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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猫步特技遥控车，它涉及玩具车技术领

域。它包含车体，车体前后两端分别设置有左前

轮、右前轮、左后轮和右后轮，猫步特技遥控车还

包括控制电路板，控制电路板设置于车体内；电

源；电源设置于车体内位于尾部上端；左驱动装

置，左驱动装置设置于车体内与控制电路板电连

接，左驱动装置的动力输出端分别与左前轮及左

后轮连接、用于驱动左前轮及左后轮同步转动；

右驱动装置，右驱动装置设置于车体内，并与控

制电路板电连接，右驱动装置的动力输出端分别

与右前轮及右后轮连接、用于驱动右前轮及右后

轮同步转动；左前轮、左后轮、右前轮以及右后轮

均为偏心轮。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具有动作多样

化、节奏感强、增加趣味性以及可玩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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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猫步特技遥控车，包括车体(1)，所述车体(1)前后两端分别设置有左前轮(6)、

右前轮(7)、左后轮(8)和右后轮(9)，其特征在于，所述猫步特技遥控车还包括控制电路板

(2)，所述控制电路板(2)设置于所述车体(1)内；电源；所述电源设置于所述车体(1)内位于

尾部上端；

左驱动装置(4)，所述左驱动装置(4)设置于所述车体(1)内与所述控制电路板(2)电连

接，并受所述控制电路板(2)控制，所述左驱动装置(4)的动力输出端分别与所述左前轮(6)

及所述左后轮(8)连接、用于驱动所述左前轮(6)及所述左后轮(8)同步转动；以及，

右驱动装置(5)，所述右驱动装置(5)设置于所述车体(1)内，并与所述控制电路板(2)

电连接，并受所述控制电路板(2)的控制，所述右驱动装置(5)的动力输出端分别与所述右

前轮(7)及所述右后轮(9)连接、用于驱动所述右前轮(7)及所述右后轮(9)同步转动；

所述左前轮(6)、所述左后轮(8)、所述右前轮(7)以及所述右后轮(9)均为偏心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猫步特技遥控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左前轮(6)的转动中心相

对于地面的高度所述左后轮(8)的转动中心相对于地面的高度不相等；

所述右前轮(7)的转动中心相对于地面的高度所述右后轮(9)的转动中心相对于地面

的高度不相等。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猫步特技遥控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车体(1)的尾部位于靠近

所述电源一侧的端面设置有站立端点(1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猫步特技遥控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车体(1)尾部上靠近所述

站立端点(11)一侧设置有辅助轮(1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猫步特技遥控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车体(1)上左前轮(6)或后

前轮一侧设置有活动头(13)；

所述车体(1)与所述活动头(13)之间设置有弹性件(12)，所述弹性件(12)一端固定设

置于所述车体(1)上、另一端固定设置于所述活动头(13)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猫步特技遥控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车体(1)上设置有若干个

通孔(a)，所述活动头(13)上设置有与所述控制电路板(2)电连接的、并可在所述控制电路

板(2)的控制下闪烁的氛围灯(14)；

所述车体(1)内位于靠近所述通孔(a)一侧设置有与所述控制电路板(2)电连接、并可

在所述控制电路板(2)的控制下播放音乐的音乐播放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猫步特技遥控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左驱动装置(4)包括：第一

电机(41)，所述第一电机(41)设置于所述车体(1)内位于尾部上，所述第一电机(41)与所述

控制电路板(2)电连接；

第一传动齿轮箱(42)；所述第一传动齿轮箱(42)的输入端与所述第一电机(41)连接，

所述第一传动齿轮箱(42)组的输出端上固定设置有转动轴(46)；

第一传动齿轮组件(43)，所述第一传动齿轮组件(43)固定设置于所述转动轴(46)一

端，所述左前轮(6)通过转轴与所述第一传动齿轮组件(43)固定连接；以及，

第二传动齿轮组件，所述第二传动齿轮组件固定设置于所述转动轴(46)上远离所述第

一传动齿轮组件(43)一端，所述左后轮(8)通过转轴与所述第二传动齿轮组件固定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猫步特技遥控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右驱动装置(5)包括：第二

电机(51)，所述第二电机(51)设置于所述车体(1)内位于尾部上，所述第二电机(51)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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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电路板(2)电连接；

