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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种防止电器电线缠绕的电线连接物，是一设置在电器与电器插头之间的电线上的装置，该装置包括壳座 （1 )

和 口」 —绕壳座 （1 ) 的芯轴 （A) 旋转的旋转头 （2 ) ；在旋转头 （2 ) 内设置有 电器的电线 （3 、4 ) 连接并通过绝缘

体隔开的导电芯 5 ) 和导电筒 （6 ) ，在壳座 （1 ) 中固定设置有与插头的电线 （7、 8 ) 连接的导电芯夹 （9 ) 和导

电筒夹 （10 ) ，导电芯 （5 ) 相对于导电芯夹 （9 ) 的接触式旋转、导电筒 （6 ) 相对于导电筒夹 （10) 的接触式旋

转构成电器电线防缠绕装置。该装置具有结构简单、防止电器电线缠绕的优点。



一种 防止 电器电线缠绕的电线连接物

技 术领 域

本发 明涉及一种 防止 电器电线缠绕的装置 ，具体地说 ，是 涉及一种 防止

电器电线缠绕的 电线连接物 。

背景技 术

现有 美发 、美容等 电吹风 、电发 夹、电推 剪 电器，例如 ，由于电吹风

频繁使用 ，电吹风与 电吹风插 头之 间的电线容 易缠绕 ，给使用带来不便 。

发 明 内容

本发 明的 目的是针对上述 问题 ，提供一种结构 简单 、电器与 电器插头

之 间的电线不会缠绕的防止 电器电线缠绕的电线连接物。

本发 明的 目的是这样 实现 的：是在 电器与 电器插 头之 间的电线设置有

电器电线防缠绕装置 ，电器电线防缠绕装置 包括 壳座和可绕壳座 的芯轴旋

转的旋转头；在旋转头设 置有与 电器的电线连接 并通过绝缘体 隔开的导 电

芯和导 电筒，在 壳座 中固定设 置有与插头的电线连接 的导 电芯夹和导 电筒

夹，通过导 电芯相对 于导 电芯夹的接触式旋转 、导 电筒相对 于导 电筒夹的

接触式旋转 而构成 电器电线防缠绕装置。

本发 明，对 于三插插 头的电器，设置一个导 电芯，再设置两个导 电筒，

两个导 电筒之 间通过绝缘体 隔开 ，对应 的导 电筒夹有 两个。

本发 明，电器一般指 电吹风 、电发 夹、电推 剪 ，当然，对 于其他 美发 、

美容 电器同样适用 ，还可 以适用其它的容 易使 电线缠绕的电器，比如 电熨

斗。

本发 明，具有结构 简单 、防止 电器电线缠绕的优点。

下面实施例结合 附图说 明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的说 明。

附图说明



图 是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图 2 是 图 1 实施例的壳座拆开观察的立体 结构示意 图；

图 3 是 图 1 实施例的省略 壳座观察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图 4 是 图 1 实施例的防缠绕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图中，Α 、芯轴； 1、壳座 ；2、旋转头；3、 4、电器的电线；5、导 电

芯；6、导 电筒； 7、 8、插 头的电线；9、导 电芯夹； 10、导 电筒夹。

具体 实施方式

参照 图 1 至 图 4，本 实施例为一种 两插插头电器的防止 电器电线缠绕

的电线连接物 ，在 电器与 电器插头之 间的电线设置有 电器电线防缠绕装置，

电器电线防缠绕装置 包括 壳座 1 和可绕壳座 的芯轴 Α 旋转 的旋转头 2 ; 在

旋转头设 置有与 电器的电线 3、4 连接 并通过绝缘体 隔开的导 电芯 5 和导 电

筒 6，在 壳座 中固定设 置有 与插 头的电线 7、 8 连接 的导 电芯夹 9 和导 电筒

夹 10，通过导 电芯相对 于导 电芯夹的接触式旋转 、导 电筒相对 于导 电筒夹

的接触式旋转 而构成 电器电线防缠绕装置。

本发 明，可 以根据 需要 ，改成适用于三插插 头的 电器，而电器不仅指

电吹风 、电发 夹、电推 剪等 ，对 于其他 美发 、美容 电器同样适用 ，还 可 以

适用其它的容 易使 电线缠绕的电器，比如 电熨斗 。

本发 明在使用时，由于把 电器与电器插头之 间的电线变成分段可旋转 ，

所以不会缠绕。



权 利 要 求

1、一种 防止 电器电线缠绕的电线连接物 ，其特征在 于：在 电器与电器

插头之 间的电线设 置有 电器电线防缠绕装置，所述 电器电线防缠绕装置 包

括 壳座 （1 ) 和可绕 壳座 的芯轴 （A ) 旋转 的旋转头 （2 ); 在所述旋转头设

置有与电器的电线 （3、4 ) 连接 并通过绝缘体 隔开的导 电芯 （5 ) 和导 电筒

( 6 ) , 在所述 壳座 中固定设 置有 与插头的电线 （7、8 ) 连接 的导 电芯夹 （9 )

和导 电筒夹 （10 ) , 通过导 电芯相对 于导 电芯夹的接触 式旋转 、导 电筒相对

于导 电筒夹的接触式旋转 而构成 电器电线防缠绕装置。

2、根据权 利要 求 1 所述的防止 电器电线缠绕的电线连接物 ，其特征在

于：所述导 电筒设 置有 两个 ，两个导 电筒之 间通过绝缘体 隔开 ，对应 的导

电筒夹有 两个。

3、根据权利要 求 1 或 2 所述的防止 电器电线缠绕的电线连接物 ，其特

征在于：所述 电器为电吹风 、电发 夹、电推 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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