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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MINIATURE FAN

(54) 发明名称 ：一种微型风扇

(57) Abstract: A miniature fan comprising a housing, fan
blades (4), a support ：frame (1) used for supporting the hous
ing, and an anti-slip pad (2) used for preventing the support
：frame (1) ：from slipping. By such arrangement, the miniature
fan can be propped up when in use, thus preventing the
housing fi"om moving.

(57) 摘要：一种微型风扇，包括壳体、扇叶 （4 ) 、
用于支撑所述壳体的支架 （1 ) 、用于防止支架
( 1) 滑动的防滑垫 （2 ) 。通过上述设置，当使用
微型风扇可以将其支起，防止壳体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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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型风扇

【技术领域 】

本发 明涉及 家用 电器领域 ，更具体 的说 ，涉及一种微型风扇 。

【背景技术 】

目前市场上的风扇主要 包括 吊扇和落地扇 ，吊扇一般无扇叶保护罩子 ，而

落地扇基本都有扇叶保护罩子 ，从 而避免伤 害到使用者 。为 了满足人们 的需求，

一些便 于携 带的微型风扇 已经在市场 出现 ，这些微型风扇 大多比较 小，主要 包

括 壳体和设 置在 壳体 内的马达和扇叶等 ，且 内置有 电池或可充 电的电池 ，从 而

方便携带和使用。

本人设计 了一种微型风扇 ，包括整体呈 圓柱体 结构 的壳体 、安装在 壳体 内

的马达 、可充 电电池 、用于充 电的充 电接 口和 电源控制开关以及设置在 壳体外

部 的扇叶和用于 固定扇叶的 固定件 ，固定件与马达的输 出端 紧密连接 配合 ，从

而马达转动带动 固定件转动 ，进而带动扇叶旋转 。所述 壳体侧壁上设置有开槽 ，

从 而便 于微型音箱放 置。由于扇叶设置在 壳体外而无任何 阻挡 ，从 而就避免 了

风量的浪 费，进而增 大了风力；另外 ，所述扇叶为软质材料制成 ，即使使用者

碰到也不会对其造成伤害。此方案未公开 。

但是 ，当壳体放 置在有坡度 的地方时，壳体仍 然会转动 ，从 而就会导致微

型风扇放置不稳定 ，进而不便 于使用。

【发 明内容 】

本发 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放 置稳定的微型风扇 。

本发 明的 目的是通过以下技 术方案来实现 的：一种微型风扇 ，包括 壳体 ，

还 包括用于支撑所述壳体 的支架。

优选 的，所述支架设有插件 ，所述 壳体上设有用于放 置所述插件 的插槽 。

插件和插槽 配合 ，从 而将支架 固定在 壳体上；插件和插槽配合方便 ，而且 牢 固。



优选 的，所述支架还 包括底座 以及连接所述底座与插件 的连接件 。这是设

置支架的一种具体结构 。

优选 的，所述底座 包括一水平壁和与所述水平壁连接 的两个侧壁 ，所述连

接件分别与所述两侧壁的另一端相连 。水平壁连 同两个侧壁用于放 置 ，两个侧

壁一端通过所述水平壁进行连接 ，另一端形成一个第三开 口，从 而使 两个侧壁

另一端能够有一定的弹性 。

优选 的，所述连接件下端沿所述两侧壁向所述水平壁弯曲，上端向上设置 ，

且上端位 于侧壁的中部 。连接件 沿着侧壁向水平壁方向弯曲，保证 支架的重心

位 于支架的中部 ，从 而使 支架更加稳定。

优选 的，所述插件 沿所述连接件 向所述水平壁 弯曲。插件根部设置弯曲可

起到限位 的作用。

优选 的，所述插件和插槽都为两个 ，所述两插件之 间的距 离大于所述两插

槽之 间的距 离。插件与连接件之 间一体连接 ，两连接件之 间有一定距 离，这样

就使连接件之 间具有一定的弹性 ，从 而两插件之 间就有一定的弹性 ，通过挤压

将插件插入插槽 内，然后插件 由于弹性恢复会对插槽有一定的作用力，这样就

使插件在插槽 内的 固定更加牢 固。

优选 的，所述支架上设有 防滑垫。防滑垫可防止支架滑动。

优选 的，所述防滑垫设有用于放 置所述底座水平壁或侧壁的通孔 ，在所述

通孔一端设有与所述通孔连通 的第一开 口，所述水平壁或侧壁通过所述第一开

口放入到所述通孔 内，所述第一开 口的宽度 小于所述通孔的直径 。这是设置防

滑垫和支架配合 的一种具体结构 ，防滑垫的第一开 口插入到底座上并与通孔配

合 ，从 而起 到防滑作用；而且第一开 口的宽度 小于通孔的直径 ，就防止 防滑垫

从底座上脱 落。

优选 的，所述防滑垫在设 置所述第一开 口的另一端沿所述第一开 口的方向

设有第二开 口；且所述第二开 口的宽度 大于所述第一开 口的宽度 。设置第二开

口可节省材料 ；而且第一开 口设置较 小使 防滑垫与支架的配合 更加 紧密，这样



就不易将支架从第一开 口处插入 ，但是设 置在另一端的第二开 口，就可对第二

开 口进行挤压使其变窄，进而就使第一开 口变宽，这样就方便和支架进行配合 。

本发 明由于设置用于支撑微型风扇 的壳体 的支架，从 而在使用微型风扇时，

支架就可支起微型风扇 ，防止 壳体移动 ，保证微型风扇正常工作 。

【附图说 明】

图 1是本发 明实施例所述微型风扇 的整体结构 图；

图 2 是本发 明实施例所述支架的结构示意 图；

图 3 是本发 明实施例所述防滑垫的结构示意图；

图 4 是本发 明实施例所述壳体 的结构示意 图。

其 中：1、支架； 11、插件 ； 12、水平壁； 13、侧壁； 14、连接件 ； 15、第

三开 口；2、防滑垫；21、第一开 口；22、第二开 口；23、通孔；3、后 壳；31、

插槽 ；4、扇叶。

【具体 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 附图和较佳 的实施例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说 明。

