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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鹿角玩具帽

(57)摘要

一种鹿角玩具帽，包括罩体和支架，在支架

上设置有摆动杆、传动机构、电机与电路控制板，

摆动杆位于支架的顶部，传动机构由电机驱动，

电机通过线路与电路控制板、开关、电源构成回

路，罩体为圆锥形软体，在支架底部设置有支架

凹部，圆锥形软体套置在支架外，圆锥形软体的

底部与支架凹部的内壁相连接，在圆锥形软体的

上部对称设置有两个模仿圣诞麋鹿鹿角的凸部，

摆动杆为两根，两根摆动杆分别与传动机构的两

个输出齿轮对应相连接，两根摆动杆的顶部分别

插置固定在相应凸部中。其优点在于：摆动杆伸

入在凸部中，凸部受到摆动杆的驱动从而模仿鹿

角摆动，模仿形象，娱乐性强；在支架上还设置有

喇叭，喇叭能由电路控制板控制播放音乐，进一

步增强娱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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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鹿角玩具帽，包括罩体(1)和支架，在支架上设置有摆动杆(5)、传动机构、电机

(6)与电路控制板(7)，所述摆动杆(5)位于支架的顶部，传动机构由电机(6)驱动，所述电机

(6)通过线路与电路控制板(7)、开关(8)、电源构成回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罩体(1)为圆锥

形软体，在支架底部设置有能套入使用者头部的支架凹部(31)，所述圆锥形软体套置在支

架外，圆锥形软体的底部与支架凹部(31)的内壁相连接，在圆锥形软体的上部对称设置有

两个模仿圣诞麋鹿鹿角的凸部(11)，所述摆动杆(5)为两根，两根摆动杆(5)分别与传动机

构的两个输出齿轮对应相连接，两根摆动杆(5)的顶部分别插置固定在相应凸部(11)中，在

电机(6)工作时，两根摆动杆(5)分别驱动各自的凸部(11)摆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鹿角玩具帽，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包括上壳体(2)与下架体

(3)，所述上壳体(2)的底部连接在下架体(3)上，所述摆动杆(5)、传动机构与电机(6)设置

在上壳体(2)中，摆动杆(5)的端部伸出相应的上壳体开口而与相应的凸部(11)相连接，所

述支架凹部(31)设置在下架体(3)的底面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鹿角玩具帽，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壳体(2)的底部固定有连接

板体(4)，所述连接板体(4)上分布有螺纹孔，在下架体(3)的顶面上分布有连接凸部(32)，

在连接凸部(32)的中部设置有能与螺纹孔相对应的凸部螺纹孔，所述连接板体(4)通过螺

钉能脱卸地连接在连接凸部(32)上。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所述的鹿角玩具帽，其特征在于：在下架体(3)的侧壁上设

置有减重通孔(33)；在下架体(3)的侧壁上设置有侧壁缺口(34)。

5.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鹿角玩具帽，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为电池，在下架体(3)

的底面上设置有电池安装腔(35)，所述电池安装在电池安装腔(35)中，在电池安装腔(35)

的开口上能脱卸地盖置有电池盖板(36)。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鹿角玩具帽，其特征在于：所述罩体(1)由绒布制作而成，罩体

底部的绒布反向弯折而紧贴在下架体凹部的内壁上，反向弯折的绒布的端部贴置固定在电

池盖板(36)周围的下架体凹部内壁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鹿角玩具帽，其特征在于：在绒布的顶端设置有能发生声响的

铃铛(12)。

8.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鹿角玩具帽，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关(8)位于下架体(3)的

侧壁上；在下架体(3)的顶面上设置有喇叭(9)与电路控制板(7)，所述喇叭(9)通过线路与

电路控制板(7)相连接，所述喇叭(9)与电路控制板(7)分别设置在相应的保护壳体中。

9.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鹿角玩具帽，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机构包括第一传动轮

