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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儿童颈部防自然摆动撞

击的智能穿戴设备，其结构包括单摆挂绳、衔接

绳头、显示屏、主机身、音口、悬挂头。单摆挂绳与

衔接绳头相连接，衔接绳头远离单摆挂绳的一端

与悬挂头相连接，当儿童将单摆挂绳挂于颈部上

时，其隔层曲体将会受到向外弯曲的力，让扩位

杆对隔托层进行扯动，其叠压体将会受到加压，

由半固条对固椭进行巩固定位，由内隔芯对夹曲

角进行支撑住，限制了摆动的距离与方向，由顶

杆对其进行缓冲防护，由气饱口推动其回位，不

会让设备对人体的碰撞，产生较大的撞击力，能

够在儿童使用该设备时，进行弯曲活动时，不让

设备跟随其一同弯曲摆动撞到脸部，回位时对其

形成一定的缓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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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儿童颈部防自然摆动撞击的智能穿戴设备，其结构包括单摆挂绳（1）、衔接绳头

（2）、显示屏（3）、主机身（4）、音口（5）、悬挂头（6），其特征在于：

所述单摆挂绳（1）与衔接绳头（2）相连接，所述衔接绳头（2）远离单摆挂绳（1）的一端与

悬挂头（6）相连接，所述悬挂头（6）焊接于主机身（4）外表面，所述显示屏（3）嵌入于主机身

（4）内部且间隙配合，所述音口（5）贯穿于主机身（4）外表面；

所述单摆挂绳（1）包括内定块（1aa）、双向曲条（1bb）、单向摆角（1cc）、托条（1dd）、凸块

（1ee）、隔条（1ff）、缓稳角（1gg），所述内定块（1aa）与隔条（1ff）相连接，所述双向曲条

（1bb）位于单向摆角（1cc）上方，所述单向摆角（1cc）与缓稳角（1gg）之间安装有托条（1dd），

所述凸块（1ee）贴合于隔条（1ff）底端，所述缓稳角（1gg）包括顶杆（z0）、弧卡角（z1）、气饱

口（z2）、软层（z3），所述弧卡角（z1）安装于顶杆（z0）与软层（z3）之间，所述软层（z3）内部嵌

入安装有气饱口（z2）；

所述双向曲条（1bb）包括压迫叠（330）、受力层（331）、隔层曲体（332），所述压迫叠

（330）与隔层曲体（332）外表面相连接，所述压迫叠（330）嵌入于受力层（331）内部；

所述压迫叠（330）包括隔托层（m1m）、顶推口（m2m）、顶向角（m3m）、扩位杆（m4m），所述扩

位杆（m4m）嵌入于隔托层（m1m）内部，所述顶推口（m2m）与顶向角（m3m）相连接，所述扩位杆

（m4m）设有六个，所述顶向角（m3m）设有两个；

所述单向摆角（1cc）包括内隔芯（1cc1）、压迫角层（1cc2）、助迫角（1cc3），所述内隔芯

（1cc1）安装于压迫角层（1cc2）内部，所述压迫角层（1cc2）与助迫角（1cc3）相连接，所述压

迫角层（1cc2）外壳呈梯形结构；

所述压迫角层（1cc2）包括耐压隔层（ab1）、夹曲角（ab2）、囊球（ab3）、拉扯弧条（ab4），

所述拉扯弧条（ab4）与囊球（ab3）为一体化结构，所述拉扯弧条（ab4）位于夹曲角（ab2）内

部，所述夹曲角（ab2）嵌入于耐压隔层（ab1）内部，所述囊球（ab3）设有四个；

所述助迫角（1cc3）包括半固条（66q）、叠压体（66w）、坨块（66e）、固椭（66r），所述半固

条（66q）安装于两个叠压体（66w）之间，所述叠压体（66w）与坨块（66e）相贴合，所述固椭

（66r）外表面贴合有坨块（66e），所述半固条（66q）呈半圆环结构，所述坨块（66e）为中凹两

凸的形态；

所述隔层曲体（332）呈S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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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儿童颈部防自然摆动撞击的智能穿戴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智能穿戴领域，更具体地说，尤其是涉及到一种儿童颈部防自然摆动

撞击的智能穿戴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其目前的智能穿戴应用较为广泛，使用于儿童身上的主要用来关注其的健康与位

置状态，有佩戴于颈部、手腕等等，其佩戴在颈部的灵活性比较大，要摘取也比较方便。

[0003] 基于上述本发明人发现，现有的儿童智能穿戴设备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比如：