本发 明公开一种微型风扇 ，包括 壳体 ，如 图 1 至图 4 所示，还 包括用于支撑

所述壳体 的支架 1。本发 明由于设置用于支撑微型风扇的壳体 的支架 1, 从 而在

使用微型风扇时，支架 1 就可支起微型风扇 ，防止 壳体移动 ，保证微型风扇正

常工作 。

本发 明所述的支架为金属材料制成 ，金属材料 强度 大，具体 的为钢条 ，钢条

不仅强度 大，而且弹性好 。当然，也可以设置成其它金属材料 。

如 图 1所示的微型风扇的整体结构 图，所述微型风扇 的壳体 的整体呈汽车车

轮结构 ，外形美观 、卡通 ，适合人们 的视 觉要 求。在微型风扇 的扇叶 4 以及用

于 固定扇叶 4 用的固定件都设置在 壳体 的外部 ，扇叶 4 对应 壳体 的大小设置 ，

由于扇叶 4 外部没有设置任何物件 阻挡 ，从 而相对扇叶 4 产生的风力就较 大。



而且扇叶 4 是橡胶材料制成 ，质地柔软 ，在运转过程 中人们碰到也不会受到伤

害，相对 小孩子而言，这样微型风扇是需要 ，有保 障的。该微型风扇 中部设 置

有环形结构 的第一放 置部 ，围绕第一放 置部设置有环形结构 的第二放 置部 ，且

两者通过板状结构 的连接板连接 。微型风扇 的驱动马达 、开关以及充 电接 口都

设置在第一放置部 内；微型风扇的电池放置在第二放 置部 内，结合 图 4 所示的

后 壳的结构示意图，在第二放置部 内还设置有与支架 1 进行配合 的插槽 31。第

二放置部 包括设置在前壳上的第一凹槽 以及设置在后 壳 3 上的第二 凹槽 ，所述

插槽 31 就设置在所述第二 凹槽 内。再结合 图 2 所示的所述支架的结构示意 图，

所述支架 1 上设有用于插入所述插槽 31 内的插件 11 , 插件 11 和插槽 31 配合方

便且牢 固，从 而将支架 1 固定在后 壳 3 上。

如 图 2 所示，所述支架 1 包括还底座 （水平壁 12、两个侧壁 13 ) 以及连接

所述底座 （水平壁 12、两个侧壁 13 ) 与插件 11 的连接件 14, 这是设置支架 1

的一种具体结构 。所述底座 （水平壁 12、两个侧壁 13 ) 包括一水平壁 12 和与

所述水平壁 12 连接 的两个侧壁 13 , 所述连接件 14 分别与所述两侧壁 13 的另一

端相连。水平壁 12 连 同两个侧壁 13 用于放置 ，两个侧壁 13 —端通过所述水平

壁 12 进行连接 ，另一端形成一个第三开 口 15 , 从 而使 两个侧壁 13 另一端能够

有一定的弹性。

在本 实施例 中，所述连接件 14 下端沿所述两侧壁 13 向所述水平壁 12 方向

弯曲，上端向上设置，且上端位于侧壁 13 的中部 ，连接件 14 的结构类似呈 L

形；连接件 14 沿着侧壁 13 向水平壁 12 方向弯曲，保证支架 1 的重心位于支架

1 的中部 ，从 而使支架 1 更加稳定。所述插件 11 沿所述连接件 14 向所述水平壁

12 弯曲，插件 11 根部设置弯曲可起到限位 的作用 。

所述插件 11 和插槽 31 都为两个，所述两插件 11 之 间的距 离大于所述两插

槽 31 之 间的距 离，插件 11 与连接件 14 之 间一体连接 ，两连接件 14 之 间有一

定距 离，这样就使连接件之 间具有一定的弹性 ，从 而两插件 11 之 间就有一定的

弹性 ，通过挤压将插件 11 插入插槽 31 内，然后插件 11 由于弹性恢复会对插槽



31 有一定的作用力，这样就使插件 11 在插槽 31 内的固定更加牢 固。

在本 实施例 中，所述支架上设有 防滑垫，结合 图 3 所示的防滑垫的结构示意

图，防滑垫 2 可防止支架 1 滑动。所述防滑垫 2 设有用于放置所述底座水平壁