(61)，第一齿轮(21)，第二齿轮(22)，第三齿轮(23)，第四齿轮(24)，第五齿轮(25)，第六齿

轮(26)，第七齿轮(27)，第八齿轮(28)，第九齿轮(29)与第十齿轮(20)，所述第一传动轮

(61)与电机(6)传动相连接，所述第一传动轮(61)与第一齿轮(21)同心设置在一起，所述第

一齿轮(21)与第二齿轮(22)相啮合，所述第二齿轮(22)与第三齿轮(23)同心设置在一起，

所述第三齿轮(23)与第四齿轮(24)相啮合，所述第四齿轮(24)与第五齿轮(25)同心设置在

一起，所述第五齿轮(25)分别与第六齿轮(26)、第七齿轮(27)相啮合，所述第六齿轮(26)与

第八齿轮(28)相啮合，所述第八齿轮(28)与第九齿轮(29)相啮合，所述第七齿轮(27)与第

十齿轮(20)相啮合，所述第十齿轮(20)与第一盘体(51)同心相连接，右边的摆动杆(5)的一

端固定在第一盘体(51)的侧壁上，所述第九齿轮(29)与第二盘体(52)同心相连接，左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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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动杆(5)的一端固定在第二盘体(52)的侧壁上，两根摆动杆(5)上分别连接有钢丝(53)，

所述钢丝(53)的端部伸入至相应的凸部(11)中。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鹿角玩具帽，其特征在于：将第一传动轮(61)与第一齿轮

(21)连接在一起的转动轴(62)穿过上壳体(2)，所述第一传动轮(61)位于上壳体(2)外部，

所述第一传动轮(61)通过传动带(63)与电机(6)的驱动轮(64)相连接，在第一传动轮(61)

与驱动轮(64)上套置有保护壳(65)，所述保护壳(65)能脱卸地连接在上壳体(2)的外壁上。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209237328 U

3



一种鹿角玩具帽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帽子，尤其指一种能模仿圣诞麋鹿鹿角摆动的鹿角玩具帽。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一种申请号为CN201520376209.8名称为《智能摆动帽子》的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公开了一种智能摆动帽子，包括外罩，所述外罩内设置有支架，支架上设置有摆动片、传

动机构和电动机，摆动片固定在传动机构的输出齿轮轴上，传动机构由电动机驱动；所述外

罩上还设置有LED灯；所述支架上还设置有带芯片的控制板、电源和喇叭；所述控制板与电

动机、LED灯、电源和喇叭电连接。控制板上的芯片可以控制该帽子上的喇叭播放设定好的

音乐；控制板上的芯片也可以控制该帽子上的LED灯和着音乐闪烁；控制板上的芯片还可以

通过电动机和传动机构控制该帽子的顶部配合音乐有规律地摆动。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娱

乐性。然而，该支架上只有一个摆动片，摆动缺少变化，娱乐效果一般，控制板固定不方便，

因此该装置的结构还需进一步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现状而提供一种能模仿圣

诞麋鹿的鹿角摆动的鹿角玩具帽。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本鹿角玩具帽，包括罩体和

支架，在支架上设置有摆动杆、传动机构、电机与电路控制板，所述摆动杆位于支架的顶部，

传动机构由电机驱动，所述电机通过线路与电路控制板、开关、电源构成回路，其特征在于：

所述罩体为圆锥形软体，在支架底部设置有能套入使用者头部的支架凹部，所述圆锥形软

体套置在支架外，圆锥形软体的底部与支架凹部的内壁相连接，在圆锥形软体的上部对称

设置有两个模仿圣诞麋鹿鹿角的凸部，所述摆动杆为两根，两根摆动杆分别与传动机构的

两个输出齿轮对应相连接，两根摆动杆的顶部分别插置固定在相应凸部中，在电机工作时，

两根摆动杆分别驱动各自的凸部摆动。

[0005] 作为改进，所述支架包括上壳体与下架体，所述上壳体的底部连接在下架体上，所

述摆动杆、传动机构与电机设置在上壳体中，摆动杆的端部伸出相应的上壳体开口而与相

应的凸部相连接，所述支架凹部设置在下架体的底面上。

[0006] 进一步改进，所述上壳体的底部可优选固定有连接板体，所述连接板体上分布有

螺纹孔，在下架体的顶面上分布有连接凸部，在连接凸部的中部设置有能与螺纹孔相对应

的凸部螺纹孔，所述连接板体通过螺钉能脱卸地连接在连接凸部上。

[0007] 作为改进，在下架体的侧壁上可优选设置有减重通孔；在下架体的侧壁上设置有

侧壁缺口。

[0008] 作为改进，所述电源可优选为电池，在下架体的底面上设置有电池安装腔，所述电

池安装在电池安装腔中，在电池安装腔的开口上能脱卸地盖置有电池盖板。

[0009] 进一步改进，所述罩体可优选由绒布制作而成，罩体底部的绒布反向弯折而紧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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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架体凹部的内壁上，反向弯折的绒布的端部贴置固定在电池盖板周围的下架体凹部内

