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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旋转驱动收纳的便携式

电扇，包括方形的支撑架、电扇本体和旋转驱动

收纳装置；电扇本体包括滑行支撑座、电机和三

个叶片；滑行支撑座的上部为圆柱、下部为半球

形；支撑架的上端面开设有圆柱槽状的升降槽；

支撑架的后端面开设有水平安置槽；水平安置槽

与升降槽连通；升降槽的下端成型为与滑行支撑

座的下部配合的半球形；电机固定在滑行支撑座

内；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有圆柱状的叶片座；三

个叶片均匀分布在叶片座上并且可朝远离电机

方向折叠；旋转驱动收纳装置设置在支撑架的前

部并且驱动滑行支撑座升降和旋转。本发明结构

简单，操作方便，电扇本体可收纳在支撑架内，便

于携带，支撑稳定，保证了电扇的工作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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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旋转驱动收纳的便携式电扇，其特征在于：包括方形的支撑架(10)、电扇本体

(20)和旋转驱动收纳装置(30)；电扇本体(20)包括滑行支撑座(21)、电机(22)和三个叶片

(24)；滑行支撑座(21)的上部为圆柱、下部为半球形；支撑架(10)的上端面开设有圆柱槽状

的升降槽(100)；支撑架(10)的后端面开设有水平安置槽(101)；水平安置槽(101)与升降槽

(100)连通；水平安置槽(101)的下侧壁成型为半圆柱槽并且水平安置槽(101)的下侧壁的

直径与滑行支撑座(21)的上部直径相同；滑行支撑座(21)的上部的外圆柱面的左右两侧分

别成型有滑行导向柱；升降槽(100)的侧壁的左右两侧分别开设竖直状态的长孔状的滑行

导向槽(103)；滑行导向柱上下滑行设置在滑行导向槽(103)内；电机(22)固定在滑行支撑

座(21)内并且方向向上；电机(22)的输出轴上固定有圆柱状的叶片座(23)；三个叶片(24)

均匀分布在叶片座(23)上并且可朝远离电机的方向折叠；旋转驱动收纳装置(30)设置在支

撑架(10)的前部并且可驱动滑行支撑座(21)升降和旋转；支撑架(10)的底部设置有三个可

伸缩的支撑脚(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旋转驱动收纳的便携式电扇，其特征在于：叶片座(23)的

后端面上均匀开设有三个方形的铰接槽；铰接槽的相对的侧壁上固定有旋转铰接柱

(2311)；叶片(24)的一端通过旋转铰接柱(2311)铰接在铰接槽内；叶片座(23)的外圆柱面

上固定有三对连接板(231)；每对连接板(231)相对的端面分别与铰接槽的相对的侧壁平

齐；每对连接板(231)上分别安装有第一弹簧柱塞(2312)；第一弹簧柱塞(2312)方向相对；

叶片(24)的对应端面上开设有与第一弹簧柱塞(2312)的钢珠配合的半球形的扇片限位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旋转驱动收纳的便携式电扇，其特征在于：旋转驱动收纳

装置(30)包括旋转手柄(31)、驱动蜗杆(32)、驱动蜗轮(33)、螺纹杆(34)  和升降齿条(35)；

升降槽(100)的前侧开设有驱动升降槽(102)；螺纹杆(34)竖直枢接在驱动升降槽(102)的

上下侧壁之间；螺纹杆(34)的下部固定有驱动蜗轮(33)；驱动蜗杆(32)水平枢接在驱动升

降槽(102)的下部的左右侧壁之间；驱动蜗轮(33)与驱动蜗杆(32)啮合；旋转手柄(31)枢接

在支撑架(10)的前端面上并且与驱动蜗杆(32)固定连接；升降齿条(35)的前端面上固定有

一对导向板(351)；一对导向板(351)上下滑动设置在驱动升降槽(102)内并且螺接在螺纹

杆(34)上；滑行支撑座(21)的下部的球形表面开设有圆弧槽状的齿轮槽(210)；齿轮槽

(210)的底面上成型有齿圈(211)；齿圈(211)位于升降齿条(35)的后侧并且两者啮合；齿圈

(211)的旋转中心轴与滑行支撑座(21)的滑行导向柱的旋转中心轴共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旋转驱动收纳的便携式电扇，其特征在于：支撑架(10)的

底部上成型有三个支撑脚滑行槽(104)；三个支撑脚滑行槽(104)分别垂直于支撑架(10)的

左端面、右端面和后端面并且外侧端不封口；三个支撑脚(11)分别滑行设置在三个支撑脚

滑行槽(104)内；支撑脚(11)呈T字型；支撑脚(11)上端面开设有长孔状的上导向槽(110)、

下端面成型有长孔状的下导向槽(111)；下导向槽(111)两端的直径大于上导向槽(110)的

两端的直径并且两者连通；三个支撑脚滑行槽(104)内分别螺接有调节螺栓(12)；调节螺栓

(12)的螺杆向上穿过上导向槽(110)螺接在支撑脚滑行槽(104)的上侧壁上、头部滑行设置

在下导向槽(111)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旋转驱动收纳的便携式电扇，其特征在于：升降槽(100)

