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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POINT TOUCH SWITCHING MECHANISM

(54) 发明名称 ：点触碰切换机构

(57) Abstract: A point touch switching mech
anism comprises a ball head component (10), a
water separation unit (12), a switching unit,
and a swing block (18). The water separation
unit (12) can be swung with respect to the ball
head component (10). The switching unit com
prises a slide base (14) connected to the water
separation unit (12) and a water separation disk
(16) fixedly connected to the slide base (14), so
that the water separation disk (16) can rotate
forward when sliding forward and backward
with respect to the water separation unit (12),
and water separation switching can be imple
mented when the water separation disk (16) ro
tates with respect to the water separation unit
(12). The swing block (18) can be connected to
the water separation unit (12) in a sliding man
ner, and the sliding of the swing block (18) and
the sliding of the slide base (14) form a linking
connection relationship, so that when swinging
with respect to the ball head component (10),
the water separation unit (12) can drive the
swing block (24) to slide with respect to the
water separation unit (12) and drive the slide
base (14) to slide with respect to the water sep
aration unit (12). The switching mechanism i s

of a simple structure, i s stable, works at a low voltage, and i s convenient to op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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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一 种点触碰切换机构 ，包括球头组件 (10) 、分水单兀 (12) 、切换单兀 和摆动块 (18) 。分水单兀 (12) 能相对球头

组件 (10) 摆动 。切换单兀 包括一连接分 水单兀 (12) 的滑座 (14) 和一 固接滑庳 (14) 的分 水盘 (16) ，使分 水盘 (16) 相对分水

单兀 (12) 反 滑动 时 身都 能 转 ，使分水盘 (16) 相对分水单兀 (12) 转 动时能实现分 水切换 。摆动块 (18) 能滑动连接

分水单兀 (12) ，且其 滑动 和滑座 (14) 滑动构成连动连接 关系 ，使分水单兀(12) 相对球 头组件 (10) 摆 动时能带动摆动块

(24) 相对分水单兀 (12) 滑动 ，能带动滑座 (14) 相对分水单兀 (12) 滑动 。本切换 机构 结构简单 ，机构稳定 ，低 压工作 ，

操 作方 便 。



说明书

发明名称：点触碰切换机构

技术领域

[1] 本发明涉及一种点触碰切换机构。

背景技术

[2] 现有的切换机构大都釆用滑动切换或转动切换，由于滑动切换和转动切换在切

换操作吋都需用户滑动或转动切换机构的部件，因此操作不便，该不便在位于

高处的切换机构场合下尤其突出。中国专利数据库在2010年 12月 1日公告了一项

本申请人申请的发明名称为 《一种单点触碰花洒》的实用新型，它包括固定单

元、出水终端及切换机构。固定单元具有一能外接供水源的进水通道。出水终

端能摆动连接在固定单元并具有多个出水功能。切换机构包括第一棘轮、止位

爪及传动机构，第一棘轮能转动连接在出水终端，止位爪连接第一棘轮和出水

终端用以限制第一棘轮反转，传动机构连接第一棘轮和固定单元用以将出水终

端和固定单元之间的相互摆动传动为第一棘轮和出水终端之间的相对转动，通

过第一棘轮和出水终端之间的相互转动控制多个出水功能的切换。该解决方案

的结构较为复杂，有待改进。

发明内容

[3] 本发明提供了点触碰切换机构，其克服了背景技术中的单点触碰花洒所存在的

结构复杂的不足。

[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的所釆用的技术方案是：

[5] 点触碰切换机构，它包括：

[6] 一球头组件 （10) ；

[7] 一分水单元 （12) ，它连接球头组件 （10) 以使分水单元 （12) 能相对球头组

件 (10) 摆动；

[8] —切换单元，它包括一连接分水单元 （12) 的滑座 （14) 和一固接滑座 （14)