壁上。

[0010] 进一步改进，在绒布的顶端可优选设置有能发生声响的铃铛。

[0011] 作为改进，所述开关位于下架体的侧壁上；在下架体的顶面上设置有喇叭与电路

控制板，所述喇叭通过线路与电路控制板相连接，所述喇叭与电路控制板分别设置在相应

的保护壳体中。

[0012] 作为改进，所述传动机构包括第一传动轮，第一齿轮，第二齿轮，第三齿轮，第四齿

轮，第五齿轮，第六齿轮，第七齿轮，第八齿轮，第九齿轮与第十齿轮，所述第一传动轮与电

机传动相连接，所述第一传动轮与第一齿轮同心设置在一起，所述第一齿轮与第二齿轮相

啮合，所述第二齿轮与第三齿轮同心设置在一起，所述第三齿轮与第四齿轮相啮合，所述第

四齿轮与第五齿轮同心设置在一起，所述第五齿轮分别与第六齿轮、第七齿轮相啮合，所述

第六齿轮与第八齿轮相啮合，所述第八齿轮与第九齿轮相啮合，所述第七齿轮与第十齿轮

相啮合，所述第十齿轮与第一盘体同心相连接，右边的摆动杆的一端固定在第一盘体的侧

壁上，所述第九齿轮与第二盘体同心相连接，左边的摆动杆的一端固定在第二盘体的侧壁

上，两根摆动杆上分别连接有钢丝，所述钢丝的端部伸入至相应的凸部中。

[0013] 进一步改进，将第一传动轮与第一齿轮连接在一起的转动轴穿过上壳体，所述第

一传动轮位于上壳体外部，所述第一传动轮通过传动带与电机的驱动轮相连接，在第一传

动轮与驱动轮上套置有保护壳，所述保护壳能脱卸地连接在上壳体的外壁上。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摆动杆伸入在凸部中，凸部受到摆动杆

的驱动从而模仿圣诞麋鹿鹿角摆动，模仿形象，娱乐性强；在支架上还设置有喇叭，喇叭能

由电路控制板控制播放音乐，进一步增强娱乐效果；本帽子的电池安装腔外露在罩体外，电

池安装十分方便，并在电池安装腔上设置有电池盖板，防止电池从电池安装腔中掉出；在罩

体的顶端还设置有能发生声响的铃铛，增加音效；综上所述，本鹿角玩具帽能模仿麋鹿鹿角

摆动，还能发出声音，娱乐性强，适应节日氛围，适合节日佩戴。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立体图；

[0016] 图2是图1的仰视图；

[0017] 图3为图1的结构分解图；

[0018] 图4是图1中去除罩体后的结构分解图；

[0019] 图5是图4中未分解部分的结构分解图；

[0020] 图6是图5中已分解后的下架体的立体图；

[0021] 图7是图4中已分解部分的进一步结构分解图；

[0022] 图8是图7中未分解部分的结构分解图；

[0023] 图9是图8中未分解部分的结构分解图；

[0024] 图10是图9中未分解部分的结构分解图；

[0025] 图11是图3中去除罩体后摆动杆摆动后的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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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7] 如图1至图11所示，本实施例的鹿角玩具帽，包括罩体1和支架，在支架上设置有摆

