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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

包括：六面体主体外壳结构；六面体主体外壳结

构内部安装有电机驱动构件箱，电机驱动构件箱

内安装有电机、编码器、减速器和换向齿轮组，而

且其中换向齿轮组包括一个输入锥齿轮、三个输

出的锥齿轮；电机的输出轴与减速器连接；减速

器的输出轴与换向齿轮组输入，输出锥齿轮与外

部轴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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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其特征在于包括：六面体主体外壳结构；

六面体主体外壳结构内部安装有电机驱动构件箱，电机驱动构件箱内安装有电机、编

码器、减速器和换向齿轮组，而且其中换向齿轮组包括一个输入锥齿轮、三个输出的锥齿

轮；电机的输出轴与减速器连接；减速器的输出轴与换向齿轮组输入锥齿轮相连，输出锥齿

轮与外部轴相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其特征在于，六面体主体外壳结构的表

面上布置有与三个输出的锥齿轮相连接的三个相互正交的输出接口，三个输出接口可以同

时产生旋转运动，每个旋转运动的力矩和转速相同。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其特征在于，六面体主体外壳结构

的第一表面、第二表面、第三表面、第四表面和第五表面中的至少一个表面上形成有凸台，

其中第二表面与第四表面相对设置，第三表面和第五表面相对设置；至少一个凸台上形成

有四个连接孔；

第二表面、第三表面、第四表面和第五表面在朝向与第一表面相对设置的第六表面的

方向上延伸以形成超过第六表面的延长板结构。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其特征在于，每个凸台上形成有四个连

接孔。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其特征在于，四个连接孔以不相连的方

式形成口字型结构。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其特征在于，凸台包括端面以及端面下

方的凹槽；其中，所述延长板结构包括位于端口的凸起卡块结构；而且，所述延长板结构包

括位于端口的凸起卡块结构。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其特征在于，延长板结构的位置与第一

表面上的凸台的外侧边的位置相对应。

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其特征在于，凸起卡块结构和凹槽的轮

廓线吻合。

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其特征在于，凸起卡块结构凹槽的截面

都由上缘弧和下缘弧包络构成，而且上缘弧半径数值大于下缘弧半径数值。

10.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其特征在于，减速器为行星减速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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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儿童玩具领域，尤其涉及积木玩具；更具体地说，本发明涉及一种积木

驱动电机模块构件。

背景技术

[0002] 在STEM(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

(Mathematics))教育中，实践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而无须过多的限制让学生可以随心

所欲的搭建自己心目中的机械装置，是教具设计者的目标。早在1984年，著名积木玩具商丹

麦Lego公司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合作，在MIT媒体实验室Mitch  Resnick及Seymour 

Papert等教授的共同努力下，利用现代电子和计算机科技与传统玩具相互结合，将计算机

与积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研发出智能积木机器人开发套装，经由MIT媒体实验室在教育现

场的实际研究发现，通过课程设计的活动，结合计算机程序，控制所创造的模型，训练学生

从实际动手做的过程中，学习推理思考、问题解决、创造发明、团队合作，以开拓学生的科学

领域、逻辑分析及程序观念的建立、激发学生对科学浓厚的兴趣，并充实学校科技教学课

程，使得教学活泼化、学习趣味化。

[0003] 但是，Lego的智能搭建积木在实际使用中存在许多缺点，比如，零件复杂，种类繁

多，基本结构件无法自身扩展，小零件无法顺利搭建，搭建分解困难，分拣整理困难等等。

[0004] 因此，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致力于开发一种方便搭接和整理的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

件，使得用户能够随心所欲地学习和尝试搭建自己心目中的结构。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方便搭接和

整理的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使得用户能够随心所欲地学习和尝试搭建自己心目中的结

构，并且方便搭建驱动体系并实现电机驱动。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包括：六面体主体外

壳结构；六面体主体外壳结构内部安装有电机驱动构件箱，电机驱动构件箱内安装有电机、

编码器、减速器和换向齿轮组，而且其中换向齿轮组包括一个输入锥齿轮、三个输出的锥齿

轮；电机的输出轴与减速器连接；减速器的输出轴与换向齿轮组输入，输出锥齿轮与外部轴

相连。

[0007] 优选地，六面体主体外壳结构的表面上布置有与三个输出的锥齿轮相连接的三个

相互正交的输出接口，三个输出接口可以同时产生旋转运动，每个旋转运动的力矩和转速

相同。

[0008] 优选地，六面体主体外壳结构的第一表面、第二表面、第三表面、第四表面和第五

表面中的至少一个表面上形成有凸台，其中第二表面与第四表面相对设置，第三表面和第

五表面相对设置；至少一个凸台上形成有四个连接孔；第二表面、第三表面、第四表面和第

五表面在朝向与第一表面相对设置的第六表面的方向上延伸以形成超过第六表面的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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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结构。

