出端分别与所述传动轴 353
相连接，采用双电机和双驱动齿轮箱结构。
[0028]

本实施例中的车体 3 还可以包括有摇控器。相应的，在转向铁轴 342 上

设有能驱动该转向铁轴 342 转动的转向驱动马达组 345，实现摇控转向的目
的，该转向驱动马达组 345 与车体上的无线控制电路板相连接，而前轮转向组
件 34 和后轮驱动组件 35 也相应和无线控制电路板相连接。可以通过摇控器进
行遥控，如控制车体 3 作前进、后退、转弯等动作，能大大提高玩具的可玩性
及趣味性。
[0029]

根据上述说明书的揭示和教导，本实用新型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还可

以对上述实施方式进行变更和修改。因此，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面揭示和
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的一些修改和变更也应当落入本实用新型
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此外，尽管本说明书中使用了一些特定的术语，但
这些术语只是为了方便说明，并不对本实用新型构成任何限制，采用与其相同
或相似的其它电动装置，均在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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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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