[0004] 由于佩戴于颈部的智能穿戴，需一定的长度才能方便使用，但当儿童弯曲身体时，

该设备会顺着自身的重力撞击到儿童的脸部，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0005] 因此需要提出一种儿童颈部防自然摆动撞击的智能穿戴设备。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由于佩戴于颈部的智能穿戴，需一定的长度才能方便使用，但

当儿童弯曲身体时，该设备会顺着自身的重力撞击到儿童的脸部，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的问

题。

[0007] 本发明一种儿童颈部防自然摆动撞击的智能穿戴设备的目的与功效，由以下具体

技术手段所达成：

[0008] 其结构包括单摆挂绳、衔接绳头、显示屏、主机身、音口、悬挂头。

[0009] 所述单摆挂绳与衔接绳头相连接，所述衔接绳头远离单摆挂绳的一端与悬挂头相

连接，所述悬挂头焊接于主机身外表面，所述显示屏嵌入于主机身内部且间隙配合，所述音

口贯穿于主机身外表面。

[0010] 所述单摆挂绳包括内定块、双向曲条、单向摆角、托条、凸块、隔条、缓稳角，所述内

定块与隔条相连接，所述双向曲条位于单向摆角上方，所述单向摆角与缓稳角之间安装有

托条，所述凸块贴合于隔条底端。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缓稳角包括顶杆、弧卡角、气饱口、软层，所述弧卡

角安装于顶杆与软层之间，所述软层内部嵌入安装有气饱口，所述顶杆设有两个，所述弧卡

角设有两个。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双向曲条包括压迫叠、受力层、隔层曲体，所述压

迫叠与隔层曲体外表面相连接，所述压迫叠嵌入于受力层内部，所述隔层曲体呈型结构，所

述压迫叠为多层结构。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压迫叠包括隔托层、顶推口、顶向角、扩位杆，所述

扩位杆嵌入于隔托层内部，所述顶推口与顶向角相连接，所述扩位杆设有六个，所述顶向角

设有两个。

[001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单向摆角包括内隔芯、压迫角层、助迫角，所述内

隔芯安装于压迫角层内部，所述压迫角层与助迫角相连接，所述压迫角层外壳呈梯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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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压迫角层包括耐压隔层、夹曲角、囊球、拉扯弧条，

所述拉扯弧条与囊球为一体化结构，所述拉扯弧条位于夹曲角内部，所述夹曲角嵌入于耐

压隔层内部，所述囊球设有四个。

[001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助迫角包括半固条、叠压体、坨块、固椭，所述半固

条安装于两个叠压体之间，所述叠压体与坨块相贴合，所述固椭外表面贴合有坨块，所述半

固条呈半圆环结构，所述坨块为中凹两凸的形态。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8] 当儿童将单摆挂绳挂于颈部上时，其隔层曲体将会受到向外弯曲的力，让扩位杆

对隔托层进行扯动，让隔层曲体达到一定弯曲的程度，使其受力层一端被挤压，一端被紧

绷，其叠压体将会受到加压，由半固条对固椭进行巩固定位，由内隔芯对夹曲角进行支撑

住，限制了摆动的距离与方向，由顶杆对其进行缓冲防护，由气饱口推动其回位，不会让设

备对人体的碰撞，产生较大的撞击力，能够在儿童使用该设备时，进行弯曲活动时，不让设

备跟随其一同弯曲摆动撞到脸部，回位时对其形成一定的缓冲力。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一种儿童颈部防自然摆动撞击的智能穿戴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一种单摆挂绳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一种缓稳角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一种双向曲条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一种压迫叠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一种单向摆角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为本发明一种压迫角层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6] 图8为本发明一种助迫角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单摆挂绳－1、衔接绳头－2、显示屏－3、主机身－4、音口－5、悬挂头－6、内

定块－1aa、双向曲条－1bb、单向摆角－1cc、托条－1dd、凸块－1ee、隔条－1ff、缓稳角－

1gg、顶杆－z0、弧卡角－z1、气饱口－z2、软层－z3、压迫叠－330、受力层－331、隔层曲

体－332、隔托层－m1m、顶推口－m2m、顶向角－m3m、扩位杆－m4m、内隔芯－1cc1、压迫角

层－1cc2、助迫角－1cc3、耐压隔层－ab1、夹曲角－ab2、囊球－ab3、拉扯弧条－ab4、半固

条－66q、叠压体－66w、坨块－66e、固椭－66r。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29] 实施例：

[0030] 如附图1至附图8所示：

[0031] 本发明提供一种儿童颈部防自然摆动撞击的智能穿戴设备，其结构包括单摆挂绳

1、衔接绳头2、显示屏3、主机身4、音口5、悬挂头6。

[0032] 所述单摆挂绳1与衔接绳头2相连接，所述衔接绳头2远离单摆挂绳1的一端与悬挂

头6相连接，所述悬挂头6焊接于主机身4外表面，所述显示屏3嵌入于主机身4内部且间隙配

合，所述音口5贯穿于主机身4外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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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所述单摆挂绳1包括内定块1aa、双向曲条1bb、单向摆角1cc、托条1dd、凸块1ee、隔

