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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能改装成儿童自行

车的儿童平衡车，包括前轮和后轮，所述前轮和

后轮之间通过车架连接，且所述前轮和后轮能在

车架上以连接点为中心做自由旋转，所述车架上

还设置有车把，所述车把位于安装前轮位置的上

方，所述车架下方的中部还设置有转轴孔，所述

转轴孔为圆管，且改装时，在所述转轴孔内安装

转轴五通的转轴部，旋转所述转轴五通，通过固

定组件将所述转轴五通与车架固定连接。在儿童

平衡车的车架下方仅仅设置转轴孔，不会对平衡

车产生影响，而且为后续的改装儿童自行车，提

供了可能，为后续安装转轴五通、驱动组件和制

动组件提供了便利，达到高效快速的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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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能改装成儿童自行车的儿童平衡车，包括前轮(1)和后轮(2)，所述前轮(1)和后

轮(2)之间通过车架(3)连接，且所述前轮(1)和后轮(2)能在车架(3)上以连接点为中心做

自由旋转，所述车架(3)上还设置有车把(31)，所述车把(31)位于安装前轮(1)位置的上方，

其特征在于：所述车架(3)下方的中部还设置有转轴孔(4)，所述转轴孔(4)为圆管，且改装

时，在所述转轴孔(4)内安装转轴五通(5)的转轴部，旋转所述转轴五通(5)，通过固定组件

(6)将所述转轴五通(5)与车架(3)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能改装成儿童自行车的儿童平衡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固

定组件(6)包括桥片(61)，所述桥片(61)设置在转轴五通(5)的旋转部，且所述桥片(61)上

设置有螺丝孔(611)，在外力作用时，所述转轴五通(5)朝前轮(1)方向旋转，并通过所述桥

片(61)上的螺丝孔(611)与车架(3)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能改装成儿童自行车的儿童平衡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转

轴孔(4)的两侧用封盖封住，改装时，取下所述封盖，在所述转轴孔(4)内安装转轴五通(5)，

并通过对锁螺丝(7)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能改装成儿童自行车的儿童平衡车，其特征在于：改装

时，在所述转轴孔(4)内安装并固定转轴五通(5)后，在所述转轴五通(5)内安装曲柄，并连

接脚蹬、牙盘、链条、飞轮、后轴、后轮(2)，当儿童对脚蹬施加力时，能驱动所述后轮(2)进行

旋转。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能改装成儿童自行车的儿童平衡车，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前轮(1)的位置分别安装制动组件，所述制动组件为V刹，所述V刹的控制端设置有车把(31)

的右把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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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能改装成儿童自行车的儿童平衡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儿童平衡车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复合型的能改装成儿童自行

车的儿童平衡车。

背景技术

[0002] 儿童平衡车主要针对幼儿设计，锻炼幼儿的平衡能力，宝宝需要用脚持续蹬地来

提供滑行动力，是适合2-5岁宝宝的代步、运动和娱乐工具，使其更好的享受运动的快乐，而

且能增强幼儿的体质，现在已经被大多数的家庭接受并使用。然而随着孩子的成长(大约4

岁-10岁)，家庭可能又需要为孩子添置儿童自行车，而此时已有的儿童平衡车基本上没有

损耗，一旦增置儿童自行车后，儿童基本上不会再使用儿童平衡车了，这无疑是一种浪费，

而仔细观察并研究之后，可以发现如果将儿童平衡车改装为儿童自行车，在供儿童娱乐、提

高儿童体质的同时，也能降低家庭的开销。

[0003] 因此本实用新型发明人，针对儿童平衡车造成浪费的问题，旨在发明一种能改装

成儿童自行车的儿童平衡车。幼儿学会平衡车后，可以更容易掌握自行车，所以发明人欲发

明的平衡车可以帮助幼儿掌握平衡能力，同时也是一种学骑自行车的工具。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克服上述缺点，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改装成儿童自行车的儿童平