[0009] 优选地，每个凸台上形成有四个连接孔。

[0010] 优选地，四个连接孔以不相连的方式形成口字型结构。

[0011] 优选地，凸台包括端面以及端面下方的凹槽；其中，所述延长板结构包括位于端口

的凸起卡块结构；而且，所述延长板结构包括位于端口的凸起卡块结构。

[0012] 优选地，延长板结构的位置与第一表面上的凸台的外侧边的位置相对应。

[0013] 优选地，凸起卡块结构和凹槽的轮廓线吻合。

[0014] 优选地，凸起卡块结构凹槽的截面都由上缘弧和下缘弧包络构成，而且上缘弧半

径数值大于下缘弧半径数值。

[0015] 优选地，减速器为行星减速器。

[0016]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构思、具体结构及产生的技术效果作进一步说明，以

充分地了解本发明的目的、特征和效果。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的立体示意图。

[0018] 图2是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的正视图。

[0019] 图3是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的截面图。

[0020] 图4是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的局部放大图。

[0021] 需要说明的是，附图用于说明本发明，而非限制本发明。注意，表示结构的附图可

能并非按比例绘制。并且，附图中，相同或者类似的元件标有相同或者类似的标号。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图1是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的立体示意图。图2是根据

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的正视图。图3是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积

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的截面图。

[0023]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积木驱动电机模块构件100包括：

六面体主体外壳结构；六面体主体外壳结构内部安装有电机驱动构件箱10，电机驱动构件

箱10内安装有电机、编码器、减速器和换向齿轮组。

[0024] 其中，换向齿轮组包括一个输入锥齿轮、三个输出的锥齿轮；电机的输出轴与减速

器连接；减速器的输出轴与换向齿轮组输入，输出锥齿轮与外部轴(其它积木模块的轴)相

连。

[0025] 优选地，其中，减速器例如为行星减速器。

[0026] 优选地，六面体主体外壳结构的表面上布置有与三个输出的锥齿轮相连接的三个

相互正交的输出接口(图1示出了其中的两个输出接口20和30)，三个输出接口可以同时产

生旋转运动，每个旋转运动的力矩和转速相同。

[0027] 而且，优选地，六面体主体外壳结构的第一表面101、第二表面、第三表面、第四表

面和第五表面中的至少一个表面上形成有凸台40；其中第二表面102与第四表面(未标示)

相对设置，第三表面103和第五表面(未标示)相对设置。

[0028] 具体地，例如，如图1所示，第一表面101上形成有一个凸台40，第二表面102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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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103上分别形成有三个凸台40。

[0029] 至少一个凸台40上形成有四个连接孔50；第二表面、第三表面、第四表面和第五表

面在朝向与第一表面相对设置的第六表面的方向上延伸以形成超过第六表面的延长板结

构60。

[0030] 优选地，每个凸台40上形成有四个连接孔50。

[0031] 优选地，四个连接孔50以不相连的方式形成口字型结构。

[0032] 其中，凸台20包括端面以及端面下方的凹槽；其中，所述延长板结构60包括位于端

口的凸起卡块结构61(如图4所示)；而且，所述延长板结构60包括位于端口的凸起卡块结构

61。

[0033] 延长板结构60的位置与第一表面10上的凸台20的外侧边的位置相对应。

[0034] 优选地，凸起卡块结构61和凹槽的轮廓线吻合，从而形成稳定啮合。

[0035] 进一步优选地，凸起卡块结构61凹槽的截面都由上缘弧和下缘弧包络构成，上缘

弧和下缘弧的半径不对称，而且上缘弧半径数值大于下缘弧半径数值。该设计可以实现契

合需要相对较小的力而脱离需要相对较大的力的效果。而且，这种结构可以在不提升插入

和拔脱力的同时，提升构件连接体的抗弯力矩。

[0036] 本发明的模块化的电机驱动构件具有三个相互正交输出连接口，该构件外形为六

面体结构，其端面不仅仅可以与另一个与立方体构件实现连接，同时，该端面立方体还可以

与另一尺寸(小于自身尺寸)的立方体构件实现连接，并且不需要额外的辅助零件。

[0037] 上述说明示出并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如前所述，应当理解本发明并非局

限于本文所披露的形式，不应看作是对其他实施例的排除，而可用于各种其他组合、修改和

环境，并能够在本文所述发明构想范围内，通过上述教导或相关领域的技术或知识进行改

动。而本领域人员所进行的改动和变化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则都应在本发明所附

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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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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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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