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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NEW WIPER BLADE

(54) 友明名林 : 神新型雨刷

(57) Abstract: A new wiper blade comprises a rubber
strip (1), elastic supporting parts and a connecting device
(5) xed on the center The connecting device (5) has
walls (54) on both sides An opening chamber(55) is
formed in either side The elastic supporting parts are
connected to a rubber strip (1) by a rigid connecting
panel A sliding slot (51) is provided on the bottom end
of the connecting device (5) Said the elastic supporting
parts or the rigid connecting panel is introduced into the
sliding slot (51) A retaining member is disposed between
the connecting device (5) and the elastic support parts
for fastening each other A cover (9) is provided on the
opening of the said chamber(55), one side of the cover (9)
is pivoted on one wall of the connecting device (5),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ver (9) is snapped into the other wall

囤 3 / Fig 3 of the connecting device (5) According to the invention,
the dithering can be reduced with low cost and longer life

(57) 摘要

一神新型雨刷 主要包括肢架 ( 1) 及彈性支撐部件，且在其中央固定有 注接裝置 ，( 5) ，咳連接裝置 ( 5)

兩側投有側壁 (54) , 兩側壁內形成升放的容腔 ( 55 ) ; 咳彈性支撐部件勻肢集 ( 1) 之同通迂一硬旗注接板注接

所迷連接裝置 ( 5) 的底部投有滑槽，咳彈性支撐部件或連接板插滑于咳滑槽 ( 5 1) 內，另在咳連接裝置 ( 5) 勻押

性支撐部件之間投有可令兩者卡合固定的卡固拮枸 此外咳連接裝置 ( 5) 的容腔升放她投有一面孟 ( 9 ) ，咳面蒂

(9) 的一側樞接于咳達接裝實 ( 5 ) 的其中一側壁上，其另 側則卡固于連接裝置 ( 5) 的另一側壁上。根据本茂

明，其可臧少顫抖井且降低成本和延仗拜命 。



RS, RU, SC, SD, SE, SG, SK, SL, SM, SV, SY, TJ, TM, KG, KZ, MD, RU, TJ, TM), 歐洲 (AT, BE, BG, CH,
TN, TR, TT, TZ, UA, UG, US, UZ, VC, VN, ZA, ZM,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U, IE, IS,
ZW IT, LT,LU, LV,MC, MT, NL, PL, PT, RO, SE, SI, SK,

TR), OAPI (BF, BJ, CF, CG, CI, CM, GA, GN, GQ, GW,

(84) 指 ( ML, MR, NE, SN, TD, TG) „定因 除另有指明 要求每 ．神可提供的地
保折 ) : ARIPO (BW, GH, GM, KE, LS, MW, MZ, NA, 本因阮公布 :
SD, SL, SZ, TZ, UG, ZM, ZW), 歐立 (AM, AZ, BY, — 包括回 索扳告



一神新型雨刷

技木領域

5 本友明涉及一神新型雨刷，尤指一神用于汽牟挫凡玻璃的新型雨
刷。

貲景技木

10 雨刷一拍幻史置于汽牟的拍凡玻璃前，用于在下雨天刮去落于玻璃
上的雨水，以防止雨水遮住賀駛員 的視域 。現有技木叱 雨刷的典型
結枸如固 1、2 所示，其改置有一衣奈狀的肢奈 ，在肢奈 1 的兩

側分別改有臥向貫穿股奈 1
，
的固定槽

，，丙側固定槽 1 各嵌固

一彈性支撐部件 了，核彈性支撐部件 2 通常力金厲材辰制成，其具
．有一定彈性及強度，用以支撐肢余 ，且其彈性可令肢奈 始終貼
緊于拙瓜玻璃上，而在彈性支撐部件 2 的上方迂改有空乞寺流裝置
，在雨刷的丙端返匆裝有固定扣 4

