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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玩偶娃娃，包括身体主

体部和头部，头部包括前壳和后壳，以及内置于

前壳与后壳之间的可活动的眼球结构；前壳上设

置有左右对称的两个眼孔；眼球结构包括中心转

动轴、左眼球和右眼球；左右眼球在中心转动轴

的左右两侧对称设置，且在左右眼球的对应位置

共设置有至少2对瞳孔；在中心转动轴上固定有

拉绳，当消费者拉动拉绳时，中心转动轴可带动

左右眼球同轴同向转动。本实用新型的玩偶娃娃

可有效调节眼球角度，结构简单、式样美观、方便

操作，在有效控制成本的基础上大幅增加了玩偶

的可玩性和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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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玩偶娃娃，包括身体主体部和头部，其特征在于，

所述头部包括前壳和后壳，以及内置于所述前壳与所述后壳之间的可活动的眼球结

构；

所述前壳上设置有左右对称的两个眼孔；

所述眼球结构包括中心转动轴、左眼球和右眼球；

所述左眼球和所述右眼球在所述中心转动轴的左右两侧对称设置，且在所述左右眼球

的对应位置共设置有至少2对瞳孔；

在所述中心转动轴上固定有拉绳，当消费者拉动所述拉绳时，所述中心转动轴可带动

所述左右眼球同轴同向转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玩偶娃娃，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壳的内部两侧设有固定卡位结

构，一体成型或固定卡接于所述后壳内部两侧，表面呈与所述眼球结构表面弧度相当的弧

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玩偶娃娃，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壳的内部两侧设有固定卡位结

构，一体成型或固定卡接于所述前壳内部两侧，表面呈与所述眼球结构表面弧度相当的弧

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玩偶娃娃，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壳的中部设置有卡槽，所述眼

球结构的所述中心转动轴上设置有凸起部，所述凸起部可嵌入所述卡槽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玩偶娃娃，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壳的中部设置有卡槽，所述眼

球结构的所述中心转动轴上设置有凸起部，所述凸起部可嵌入所述卡槽中。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玩偶娃娃，其特征在于，所述左右眼球的对应位置共设置有3

对瞳孔。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玩偶娃娃，其特征在于，所述3对瞳孔分别为眼神向左看的一

对瞳孔、眼神向前看的一对瞳孔及眼神向右看的一对瞳孔。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玩偶娃娃，其特征在于，所述拉绳为一根，中部缠绕在所述中

心转动轴上，两端分别穿过所述后壳上开设的左右拉绳孔，由消费者手动操控；当拉动一端

时，所述中心转动轴带动所述左右眼球转动，所述拉绳另一端回缩缠绕在所述中心转动轴

上；当所述拉绳一端拉伸至极限位置后无法继续拉动，可拉动所述拉绳另一端，使所述中心

转动轴带动所述左右眼球反向转动，所述拉绳一端回缩。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玩偶娃娃，其特征在于，所述拉绳为左边拉绳与右边拉绳两

根，分别有一端固定在所述中心转动轴上，另一端缠绕后穿过所述后壳上开设的左右拉绳

孔，由消费者手动操控；其中所述左边拉绳与右边拉绳的缠绕方向相反，当拉动所述左边拉

绳时，所述中心转动轴带动所述左右眼球转动，所述右边拉绳回缩，当所述左边拉绳拉伸至

极限位置后无法继续拉动，可拉动右边拉绳，使所述中心转动轴带动所述左右眼球反向转

动，所述左边拉绳回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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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玩偶娃娃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可调节眼球的玩偶娃娃，尤其是可以通过手动拉绳来变换眼

球角度，使玩偶因为眼球可移动而更具灵活性和趣味性。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换装娃娃等可以寄托感情和承载梦想的玩偶娃娃的受众日益增加，逐渐

成为一种广受欢迎、老少皆宜的玩具。随着玩偶娃娃的销量越来越大，其工艺也越来越精

湛，材料越来越丰富，造型越来越逼真，但是在某些细节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对于消费者