衡车。

[0005]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能改装成儿童自行车的

儿童平衡车，包括前轮和后轮，所述前轮和后轮之间通过车架连接，且所述前轮和后轮能在

车架上以连接点为中心做自由旋转，所述车架上还设置有车把，所述车把位于安装前轮位

置的上方，所述车架下方的中部还设置有转轴孔，所述转轴孔为圆管，且改装时，在所述转

轴孔内安装转轴五通的转轴部，旋转所述转轴五通，通过固定组件将所述转轴五通与车架

固定连接。

[0006] 优选地，所述固定组件包括桥片，所述桥片设置在转轴五通的旋转部，且所述桥片

上设置有螺丝孔，在外力作用时，所述转轴五通朝前轮方向旋转，并通过所述桥片上的螺丝

孔与车架固定连接。外力，一般指人工，同时利用螺丝将转轴五通与车架固定，使转轴五通

与车架紧密的结合，在将驱动部分和制动部分进行组装，实现了对儿童平衡车的改装。

[0007] 优选地，所述转轴孔的两侧用封盖封住，改装时，取下封盖，在所述转轴孔内安装

转轴五通，并通过对锁螺丝固定。单独增加一个转轴孔，对儿童平衡车整体的改变并不明

显，不会影响车重，也不会对使用的儿童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0008] 优选地，改装时，先在所述转轴孔内安装固定转轴五通，并在所述转轴五通内安装

曲柄，并连接脚蹬、牙盘、链条、飞轮、后轴、后轮，当儿童对脚蹬施加力时，能驱动所述后轮

进行旋转。这部分的连接是现有技术，自行车均有此种结构，故不在赘述，即利用转轴孔将

自行车的驱动部分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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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地，在所述前轮的位置分别安装制动组件，所述制动组件为V刹，所述V刹的控

制端设置有车把的右把手的位置。通过安装刹车，来保证儿童的安全，虽然10岁以下的儿

童，并不能将儿童自行车驱动至危险的速度，但是为了保证安全，采用了制动效果较佳的V

刹，也就是最常见的利用刹车皮与车轮的摩擦达到制动的效果，但是如果使用碟刹，儿童的

力量不足，反而适得其反，制动效果不佳，并不足以保证儿童骑车的安全。仅在前轮的位置

设置刹车，是考虑到后轮部分已经通过装驱动组件，此部分已经很复杂了，如果再添加刹

车，则会加重这部分预留的改装位，对儿童平衡车造成设计的影响，同时经过测试，仅有前

刹也是能达到刹车效果的，且符合儿童右手力比较大的特点，且速度并不快，能保证安全。

[0010] 本实用新型一种能改装成儿童自行车的儿童平衡车的有益效果是，在儿童平衡车

的车架下方仅仅设置转轴孔，不会对平衡车产生影响，而且为后续的改装儿童自行车，提供

了可能，为后续安装转轴五通、驱动组件和制动组件提供了便利，达到高效快速的改装。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能改装成儿童自行车的儿童平衡车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设置有转轴五通的儿童平衡车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为改装后的儿童自行车的示意图。

[0014] 图4为转轴五通和转轴孔的部分连接示意图。

[0015] 图5为图4的爆炸示意图。

[0016] 图6为图5的仰视图。

[0017] 图7为桥片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

[0019] 1-前轮；2-后轮；3-车架；4-转轴孔；5-转轴五通；6-固定组件；7-对锁螺丝；

[0020] 31-车把；61-桥片；611-螺丝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实用新型的优点

和特征能更易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

的界定。

[0022] 首先，随着环保意识和健康的意思的增强，绝大多数的人已经喜欢并习惯了骑自

行车，而且自行车的速度也不慢，是人们在堵车时的一种替代的选择，而且自行车不仅是代

步工具，也是一种很流行的运动，能强健呼吸系统和下肢力量，可以减肥瘦身，减轻工作压

力。一般而言，自行车基本由导向系统、驱动系统和制动系统组成(当然这些都是现有的技

术，一般的自行车上均有这种设计)，导向系统：由车把31、前叉、前轴、前轮1等部件组成，乘

骑者可以通过操纵车把31来改变行驶方向并保持车身平衡；驱动系统：由脚蹬、中轴、牙盘、

曲柄、链条、飞轮、后轴、后轮2等部件组成，人的脚的蹬力是靠脚蹬通过曲柄，链轮、链条、飞

轮、后轴等部件传动的，从而使自行车不断前进；制动系统：由车闸部件组成、乘骑者可以随

时操纵车闸，使行驶的自行车减速、停驶,确保行车安全。

[0023] 其次，儿童自行车和常规的自行车除尺寸外，并无本质区别，但是出于安全性考

量，可能会增加若干额外的安全设备，用于保证儿童的安全；儿童平衡车与常规的自行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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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仅有前后轮2、座椅和车把31，儿童在平衡车上利用脚部与地面的摩擦实现移动和停止，

