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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绕动式机芯组件及使用其的个人清洁

护理装置

(57)摘要

一种绕动式机芯组件包括驱动机构、偏心轮

及绕动架，偏心轮由驱动机构控制并绕偏心轮中

心轴线转动，偏心轮的输出侧面设有偏心轴孔，

绕动架包括一中心轴，中心轴一端套设于偏心轴

孔内，中心轴另一端形成输出轴端，偏心轮的转

动带动绕动架绕偏心轮中心轴线以偏心量e为半

径作圆周绕动运动。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个人清洁

护理装置，包括外壳、刷头及上述的绕动式机芯

组件，绕动式机芯组件设置于外壳内，绕动式机

芯组件的输出轴穿过外壳并与刷头连接，绕动架

输出均匀圆周绕动运动实现的均匀声波振动，进

而使刷头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且能起到按摩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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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绕动式机芯组件，包括驱动机构和与其传动连接的绕动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绕动机构包括偏心轮及绕动架，其中：

偏心轮，由驱动机构控制并绕偏心轮中心轴线转动，偏心轮的输出侧面设有偏心轴孔，

偏心轴孔的孔中心与偏心轮中心形成偏心量e；

绕动架，其包括一中心轴，中心轴一端套设于偏心轴孔内，中心轴另一端形成输出轴

端，绕动架周侧设有至少一限位点用于限制绕动架转动的自由度，偏心轮的转动带动绕动

架绕偏心轮中心轴线以偏心量e为半径作圆周绕动运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绕动式机芯组件，其特征在于：偏心轮及绕动架设置于机

芯盒内，绕动架的中心轴延伸到机芯盒外，机芯盒上设有固定轴用于安置偏心轮。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绕动式机芯组件，其特征在于：偏心轮两端分别设有

中心轴孔和偏心轴孔，中心轴孔与机芯盒的固定轴配合，偏心轴孔与绕动架的中心轴配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绕动式机芯组件，其特征在于：偏心轮的中心轴孔和偏心

轴孔之间设有隔环部，偏心轮的偏心轴孔内通过轴承与绕动架的中心轴配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绕动式机芯组件，其特征在于：驱动机构直接带动偏心轮

转动或通过传动机构带动偏心轮转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绕动式机芯组件，其特征在于：驱动机构为电机，电机输

出轴通过传动带或传动齿轮带动偏心轮转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绕动式机芯组件，其特征在于：绕动架周侧设有三个限位

凹槽，机芯盒上设置有三个限位柱，限位柱套有限位胶圈，三个限位凹槽与对应的限位柱弹

性接触配合，三个限位柱形成的限位圆的圆心位于偏心轮的中心轴线上。

8.一种个人清洁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外壳、刷头及权利要求1至7所述的绕动式

机芯组件，绕动式机芯组件设置于外壳内，绕动式机芯组件的输出轴穿过外壳并与刷头连

接，绕动架输出均匀圆周绕动运动实现的均匀声波振动，进而使刷头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

且能起到按摩的作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个人清洁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刷头通过刷头固定件与

绕动式机芯组件的输出轴连接，绕动式机芯组件的输出轴与外壳穿孔配合处设有防水胶

圈。

10.根据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一种个人清洁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外壳包括外壳上盖

和外壳下盖，外壳上盖和外壳下盖配合，外壳上设有手握部，外壳下盖上设有与刷头配合的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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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绕动式机芯组件及使用其的个人清洁护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公开一种绕动式机芯组件及使用其的护理装置，按国际专利分类表(IPC)

划分属于个人护理用具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面上的面刷，基本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旋转运动的面刷，另一种是绕中心轴

小角度摆动的面刷。旋转运动的面刷不适合过敏皮肤的使用，绕中心轴小角度摆动面刷，使

用时中心部分摆动很小，但毛刷头边缘处则摆动的幅度很大，造成清洁不均匀，且边缘处摆

动的幅度大对皮肤有一定的伤害。

[0003] 中国文献CN203662654U公开一种洁面刷，包括设置于壳体前端的腔体，在所述腔

体内设置电机，所述电机包括输出轴，在该输出轴上设置偏心轮，在所述偏心轮上安装轴

承，在所述轴承外套设轴承套，所述轴承套和洁面刷的刷头连接。当电机启动后，带动偏心

轮，偏心轮通过轴承和轴承套的作用下带动刷头，并且在弹性套的弹性张力的作用下，使得

刷头以特定的角度往复摆动。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绕动式机芯组件，通过偏心输出形成均

匀圆周绕动运动。

[0005] 同时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个人清洁护理装置，通过绕动式机芯组件驱动刷头，使刷

面能更好的将毛孔污物带出同时减少对皮肤的伤害。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绕动式机芯组件，包括驱动机构和与其传动连接的绕动机构，绕动机构包括