而言，玩偶的眼部设计是至关重要的，而现有的多数玩偶的眼睛都是以涂绘的方式来制作

的，立体感比较差，且始终呈现同一种形态，缺乏灵活性和可塑性。有些玩偶娃娃则增加了

活动的眼睑部位，消费者可以控制玩偶眨动眼睑来呈现睁眼、闭眼两种状态，但仍然略显单

调，趣味性不足。进一步地，一些玩偶设计了可转动的眼球结构，例如采用马达转动产生动

力，控制眼球的转动，从而达到切换玩偶眼神的目的，但此种结构需要配套设计相应的齿轮

和塑胶传动链等部件，结构复杂、成本高、马达在转动过程中还会产生噪音，不适宜消费者

的把玩。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式样美观、方便

操作的可有效调节眼球角度的玩偶娃娃，在有效控制成本的基础上大幅增加玩偶娃娃的可

玩性和观赏性。

[0004]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玩偶娃娃，包括有身体主体部和头部，头部包括前壳和后壳，以及内置于前壳

与后壳之间的可活动的眼球结构。

[0006] 其中所述前壳上设置有左右对称的两个眼孔，所述眼球结构包括中心转动轴、左

眼球和右眼球。所述左眼球和所述右眼球在所述中心转动轴的左右两侧对称设置，且在所

述左右眼球的对应位置共设置有至少2对瞳孔。在所述中心转动轴上固定有拉绳，当消费者

拉动所述拉绳时，所述中心转动轴可带动所述左右眼球同轴同向转动，切换显示不同的瞳

孔，从而表现出不一样的眼神，使玩偶的眼睛更灵活生动，提升消费者把玩时的趣味性和观

赏性。

[0007] 可选地，所述后壳的内部两侧设有固定卡位结构，当所述头部组装在一起时，所述

固定卡位结构可限制所述眼球结构在上下、左右、前后各个方向上的移动。

[0008] 可选地，所述固定卡位结构设置在所述前壳的内部两侧。

[0009] 可选地，所述前壳的中部设置有卡槽，所述眼球结构的所述中心转动轴上设置有

凸起部，所述凸起部可嵌入所述卡槽中，当所述头部组装在一起时，可限制所述眼球结构在

上下、左右、前后各个方向上的移动。

[0010] 可选地，所述后壳的中部设置有卡槽，所述眼球结构的所述中心转动轴上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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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起部，所述凸起部可嵌入所述卡槽中，当所述头部组装在一起时，可限制所述眼球结构在

上下、左右、前后各个方向上的移动。

[0011] 可选地，所述左右眼球的对应位置共设置有3对瞳孔。

[0012] 可选地，所述3对瞳孔分别为眼神向左看的一对瞳孔、眼神向前看的一对瞳孔及眼

神向右看的一对瞳孔。

[0013] 可选地，所述拉绳为一根，中部缠绕在所述中心转动轴上，两端分别穿过所述后壳

上开设的左右拉绳孔，由消费者手动操控。当拉动一端时，所述中心转动轴带动所述左右眼

球转动，所述拉绳另一端回缩缠绕在所述中心转动轴上；当所述拉绳一端拉伸至极限位置

后无法继续拉动，可拉动所述拉绳另一端，使所述中心转动轴带动所述左右眼球反向转动，

所述拉绳一端回缩。

[0014] 可选地，所述拉绳为左边拉绳与右边拉绳两根，分别有一端固定在所述中心转动

轴上，另一端缠绕后穿过所述后壳上开设的左右拉绳孔，由消费者手动操控。其中所述左边

拉绳与右边拉绳的缠绕方向相反，当拉动所述左边拉绳时，所述中心转动轴带动所述左右

眼球转动，所述右边拉绳回缩，当所述左边拉绳拉伸至极限位置后无法继续拉动，可拉动右

边拉绳，使所述中心转动轴带动所述左右眼球反向转动，所述左边拉绳回缩。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的玩偶头部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的玩偶眼球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的玩偶眼部效果示意图。

[0018] 图中标号所示为：

[0019] 1前壳；

[0020] 2后壳；

[0021] 3眼孔；

[0022] 4固定卡位结构；

[0023] 5中心转动轴；

[0024] 6左眼球、61眼神向左看的左瞳孔、62眼神向前看的左瞳孔、63眼神向右看的左瞳

孔；

[0025] 7右眼球、71眼神向左看的右瞳孔、72眼神向前看的右瞳孔、73眼神向右看的右瞳

孔；

[0026] 8左侧凸起、81左侧通孔；

[0027] 9右侧凸起、91右侧通孔；

[0028] 10左边拉绳；

[0029] 11右边拉绳。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附图与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进一步描述，需要

注意的是，以下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

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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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31]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的玩偶头部内部结构示意图。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