，
用以將上述三介部件 固定，另

外在雨刷的中央逐固定有一連接裝置 5
，，核達接裝置 5

，
用以連接一

雨刮杆 ( 囤中未示出 )，伙而將雨刷主休違接在雨刮杆上。

2 然而 現有的雨刷錯枸邦存在下迷缺陷
1、 因力雨刷的肢余 本身屬于軟原物休，具有板強的彈性可

雯形性，而彈性支撐部件 2
，
力較硬的材原，其直接均肢奈 1

，接蝕，
作用力也直接作用于肢奈 上，迷梓，在刮刷使用迪程叱 彈性支
撐部件 2

，舍直接均肢奈 1
，戶生相互拚座，容易造成彈性支撐部件

5 2
，本身友生扭曲措位，杖而使彈性支撐部件 2

，
的座力不能均勻的

施加于肢奈 上，直接早致雨刷刮刷吋的橫向穗定性降低，伙而戶
生雨刷顫抖現象。

2、雨刷的彈性支撐部件 2
，
均連接裝置 5

，之同的連接方式比較
夏染，通常方式是通迪沖床或者鉚釘札等改各，采用沖座或鉚釘把所
述連接裝置 5

，
固定在彈性支撐部件 2

，上。 然而，速神連接方式需
要借助桃器改各，因此相吋制造工芭夏染、成本高、生戶效率低。

3 、力便于安裝，所述連接裝置
，丙側役有側壁 4 ，中岡形成

升放的容腔 55 ，核容腔 55
，內捆接有一連接部 ( 囤申未示出 ，核

連接部則均所述的雨刮杆連接。 現有戶品 ，所述的容腔 55 在框
接連接部之后，至少近有一側升放，速祥，雨水或灰生就很容易伙核
升放赴入侵到連接裝置 5 的內部，八而影喃其內部部件的性能，降
低使用青命。



友明內容

本友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神新型雨刷，核雨刷改迸其彈性支撐部
件占肢奈岡的連接結枸，以大大減少雨刷刮刷忖戶生的顫抖現象 且
可令雨刷連接裝置的安裝更筒羊，以降低裝配成本 同吋迂可減少灰
坐或雨水迸入到違接裝置內部，以增加戶品使用希命。

力宴現上迷 目的，本友明的技木解決方案是
一神新型雨刷，其主要包括相連接的長奈狀的肢奈及彈性支撐部

件，且在雨刷的中央固定有一連接裝置，核達接裝置丙側改有側壁，
核丙側壁內則形成升放的容腔 所述彈性支撐部件均肢奈之同通迂一
硬原違接板連接 所迷的連接裝置的底部改有滑槽，核彈性支撐部件
或連接板插滑于核滑槽 內，另在核連接裝置占彈性支撐部件或達接板
之同改有可令丙者卡合固定的卡固錯枸 此外所迷違接裝置的容腔升
放赴改有一面蓋，核面羞的一側框接于核連接裝置的其中一側壁上，
其另一側刺卡固于達接裝置的另一側壁上。

所述肢奈的兩側分別沒有臥向貫穿肢奈的固定槽，伙而在肢奈上
方形成 T 字型部件 所迷連接板力成型材狀錯枸，伙其截面柬看，其
底部改有升口朝下的洵槽占上迷肢奈的 T 字型部件卡固，其上方丙側
則各改有一升口朝向側迪的凹槽，核丙凹槽分別連接一彈性支撐部
件。

所迷肢奈的兩側分別改有臥向貫穿肢奈的固定槽，臥而在肢余上
方形成 T 字型部件 所迷咳連接板力型材狀結枸，以其的截面柬看，
其底部改有升口朝下的 C 形槽均上述肢奈的 T 字型部件卡固，其頂
部則波有連接槽用以插固一介彈性支撐部件。

所迷連接板預部的達接槽力升口朝上的 C 形槽或力一封岡槽。

所述達接裝置底部的前后各改有一吋相吋的槽口，每舛相吋的槽
口占連接裝置的內腔壁形成一介所述的滑槽。

所述連接裝置的底部內壁改有限位決，核彈性支撐部件的申部外
側則沒有占核限位坎卡合的定位槽。

所述連接裝置的底部內壁改有限位決，核連接板的中部外側則改
有均咳限位決卡合的定位槽。

所述連接裝置的滑槽力貫穿達接裝置的未槽。

所迷面蓋均達接裝置側壁的卡固方式是在相座的側壁 內側改有
一卡粒，而在面蓋的相吋位置改有一凹槽。

所述面蓋占連接裝置側壁的卡固方式采用迪盈配合的方式。

采用上述方案后，本友明具有下列仇魚
1、由于本友明在雨刷的肢余勻彈性支撐部件之同增加了一介用

以連接兩者的達接板，且核連接板本身力硬辰材料制成，所以硬度較



高，迷梓彈性支撐部件連接其上后，在雨刷刮刷吋能始咚保持水平狀
志，叭而提高橫向刮刷的穗定性 此外，核彈性支撐部件的作用力是
直接作用于硬廈的連接板上，而不是軟成的肢余上，伙而彈性支撐部
件本身不再舍友生扭曲雯形，雨刷肢奈受力則由硬原的連接板均 勻地
侍尋迪束，伙而減少 了不晰刮刷迂程中戶生的顫抖。