1 或侧壁 13 的 23 , 在所述通孔 23 —端设有与所述通孔 23 连通的第一开 口 2 1 ,

所述水平壁 12 或侧壁 13 通过所述第一开 口 2 1 放入到所述通孔 23 内，所述第

一开 口 2 1 的宽度 小于所述通孔 23 的直径 。防滑垫 2 的第一开 口 2 1 插入到底座

12 、 13 上并与通孔 23 配合 ，从 而起到防滑作用；而且第一开 口 2 1 的宽度 小于

通孔 23 的直径 ，就防止 防滑垫 2 从底座 12、 13 上脱 落。这是设置防滑垫和支

架配合 的一种具体结构 。

所述防滑垫 2 在设置所述第一开 口 2 1 的另一端沿所述第一开 口 2 1 的方向设

有第二开 口 22; 且所述第二开 口 22 的宽度 大于所述第一开 口 2 1 的宽度 。设置

第二开 口 2 1 可节省材料 ；而且第一开 口 2 1 设置较 小使 防滑垫 与支架 1 的配

合 更加 紧密，这样就不易将支架 1 从第一开 口 2 1 处插入 ，但是设置在另一端的

第二开 口 22, 就可对第二开 口 22 进行挤压使其变窄，进而就使第一开 口 2 1 变

宽，这样就方便和支架 1 进行配合 。

在本 实施例 中，所述防滑垫为橡胶材料 ，橡胶材料摩擦性好 ，且弹性也好 。

如 图 1 所示 ，所述防滑垫 2 的个数为两个，分别配合在支架 1 的两个侧壁 13

上 ，这样就可以使支架 1 受力均匀，防滑垫 2 对防滑起到更佳 的效果。当然，

还可以再在 支架的水平壁上设置一个或 两个防滑垫 ，这样就会使 支架受力更加

均 匀，而且 防滑效果更好 ，但是这样就会 大大增加 防滑垫的个数 ，进而就增加

了费用 。也可以仅设置一个防滑垫配合在支架的水平壁上 。然后 ，也可以设 置

其它个数 以及其它的配合方式进行配合 。

以 上 内容是结合具体 的优选 实施方式对本发 明所作 的进一步详 细说 明，不能

认定本发 明的具体 实施只局 限于这些说 明。对于本发 明所属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

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 离本发 明构思的前提 下，还 可 以做 出若干筒单推演或替换 ，

都应 当视为属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权 利 要 求

1、一种微型风扇 ，包括 壳体 ，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用于支撑所述 壳体 的支

架。

2、如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微型风扇 ，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设有插件 ，所述

壳体上设有用于放 置所述插件 的插槽 。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微型风扇 ，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还 包括底座以及

连接所述底座与插件 的连接件 。

4、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微型风扇 ，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 包括一水平壁和