偏心轮及绕动架，其中

[0008] 偏心轮，由驱动机构控制并绕偏心轮中心轴线转动，偏心轮的输出侧面设有偏心

轴孔，偏心轴孔的孔中心与偏心轮中心形成偏心量e；

[0009] 绕动架，其包括一中心轴，中心轴一端套设于偏心轴孔内，中心轴另一端形成输出

轴端，绕动架周侧设有至少一限位点用于限制绕动架转动的自由度，偏心轮的转动带动绕

动架绕偏心轮中心轴线以偏心量e为半径作圆周绕动运动。

[0010] 进一步，偏心轮及绕动架设置于机芯盒内，绕动架的中心轴延伸到机芯盒外，机芯

盒上设有固定轴用于安置偏心轮。

[0011] 进一步，偏心轮两端分别设有中心轴孔和偏心轴孔，中心轴孔与机芯盒的固定轴

配合，偏心轴孔与绕动架的中心轴配合。

[0012] 进一步，偏心轮的中心轴孔和偏心轴孔之间设有隔环部，偏心轮的偏心轴孔内通

过轴承与绕动架的中心轴配合。

[0013] 进一步，驱动机构直接带动偏心轮转动或通过传动机构带动偏心轮转动。

[0014] 进一步，驱动机构为电机，电机输出轴通过传动带或传动齿轮带动偏心轮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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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绕动架周侧设有三个限位凹槽，机芯盒上设置有三个限位柱，限位柱套有

限位胶圈，三个限位凹槽与对应的限位柱弹性接触配合，三个限位柱形成的限位圆的圆心

位于偏心轮的中心轴线上。

[0016] 一种个人清洁护理装置，包括外壳、刷头及上述的绕动式机芯组件，绕动式机芯组

件设置于外壳内，绕动式机芯组件的输出轴穿过外壳并与刷头连接，绕动架输出均匀圆周

绕动运动实现的均匀声波振动，进而使刷头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且能起到按摩的作用。

[0017] 进一步，刷头通过刷头固定件与绕动式机芯组件的输出轴连接，绕动式机芯组件

的输出轴与外壳穿孔配合处设有防水胶圈。

[0018] 进一步，外壳包括外壳上盖和外壳下盖，外壳上盖和外壳下盖配合，外壳上设有手

握部，外壳下盖上设有与刷头配合的接口。

[0019] 本发明工作时，电机等动力驱动机构通过带轮皮带传动带动偏心轮结构后推动绕

动架运动，绕动架均匀圆周绕动运动产生的声波振动，带动刷头同步动作，本发明能适应不

同皮肤的使用者，刷面能更好的将毛孔污物带出同时减少对皮肤的伤害。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机芯组件实施例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机芯组件实施例分解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偏心轮剖视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偏心轮截面图。

[0024] 图5是本发明护理装置分解图。

[0025] 图6是本发明护理装置剖面图。

[0026] 附图中零件名称如下：

[0027] 1.外壳上盖；2.电机；3.机芯上盖；4.限位胶圈；5.电机带轮；6.传动皮带；7.偏心

轮；8.轴承；9.绕动架；10.硅胶垫；11.机芯下盖；12.防水胶圈；13.外壳下盖；14.刷头固定

件；15.刷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9] 实施例：请参阅图1至图4，一种绕动式机芯组件100，包括驱动机构和与其传动连

接的绕动机构，绕动机构包括偏心轮7及绕动架9：驱动机构为整个装置提供动力，偏心轮7

是由驱动机构控制并绕偏心轮7中心轴线转动，偏心轮7的输出侧面设有偏心轴孔71，偏心

轴孔的孔中心与偏心轮中心形成偏心量e；绕动架9包括一中心轴91，中心轴91一端套设于

偏心轴孔71内，中心轴91另一端形成输出轴端，绕动架9周侧设有至少一限位点用于限制绕

动架转动的自由度，偏心轮7的转动带动绕动架9绕偏心轮中心轴线以偏心量e为半径作圆

周绕动运动，偏心量e范围在0.2－0.6mm。本发明绕动式机芯组件还包括机芯盒，机芯盒包

括机芯上盖3和机芯下盖11，偏心轮7及绕动架9设置于机芯盒内，绕动架9的中心轴91延伸

到机芯盒外，机芯盒上设有固定轴用于安置偏心轮7。偏心轮7两端分别设有中心轴孔72和

偏心轴孔71，中心轴孔72与机芯盒的固定轴配合，偏心轴孔71与绕动架9的中心轴91配合。

偏心轮7的中心轴孔和偏心轴孔之间设有隔环部73以形成两侧安装部件的限位结构，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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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7的偏心轴孔内通过轴承8与绕动架9的中心轴配合。本发明绕动架9包括绕动盘92，绕动