的分水盘 （16) ，使分水盘 （16) 相对分水单元 （12) 正反滑动吋 自身都能正

转，使分水盘 （16) 相对分水单元 （12) 转动吋能实现分水切换；及



一 摆动块 （18) ，它能滑动连接分水单元 （12) ，且其滑动和滑座 （14) 滑动

构成连动连接关系，使分水单元 （12) 相对球头组件 （10) 摆动吋能带动摆动

块 （24) 相对分水单元 （12) 滑动，能带动滑座 （14) 相对分水单元 （12) 滑

动。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所述滑座 （14) 和分水单元 （12) 的滑动线为线 （X) ，

所述摆动块 （18) 和分水单元 （12) 的滑动线垂直线 （X) 。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所述滑座 （14) 和分水单元 （12) 配合构成 自动笔式结构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所述分水单元 （12) 和球头组件 （10) 之间设摆动 自动复

位功能。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所述分水单元 （12) 包括一壳体 （22) 和一固设在壳体

22) 之内的出水终端 （24) ，所述壳体 （22) 能摆动连接球头组件 （10) ，所

述出水终端 （24) 设多出水路 （28) ，所述滑座 （14) 和分水盘 （16) 装接出

水终端 （24) ，且使分水盘 （16) 相对出水终端 （24) 转动吋至少能切换出水

路 （28) 。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所述摆动块 （18) 成回转体且外回转面设为锥面；另设一

导向座 （34) ，所述导向座 （34) 能 自由转动地连接滑座 （14) ，所述导向座

(34) 设一导向孔，所述导向孔内回转面为锥面；所述摆动块 （18) 和导向座

(34) 相配合，使摆动块 （18) 滑动吋能带动导向座 （34) 滑动，能带动滑座

(14) 滑动。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所述球头组件 （10) 设一末端为球形的拨杆 （20) ，所述

摆动块 （18) 上设一球缺形的凹槽 （56) 且拨杆 （20) 末端和凹槽 （56) 相

适配使分水单元 （12) 相对球头组件 （10 摆动吋能带动摆动块 （24) 相对分

水单元 (12) 滑动。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所述分水单元 （12) 之上固设有一固定座，所述固定座包

括一固壁 （30) 和一由固壁 （30) 下周缘向下延伸的周壁 （32) ，所述周壁 （3

2) 固接分水单元 （12) ，所述固壁 （30) 之上设多干弧形通槽 （36) 和一通水

孔 （38) ；所述导向座 （34) 之下固设弧形片 （40) ，所述弧形片 （40) 适配



伸进弧形通槽 （36) ，所述导向座 （34) 滑动连接在固壁 （30) 之上；所述分

水盘 （16) 设在周壁 （32) 内，所述滑座 （14) 能 自由转动地连接弧形片 （40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所述摆动块 （18) 内设导向孔，所述导向孔内回转面为锥

面；所述滑座 （14) 固设一适配块 （42) ，所述适配块 （42) 成回转体且外回

转面设为锥面；所述摆动块 （18) 和适配块 （42) 相配合，使摆动块 （18) 滑

动吋能带动适配块 （42) 滑动，能带动滑座 （14) 滑动。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所述球头组件 （10) 设一拨动环 （44) ，所述拨动环 （44

) 内回转面靠接摆动块 （18) 外回转面部分，使拨动环 （44) 摆动吋能拨动摆

动块 (18) 滑动。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分水单元 （12) 吊接方式连接在球头组件 （10) ，利用 自

身重力实现摆动 自动复位功能。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所述固轴 （46) 和外壳 （22) 之间还设复位功能组件 （26

