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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包括驱动单元 （200) 的组合式立体拼接玩具，包括组合卡片 （100) 以及驱动单元 （200) ，若干该组合
卡片彼此拼接在一起 ，形成具有立体外型特征的物体 （400 ) ；该物体具有容纳腔 （410 ) 以及转轴孔
( 420 ) ，该驱动单元设置在该物体的该容纳腔中，该驱动单元具有转轴 （210 ) ，该转轴穿设在该转轴孔
中；该组合卡片包括第一主体卡片 （10 ) 、第二主体卡片 （20) 以及若干主体间卡片 （30) ，若干该主体间
卡片分别插接在该第一主体卡片与该第二主体卡片之间，且借助该第一主体卡片、该第二主体卡片以及若干
该主体间卡片围绕形成该物体的容纳腔；该组合卡片还包括运动卡片 （40，4 1，42 ) ，该运动卡片插设在该
转轴上，在运动的时候该转轴转动驱动该运动卡片动作，该运动卡片对称设置在该物体的两侧。



说 明 书

一种包括驱动单元的组合式立体拼接玩具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拼接玩具，特别是指一种包括驱动单元的组合式立体拼接玩具。

背景技术
众所周知，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在越来越多的具有益智作用的玩具越来越普遍的出现在市

场上，拼 图玩具作为益智玩具的一种 以其成本低廉、玩法多样等特点普遍受到 了人们的喜爱。
现在 由拼 图玩具衍生出了一种立体拼 图玩具，立体拼 图玩具是指 由若干组合卡片构成的

拼 图玩具，在具体拼接的时候若干组合卡片彼此插接在一起形成具有立体外型的物体 ，比较
典型的比如若干组合卡片彼此插接在一起可 以形成动物、车辆或者飞机等等的造型。

但是现在市面上出现的立体拼图玩具在拼装完成后只能作为一种摆设 ，没有实际的可玩
性 ，而且其形体 比较脆弱，容易解体，在材质方面 由于其多由 PVC 加工而成 ，容易形成尖角
割伤儿童 。趣味性不强，拼装后玩具多数限于观赏，所 以拼装完成后就再无乐趣被放置一边
或丢弃，非常浪费，而此是为传统技术的主要缺点。

实用新型 内容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包括驱动单元的组合式立体拼接玩具，其结构中包括有驱动单元，

该驱动单元提供拼接形成的立体玩具运动所需要的动力，从而使拼接形成的立体玩具不仅仅

是静态摆设，而是成为可以运动的玩具，使本实用新型的整体更具娱乐、益智性，而此为本
实用新型的主要 目的。

本实用新型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包括驱动单元的组合式立体拼接玩具，其包括组
合卡片 以及驱动单元 ，该组合卡片具有拼接 以及非拼接两种组合状态 ，当该组合卡片处于非
拼接状态的时候 ，该组合卡片被连接在包装板中，该包装板上开设有若干容纳槽 ，该组合卡
片连接在该容纳槽 中整体呈薄板状结构，在该组合卡片的边缘与该容纳槽之间连接有柔性连
接体 ，所 以当该组合卡片处于非拼接状态的时候，该组合卡片不具备立体特征，方便包装 以
及运输 。

而当该组合卡片转换为拼接状态的时候，首先使用者需要破坏该柔性连接体的结构 ，从
而破坏该组合卡片与该包装板之间的连接关系，将该组合卡片从该包装板 中取下 ，而后将若
干该组合卡片彼此拼接在一起 ，形成具有立体外型特征的物体，也就是说使若干该组合卡片
彼此拼接在一起形成具有立体外观的物体。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可以根据需要定义该组合卡片的具体形式使该物体具有多种外观 ，比
如，拼接形成的该物体可 以为飞机、汽车、恐龙等等 。

该物体具有容纳腔 以及转轴孔，该转轴孔与该容纳腔相连通 ，该驱动单元设置在该物体
的该容纳腔 中，该驱动单元提供该物体运动的动力，通过该驱动单元的设置可 以使该物体不
仅仅是静态摆设，而是成为可以运动的玩具，使本实用新型的整体更具娱乐、益智性 。