第二传动齿轮箱(52)；所述第二传动齿轮箱(52)的输入端与所述第二电机(51)连接，

所述第二传动齿轮箱(52)的输出端上固定设置有转动轴(46)；

第三传动齿轮组件(53)，所述第三传动齿轮组件(53)固定设置于所述转动轴(46)一

端，所述右前轮(7)通过转轴与所述第三传动齿轮组件(53)固定连接；以及，

第四传动齿轮组件(54)，所述第四传动齿轮组件(54)固定设置于所述转动轴(46)上远

离所述第三传动齿轮组件(53)一端，所述右后轮(9)通过转轴与所述第四传动齿轮组件

(54)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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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猫步特技遥控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玩具车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猫步特技遥控车。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的各类儿童玩具大都采用仿真手段制作而成，如玩具飞机、玩具汽车等等，这

些玩具在大体形状、结构和局部细节上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品都很相似，可培养儿童的识物

能力，有利于儿童早期智力的开发。

[0003] 市场上现有的玩具车虽然种类繁多、形状各异，但主体结构不外乎车身、车盘、车

轮和驱动机构，一般是遥控控制，由电池供给动力，带动马达通过一系列的传动装置将运动

转变成车轮的转动，从而让玩具车辆有如同真车一般的效果。但是这种玩具车的动作单一，

可玩性和趣味性不高，容易使玩耍者产生枯燥乏味的感觉，因此，有待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和不足，提供一种猫步特技遥控车，

具有动作多样化、节奏感强、增加趣味性以及可玩性的优势。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猫步特技遥控车，包括车

体，所述车体前后两端分别设置有左前轮、右前轮、左后轮和右后轮，所述猫步特技遥控车

还包括控制电路板，所述控制电路板设置于所述车体内；电源；所述电源设置于所述车体内

位于尾部上端；左驱动装置，所述左驱动装置设置于所述车体内与所述控制电路板电连接，

并受所述控制电路板控制，所述左驱动装置的动力输出端分别与所述左前轮及所述左后轮

连接、用于驱动所述左前轮及所述左后轮同步转动；以及，右驱动装置，所述右驱动装置设

置于所述车体内，并与所述控制电路板电连接，并受所述控制电路板的控制，所述右驱动装

置的动力输出端分别与所述右前轮及所述右后轮连接、用于驱动所述右前轮及所述右后轮

同步转动；所述左前轮、所述左后轮、所述右前轮以及所述右后轮均为偏心轮。

[0006] 所述左前轮的转动中心相对于地面的高度所述左后轮的转动中心相对于地面的

高度不相等；所述右前轮的转动中心相对于地面的高度所述右后轮的转动中心相对于地面

的高度不相等。

[0007] 所述车体的尾部位于靠近所述电源一侧的端面设置有站立端点。

[0008] 所述车体尾部上靠近所述站立端点一侧设置有辅助轮。

[0009] 所述车体上左前轮或后前轮一侧设置有活动头；所述车体与所述活动头之间设置

有弹性件，所述弹性件一端固定设置于所述车体上、另一端固定设置于所述活动头上。

[0010] 所述车体上设置有若干个通孔，所述活动头上设置有与所述控制电路板电连接

的、并可在所述控制电路板的控制下闪烁的氛围灯；所述车体内位于靠近所述通孔一侧设

置有与所述控制电路板电连接、并可在所述控制电路板的控制下播放音乐的音乐播放器。

[0011] 所述左驱动装置包括：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设置于所述车体内位于尾部上，所

述第一电机与所述控制电路板电连接；第一传动齿轮箱；所述第一传动齿轮箱的输入端与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213432965 U

4



所述第一电机连接，所述第一传动齿轮箱的输出端上固定设置有转动轴；第一传动齿轮组

件，所述第一传动齿轮组件固定设置于所述转动轴一端，所述左前轮通过转轴与所述第一

传动齿轮组件固定连接；以及，第二传动齿轮组件，所述第二传动齿轮组件固定设置于所述

转动轴上远离所述第一传动齿轮组件一端，所述左后轮通过转轴与所述第二传动齿轮组件

固定连接。

[0012] 所述右驱动装置包括：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设置于所述车体内位于尾部上，所