[21] 本技术方案与背景技术相比，它具有如下优点：

[22] 1、点触碰分水单元，使分水单元相对球头组件摆动，使摆动块滑动，使滑座

滑动，进而实现分水切换，结构简单，机构稳定，低压工作，操作方便；

[23] 2、滑座和分水单元配合构成 自动笔式结构，配合摆动块滑动，结构简单，机

构稳定；

[24] 3、分水单元和球头组件之间设摆动 自动复位功能，配合 自动笔式结构，结构

简单，机构稳定；

[25] 4、摆动块设锥面，导向座设锥面，通过摆动块的锥面和导向座的锥面配合，

使摆动块的滑动和导向座的滑动构成连动，能实现盲操作，也即是点触碰分水

单元的任何位置 （只要其能摆动）即可实现切换，操作方便；

5、摆动块设锥面，滑座设锥面，通过摆动块的锥面和滑座的锥面配合，使摆

动块的滑动和滑座的滑动构成连动，能实现盲操作，也即是点触碰分水单元的

任何位置 （只要其能摆动）即可实现切换，操作方便；

6、通过拨杆和凹槽配合实现摆动变滑动的连接关系，结构简单，机构可靠 ;



[28] 7、通过拨动环和摆动块配合实现摆动变滑动的连接关系，结构简单，机构可

罪 。

附图说明

[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30] 图1绘示了一较佳实施例的切换机构的立体示意图。