2、由于本友明在雨刷的連接裝置底部改置了滑槽，而雨刷的彈
性支撐部件或連接板則可插滑于核滑槽，然后再通述卡固結枸卡合固

定，核卡固結枸可力限位坡和定位槽，此神裝配方式不需使用到沖床
或鉚釘桃，直接以手工方式即可宴現裝配，其裝配工芭相吋筒羊，臥
而使裝配成本降低，井可提高生戶效率。

3 、承前段，如果令所迷連接裝置的滑槽改力丙魚滑槽，即可利
用彈性支撐部件或連接板本身的彈性，使丙者的卡固結枸可以脫 禹或
卡合，八而令丙者可以拆卸，迷祥如果其中一介損杯，只需更換另一
介，而不需全部丟昇，伙而可防止浪費。

、由于本友明在雨刷連接裝置的容腔升放赴故置了一介面蓋，
核面蓋的一側樞接在連接裝置的一側壁上，可將面蓋翻起或蓋合，迭
祥在方便安裝的情況下，可阻挫灰坐或雨水入侵到連接裝置內部，伙
而可增加戶品的使用孝命。

附圈說明

圈 1是現有雨刷的銬枸示意軋
圍 2 是現有雨刷的肢奈均彈性支撐部件組裝示意囤
因 3 是本友明第一宴施例的錯枸示意乳
圈 4 是本友明第一奕施例所迷遵接板的立休示意軋
囤 5 是本友明第一宴施例所述連接板連接肢奈占彈性支撐部件

圈 6 是本友明第一奕施例所迷連接裝置位置的立休分解囤
囤 7 是本友明第一奕施例所迷達接裝置位置的立休匆合軋
圈 8 是本友明所迷連接裝置的立休分解軋

囤 11 是本友明第二奕施例所迷連接板的立休示意歐
囤 12 是本友明第二奕施例所述達接板連接肢余均彈性支撐部件

的立休示意軋
圈 13 是本友明第二奕施例所述達接裝置位置的立休分解純
囤 14 是本友明第二奕施例所迷連接裝置位置的立休匆合酌
圈 1 是本友明所述連接板再一結枸的立休示意囤。



具休突施方式

如囤 3 所示，其力本友明第一奕施例，本友明所迷的雨刷主要包

括相連接的長奈狀的肢奈 1及彈性支撐部件 2，在核彈性支撐部件 2
的上方則改有空乞早流裝置，兩端則組裝有固定扣用以將上迷三介部
件固定 上迷空乞早流裝置及固定扣園中未示出 )，另外在雨刷的中
央近固定有一達接裝置 5。 本友明的夫鍵在于 所迷的肢奈 1 占彈性
支撐部件 2 通迪一連接板 7 連接。 其扒

所迷股奈 1 的結枸均現有技木相同，其丙側分別改有趴向貫穿肢
奈 1 的固定槽 11，八而在肢奈 J 方形成 T 字型部件 12 .

所迷彈性支撐部件 2 的結枸也占現有技木相同，其力未板狀休，
且具有一定彈性及強度。

所述連接板 7 ( 同忖配合固 4 所示 ) 可以塑料拉伸而成型材狀錯
枸，其長度占上述肢奈 1 占彈性支撐部件 2 相舀 ，而伙核連接板 7 的
截面柬看，其底部改有升口朝下的洵槽 7 1，其上方兩側則各改有一

再同忖配合固 5 所示，在安裝忖，先將所迷肢奈 1 以其 T字型部
件 12 吋准所迷達接板 7 底部的洵槽 7 1，使丙者卡合在一起，再向內

拉滑肢奈 1，伙而使核 T 字型部件 12 被牢 固地嵌入固定在所述洵槽
71 內，由于核連接板 7 力硬廈塑料制成，因此其洵槽 7 1 具有較高的
硬度，能移牢 固地夫緊核肢奈 然后，再將丙彈性支撐部件 2 臥丙

