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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HAND-CRANKED SWING CAR

(54) 发明名称：手摇式扭扭车

图 1 / Fig. 1

(57) Abstract: A hand-cranked swing car at least comprises a main ：frame assembly and a hand-cranked swing assembly. The main
：frame assembly i s provided with a rear wheel pipe (5) and a main ：frame pipe (3) of which one end i s fixed to the middle part of the
rear wheel pipe. A cushion (6) i s disposed on a T-shaped structure formed by the rear wheel pipe and the main ：frame pipe. Two
movable wheels (14) are separately mounted on two ends of the real wheel pipe. Pedal pipes (7) are separately mounted on the left
side and the right side of the ：front end of the main frame pipe. The hand-cranked swing assembly i s provided with a swing pipe (2).
A hand rod (1) i s disposed on the top end of the swing pipe. A guide wheel (16) i s mounted on the bottom end of the swing pipe.
The swing pipe i s provided with a bearing sleeve pipe (9) above the 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guide wheel, and i s internally provided
with a bearing (10) separately on the top and on the bottom. A fixing piece (12) with a C-shaped structure i s disposed on the end
portion of the main ：frame pipe, so as t o accommodate the bearing pipe sleeve and the bearings on the two ends. A fixing shaft ( 11)
can fix the bearing pipe sleeve and the rotation of the bearings on the two ends in the fixing piece. The hand-cranked swing car uses
a weight-light design in accordance with human engineering, power i s saved, the swing i s easy, the structural strength of the connec -
tion pipe and the rear wheel curve steel pipe are strong, the security i s good,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product i s improved, the product
i s safe and light, and a user can feel at ease t o use the product.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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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手摇式扭扭车，至少包括有：主架组件 以及手摇摆动组件，该主架组件具有后轮管 （5 ) 以及一端固定
于该后轮管中部的主架管 （3 ) ，该后轮管与主架管形成的 T 型结构上安装有坐垫 （6 ) ，且该后轮管两端分
别安装有两移动轮 （14 ) ，该主架管前端左右两侧分别装设有脚踏管 （7 ) ；该手摇摆动组件具有一摆动管
( 2 ) ，该摆动管的顶端设置有把手杆 （1) ，该摆动管底端安装有导向轮 （16 ) ，而该摆动管相对于该导向

轮上方具有一轴承套管 （9 ) ，且 内置上下各一轴承 （10 ) ，其中，该主架管端部设有 C 型结构的固定件
( 12 ) ，可供容置该轴承套管及其二端之轴承，另有一固定轴 （11) 可将该轴承套管及其二端之轴承转动固
定于该固定件内。该手摇式扭扭车改变了质轻符合人体功学坐垫，摆动管与手把大 U 省力设计，摆动轻快，
连接管与后轮管曲线钢管结构强度安全性高，既提高产品寿命、安全轻巧，使用者得以安心使用。



手摇式扭扭车

技术领域
本创作系有关一种手摇式扭扭车改变了质轻主体结构更强，坐的更舒适使

成长孩童更健康的运动。

背景技术
现有的坐式手控扭扭车，其结构如中国专利号 ：201 120550670. 2 授权公告

号：CN2023179023U, 授权公告日 2012. 08. 15 它公开了名称为 " 坐式手控小扭

扭车 " 的实用新型专利包括了上述坐式手控小扭扭车，手控车把元件、连杆元
件和坐架，手控车把组件带有前脚轮，坐架上安装有后脚轮，连杆组件后端与
坐架相接，连杆组件的前段设置有左、右脚踏杆，特点是：手控车把组件的下
部向上垂直延伸出套管轴，连杆组件前端设置有套管，套管内安装有轴承，手
控车把组件上的套管轴由套管下端插入、并穿过套管内的轴承，一螺钉由套管

上端插入、并与套管轴顶部的螺纹孔相接，以使手控车把元件与连杆元件构成
摇摆活动。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及趣味性。

但是上述坐式手控小扭扭车仍存在以下不足与欠缺之处：
1、其整车几乎是钢管组成极为笨重，3-5 岁儿童在玩耍安全性就欠缺，笨

重使其不容易操控。
2、坐式手控小扭扭车虽然解决塑胶型扭扭车碰撞易破损，但是坐式手控小

扭扭车的帆布坐垫靠背管容易使孩童背部疼痛，影响了发育成长。
3、坐式手控小扭扭车组装由连接头，组装费时使用时间常会松动及脱落，

非常不安全且车身调整也不容易。

发明内容
本创作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合理坚固操作灵活并且使用寿命耐久，玩得舒适

安心放心之手摇式扭扭车。

为达上揭 目的，本创作之 手摇式扭扭车至少包含有：主架组件以及手
摇摆动组件，该主架组件具有后轮管以及一端固定于该后轮管中部的主架管，
该后轮管与该主架管形成的 T 型结构上并安装有坐垫，且该后轮管两端分别安