一的玩偶眼球结构示意图。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的玩偶眼部效果示意图。

[0032] 参照图1至图3，本实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的玩偶头部包括前壳1和后壳2，以及内置

于前壳1与后壳2之间的可活动的眼球结构。其中所述前壳1上设置有左右对称的两个眼孔

3，所述后壳2的内部两侧设有固定卡位结构4，当所述头部组装在一起时，所述固定卡位结

构4可限制所述眼球结构在上下、左右、前后各个方向上的移动。所述固定卡位结构4可以一

体成型或固定卡接在所述后壳2内部两侧，表面呈与所述眼球结构表面弧度相当的弧形；也

可以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其他类似结构。另外，所述固定卡位结构4也可以设置在

所述前壳1的内部两侧。

[0033] 所述眼球结构包括中心转动轴5、左眼球6和右眼球7。所述左眼球6和所述右眼球7

在所述中心转动轴5的左右两侧对称设置，且在所述左右眼球的对应位置共设置有3对瞳

孔，分别为眼神向左看的一对瞳孔61和71、眼神向前看的一对瞳孔62和72、眼神向右看的一

对瞳孔63和73。

[0034] 所述中心转动轴5上设置有左右对称的一对轮盘状凸起，分别为左侧凸起8和右侧

凸起9。所述左侧凸起8和右侧凸起9上分别设置有左侧通孔81和右侧通孔91，左边拉绳10的

一端穿过所述左侧通孔81固定在所述左侧凸起8上，另一端在所述中心转动轴5上缠绕后经

由所述后壳2上开设的拉绳孔(未图示)，穿出到玩偶头部外侧，由消费者手动操控。右边拉

绳11的一端穿过所述右侧通孔91固定在所述右侧凸起9上，另一端在所述中心转动轴5上缠

绕后经由所述后壳2上开设的拉绳孔，穿出到玩偶头部外侧，由消费者手动操控。其中所述

左边拉绳10与所述右边拉绳11的缠绕方向相反，当拉动所述左边拉绳10时，所述中心转动

轴5带动所述左右眼球转动，所述右边拉绳11回缩，当所述左边拉绳10拉伸至极限位置后无

法继续拉动时，可拉动右边拉绳11，使所述中心转动轴5带动所述左右眼球反向转动，所述

左边拉绳10回缩。反之亦然。

[0035] 根据以上结构，当消费者拉动所述左边拉绳10或右边拉绳11时，所述中心转动轴5

可带动所述左右眼球同向转动，使玩偶的眼部在眼神向左看的一对瞳孔61和71、眼神向前

看的一对瞳孔62和72、眼神向右看的一对瞳孔63和73之间来回切换，从而表现出不一样的

眼神，使玩偶的眼睛更灵活生动，提升消费者把玩时的趣味性和观赏性。

[003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左右眼球的对应位置共设置有3对瞳孔，为了达成提高玩偶趣

味性的效果，所述瞳孔的数量为至少2对即可。同时除了朝向不同，还可将瞳孔设计成具有

不同的颜色、神态等。

[0037] 在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二中，在前壳1的中部设置有卡槽，所述眼球结构的所述中

心转动轴5上设置有凸起部，所述凸起部可嵌入到所述卡槽中，当所述头部组装在一起时，

可限制所述眼球结构在上下、左右、前后各个方向上的移动。可选地，所述卡槽也可以设置

在后壳2上。

[0038] 在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三中，消费者可手动操控的拉绳为一根，所述拉绳的中部

缠绕在所述中心转动轴5上，两端分别穿过所述后壳2上开设的左右拉绳孔，由消费者手动

操控。当拉动所述拉绳的一端时，所述中心转动轴5带动所述左右眼球转动，所述拉绳的另

一端回缩缠绕在所述中心转动轴5上；当所述拉绳一端拉伸至极限位置后无法继续拉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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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所述拉绳另一端，使所述中心转动轴5带动所述左右眼球反向转动，所述拉绳一端回

缩。反之亦然。

[0039] 综上所述，采用本实用新型的玩偶娃娃，通过简单的拉绳结构，可以方便地调整玩

偶的眼球角度，在把玩过程中切换玩偶的眼神，使玩偶的眼睛更灵活生动；同时由于采用了

拉绳结构，可对穿出头部的拉绳部分进行美化设计及点缀，使玩偶更加美观及多样化，提升

可玩性和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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