述第二电机与所述控制电路板电连接；第二传动齿轮箱；所述第二传动齿轮箱的输入端与

所述第二电机连接，所述第二传动齿轮箱的输出端上固定设置有转动轴；第三传动齿轮组

件，所述第三传动齿轮组件固定设置于所述转动轴一端，所述右前轮通过转轴与所述第三

传动齿轮组件固定连接；以及，第四传动齿轮组件，所述第四传动齿轮组件固定设置于所述

转动轴上远离所述第三传动齿轮组件一端，所述右后轮通过转轴与所述第四传动齿轮组件

固定连接。

[0013]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为：车体前后两端分别设置有左前轮、

右前轮、左后轮和右后轮，控制电路板设置于车体内；电源设置于车体内位于尾部上端；左

驱动装置设置于车体内与控制电路板电连接，并受控制电路板控制，左驱动装置的动力输

出端分别与左前轮及左后轮连接、用于驱动左前轮及左后轮同步转动；右驱动装置设置于

车体内，并与控制电路板电连接，并受控制电路板的控制，右驱动装置的动力输出端分别与

右前轮及右后轮连接、用于驱动右前轮及右后轮同步转动；左前轮、左后轮、右前轮以及右

后轮均为偏心轮。左前轮的转动中心相对于地面的高度左后轮的转动中心相对于地面的高

度不相等；右前轮的转动中心相对于地面的高度右后轮的转动中心相对于地面的高度不相

等，便于猫步特技遥控车实现翻转站立，无需外加动力。通过偏心轮的设计，通过遥控器控

制左驱动装置以及右驱动装置输出相同和不同的动力，从而控制左右两侧轮子转动，实现

猫步特技遥控车呈现出走猫步状态、跳跃前进/后退、原地打转或翻转站立的状态。增加趣

味性以及可玩性。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左轮与右同步运动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站立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左轮与右不同步运动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一幅爆炸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第二幅爆炸示意图。

[0020] 附图标记说明：1、车体；2、控制电路板；4、左驱动装置；5、右驱动装置；6、左前轮；

7、右前轮；8、左后轮；9、右后轮；41、第一电机；42、第一传动齿轮箱；43、第一传动齿轮组件；

51、第二电机；52、第二传动齿轮箱；53、第三传动齿轮组件；54、第四传动齿轮组件；11、站立

端点；a、通孔；12、弹性件；13、活动头；46、转动轴；14、氛围灯；48、第一锥形齿轮；49、第二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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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齿轮；15、辅助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2]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贡献的修改，但只

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0023] 本实施例涉及一种猫步特技遥控车，如图1‑5所示，包括车体1、控制电路板2、电

源、左驱动装置4以及右驱动装置5。

[0024] 具体地，车体1前后两端分别设置有左前轮6、右前轮7、左后轮8和右后轮9，控制电

路板2设置于车体1内。电源设置于车体1内位于尾部上端。左驱动装置4设置于车体1内与控

制电路板2电连接，并受控制电路板2控制，左驱动装置4的动力输出端分别与左前轮6及左

后轮8连接、用于驱动左前轮6及左后轮8同步转动。右驱动装置5设置于车体1内，并与控制

电路板2电连接，并受控制电路板2的控制，右驱动装置5的动力输出端分别与右前轮7及右

后轮9连接、用于驱动右前轮7及右后轮9同步转动。左前轮6、左后轮8、右前轮7以及右后轮9

均为偏心轮。电源为可充电电池。

[0025]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控制电路板2控制左驱动装置4和右驱动装置5分别向左轮和

右轮输出不同的动力，使得左前轮6与右前轮7不同步转动时，猫步特技遥控车左侧的轮子

与右侧的轮子形成一高一低，一前一后的状态，从而呈现出猫步状态，从而增加趣味性以及

可玩性。当通过控制电路板2控制左驱动装置4和右驱动装置5分别向左轮和右轮输出相同

的动力，使得左前轮6与右前轮7同步转动时，由于左轮与右轮均为偏心轮，使得猫步特技遥

控车在前进或后退的动作中，猫步特技遥控车随着偏心轮的转动中心变动而呈现起伏跳跃

式前进/后退，进一步增加趣味性以及可玩性。通过控制电路板2控制左驱动装置4和右驱动

装置5分别向左轮和右轮交替输出相同的动力和不同的动力，使得左轮与右轮在同步转动

与不同步转动之间相互切换时，猫步特技遥控车转弯或大转圈。进一步增加趣味性以及可

玩性。使得猫步特技遥控车的运动更富节奏感。在本实施例中，左轮是左前轮6和左后轮8，

右轮是右前轮7和右后轮9，前轮是左前轮6和右前轮7，后轮是左后轮8和右后轮9。

[0026] 具体地，左驱动装置4包括：第一电机41、第一传动齿轮箱42、第一传动齿轮组件43

以及第二传动齿轮组件。第一电机41设置于车体1内位于尾部上，第一电机41与控制电路板

2电连接。第一传动齿轮箱42的输入端与第一电机41连接，第一传动齿轮箱42的输出端上固

定设置有转动轴46。第一传动齿轮组件43固定设置于转动轴46一端，左前轮6通过转轴与第

一传动齿轮组件43固定连接。第二传动齿轮组件固定设置于转动轴46上远离第一传动齿轮

组件43一端，左后轮8通过转轴与第二传动齿轮组件固定连接。

[0027] 进一步地，右驱动装置5包括：第二电机51、第二传动齿轮箱52、第三传动齿轮组件

53以及第四传动齿轮组件54。

[0028] 第二电机51设置于车体1内位于尾部上，第二电机51与控制电路板2电连接。第二

传动齿轮箱52的输入端与第二电机51连接，第二传动齿轮箱52的输出端上固定设置有转动

轴46。第三传动齿轮组件53固定设置于转动轴46一端，右前轮7通过转轴与第三传动齿轮组

件53固定连接。第四传动齿轮组件54固定设置于转动轴46上远离第三传动齿轮组件5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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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右后轮9通过转轴与第四传动齿轮组件54固定连接。