装有两移动轮 ，该主架管前端左右两侧并分别装设有脚踏管 ，该手摇摆动组件

具有一摆动管 ，该摆动管顶端设置有把手杆 ，该摆动管底端安装有导 向轮 ，而

该摆动管相对于该导 向轮上方具有一轴承套管 ，且 内置上下各一轴承 ，其 中，

该主架管端部设有 c 型结构 的固定件 ，可供容置该轴承套管及其二端之轴承 ，

另有一固定轴可将该轴承套管及其二端之轴承转动固定于该固定件 内。

本创作改变 了质轻合人体功学座垫 ，摆动管与手把大 u 省力设计 ，摆动轻

快 ，连接管与后轮管 曲线钢管结构其强度安全性高 ，既提高产 品寿命 、安全轻

巧，使用者得 以安心使用 。

为达上述 目的，所述后轮管系为 u 型管体 ，悍接于该主架管所构成之主架

组件 ，节省钢材材料 ，减轻整体 的重量 ，也具备很高的牢 固性和安全性 ，而且

节省成本 。

为达上述 目的，所述后轮管与该主架管间设有座垫架 ，该坐垫架具有至少

一 固定孔位 ，以供安装有坐垫 ，并可供使用者 自行调整坐垫前后位置 ，供不 同

高矮使用者选择 。

为达上述 目的，所述脚踏管系为 D 型管，并悍接于主架管前端左右两侧 。

为达上述 目的，所述脚踏管外并包覆设置有塑胶脚套 ，使用者双脚置于其

上 ，使其接触面加大不易滑脚 。

为达上述 目的，所述把手杆系为 U 型管体 ，供使用者握持左右转动省力 的

移位前进 。

本创作相较于习有结构系具有下列优点：

1、本实用新型改进结构的手摇式扭扭车 ，由手把连接摆动管 ，形成一个大

U型末端装入导 向轮摆动管的转动圆管置入二个轴承与连接管结合大 U型摆动管

由手把左右转动省力的移位前进 。

2、连接管上的 D 型管与 D 型塑胶脚套与脚面积接触加大不易滑脚省力儿童

玩耍更安全 。

3、连接管与后轮管一体成型紧固安全性高 ，没有多余的组装大大提高车体

的安全性 。

4、座垫架上有两组固定孔位，符合人体工学的吹塑座垫 由 1 固定螺丝 由上

锁紧，该座垫架有二组孔位 ，座垫可 以调整前后不 同高矮使用者可 以选择 ，坐着

玩耍时间长也不会使儿童腰背疼痛 。

5、整体车身减少钢管适合 3-5 岁儿童玩耍 ，也解决全塑胶制作扭扭车碰撞

破裂不耐 ，本实用新型车身重量轻 以及座垫舒适度 ，转动移位前进轻便 ，而提

供一种结构简单合理坚 固，操作灵活并且使用寿命耐久 ，玩得舒适安心放心 的



手摇式扭扭车 。

6、该后轮管 以及主架管所构成之主架组件 ，节省钢材材料 ，减轻整体的重

量 ，也具备很高的牢固性和安全性 ，而且节省成本 。

7、根据人体工学吹塑成型 的坐垫 ，可 以保障不影响儿童的发育成长 ，舒适

又安全 。

附图说明
第 1 图是本创作中手摇扭扭车之结构立体 图。

第 2 图是本创作中手摇扭扭车之结构分解 图。

第 3 图是本创作中手摇扭扭车之使用示意图。

第 4 图是本创作中手摇扭扭车之结构示意图。

符 号说 明
把手杆 1

摆动管 2 轴承 10

主架管 3 固定轴 11

座垫架 4 固定件 12

后轮管 5 移动轮 14

坐垫 6 孔位 15

脚踏管 7 导 向轮 16

塑胶脚套 8

具体实施方式
本创作之特点，可参阅本案 图式及实施例之详细说 明而获得清楚地了解 。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创作作进一歩详细的说 明。

