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1558618.1

(22)申请日 2021.07.09

(73)专利权人 王跃辉

地址 515800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

槐南村日新4巷6号

(72)发明人 王跃辉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艾维专利商标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4739

代理人 曾忠群

(51)Int.Cl.

A63H 1/00(2019.01)

A63H 1/24(2006.01)

A63H 29/00(2006.01)

A63H 29/2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结构简单的陀螺发射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所述结构简单的陀螺发射器，包

括发射枪、用于驱动安装在发射枪上的陀螺旋转

蓄能的驱动机构、发射机构；驱动机构包括驱动

盒、长齿条、齿轮传动组，齿轮传动组由主动齿

轮、与主动齿轮啮合连接的离合齿轮、驱动齿轮

组成；长齿条穿过驱动盒与主动齿轮驱动连接，

且长齿条上还连接有推拉长齿条前后运动的推

拉件；驱动齿轮能与陀螺啮合连接；驱动盒上设

有弧形槽，驱动齿轮安装于靠近弧形槽一端部的

位置，离合齿轮在主动齿轮的驱动下正反旋转时

沿弧形槽来回旋转滑行，实现与驱动齿轮的啮合

连接或分离，发射机构将蓄能后的陀螺推出发射

枪外。本实用新型既具有玩具枪的射击功能，又

能使射击出去的陀螺做旋转运动，且结构简单，

安装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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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结构简单的陀螺发射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发射枪(1)、用于驱动安装在发射枪

（1）上的陀螺（2）旋转蓄能的驱动机构（3）、发射机构(4)；所述驱动机构（3）包括驱动盒

(31)、长齿条(32)、装置于驱动盒(31)内的齿轮传动组，该齿轮传动组由主动齿轮（33）、与

主动齿轮（33）啮合连接的离合齿轮（34）、用于带动陀螺（2）旋转的驱动齿轮（35）组成；所述

长齿条（32）穿过驱动盒（31）与主动齿轮（33）驱动连接，且所述长齿条（32）上还连接有推拉

长齿条（32）前后运动的推拉件；所述驱动齿轮（35）能与陀螺（2）啮合连接；所述驱动盒（31）

上设有供离合齿轮（34）的轮轴穿置及来回滑动的弧形槽（30），所述驱动齿轮（35）安装于靠

近弧形槽（30）一端部的位置，所述离合齿轮（34）在主动齿轮（33）的驱动下正反旋转时沿弧

形槽（30）来回旋转滑行，实现与驱动齿轮（35）的啮合连接或分离，所述发射机构（4）用于将

蓄能后的陀螺（2）推出发射枪（1）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陀螺发射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齿轮（33）和离合齿轮（34）

均为具有上大下小两层齿轮的二阶式齿轮；所述主动齿轮（33）的下层齿轮与长齿条（32）啮

合驱动连接，上层齿轮与离合齿轮（34）的下层齿轮啮合传动连接，离合齿轮（34）的上层齿

轮在其轮轴旋转移动至靠近驱动齿轮（35）一端的弧形槽（30）端部时能与驱动齿轮(35)驱

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陀螺发射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陀螺(2)上还设有发光装置及

发光开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陀螺发射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射机构（4）包括能前后运动

地装置于发射枪（1）上的陀螺发射座（41）、与陀螺发射座（41）连接的发射座复位弹簧、使所

述陀螺发射座（41）向前运动实现陀螺发射的扳机发射组件，其中，所述陀螺发射座（41）的

前端设有供陀螺安装的U型槽（411），该U型槽（411）的两侧设有活动卡凸（4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陀螺发射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扳机发射组件包括扳机（43）、

联动转板（44）、扳机复位弹簧，该联动转板（44）的中部通过转轴转动连接于发射枪（1）上，

下端与所述扳机（43）活动连接，上端能在所述陀螺发射座（41）向后运动时与所述陀螺发射

座（41）的后端配合卡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陀螺发射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推拉件为能前后运动地装置于

发射枪（1）上的手持部结构，且该推拉件上设有仿枪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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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结构简单的陀螺发射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玩具领域,特别是一种结构简单的陀螺发射器。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陀螺发射器往往外形传统缺乏新意，导致其难于获得小孩的长期喜爱。再