该驱动单元具有转轴，该转轴穿设在该转轴孔中。

该组合卡片包括第一主体卡片、第二主体卡片以及若干主体间卡片，若干该主体间卡片
分别插接在该第一主体卡片与该第二主体卡片之间，且借助该第一主体卡片、该第二主体卡



片以及若干该主体间卡片围绕形成该物体的容纳腔，该转轴孔分别设置在该第一主体卡片以
及该第二主体卡片上 。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比如该物体为飞机 ，那么该第一主体卡片、该第二主体卡片以及若
干该主体间卡片连接形成的是机身，该物体为动物，那么该第一主体卡片、该第二主体卡片
以及若干该主体间卡片连接形成的是动物的身体部分，也就是说该第一主体卡片、该第二主
体卡片 以及若干该主体间卡片连接形成的是该物体的主体部分。

该组合卡片还包括运动卡片，该运动卡片插设在该转轴上，在运动的时候该转轴转动驱
动该运动卡片动作 ，从而使该物体整体运动，该运动卡片对称设置在该物体的两侧 。

当该物体为车辆飞机的时候，该运动卡片为轮子，而当该物体为两腿或者四腿或者多腿
动物 的时候 ，该运动卡片为动物的运动腿 。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组合卡片还可 以包括其他类型的卡片，在拼接的时候形成该物体的
各个不 同组成部分 ，比如形成飞机的机翼，形成动物的头部、尾 巴等等 。

在具体事实的时候该组合卡片的表面设置有颜色 图层 ，通过该颜色 图层使该物体的外观
效果更佳 ，该组合卡片正反两面设置有图案色彩相 同的该颜色图层，也就是说在具体拼接的
时候该组合卡片不分正反面，以简化拼接步骤 。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驱动单元可 以为能够提供动力的任何装置，比如 ，该驱动单元可
以为动力马达 ，该动力马达 由干 电池或者充 电电池提供 电力，该驱动单元还可 以为机械式势
能转换装置 ，该机械式势能转换装置可 以为机械式弹簧动力箱或者机械式发条动力箱 。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物体具有多种的表现形式，下面将具有典型意义的实施例分别列举
出来 。

实施例一：该物体为用四条腿行走的动物 ，比如：恐龙、猎豹、马等等 ，该转轴为 曲轴 ，
该运动卡片包括两个前肢卡片以及两个后肢卡片，其中，两个该前肢卡片分别插接在该 曲轴
上，当该 曲轴转动的时候能够驱动两个该前肢卡片运动从而定义出行走的动作 。

该前肢卡片同时插接在前凸片上，该前凸片凸设在该物体的两侧 ，通过该前凸片限制该
前肢卡片的横 向位移，使该前肢卡片在动作的时候不会从该物体上脱落下来 。

两个该后肢卡片分别插接在后凸片上，该后凸片的作用与该前凸片的作用相 同，位于该
物体 同侧的该前肢卡片与该后肢卡片之间连接有传动杆，该传动杆前端插接在该前肢卡片上，
而该传动杆后端插接在该后肢卡片上，当该前肢卡片运动的时候通过该传动杆 同时驱动该后
肢卡片运动 ，从而使两个该前肢卡片与两个该后肢卡片配合动作定义出行走 的状态 。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前凸片、该后凸片 以及该传动杆都包括在该组合卡片中，该前凸片、
该后 凸片可 以为该主体间卡片的延伸部分 ，也就是说该前凸片、该后凸片可 以分别与该主体
间卡片连接形成一个整体，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前肢卡片以及该后肢卡片的下端可 以分别插
接行走卡片 以提升行走的稳定性。

实施例二：该物体为用两条腿行走的动物 ，比如：家禽、鸟类或者站立状态行走的动作
等等，该转轴为 曲轴 ，该运动卡片包括两个后肢卡片，两个该后肢卡片分别插接在该 曲轴上，
当该 曲轴转动的时候能够驱动两个该后肢卡片 动从而定义出行走的动作 ，该后肢卡片同时
插接在后凸片上，该后凸片凸设在该物体的两侧，通过该后凸片限制该后肢卡片的横 向位移 。

在该物体同侧前肢卡片通过连动卡片连接在该后肢卡片上，当该后肢卡片动作的时候通
过该连动卡片同时带动该前肢卡片运动，当不需要该前肢卡片辅助行走的时候 ，该前肢卡片
不接触行走地面 ，该前肢卡片动作可 以增强该物体的仿生逼真性 ，该前肢卡片前端还可以延