条1ff、缓稳角1gg，所述内定块1aa与隔条1ff相连接，所述双向曲条1bb位于单向摆角1cc上

方，所述单向摆角1cc与缓稳角1gg之间安装有托条1dd，所述凸块1ee贴合于隔条1ff底端。

[0034] 其中，所述缓稳角1gg包括顶杆z0、弧卡角z1、气饱口z2、软层z3，所述弧卡角z1安

装于顶杆z0与软层z3之间，所述软层z3内部嵌入安装有气饱口z2，所述顶杆z0设有两个，所

述弧卡角z1设有两个，所述气饱口z2内部的气体会受到外界的力而被挤压，顶杆z0用来托

住外体外内部形成一个均匀的力，弧卡角z1在顶杆z0翘动时对其起到防护与缓冲的作用。

[0035] 其中，所述双向曲条1bb包括压迫叠330、受力层331、隔层曲体332，所述压迫叠330

与隔层曲体332外表面相连接，所述压迫叠330嵌入于受力层331内部，所述隔层曲体332呈S

型结构，所述压迫叠330为多层结构，所述压迫叠330能够根据不同方向的施压而变化，隔层

曲体332能够让外界的力，两面都方便受力，由受力层331托住承受的力。

[0036] 其中，所述压迫叠330包括隔托层m1m、顶推口m2m、顶向角m3m、扩位杆m4m，所述扩

位杆m4m嵌入于隔托层m1m内部，所述顶推口m2m与顶向角m3m相连接，所述扩位杆m4m设有六

个，所述顶向角m3m设有两个，所述顶向角m3m能够将挤压的力托于顶推口m2m上，进行反方

向受力，扩位杆m4m能够限制住隔托层m1m的拖动倾向。

[0037] 其中，所述单向摆角1cc包括内隔芯1cc1、压迫角层1cc2、助迫角1cc3，所述内隔芯

1cc1安装于压迫角层1cc2内部，所述压迫角层1cc2与助迫角1cc3相连接，所述压迫角层

1cc2外壳呈梯形结构，所述压迫角层1cc2能够限制其的弯曲角度，助迫角1cc3给予弯曲时

一个缓冲的防护力。

[0038] 其中，所述压迫角层1cc2包括耐压隔层ab1、夹曲角ab2、囊球ab3、拉扯弧条ab4，所

述拉扯弧条ab4与囊球ab3为一体化结构，所述拉扯弧条ab4位于夹曲角ab2内部，所述夹曲

角ab2嵌入于耐压隔层ab1内部，所述囊球ab3设有四个，所述拉扯弧条ab4能够在拉扯时伸

缩自如，所述囊球ab3在外部拉扯时将会受到挤压变形，夹曲角ab2给予外部一个回弹的夹

力。

[0039] 其中，所述助迫角1cc3包括半固条66q、叠压体66w、坨块66e、固椭66r，所述半固条

66q安装于两个叠压体66w之间，所述叠压体66w与坨块66e相贴合，所述固椭66r外表面贴合

有坨块66e，所述半固条66q呈半圆环结构，所述坨块66e为中凹两凸的形态，所述叠压体66w

能够在衔接物体拉伸时给予其一个限制的空间，半固条66q能够对主要壳体进行一定的固

定与稳固，坨块66e用来巩固衔接物体的托力。

[0040]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

[0041] 本发明中，当儿童将单摆挂绳1挂于颈部上时，进行弯曲运动，其主机身4将会带动

单摆挂绳1顺向摆动，其隔层曲体332将会受到向外弯曲的力，由顶向角m3m对顶推口m2m进

行挤压，让扩位杆m4m对隔托层m1m进行扯动，让隔层曲体332达到一定弯曲的程度，使其受

力层331一端被挤压，一端被紧绷，其受力层331摆动的同时，将拖动单向摆角1cc顺向往同

一侧摆动，其叠压体66w将会受到加压，由半固条66q对固椭66r进行巩固定位，让其夹曲角

ab2进行碰撞挤压，由内隔芯1cc1对夹曲角ab2进行支撑住，限制了摆动的距离与方向，让其

卡于一定的角度，其回位时，软层z3所碰撞接触到人体，由顶杆z0对其进行缓冲防护，由气

饱口z2推动其回位，让其在回位时，不会让设备对人体的碰撞，产生较大的撞击力。

[0042] 利用本发明所述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启发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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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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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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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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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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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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