同时操控车把31实现方向的改变(所以儿童平衡车又称滑步车)，因此在提高儿童的平衡能

力的同时，也能实现增强儿童体质的作用。

[0024] 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其他的做法来改装儿童平衡车为儿童自行车，第一种，直接在

车架3的下方通过螺丝固定转轴五通5；第二种，将转轴五通5预先焊接在车架3上。

[0025] 第一种设计的缺点：车架3外形要做比较大的让步来预留出固定转轴五通5的空

间，造成平衡车设计的局限性，影响整体车架3的美观，而且转轴五通5的中点与座管连线过

于垂直与地面，使得孩子骑行时腿部无法向斜前方发力，骑行动作不自然。

[0026] 第二种设计的缺点：转轴五通5的尺寸比较粗、长，车辆作为平衡车使用时，增加了

车重，预留的转轴五通5容易碰到孩子的腿影响骑行，易造成伤害，而且也不美观。

[0027] 参见附图1-7所示，本实施例中的一种能改装成儿童自行车的儿童平衡车，包括前

轮1和后轮2，前轮1和后轮2之间通过车架3连接，且前轮1和后轮2能在车架3上以连接点为

中心做自由旋转，车架3上还设置有车把31，车把31位于安装前轮1位置的上方，车架3下方

的中部还设置有转轴孔4，转轴孔4为圆管，且改装时，在转轴孔4内安装转轴五通5的转轴

部，旋转转轴五通5，通过固定组件6将转轴五通5与车架3固定连接。

[0028] 固定组件6包括桥片61，桥片61设置在转轴五通5的旋转部，且桥片61上设置有螺

丝孔611，在外力作用时，转轴五通5朝前轮1方向旋转，并通过桥片61上的螺丝孔611与车架

3固定连接。外力，一般指人工，同时利用螺丝将转轴五通5与车架3固定，使转轴五通5与车

架3紧密的结合，在将驱动部分和制动部分进行组装，实现了对儿童平衡车的改装。

[0029] 转轴孔4的两侧用封盖封住，改装时，取下封盖，在转轴孔4内安装转轴五通5，并通

过对锁螺丝7固定。单独增加一个转轴孔4，对儿童平衡车整体的改变并不明显，不会影响车

重，也不会对使用的儿童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0030] 改装时，先在转轴孔4内安装固定转轴五通5，并在转轴五通5内安装曲柄，并连接

脚蹬、牙盘、链条、飞轮、后轴、后轮2，当儿童对脚蹬施加力时，能驱动后轮2进行旋转。这部

分的连接是现有技术，自行车均有此种结构，故不在赘述，即利用转轴孔4将自行车的驱动

部分安装完毕。附图3中仅表示改装完毕后的结构示意图，具体的连接结构是现有技术，可

参照相关百度百科或文献资料，故不再赘述。

[0031] 在前轮1的位置分别安装制动组件，制动组件为V刹，V刹的控制端设置有车把31的

右把手的位置。通过安装刹车，来保证儿童的安全，虽然10岁以下的儿童，并不能将儿童自

行车驱动至危险的速度，但是为了保证安全，采用了制动效果较佳的V刹，也就是最常见的

利用刹车皮与车轮的摩擦达到制动的效果，但是如果使用碟刹，儿童的力量不足，反而适得

其反，制动效果不佳，并不足以保证儿童骑车的安全。仅在前轮的位置设置刹车，是考虑到

后轮部分已经通过装驱动组件，此部分已经很复杂了，如果再添加刹车，则会加重这部分预

留的改装位，对儿童平衡车造成设计的影响，同时经过测试，仅有前刹也是能达到刹车效果

的，且符合儿童右手力比较大的特点，且速度并不快，能保证安全。

[0032] 当然，由于制动组件，是相对现有的技术，在购物网站以及百科网站上具有介绍，

故不再赘述。且附图中也并未显示。

[0033] 一种能改装成儿童自行车的儿童平衡车的有益效果是，在儿童平衡车的车架3下

方仅仅设置转轴孔4，不会对平衡车产生影响，而且为后续的改装儿童自行车，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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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续安装转轴五通5、驱动组件和制动组件提供了便利，达到高效快速的改装。

[0034] 以上实施方式只为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

术的人了解本实用新型的内容并加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凡根

据本实用新型精神实质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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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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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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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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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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