[31] 图2绘示了一较佳实施例的切换机构的立体半剖示意图。

[32] 图3绘示了一较佳实施例的切换机构的半剖示意图，此吋分水单元处于中间位

置。

[33] 图4绘示了一较佳实施例的切换机构的半剖示意图，此吋分水单元处于摆动位

置。

[34] 图5绘示了另一较佳实施例的切换机构的立体半剖示意图。

[35] 图6绘示了另一较佳实施例的切换机构的半剖示意图，此吋分水单元处于中间

位置。

[36] 图7绘示了另一较佳实施例的切换机构的半剖示意图，此吋分水单元处于摆动

位置。

具体实施方式

[37] 实施例 1、请査阅图1至图4 ， 一 种点触碰切换机构，包括一球头组件 10、一分

水单元 12、一切换单元和一摆动块 18。

[38] 所述球头组件 10设一中空的固轴46，所述固轴46外设连接座48，所述固轴46下

还设一末端为球形的拨杆20。

[39] 所述分水单元 12，它包括一壳体22和一固设在壳体22内的出水终端24。所述壳

体22成喇叭体，所述喇叭体上端周缘向内延伸成环体，所述环体内周缘下设支

座50。本实施例之中，所述壳体22套接在固轴46外，所述支座50支撑在连接座4

8，以使所述壳体22能相对球头组件 10沿四周摆动。本实施例之中，所述分水单

元 12和球头组件 10之间设摆动 自动复位功能。所述分水单元 12吊接方式连接在

球头组件 10，利用 自身重力实现摆动 自动复位功能，根据需要，最好还在所述

固轴46和外壳22之间设复位功能组件26。

[40] 所述壳体22之内、所述出水终端25之上密封固设有一固定座，所述固定座包括



一固壁30和一由固壁30下周缘向下延伸的周壁32，所述周壁32密封固接在壳体2

2之内，所述周壁32底部固接在出水终端25之上。所述固壁30之上设多干弧形通

槽36和一通水孔38，所述通水孔38能接通固轴46中空孔以使水源经过固轴46中

空孔、通水孔38进入固定座内。所述出水终端24设多个出水路28，所述通水孔3

8、固定座内腔配合至少构成进水路部分。

[41] 所述切换单元，它包括一滑座 14和一分水盘 16。所述滑座 14连接出水终端24 ，

使分水盘 16相对出水终端24沿分水单元 12的轴线 （X) 正反滑动吋 自身都能正转

。所述分水盘 16固接在滑座 14之外，并通过分水盘 16和出水终端24之间的相对

转动实现出水路28切换。

[42] 本实施例之中，所述分水盘 16设置在固定座的周壁32内，所述分水盘 16之上设

一贯穿孔，所述固定座内腔内的水通过贯穿孔进入出水路28，配合实现水路切

换。本实施例之中，所述滑座 14和分水单元设复位装置。本实施例之中，所述

滑座 14、分水单元 12和复位装置配合构成 自动笔式结构。

[43] 所述摆动块 18，它能沿垂直X 的面上滑动连接分水单元 12的固壁30之上。所述

摆动块 18上设一球缺形的凹槽56，通过拨杆20末端和凹槽56的配合使分水单元 1

2相对球头组件 10摆动吋能带动摆动块24相对分水单元 12滑动。本实施例之中，

所述摆动块 18成回转体且外回转面设为上小下大的锥面。

[44] 所述分水单元 12的固壁30之上还滑动连接有一导向座34，所述导向座34设一导

向孔，所述导向孔内回转面为锥面。所述摆动块 18和导向座34相配合，使摆动

块 18滑动吋能带动导向座34沿X 滑动。所述导向座34之下固设弧形片40，所述弧

形片40适配伸进弧形通槽36。本实施例之中，所述弧形片40下 自由转动吊接有

配合座58，所述配合座58和滑座 14之间连接有第二复位弹簧54，使滑座 14和导

向座34之间构成能 自由转动但能相互作用以沿轴线滑动的连接关系。本实施例

之中，在配合座58和固壁30之间设第一复位弹簧52。

请査阅图3和图4 : (1) 、用户点触碰出水终端24，使分水单元 12相对球头组

件 10从中间位置摆动至摆动位置，摆动过程中，所述拨杆20和摆动块 18的凹槽5

6相配合使摆动块 18向第一方向移动，所述摆动块 18的锥面和导向座34的锥面相

配合使导向座34向上滑动，所述弧形片40和滑座 14相配合使滑座 14向上滑动，



滑动过程中滑座 14正转 1/2A角度，滑动过程中复位弹簧52、 54压缩储能，复位

组件26储能； （2) 、用户松释，在重力和复位组件26释能作用下，分水单元 12

从摆动位置摆动复位至中间位置，摆动过程中，所述拨杆20和摆动块 18的凹槽5

6相配合使摆动块 18向第二方向 （与第一方向相反）移动复位至原位置，所述复

位弹簧52、 54释能，使所述导向座34和滑座 14向下运动复位至原位置，滑动过

程滑座 14正转 1/2A角度；此吋分水盘 16正转角度共为A角度，使分水盘 16的贯穿

孔从第一出水路位置切换至第二出水路位置，实现水路切换。

[46] 实施例2，请査阅图5至图7，它与上一较佳实施例不同之处在于：所述分水单

元 12设一拨动环44，所述拨动环44内回转面靠接摆动块 18外回转面部分，使拨

动环44摆动吋能拨动摆动块 18滑动。最好，所述摆动块 18上外周边倒圆角。本

实施例之中，省略了导向座，并釆用如下结构：所述摆动块 18内设导向孔，所

述导向孔内回转面为锥面；所述滑座 14固设一适配块42，所述适配块42成回转

体且外回转面设为锥面；所述摆动块 18和适配块42相配合，使摆动块 18滑动吋

能带动适配块42滑动，能带动滑座 14滑动。

[4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而已，故不能依此限定本发明实施的范围，

即依本发明专利范围及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变化与修饰，皆应仍属本发明涵

盖的范围内。

工业实用性

本发明公开了点触碰切换机构，其分水单元 （12) 能相对球头组件 （10) 摆动

，切换单元包括一连接分水单元 （12) 的滑座 （14) 和一固接滑座 （14) 的分

水盘 （16) ，使分水盘 （16) 相对分水单元 （12) 正反滑动吋 自身都能正转，

使分水盘 （16) 相对分水单元 （12) 转动吋能实现分水切换；本发明结构简单

，机构稳定，低压工作，操作方便。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点触碰切换机构，其特征在于：它包括：

一球头组件 (10) ；

一分水单元 （12) ，它连接球头组件 （10) 以使分水单元 （12)