与所述水平壁连接 的两个侧壁 ，所述连接件分别与所述两侧壁的另一端相连 。

5、如权利要求 4 所述的微型风扇 ，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件下端沿所述两

侧壁向所述水平壁弯曲，上端向上设置 ，且上端位于侧壁的中部 。

6、如权利要求 5 所述的微型风扇 ，其特征在于，所述插件 沿所述连接件 向

所述水平壁弯曲。

7、如权利要求 4 或 6 所述的微型风扇 ，其特征在于，所述插件和插槽都为

两个，所述两插件之 间的距 离大于所述两插槽之 间的距 离。

8、如权利要求 4 所述的微型风扇 ，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上设有 防滑垫。

9、如权利要求 8 所述的微型风扇 ，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滑垫设有用于放 置

所述底座水平壁或侧壁的通孔 ，在所述通孔一端设有与所述通孔连通 的第一开

口，所述水平壁或侧壁通过所述第一开 口放入到所述通孔 内，所述第一开 口的

宽度 小于所述通孔的直径 。

10、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微型风扇 ，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滑垫在设置所述

第一开 口的另一端设有第二开 口，所述第二开 口沿所述第一开 口方向设置；且

所述第二开 口的宽度 大于所述第一开 口的宽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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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主题的分类

参见 附加页

按照 国际专利分类 (IPC) 或者 同时按照国家分类和 IPC 两种分类

B. 检索领域

检索的最低 限度文献 (标 明分类系统和分类号）

IPC: F04D25/-; F04D29/-

包含在检索领域中的除最低 限度文献 以外 的检索文献

在 国际检索时查阅的电子数据库 (数据库 的名称 ，和使用的检索词 （如使用 ））

WPI, EPODOC, CNPAT: 风扇 ，支架 ，支撑，管，杆，樊书印， fan, bracket, base, rod?, support+

C. 相关文件

类型 * 引用文件 ，必要时，指 明相关段落 相关的权利要求

E CN 203453 105 U ( 樊 书 印）26.2 月 .2014 ( 26.02.2014 ) 附图 1-4 ， 1-10

说 明书 [0018]-[0025] 段

E CN 203453097 U ( 樊 书 印） 6 . 月 .2014 ( 26.02.2014 ) 附图 1、3， 1-10

说 明书 [0022]-[0024] 段

E CN 103334944 A ( 樊书 印）02. 10 月 .2013 ( 02. 10.2013 ) 附图 1、3，说 明书 [0027] 段 1-10

CN 202125440 U ( 田海林 等 ） 5 . 1 月 .2012 ( 25.01.2012) 附图 1-2 ，
X 1-10

说 明书 [0004]-[0013] 段

U S 529581 1 A (DURACRAFT CORPORATION) 22.3 月 . 1994 ( 22.03. 1994 ) 附图 1-4 ，
X 1-10

说 明书第 2 栏 10-46 行

U S 6336793 B l (LASKO HOLDINGS INC. ) 08. 1 月 2002 ( 08.01.2002 ) 附图 7、8，
X 1-10

说 明书第 2 栏 39 行 -第 3 栏 33 行

因 其余文件在 C 栏 的续页中列 出。 见 同族专利附件 。

* 引用文件的具体类型： "T" 在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之后公布，与申请不相抵触，但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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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可能对优先权要求构成怀疑的文件，或为确定另一篇 发明不是新颖的或不具有创造性

引用文件的公布日而引用的或者因其他特殊理由而引 "Y" 特别相关的文件，当该文件与另一篇或者多篇该类文件

用的文件 （如具体说明的） 结合并且这种结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为显而易见时，
"O" 涉及口头公开、使用、展览或其他方式公开的文件 要求保护的发明不具有创造性
"P" 公布日先于国际申请日但迟于所要求的优先权日的文件 "&" 同族专利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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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月 2014 ( 17.03.2014 ) 03.4 月 2014 (03.0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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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续). 相关文件

类 型 引用文件，必要时，指明相关段落 相关的权利要求

X CN 202673709 U (沈聪立 ) 16. 1 月.2013 ( 16.01.2013 ) 附图 1、2 ,
1-10

说明书 [001 1]-[0014] 段

PCT/ISA/210 表(第 2 页续页）（2009 年 7 月）



国 际检 索 报 告 PCT/CN2013/079188
关 于 同族 专 利 的信 息

检索报告中引用的 公布 日期 同族专利 公布 日期
专利文件

CN 203453 105 U 26.02.2014 无

CN 203453097 U 26.02.2014 无

CN 103334944 A 02. 10.2013 无

CN 202125440 U 25.01.2012 无

U S 529581 1 A 22.03. 1994 CA 2084008 A 1 03.06. 1993

U S 6336793 B l 08.01.2002 无

CN 202673709 U 16.01.2013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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