加上其又只有单一的玩法，只能单一的将陀螺发射出去，并没有其它有新颖性的玩法，从而

缺乏趣味性，小孩很容易对其失去兴趣，并渐渐地将其搁置一边。另外就是现有的陀螺发射

器大都存在结构复杂、生产成本高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上述存在问题和不足，提供一种具有玩具枪的射击功

能，又具有陀螺发射器的功能而使射击出去的陀螺做旋转运动，扩展了玩具的趣味性，且结

构简单、安装简易的陀螺发射器。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5] 本实用新型所述结构简单的陀螺发射器，其特点是：包括发射枪、用于驱动安装在

发射枪上的陀螺旋转蓄能的驱动机构、发射机构；所述驱动机构包括驱动盒、长齿条、装置

于驱动盒内的齿轮传动组，该齿轮传动组由主动齿轮、离合齿轮、用于带动陀螺旋转的驱动

齿轮组成；所述长齿条穿过驱动盒与主动齿轮驱动连接，且所述长齿条上还连接有推拉长

齿条前后运动的推拉件，所述主动齿轮和离合齿轮啮合连接；所述驱动齿轮能与陀螺啮合

连接；所述驱动盒上设有供离合齿轮的轮轴穿置及来回滑动的弧形槽，所述驱动齿轮安装

于靠近弧形槽一端部的位置，所述离合齿轮在主动齿轮的驱动下正反旋转时沿弧形槽来回

旋转滑行，实现与驱动齿轮的啮合连接或分离，所述发射机构将蓄能后的陀螺推出发射枪

外。

[0006] 其中，所述主动齿轮和离合齿轮均为具有上大下小两层齿轮的二阶式齿轮；所述

主动齿轮的下层齿轮与长齿条啮合驱动连接，上层齿轮与离合齿轮的下层齿轮啮合传动连

接，离合齿轮的上层齿轮在其轮轴旋转移动至靠近驱动齿轮一端的弧形槽端部时能与驱动

齿轮驱动连接。

[0007] 为进一步的增强本实用新型的玩耍趣味性，所述陀螺上还设有发光装置及发光开

关。

[0008] 进一步是：所述发射机构包括能前后运动地装置于发射枪上的陀螺发射座、与陀

螺发射座连接的发射座复位弹簧、使所述陀螺发射座向前运动实现陀螺发射的扳机发射组

件，其中，所述陀螺发射座的前端设有供陀螺安装的U型槽，该U型槽的两侧设有活动卡凸。

所述扳机发射组件包括扳机、联动转板、扳机复位弹簧，该联动转板的中部通过转轴转动连

接于发射枪上，下端与所述扳机活动连接，上端能在所述陀螺发射座向后运动时与所述陀

螺发射座的后端配合卡接。

[0009]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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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一、本实用新型既具有玩具枪的射击功能，又能使射击出去的陀螺做旋转运动（即

具有陀螺发射功能），扩展了玩具的趣味性。

[0011] 二、由于驱动机构中的齿轮传动组仅由主动齿轮、离合齿轮、用于带动陀螺旋转的

驱动齿轮组成，结构简单、安装简易、生产成本低，又整体体积小。

[0012] 三、陀螺上安装了发光装置，进一步的增强了其玩耍的趣味性。

[0013] 四、触发启动陀螺发射的扳机发射组件由扳机、联动转板、扳机复位弹簧等组成，

进一步的简化了其整体结构。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驱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图2的装配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图2中长齿条与齿轮传动组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本实用新型在安装有陀螺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图5在打开一边发射枪壳体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图5的装配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如图1‑图7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结构简单的陀螺发射器，包括发射枪1、用于驱动

安装在发射枪1上的陀螺2旋转蓄能的驱动机构3、发射机构4；所述驱动机构3包括驱动盒

31、长齿条、装置于驱动盒31内的齿轮传动组32，该齿轮传动组由主动齿轮33、离合齿轮34、

用于带动陀螺2旋转的驱动齿轮35组成；所述长齿条32穿过驱动盒31与主动齿轮33驱动连

接，且所述长齿条32上还连接有推拉长齿条32前后运动的推拉件，所述主动齿轮33和离合

齿轮34啮合连接；所述驱动齿轮35能与陀螺2啮合连接，陀螺的下部设有小齿轮；所述驱动

盒31上设有供离合齿轮34的轮轴穿置及来回滑动的弧形槽30，所述驱动齿轮35安装于靠近

弧形槽30一端部的位置，所述离合齿轮34在主动齿轮33的驱动下正反旋转时沿弧形槽30来

回旋转滑行，实现与驱动齿轮35的啮合连接或分离，所述发射机构4将蓄能后的陀螺2推出

发射枪1外。其中，所述主动齿轮33和离合齿轮34均为具有上大下小两层齿轮的二阶式齿

轮；所述主动齿轮33的下层齿轮与长齿条32啮合驱动连接，上层齿轮与离合齿轮34的下层

齿轮啮合传动连接，离合齿轮34的上层齿轮在其轮轴滑行至靠近驱动齿轮35一端的弧形槽

30端部时能与驱动齿轮35驱动连接。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结构更简单，所述发射机构4包括能