的下端成型为与滑行支撑座(21)的下部配合的半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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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旋转驱动收纳的便携式电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小家电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旋转驱动收纳的便携式电扇。

背景技术

[0002] 风扇是我们过夏天常用的一款小家电，对于需要经常出差或者出远门的人来说，

便携式风扇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但是目前的便携式风扇可以说有点名不副实：大多数的风

扇的马达和叶片并不能折叠，这样就比较占地方，带来带去也比较不方便；并且叶片的旋转

会带动这个风扇振动，此时如果支撑不稳定，极易造成风扇倾倒，所有支撑稳定是保证风扇

稳定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不足，提供一种旋转驱动收纳的便携式电扇。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旋转驱动收纳的便携式电扇，包括方形的支

撑架、电扇本体和旋转驱动收纳装置；电扇本体包括滑行支撑座、电机和三个叶片；滑行支

撑座的上部为圆柱、下部为半球形；支撑架的上端面开设有圆柱槽状的升降槽；支撑架的后

端面开设有水平安置槽；水平安置槽与升降槽连通；水平安置槽的下侧壁成型为半圆柱槽

并且水平安置槽的下侧壁的直径与滑行支撑座的上部直径相同；滑行支撑座的上部的外圆

柱面的左右两侧分别成型有滑行导向柱；升降槽的侧壁的左右两侧分别开设竖直状态的长

孔状的滑行导向槽；滑行导向柱上下滑行设置在滑行导向槽内；电机固定在滑行支撑座内

并且方向向上；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有圆柱状的叶片座；三个叶片均匀分布在叶片座上并

且可朝远离电机的方向折叠；旋转驱动收纳装置设置在支撑架的前部并且可驱动滑行支撑

座升降和旋转；支撑架的底部设置有三个可伸缩的支撑脚。

[0005]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叶片座的后端面上均匀开设有三个方形的铰接槽；铰

接槽的相对的侧壁上固定有旋转铰接柱；叶片的一端通过旋转铰接柱铰接在铰接槽内；叶

片座的外圆柱面上固定有三对连接板；每对连接板相对的端面分别与铰接槽的相对的侧壁

平齐；每对连接板上分别安装有第一弹簧柱塞；第一弹簧柱塞方向相对；叶片的对应端面上

开设有与第一弹簧柱塞的钢珠配合的半球形的扇片限位槽。

[0006]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旋转驱动收纳装置包括旋转手柄、驱动蜗杆、驱动蜗

轮、螺纹杆和升降齿条；升降槽的前侧开设有驱动升降槽；螺纹杆竖直枢接在驱动升降槽的

上下侧壁之间；螺纹杆的下部固定有驱动蜗轮；驱动蜗杆水平枢接在驱动升降槽的下部的

左右侧壁之间；驱动蜗轮与驱动蜗杆啮合；旋转手柄枢接在支撑架的前端面上并且与驱动

蜗杆固定连接；升降齿条的前端面上固定有一对导向板；一对导向板上下滑动设置在驱动

升降槽内并且螺接在螺纹杆上；滑行支撑座的下部的球形表面开设有圆弧槽状的齿轮槽；

齿轮槽的底面上成型有齿圈；齿圈位于升降齿条的后侧并且两者啮合；齿圈的旋转中心轴

与滑行支撑座的滑行导向柱的旋转中心轴共线。

[0007]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支撑架的底部上成型有三个支撑脚滑行槽；三个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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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滑行槽分别垂直于  支撑架的左端面、右端面和后端面并且外侧端不封口；三个支撑脚分

别滑行设置在三个支撑脚滑行槽内；支撑脚呈T  字型；支撑脚上端面开设有长孔状的上导

向槽、下端面成型有长孔状的下导向槽；下导向槽两端的直径大于上导向槽的两端的直径

并且两者连通；三个支撑脚滑行槽内分别螺接有调节螺栓；调节螺栓的螺杆向上穿过上导

向槽螺接在支撑脚滑行槽的上侧壁上、头部滑行设置在下导向槽内。

[0008]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升降槽的下端成型为与滑行支撑座的下部配合的半球

形。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电扇本体和支撑脚可收纳在支撑架

内，便于携带，支撑稳定，保证了电扇的工作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的正视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发明的俯视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为本发明的工作状态的剖面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为本发明的工作状态的剖面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中，10、支撑架；100、升降槽；101、水平安置槽；102、驱动升降槽；103、滑行导向

槽；104、支撑脚滑行槽；11、支撑脚；110、上导向槽；  111、下导向槽；12、调节螺栓；20、电扇

本体；21、滑行支撑座；210、齿轮槽；211、齿圈；22、电机；23、叶片座；231、连接板；2311、旋转

铰接柱；2312、第一弹簧柱塞；24、叶片；30、旋转驱动收纳装置；31、旋转手柄；32、驱动蜗杆；

33、驱动蜗轮；34、螺纹杆；35、升降齿条；  351、导向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如图1～图4所示，一种旋转驱动收纳的便携式电扇，包括方形的支撑架10、电扇本