伸 出辅助行走部分，当需要该前肢卡 辅助行走的时候，该辅助行走部分接触行走地面，辅
助该后肢卡片完成行走动作。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后凸片、该连动卡片 以及前肢卡片都包括在该组合卡片中，该后凸
片可 以为该主体间卡片的延伸部分，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后肢卡片的下端可 以分别插接行走
卡片 以提升行走的稳定性 。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首先 ，由于本实用新型是 由多个元件组合而成，因此玩者在
拼装 的过程 中要思考各个部分如何拼装 ，不仅可 以提高人们的兴趣 ，同时可锻炼玩者的逻辑
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 。其次，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简单，款式多样 ，组合紧密坚 固，游戏过程
中面对激烈的碰撞也不易解体，而制作的材料为铝材 ，材料的选用也保证 了玩具不会对孩童
造成伤害。最后 ，本实用新型的玩具所有零件部分都 由一片铝材材料冲压而成 ，体积小巧，
非常利于大量生产和包装 ，这种结构也可有效降低成本 。

附图说 明
图 1 为实用新型的组合卡片以及包装板的立体示意图。
图 2 为实用新型的组合卡片与驱动单元的位置示意图。
图 3 为实用新型的主体间卡片的位置示意图。
图 4 为实用新型的运动卡片的位置示意图。
图 5 为实用新型的物体完成拼接后的整体立体示意图。
图 6、7 为实用新型第一种实施例的装配示意图。
图 8、9 为实用新型第二种实施例的装配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如 图 1 至 9 所示，一种包括驱动单元的组合式立体拼接玩具，其包括组合卡片 100 以及

驱动单元 200 ，该组合卡片 100 具有拼接 以及非拼接两种组合状态 。
如 图 1 所示，当该组合卡片 100 处于非拼接状态的时候，该组合卡片 100 被连接在包装

板 300 中。

该包装板 300 上开设有若干容纳槽 310，该组合卡片 100 连接在该容纳槽 310 中整体呈
薄板状结构 ，在该组合卡片 100 的边缘与该容纳槽 310 之间连接有柔性连接体 。

所 以当该组合卡片 100 处于非拼接状态的时候，该组合卡片 100 不具备立体特征，方便
包装 以及运输 。

而当该组合卡片 100 转换为拼接状态的时候，首先使用者需要破坏该柔性连接体的结构，
从而破坏该组合卡片 100 与该包装板 300 之 间的连接关系，将该组合卡片 100 从该包装板 300
中取下 。

如图 5、7、8、9 所示 ，而后将若干该组合卡片 100 彼此拼接在一起 ，形成具有立体外型
特征的物体 400 ，也就是说使若干该组合卡片 100 彼此拼接在一起形成具有立体外观的物体。

在具体实施 的时候可 以根据需要定义该组合卡片 100 的具体形式使该物体 400 具有多种
外观 ，比如 ，拼接形成的该物体 400 可 以为飞机、汽车、恐龙等等 。

该物体 400 具有容纳腔 410 以及转轴孔 420，该转轴孔 420 与该容纳腔 410 相连通 。
该驱动单元 200 设置在该物体 400 的该容纳腔 410 中。
该驱动单元 200 提供该物体 400 运动的动力，通过该驱动单元 200 的设置可 以使该物体

400 不仅仅是静态摆设，而是成为可以运动的玩具，使本实用新型的整体更具娱乐、益智性 。



该驱动单元 200 具有转轴 210 ，该转轴 210 穿设在该转轴孔 420 中。
该组合卡片 100 包括第一主体 10、第二主体卡片 20 以及若千主体间卡片 30。

若干该主体间卡片 30 分别插接在该第一主体卡片 10 与该第二主体卡片 20 之间，且借助
该第一主体卡片 10、该第二主体卡片 20 以及若干该主体间卡片 30 围绕形成该物体 400 的容
纳腔 410 。

该转轴孔 420 分别设置在该第一主体卡片 10 以及该第二主体卡片 20 上 。
如 图 1 至 5 所示，在具体实施的时候，比如该物体 400 为飞机 ，那么该第一主体卡片 10、

该第二主体卡片 20 以及若干该主体间卡片 30 连接形成的是机身。
该物体 400 为动物 ，那么该第一主体卡片 10、该第二主体卡片 20 以及若干该主体间卡