[0029] 在本实施例中，第一传动齿轮组件43、第二传动齿轮组件、第三传动齿轮组件53以

及第四传动齿轮组件54均包括：第一锥形齿轮48以及第二锥形齿轮49。第一锥形齿轮48固

定设置于转动轴46一端，并可在电机的带动下转动。第二锥形齿轮49设置于车体1内并与第

一锥形齿轮48啮合。转轴穿设于车体1侧壁并一端与第二锥形齿轮49固定连接，另一端与轮

子(左前轮6、右前轮7、左后轮8或右后轮9)连接。

[0030] 优选地，左前轮6的转动中心相对于地面的高度左后轮8的转动中心相对于地面的

高度不相等。右前轮7的转动中心相对于地面的高度右后轮9的转动中心相对于地面的高度

不相等。便于猫步特技遥控车实现翻转站立，无需外加动力。

[0031] 需要说明的是，当控制电路板2通过控制左驱动装置4和右驱动装置5分别向左轮

和右轮输出相同的动力，并使得左轮与右轮同步转动，且前轮的转动中心相对于地面的高

度高于后轮的转动中心相对于地面的高度时，当控制电路板2控制通过控制猫步特技遥控

车后退时，猫步特技遥控车呈站立状态。控制电路板2还可在用户的操作下控制猫步特技遥

控车在站立的状态下前进/后退转弯以及原地转弯。进一步增加猫步特技遥控车的可玩性、

趣味性，使得猫步特技遥控车的运动更富节奏感。

[0032] 优选地，车体1的尾部位于靠近电源一侧的端面设置有站立端点11。车体1尾部上

靠近站立端点11一侧设置有辅助轮15。使得猫步特技遥控车的站立更稳定。

[0033] 优选地，车体1上左前轮6或后前轮一侧设置有活动头13。车体1与活动头13之间设

置有弹性件12，弹性件12一端固定设置于车体1上、另一端固定设置于活动头13上。便于猫

步特技遥控车在站立状态上运动。在本实施例中，弹性件12为弹簧。活动头13呈猫脸型、人

脸型或三角型。

[0034] 优选地，车体1上设置有若干个通孔a，活动头13上设置有与控制电路板2电连接

的、并可在控制电路板2的控制下闪烁的氛围灯14。车体1内位于靠近通孔a一侧设置有与控

制电路板2电连接、并可在控制电路板2的控制下播放音乐的音乐播放器。进一步增加猫步

特技遥控车的产品的趣味性。在本实施例中，猫步特技遥控车还包括用于控制猫步特技遥

控车运动的遥控器。

[0035]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大致如下述：车体1前后两端分别设置有左前轮6、右前轮

7、左后轮8和右后轮9，控制电路板2设置于车体1内。电源设置于车体1内位于尾部上端。左

驱动装置4设置于车体1内与控制电路板2电连接，并受控制电路板2控制，左驱动装置4的动

力输出端分别与左前轮6及左后轮8连接、用于驱动左前轮6及左后轮8同步转动。右驱动装

置5设置于车体1内，并与控制电路板2电连接，并受控制电路板2的控制，右驱动装置5的动

力输出端分别与右前轮7及右后轮9连接、用于驱动右前轮7及右后轮9同步转动。左前轮6、

左后轮8、右前轮7以及右后轮9均为偏心轮。左前轮6的转动中心相对于地面的高度左后轮8

的转动中心相对于地面的高度不相等。右前轮7的转动中心相对于地面的高度右后轮9的转

动中心相对于地面的高度不相等，便于猫步特技遥控车实现翻转站立，无需外加动力。通过

偏心轮的设计，通过遥控器控制左驱动装置4以及右驱动装置5输出相同和不同的动力，从

而控制左右两侧轮子转动，实现猫步特技遥控车呈现出走猫步状态、跳跃前进/后退、原地

打转或翻转站立的状态。增加趣味性以及可玩性。

[0036] 以上，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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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所做的其它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只要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精神

和范围，均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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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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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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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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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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