前后运动地装置于发射枪1上的陀螺发射座41、与陀螺发射座41后端连接的发射座复位弹

簧（图中未示出）、驱动所述陀螺发射座41向前运动实现陀螺发射的扳机发射组件，其中，所

述陀螺发射座41的前端设有供陀螺安装的U型槽411，该U型槽411的两侧设有活动卡凸42，U

型槽411的两侧还分别对称地设有供活动卡凸安装的卡位孔，两块活动卡凸分别活动设置

在U型槽两侧的卡位孔上，所述陀螺2能活动卡设在两块活动卡凸之间。另外所述发射枪的

前端相应的开有U形轨道，从而保证陀螺能够顺利地弹射出去。进一步是，所述扳机发射组

件包括扳机43、联动转板44、扳机复位弹簧，该联动转板44的中部通过转轴转动连接于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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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1上，下端与所述扳机43活动连接，上端能在所述陀螺发射座41向后运动时与所述陀螺发

射座41的后端配合卡接。此时发射座复位弹簧被压缩，并在发射扣动所述扳机时，又可使联

动转板的上端向下转动而解除对陀螺发射座的卡接。陀螺发射座41的后端设有限位卡块，

联动转板44的上端相应的设有能与所述限位卡块配合卡接的L形卡位。另外所述推拉件为

能前后运动地装置于发射枪1上的手持部结构，且该推拉件上设有仿枪口结构。这样不用作

陀螺发射时又可当作玩具枪来玩耍。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可靠的同时，又外形更加多样

化，所述发射枪包括位于两边的左、右壳体及左、右装饰壳。为进一步的增强本实用新型的

玩耍趣味性，还可在所述陀螺2上设有发光装置及发光开关。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简单合

理，其趣味性和娱乐性极高，具有很高的市场推广价值。

[002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工作原理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

[0024] 首先，将陀螺2活动卡设在陀螺发射座U型槽中的两块活动卡凸之间，并将陀螺发

射座41向后推进，紧压发射座复位弹簧及使得陀螺发射座后端的限位卡块卡接在联动转板

上端的L形卡位上，然后通过推拉件往后推长齿条，并通过长齿条驱动主动齿轮转动，同时

主动齿轮带动离合齿轮转动，并在离合齿轮旋转滑动至靠近驱动齿轮的弧形槽一端，这时

离合齿轮与驱动齿轮啮合连接，也带动驱动齿轮转动，从而带动陀螺下端的小齿轮转动而

使陀螺转动。当推拉件往回拉(往前回拉）的时候，由于长齿条带动主动齿轮的转动方向改

为相反方向，导致离合齿轮转动的方向也与原来的相反，从而使得离合齿轮沿弧形槽向远

离驱动齿轮的方向旋转滑动（即向弧形槽的另一端滑动），这时离合齿轮与驱动齿轮分离，

有效防止了驱动齿轮带动陀螺反方向转动。如此重复推拉长齿条，使得陀螺不断的转动蓄

能，当蓄能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往后扣压扳机，使得扳机带动联动转板的上端向下运动，从

而使得陀螺发射座后端的限位卡块与联动转板的上端相互分离，这时陀螺发射座在发射座

复位弹簧的弹力作用下，向前弹射，并利用惯性力的作用将陀螺弹射出去，而此时的陀螺已

经蓄能完成，所以弹射出去之后将做旋转运动。

[0025] 在本专利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间”、“上”、“下”、“前”、“后”、“左”、

“右”、“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

于描述本专利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

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

[0026] 尽管本实用新型是参照具体实施例来描述，但这种描述并不意味着对本实用新型

构成限制。参照本实用新型的描述，所公开的实施例的其他变化，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都是

可以预料的，这种的变化应属于所属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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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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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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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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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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