动杆5、传动机构、电机6与电路控制板7，所述摆动杆5位于支架的顶部，传动机构由电机6驱

动，所述电机6通过线路与电路控制板7、开关8、电源构成回路，罩体1为圆锥形软体，在支架

底部设置有能套入使用者头部的支架凹部31，所述圆锥形软体套置在支架外，圆锥形软体

的底部与支架凹部31的内壁相连接，在圆锥形软体的上部对称设置有两个模仿圣诞麋鹿鹿

角的凸部11，所述摆动杆5为两根，两根摆动杆5分别与传动机构的两个输出齿轮对应相连

接，两根摆动杆5的顶部分别插置固定在相应凸部11中，在电机6工作时，两根摆动杆5分别

驱动各自的凸部11摆动。所述支架包括上壳体2与下架体3，所述上壳体2的底部连接在下架

体3上，所述摆动杆5、传动机构与电机6设置在上壳体2中，摆动杆5的端部伸出相应的上壳

体开口而与相应的凸部11相连接，所述支架凹部31设置在下架体3的底面上。所述上壳体2

的底部固定有连接板体4，所述连接板体4上分布有螺纹孔，在下架体3的顶面上分布有连接

凸部32，在连接凸部32的中部设置有能与螺纹孔相对应的凸部螺纹孔，所述连接板体4通过

螺钉能脱卸地连接在连接凸部32上。电机6在电路控制板7的控制下循环地正转与反转，使

两个凸部11循环的相互靠拢与相互分离，模仿圣诞麋鹿鹿角摆动，电路控制板7的具体电路

属于公知技术，故不再赘述。

[0028] 在下架体3的侧壁上设置有减重通孔33；在下架体3的侧壁上设置有侧壁缺口34。

所述电源为电池，在下架体3的底面上设置有电池安装腔35，所述电池安装在电池安装腔35

中，在电池安装腔35的开口上能脱卸地盖置有电池盖板36。罩体1由绒布制作而成，罩体底

部的绒布反向弯折而紧贴在下架体凹部的内壁上，反向弯折的绒布的端部贴置固定在电池

盖板36周围的下架体凹部内壁上。在绒布的顶端设置有能发生声响的铃铛12。开关8位于下

架体3的侧壁上；在下架体3的顶面上设置有喇叭9与电路控制板7，所述喇叭9通过线路与电

路控制板7相连接，所述喇叭9与电路控制板7分别设置在相应的保护壳体中。凸部11与罩体

为绒布一体制成，在凸部11为中空的结构，在凸部11的内腔中填充海绵，摆动杆5的端部插

入海绵中与海绵固定在一起。在凸部11的顶部还可以设置有能在凸部11摆动时发出声音的

球型铃铛。

[0029] 传动机构包括第一传动轮61，第一齿轮21，第二齿轮22，第三齿轮23，第四齿轮24，

第五齿轮25，第六齿轮26，第七齿轮27，第八齿轮28，第九齿轮29与第十齿轮20，所述第一传

动轮61与电机6传动相连接，所述第一传动轮61与第一齿轮21同心设置在一起，所述第一齿

轮21与第二齿轮22相啮合，所述第二齿轮22与第三齿轮23同心设置在一起，所述第三齿轮

23与第四齿轮24相啮合，所述第四齿轮24与第五齿轮25同心设置在一起，所述第五齿轮25

分别与第六齿轮26、第七齿轮27相啮合，所述第六齿轮26与第八齿轮28相啮合，所述第八齿

轮28与第九齿轮29相啮合，所述第七齿轮27与第十齿轮20相啮合，所述第十齿轮20与第一

盘体51同心相连接，右边的摆动杆5的一端固定在第一盘体51的侧壁上，所述第九齿轮29与

第二盘体52同心相连接，左边的摆动杆5的一端固定在第二盘体52的侧壁上，两根摆动杆5

上分别连接有钢丝53，所述钢丝53的端部伸入至相应的凸部11中。将第一传动轮61与第一

齿轮21连接在一起的转动轴62穿过上壳体2，所述第一传动轮61位于上壳体2外部，所述第

一传动轮61通过传动带63与电机6的驱动轮64相连接，在第一传动轮61与驱动轮64上套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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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护壳65，所述保护壳65能脱卸地连接在上壳体2的外壁上。

[0030] 连接板体4的顶面上设置有连接凸起41，在上壳体2的底部设置有壳体凹部203，所

述壳体凹部203套置在连接凸起41上，所述连接板体4与上壳体2通过胶水粘接在一起或通

过蜡连接在一起。

[0031] 保护壳65的侧壁上设置有保护壳凸部66，在与保护壳65对应的上壳体外壁上设置

有连接凹槽201，保护壳凸部66插置在连接凹槽201中，与保护壳凸部66相对的保护壳侧壁

上设置有连接套管67，在与连接套管67对应的上壳体外壁上设置有连接凸柱202，所述连接

凸柱202插置在连接套管67中，在连接凸柱中部竖向设置有螺纹孔，螺钉旋拧连接在螺纹孔

中将连接套管67与连接凸柱202固定在一起。

[0032] 工作原理：电路控制板驱动传动机构运动继而驱动摆动杆在上壳体顶部摆动，由

于摆动杆的顶部伸入凸部中，因此凸部能模仿圣诞麋鹿鹿角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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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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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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