体20和旋转驱动收纳装置30；电扇本体20包括滑行支撑座  21、电机22和三个叶片24；滑行

支撑座21的上部为圆柱、下部为半球形；支撑架10的上端面开设有圆柱槽状的升降槽100；

支撑架10的后端面开设有水平安置槽101；水平安置槽101与升降槽100连通；水平安置槽

101 的下侧壁成型为半圆柱槽并且水平安置槽101的下侧壁的直径与滑行支撑座21的上部

直径相同；滑行支撑座21的上部的外圆柱面的左右两侧分别成型有滑行导向柱；升降槽100

的侧壁的左右两侧分别开设竖直状态的长孔状的滑行导向槽103；滑行导向柱上下滑行设

置在滑行导向槽103内；电机22固定在滑行支撑座21内并且方向向上；电机22的输出轴上固

定有圆柱状的叶片座23；三个叶片24均匀分布在叶片座23上并且可朝远离电机的方向折

叠；旋转驱动收纳装置30设置在支撑架10的前部并且可驱动滑行支撑座21升降和旋转；支

撑架10的底部设置有三个可伸缩的支撑脚  11。

[0016] 如图3所示，叶片座23的后端面上均匀开设有三个方形的铰接槽；铰接槽的相对的

侧壁上固定有旋转铰接柱2311；叶片24的一端通过旋转铰接柱2311铰接在铰接槽内；叶片

座23的外圆柱面上固定有三对连接板  231；每对连接板231相对的端面分别与铰接槽的相

对的侧壁平齐；每对连接板231上分别安装有第一弹簧柱塞2312；第一弹簧柱塞2312方向相

对；叶片24的对应端面上开设有与第一弹簧柱塞2312的钢珠配合的半球形的扇片限位槽。

[0017] 如图2、图4所示，旋转驱动收纳装置30包括旋转手柄31、驱动蜗杆  32、驱动蜗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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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螺纹杆34和升降齿条35；升降槽100的前侧开设有驱动升降槽102；螺纹杆34竖直枢接在

驱动升降槽102的上下侧壁之间；螺纹杆34的下部固定有驱动蜗轮33；驱动蜗杆32水平枢接

在驱动升降槽102 的下部的左右侧壁之间；驱动蜗轮33与驱动蜗杆32啮合；旋转手柄31  枢

接在支撑架10的前端面上并且与驱动蜗杆32固定连接；升降齿条35 的前端面上固定有一

对导向板351；一对导向板351上下滑动设置在驱动升降槽102内并且螺接在螺纹杆34上；滑

行支撑座21的下部的球形表面开设有圆弧槽状的齿轮槽210；齿轮槽210的底面上成型有齿

圈211；齿圈  211位于升降齿条35的后侧并且两者啮合；齿圈211的旋转中心轴与滑行支撑

座21的滑行导向柱的旋转中心轴共线。

[0018] 如图1～图4所示，支撑架10的底部上成型有三个支撑脚滑行槽104；三个支撑脚滑

行槽104分别垂直于  支撑架10的左端面、右端面和后端面并且外侧端不封口；三个支撑脚

11分别滑行设置在三个支撑脚滑行槽104 内；支撑脚11呈T字型；支撑脚11上端面开设有长

孔状的上导向槽110、下端面成型有长孔状的下导向槽111；下导向槽111两端的直径大于上

导向槽110的两端的直径并且两者连通；三个支撑脚滑行槽104内分别螺接有调节螺栓12；

调节螺栓12的螺杆向上穿过上导向槽110螺接在支撑脚滑行槽104的上侧壁上、头部滑行设

置在下导向槽111内。

[0019] 如图4所示，升降槽100的下端成型为与滑行支撑座21的下部配合的半球形。

[0020] 电扇的展开收纳工作原理：

[0021] 初始状态：滑行支撑座21竖直状态收纳在升降槽100内，此时三个叶片24垂直于叶

片座23并且方向向上，三个叶片24也收纳在升降槽100  内；支撑脚11完全隐藏在支撑脚滑

行槽104内，并且被调节螺栓12固定，升降齿条35处于最下方并且与齿圈211啮合；

[0022] 需要展开工作时，手动驱动旋转手柄31，旋转手柄31通过驱动蜗杆  32、驱动蜗轮

33和螺纹杆34驱动升降齿条35上升，由于滑行支撑座21  被升降槽100限制，所以无法旋转，

只能在升降齿条35的作用下上升，当滑行支撑座21到达最高位时，滑行支撑座21的限制状

态解除，上升的升降齿条35通过齿圈211，滑行支撑座21向后旋转直到滑行支撑座21的外圆

柱面抵靠在水平安置槽101的下侧壁，此时滑行支撑座21方向水平向后并且位置被限制，然

后把三个叶片24用力向后旋转直到与叶片座23平齐，此时叶片24被第一弹簧柱塞2312限

制，最后拧松调节螺栓12，往外侧端拉出支撑脚11再拧紧调节螺栓12，此时支撑脚11限制在

展开状态，自此电扇完全展开。

[0023] 以上内容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

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

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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