能相对球头组件 （10) 摆动；

一切换单元，它包括一连接分水单元 （12) 的滑座 （14) 和一固

接滑座 （14) 的分水盘 （16) ，使分水盘 （16) 相对分水单元 （1

2 ) 正反滑动吋 自身都能正转，使分水盘 （16) 相对分水单元 （12

) 转动吋能实现分水切换；及

一摆动块 （18) ，它能滑动连接分水单元 （12) ，且其滑动和滑

座 （14) 滑动构成连动连接关系，使分水单元 （12) 相对球头组

件 （10) 摆动吋能带动摆动块 （24) 相对分水单元 （12) 滑动，

能带动滑座 （14) 相对分水单元 （12) 滑动。

[权利要求 2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点触碰切换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座 （

14) 和分水单元 （12) 的滑动线为线 (X) , 所述摆动块 （18) 和

分水单元 （12) 的滑动线垂直线 (X) 。

[权利要求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点触碰切换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座 （

14) 和分水单元 （12) 配合构成 自动笔式结构。

[权利要求 4 ]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点触碰切换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水单

元 （12) 和球头组件 （10) 之间设摆动 自动复位功能。

[权利要求 5]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点触碰切换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水单

元 （12) 包括一壳体 (22) 和一固设在壳体 (22) 之内的出水终

端 （24) ，所述壳体 （22) 能摆动连接球头组件 （10) ，所述出

水终端 （24) 设多出水路 （28) ，所述滑座 （14) 和分水盘 （16

) 装接出水终端 （24) ，且使分水盘 （16) 相对出水终端 （24)

转动吋至少能切换出水路 （28) 。

[权利要求 6] 根据权利要求 1或2或3或4或5所述的点触碰切换机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摆动块 （18) 成回转体且外回转面设为锥面；另设一导向



座 （34) ，所述导向座 （34) 能 自由转动地连接滑座 （14) ，所

述导向座 （34) 设一导向孔，所述导向孔内回转面为锥面；所述

摆动块 ( 18 ) 和导向座 (34) 相配合，使摆动块 ( 18 ) 滑动吋能

带动导向座 （34) 滑动，能带动滑座 （14) 滑动。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点触碰切换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球头组

件 （10) 设一中空的固轴 （46) ，所述固轴 （46) 下还设一末端

为球形的拨杆 （20) ；所述摆动块 （1 8 ) 上设一球缺形的凹槽 （5

6 ) ，且拨杆 （20) 末端和凹槽 （56) 相适配使分水单元 （12) 相

对球头组件 （10) 摆动吋能带动摆动块 （24) 相对分水单元 ( 12

) 滑动。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点触碰切换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水单

元 （12) 之上固设有一固定座，所述固定座包括一固壁 （30) 和

一 由固壁 （30) 下周缘向下延伸的周壁 （32) ，所述周壁 （32)

固接分水单元 （12) ，所述固壁 （30) 之上设多干弧形通槽 （36

) 和一通水孔 （38) ；所述导向座 （34) 之下固设弧形片 （40)

，所述弧形片 （40) 适配伸进弧形通槽 （36) ，所述导向座 （34

) 滑动连接在固壁 （30) 之上；所述分水盘 （16) 设在周壁 （32

) 内，所述滑座 （14) 能 自由转动地连接弧形片 （40) 。

根据权利要求 1或2或3或4或5所述的点触碰切换机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摆动块 （1 8 ) 内设导向孔，所述导向孔内回转面为锥面；

所述滑座 （14) 固设一适配块 （42) ，所述适配块 （42) 成回转

体且外回转面设为锥面；所述摆动块 （1 8 ) 和适配块 （42) 相配

合，使摆动块 （1 8 ) 滑动吋能带动适配块 （42) 滑动，能带动滑

座 ( 14) 滑动。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点触碰切换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球头组

件 （10) 设一拨动环 （44) ，所述拨动环 （44) 内回转面靠接摆

动块 （1 8 ) 外回转面部分，使拨动环 （44) 摆动吋能拨动摆动块

( 18 ) 滑动。



[权利要求 11]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点触碰切换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水单

元 （12) 吊接方式连接在球头组件 （10) ，利用 自身重力实现摆

动 自动复位功能。

[权利要求 12] 根据权利要求 11所述的点触碰切换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固轴

(46) 和外壳 (22) 之间还设复位功能组件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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