盘与中心轴一体或分体设置，绕动架周侧设有三个限位凹槽，具体是在绕动盘92周侧设有

三个限位凹槽920，机芯盒上设置有三个限位柱31，限位柱套有限位胶圈4，绕动盘92的三个

限位凹槽920与对应的限位柱弹性接触配合，三个限位柱形成的限位圆的圆心位于偏心轮7

的中心轴线上。绕动架9的绕动盘与机芯下盖之间设硅胶垫10，该硅胶垫套在中心轴上。

[0030] 本发明的驱动机构可以直接带动偏心轮7转动或通过传动机构带动偏心轮7转动：

如图1、图2，驱动机构可以是电机2或其他动力装置，其中直接带动包括驱动机构的输出轴

端直接与偏心轮7配合，如偏心轮7安装在电机2输出轴端；电机2通过传动带(传动皮带6)或

传动齿轮等传动机构带动偏心轮转动。

[0031] 如图5、图6，一种护理装置，即个人清洁护理装置，包括外壳、刷头15及上述的绕动

式机芯组件100，绕动式机芯组件100设置于外壳内，绕动式机芯组件的输出轴(即中心轴

91)穿过外壳并与刷头15连接，绕动架9输出均匀圆周绕动运动实现的均匀声波振动，进而

使刷头15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且能起到按摩的作用，刷头15可以是刷毛、硅胶、化妆海棉等

美容清洁配件。刷头15通过刷头固定件14与绕动式机芯组件的输出轴连接，绕动式机芯组

件的输出轴与外壳穿孔配合处设有防水胶圈12。外壳包括外壳上盖1和外壳下盖13，外壳上

盖和外壳下盖配合，外壳上设有手握部，外壳下盖13上设有与刷头配合的接口。

[0032] 本发明应用于洁面刷圆周绕动机芯组件连接系统，采用电机2通过带轮皮带传动

带动偏心轮结构后推动绕动架运动，绕动架9均匀圆周绕动运动产生的声波振动，能适应不

同皮肤的使用者，刷面能更好的将毛孔污物带出同时减少对皮肤的伤害。

[0033] 本发明的工作方式，其中偏心轮7采用偏心带轮：

[0034] 1、机芯上盖3设置一固定轴，偏心带轮通过轴承连接于此轴上，使偏心带轮可绕此

轴做自由旋转运动。

[0035] 2、电机2通过传动皮带6带动偏心带轮转动；

[0036] 3、偏心带轮带动绕动架9围绕着固定于机芯的轴承做圆周绕动运动；

[0037] 4、绕动架9带动刷头15做圆周绕动运动。

[0038] 本发明一实施例装配方式：

[0039] 1、电机2固定于机芯上盖3上，电机带轮5固定于电机轴上；

[0040] 2、偏心带轮上下端各装配一轴承，上端连接与机芯上盖，传动皮带连接传动电机

带轮及偏心带轮7，偏心带轮下端轴承8连接于绕动架9轴心；

[0041] 3、绕动架限位槽920方向对准机芯上盖的限位柱31装配套进，限位胶圈4套于机芯

上盖3的三个限位柱上；

[0042] 4、刷头连接件(刷头固定件14)固定于绕动架9的轴(中心轴91)；

[0043] 5、刷头15扣紧于刷头连接件。

[0044]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

[0045] 机芯上盖3设置一固定轴，偏心带轮通过轴承8连接于此轴上，电机2转动使电机带

轮5通过传动皮带6带动偏心带轮绕固定轴作旋转运动(此处皮带传动只为一种传动方式，

实质可为电机直接驱动偏心轮)，偏心带轮下端设置有一定的偏心量的轴承孔位即偏心轴

孔(此处轴承只是减阻润滑及减噪的作用，实质可为轴孔转动配合)，绕动架9的轴心上端套

于此偏心孔位，偏心带轮的转动带动绕动架9绕机芯上盖的固定轴以偏心带轮的偏心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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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做圆周绕动运动，机芯上盖上设置有3个限位柱，3个限位胶圈4套于绕动架9的限位凹

槽与此3个限位柱之间起弹性连接，限制了绕动架转动的自由度或可轻微自转，此时绕动架

9只能以偏心带轮7的偏心量e为半径(此处e为0.45mm)做圆周绕动，刷头固定件14固定于绕

动架9的输出轴上，做圆周循环绕动运动。

[0046] 本发明一种个人清洁护理装置(设备)，包括壳体(外壳)、刷头固定件和机芯(机芯

组件)，机芯安装在壳体内，操作头(刷头)安装在机芯绕动架轴的外端，绕动架输出均匀圆

周绕动运动实现的均匀声波振动，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且能起到按摩的作用。本发明的整

个刷头圆周绕动运动产生均匀的摆动幅度有助于将毛孔污物清出并同时减少对皮肤的伤

害。

[0047] 以上所记载，仅为利用本创作技术内容的实施例，任何熟悉本项技艺者运用本创

作所做的修饰、变化，皆属本创作主张的专利范围，而不限于实施例所揭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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