如第 1 图和第 2 图所示 ，本创作之手摇式扭扭车至少包括有主架组件 以及

手摇摆动组件 ，该主架组件包括两端分别安装两移动轮 14 的后轮管 5、一端固

定于该后轮管 5 中部的主架管 3，如 图所示之实施例中，该后轮管 5 系为 U 型管

体 ，由该后轮管 5 与该主架管 3 上安装有坐垫 6，该后轮管 5 与该主架管 3 间设

有座垫架 4，该坐垫架 4 具有至少一固定孔位 ，以供安装有坐垫 6，该主架管 3

前端左右两侧并分别装设有脚踏管 7，该脚踏管 7 系为 D 型管，并悍接于主架管

3 前端左右两侧 ，该脚踏管 7 外并包覆设置有塑胶脚套 8，使用者双脚置于其上 ，

使其接触面加大不易滑脚 。



该手摇摆动组件具有一摆动管 2，该摆动管 2 顶端设置有把手杆 1，该把手

杆 1 系为 U型管体 ，该摆动管 2 底端安装有导 向轮 16，而该摆动管 2 相对于该

导 向轮 16 上方具有一轴承套管 9 悍接在摆动管 2 上 ，且 内置上下各一轴承 10。

其中，该主架管 3 端部设有 C型结构 的固定件 12，而该轴承套管 9 通过 内设的

轴承 10，并利用用一 固定轴 11 由上而下将它锁紧 ，并可转动 固定该固定件 12

之凹槽 内。

整体使用 时，透过导 向轮 16 和左 、右移动轮 14 呈三角形配置 ，请 同时参

阅第 3 图所示 ，该手摇式扭扭车将可稳 固、安定的被支撑着 ，连带的，使用者

可稳固、安全的坐于手摇式扭扭车上之坐垫 6，并将双脚置于脚踏管 7、双手扶

握于把手杆 1，继之 ，透过双手、双脚 同时左、右施力于把手杆 1 和脚踏管 7，

该位于摆动管 2 下端后方的导 向轮 16，便可连带左、右偏摆 ，并 以 S 形路径往

前行进 ，同时，在左 、右移动轮 14 的支撑和转动配合下 ，该整个车体便可顺畅

达到前移滑行效果。

如第 4 图所示 ，后轮管 5 与该主架管 3 间设有座垫架 4，座垫架 4 上有两组

固定孔位 15，合乎人体工学的吹塑座垫 6 由 1 固定螺丝 由上锁紧，该座垫架 4

有二组孔位 15，座垫 6 可 以调整前后不 同高矮使用者可 以选择 ；该座垫架 4 与

主架管 3 —体成形 ，本设计改变了质轻符合人体功学座垫 ，摆动管与手把为大 U

管结构形式达到省力设计 ，摆动轻快 ，连接管与后轮管 曲线钢管结构其强度安

全性高 。且 ，该后轮管 以及主架管所构成之主架组件 ，节省钢材材料 ，减轻整

体 的重量 ，也具备很高的牢 固性和安全性 ，而且节省成本 ；根据人体工学吹塑
成型的坐垫可 以保障不影响儿童的发育成长 ，舒适又安全 。

综上所述 ，本创作提供一较佳可行之手摇式扭扭车 ，爰依法提呈新型专利

之 申请 ；本创作之技术 内容及技术特点 巳揭示如上 ，然而熟悉本项技术之人士

仍可能基于本创作之揭示而作各种不背离本案创作精神之替换及修饰 。因此 ，

本创作之保护范围应不 限于实施例所揭示者 ，而应包括各种不背离本创作之替

换及修饰 ，并为 以下之 申请专利范围所涵盖 。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手摇式扭扭车 ，至少包含有：

主架组件 ，该主架组件具有后轮管 以及一端固定于该后轮管中部的主架管 ，

该后轮管与该主架管形成 的 τ 型结构上并安装有坐垫 ，且该后轮管两端分别安

装有两移动轮 ，该主架管前端左右两侧并分别装设有脚踏管 ；以及手摇摆动组

件 ，具有一摆动管 ，该摆动管顶端设置有把手杆 ，该摆动管底端安装有导 向轮 ，

而该摆动管相对于该导 向轮上方具有一轴承套管 ，且 内置上下各一轴承 ；其中，

该主架管之脚踏管端部设有 c 型结构 的固定件 ，可供容置该轴承套管及其二端

之轴承 ，另有一固定轴可将该轴承套管及其二端之轴承转动固定于该固定件 内。

2、如请求项 1 所述之手摇式扭扭车 ，其中，该后轮管系为 U 型管体 ，悍接

于该主架管所构成之主架组件 。

3、如请求项 1 所述之手摇式扭扭车 ，其中，该后轮管与该主架管间设有座

垫架 ，该坐垫架具有至少一固定孔位 ，以供安装有坐垫 ，并可供使用者 自行调

整坐垫前后位置 。

4、如请求项 1 至 3 其中任一项所述之手摇式扭扭车 ，其中，该脚踏管系为

D 型管 ，并悍接于主架管前端左右两侧 。

5、如请求项 4 所述之手摇式扭扭车 ，其中，该脚踏管外并包覆设置有塑胶

脚套 ，使用者双脚置于其上 ，使其接触面加大不易滑脚 。

6、如请求项 1 至 3 其中任一项所述之手摇式扭扭车 ，其中，该把手杆系为

U 型管体 ，供使用者握持左右转动省力的移位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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