片 30 连接形成的是动物 的身体部分。
也就是说该第一主体卡片 10、该第二主体卡片 20 以及若干该主体间卡片 30 连接形成的

是该物体 400 的主体部分。
该组合卡片 100 还包括运动卡片 40，该运动卡片 40 插设在该转轴 210 上 ，
在运动的时候该转轴 210 转动驱动该运动卡片 40 动作，从而使该物体 400 整体运动 。
该运动卡片 40 对称设置在该物体 400 的两侧 。
如图 5、 7、 8、9 所示，当该物体 400 为车辆飞机的时候，该运动卡片 40 为轮子，而当

该物体 400 为两腿或者四腿或者多腿动物的时候 ，该运动卡片 40 为动物 的运动腿 。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组合卡片 100 还可 以包括其他类型的卡片，在拼接 的时候形成该物

体 400 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比如形成飞机的机翼，形成动物的头部、尾 巴等等 。
在具体事实的时候该组合卡片 100 的表面设置有颜色图层 ，通过该颜色 图层使该物体 400

的外观效果更佳 。
该组合卡片 100 正反两面设置有图案色彩相同的该颜色图层 ，也就是说在具体拼接的时

候该组合卡片 100 不分正反面，以简化拼接步骤 。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 ，该驱动单元 200 可 以为能够提供动力的任何装置，比如 ，该驱动单

元 200 可 以为动力马达 ，该动力马达 由干 电池或者充电电池提供 电力 。
该驱动单元 200 还可 以为机械式势能转换装置，该机械式势能转换装置可 以为机械式弹

簧动力箱或者机械式发条动力箱 。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物体 400 具有多种的表现形式，下面将具有典型意义的实施例分别

列举 出来 。
实施例一 ：
如 图 6、7 所示 ，该物体 400 为用四条腿行走 的动物 ，比如：恐龙、猎豹 、马等等 ，该转

轴 210 为 曲轴 ，该运动卡片 40 包括两个前肢卡片 4 1 以及两个后肢卡片 42。

其 中，两个该前肢卡片 4 1 分别插接在该 曲轴上 ，当该 曲轴转动的时候能够驱动两个该前
肢卡片 4 1 运动从而定义出行走的动作。

该前肢卡片 4 1 同时插接在前凸片 43 上，该前凸片 43 凸设在该物体 400 的两侧 。
通过该前凸片 43 限制该前肢卡片 4 1 的横 向位移，使该前肢卡片 4 1 在动作的时候不会从

该物体 400 上脱落下来 。
两个该后肢卡片 42 分别插接在后凸片 44 上 ，该后凸片 44 的作用与该前凸片 43 的作用

相 同。
位于该物体 400 同侧的该前肢卡片 4 1 与该后肢卡片 42 之间连接有传动杆 45。

该传动杆 45 前端插接在该前肢卡片 41 上，而该传动杆 45 后端插接在该后肢卡片 42 上。



当该前肢卡片 4 1运动的时候通过该传动杆 45 同时驱动该后肢卡片 42 运动，从而使两个
该前肢卡片 41 与两个该后肢卡片 42 配合动作定义出行走的状态。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前凸片 43、该后凸片 44 以及该传动杆 45 都包括在该组合卡片 100
中。

该前凸片 43、该后凸片 44 可以为该主体间卡片 30 的延伸部分，也就是说该前凸片 43、

该后凸片 44 可以分别与该主体间卡片 30 连接形成一个整体。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前肢卡片 4 1 以及该后肢卡片 42 的下端可以分别插接行走卡片 46

以提升行走的稳定性。
实施例二：
如图 8、9 所示，该物体 400 为用两条腿行走的动物，比如：家禽、鸟类或者站立状态行

走的动作等等，该转轴 210 为曲轴，该运动卡片 40 包括两个后肢卡片 51。
两个该后肢卡片 51 分别插接在该曲轴上，当该曲轴转动的时候能够驱动两个该后肢卡片

51 运动从而定义出行走的动作。
该后肢卡片 51 同时插接在后凸片 53 上，该后凸片 53 凸设在该物体 400 的两侧。
通过该后凸片 53 限制该后肢卡片 51 的横向位移。
在该物体 400 同侧前肢卡片 52 通过连动卡片 55 连接在该后肢卡片 5 1 上，当该后肢卡片

51 动作的时候通过该连动卡片 55 同时带动该前肢卡片 52 运动。
当不需要该前肢卡片 52 辅助行走的时候，该前肢卡片 52 不接触行走地面，该前肢卡片

5 动作可以增强该物体 400 的仿生逼真性。
该前肢卡片 52 前端还可以延伸出辅助行走部分 521, 当需要该前肢卡片 52 辅助行走的

时候，该辅助行走部分 521 接触行走地面，辅助该后肢卡片 5 1 完成行走动作。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后凸片 53、该连动卡片 55 以及前肢卡片 52都包括在该组合卡片 100

中。
该后凸片 53 可以为该主体间卡片 30 的延伸部分。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后肢卡片 5 1的下端可以分别插接行走卡片 56 以提升行走的稳定性。



权 利 要 求 书
~ 1. 一种包括驱动单元的组合式立体拼接玩具 ，其特征在于：包括组合卡片 以及驱动单

元 ，该组合卡片具有拼接 以及非拼接两种组合状态，当该组合卡片处于非拼接状态的时候 ，
该组合卡片被连接在包装板中，该包装板上开设有若干容纳槽 ，该组合卡片连接在该容纳槽
中整体呈薄板状结构，在该组合卡片的边缘与该容纳槽之间连接有柔性连接体，当该组合卡
片转换为拼接状态的时候，该组合卡片从该包装板中分离出来，若干该组合卡片彼此拼接在
一起 ，形成具有立体外型特征的物体，

该物体具有容纳腔 以及转轴孔，该转轴孔与该容纳腔相连通，该驱动单元设置在该物体

的该容纳腔 中，该驱动单元具有转轴，该转轴穿设在该转轴孔中，
该组合卡片包括第一主体卡片、第二主体卡片以及若干主体间卡片，若干该主体间卡片

分别插接在该第一主体卡片与该第二主体卡片之间，且借助该第一主体卡片、该第二主体卡
片 以及若干该主体间卡片围绕形成该物体的容纳腔 ，该转轴孔分别设置在该第一主体卡片以
及该第二主体卡片上，

该组合卡片还包括运动卡片，该运动卡片插设在该转轴上，在运动的时候该转轴转动驱
动该运动卡片动作，该运动卡片对称设置在该物体的两侧。

2.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包括驱动单元的组合式立体拼接玩具，其特征在于：该组
合卡片的正反两面都设置有颜色图层，位于该组合卡片正反两面的该颜色 图层具有相 同的图
案色彩 。

3.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包括驱动单元的组合式立体拼接玩具 ，其特征在于：该驱
动单元为动力马达 ，该动力马达 由干 电池或者充电电池提供 电力。

4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包括驱动单元的组合式立体拼接玩具，其特征在于：该驱
动单元为机械式势能转换装置，该机械式势能转换装置可以为机械式弹簧动力箱或者机械式
发条动力箱 。

5.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包括驱动单元的组合式立体拼接玩具，其特征在于：该物
体为运输工具 ，该运动卡片为轮子。

6.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包括驱动单元的组合式立体拼接玩具，其特征在于：该物
体为用 四条腿行走 的动物 ，该转轴为 曲轴 ，该运动卡片包括两个前肢卡片 以及两个后肢卡
片，其 中，两个该前肢卡片分别插接在该 曲轴上 ，该前肢卡片同时插接在前 凸片上 ，该前凸
片凸设在该物体的两侧，通过该前凸片限制该前肢卡片的横 向位移，

两个该后肢卡片分别插接在后凸片上，位于该物体同侧的该前肢卡片与该后肢卡片之间
连接有传动杆 ，该传动杆前端插接在该前肢卡片上，而该传动杆后端插接在该后肢卡片上。

7- 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一种包括驱动单元的组合式立体拼接玩具，其特征在于：该前
凸片、该后 凸片为该主体间卡片的延伸部分。

8 . 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一种包括驱动单元的组合式立体拼接玩具，其特征在于：该前
肢卡片 以及该后肢卡片的下端分别插接行走卡片。

9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包括驱动单元的组合式立体拼接玩具，其特征在于：该物
体为用两条腿行走的动物 ，该转轴为 曲轴，该运动卡片包括两个后肢卡片，两个该后肢卡片
分别插接在该 曲轴上，该后肢卡片同时插接在后凸片上，该后凸片凸设在该物体的两侧 ，通
过该后 凸片限制该后肢卡片的横 向位移 ，在该物体同侧前肢卡片通过连动卡片连接在该后肢
卡片上，当该后肢卡片动作的时候通过该连动卡片同时带动该前肢卡片运动 。



10. 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一种包¾ 动单元的组合式立体拼接玩具，其特征在于：该前
肢卡片前端延伸出辅助行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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