側插于所述達接板 7 上方丙側的凹槽 72 內，由于彈性支撐杆 2 的厚
度和所迷凹槽 72 的相吻合，所以令彈性支撐部件 2 被牢 固固定于咳
凹槽 72 內，由于核連接板 7 具有較高硬度，且所述彈性支撐部件 2
在雨刷橫向刮刷迪程中，直接只均核達接板 7 接蝕，井且，彈性支撐
部件 2 同吋被連接板 7 的凹槽 72 J 夫緊，迷祥，伙整休上避兔 了
彈性支撐部件 2 措位的可能，提高了其橫向剛度，增加了穗定性。

如囤 6、 7 所示，本友明所述連接裝置 5 的底部改有滑槽 5 1，核
滑槽 5 1 可以力近似貫穿達接裝置的長槽，也可如囤中所示，在核達
接裝置 5 底部的前后各改有一吋相吋的槽口 52，每吋相吋的槽口 52
占達接裝置 5 的內腔壁形成一介滑槽 1 另在咳連接裝置 5 的底部
內壁改有限位坡 53

所述彈性支撐部件 2 的中部外側設有定位槽 2 1

在裝配吋，將上述通迂連接板 7 組裝好的腋余 1及彈性支撐部件
2，以彈性支撐部件 2 叭端部直接插入到所迷連接裝置 5 的底部滑槽
5 1 內，占核連接裝置 5 滑到丙彈性支撐部件 2 的中部忖，其內的限
位決 53 直接舍卡入到彈性支撐部件 2 外側的定位槽 2 1 內，叭而最終
定位，把核達接裝置 5 緊密 固定連接在彈性支撐部件 2 。核固定方



式能保祉所述達接裝置 5 七彈性支撐部件 2 不脫 萬 ，連接牢 固。

需要說明的是，所述槽口 52 固定魚必須橫向地緊密 固定核彈性
支撐部件 2，迷是力了避兔橫向刮刷吋，由于沒有緊密 固定，早致縫
隙迪大，而引起雨刷的抖功 同忖，所迷槽口 52 固定魚在臥向上必
須占核彈性支撐部件 2 有一定距 萬的空隙，核空隙是力了保祉核彈，生
支撐部件 2 在 自然狀悉下保持原有的曲率和座力。

再者，些本友明所述的連接裝置 5 的滑槽 5 1 如囤申所示力由槽
口 5 枸成的兩魚滑槽吋，所述的達接裝置 5 即可方便占彈性支撐部
件 2 脫 萬 。具休拆卸方式力 由于所述彈性支撐部件 2 力金厲杆狀休，
因此其具有一定的彈性，迷祥在拆卸忖先核彈性支撐部件 2 辦直，而
拉直后的彈性支撐部件 2 中部的定位槽 2 1 即舍伙連接裝置 5 的限位
決 3 脫 萬 ，此忖只需向一側拉出彈性支撐部件 2，伙而可令達接
裝置 5 均彈性支撐部件 2 分萬 ，迭到可拆卸的目的。

此外，上述連接裝置 5 均彈性支撐部件 2 的限位決 53 占定位槽
71，也可由其它卡固皓枸代替。

再如囤 8、9 所示，所述的達接裝置 5 兩側改有側壁 54，核兩側
壁 內則形成升放的容腔 55，核容腔 55 內框接有一連接部 8，核連
接部 ．8 用以占一雨刮杆 ( 圈中未示出 ) 連接。

另外，核連接裝置 5 的容腔 升放赴近改有一面蓋 9，核面蓋 9

的一側框接于咳連接裝置 5 的其中一側壁 54 ，其另一側則卡固于
連接裝置 5 的另一側壁 4 L。而核卡固方式是在相座的側壁 54 內側
役有一卡粒 ，而在面蓋 9 的相吋位置改有一凹槽 9 1

所述的面盞 9 的設置，可將連接裝置 5 容腔 55 的升放赴予以封
閉，伙而可減少友坐及雨水的入侵，迸而增加戶品的使用青命。

再如囤 0 所示，占所迷的面蓋 9 側框接于連接裝置 一側
后，其可沿看框接抽向一側翻升，叭而將面蓋 9 打升，這祥可便于安
裝。而咳面蓋 9 另一側占連接裝置 5 側壁的卡固結枸也可采用迂盈配
合的方式。

本友明通迪上迷結枸及匆裝方式匆裝了股奈 1、彈性支撐部件 2、

連接板 7 及達接裝置 5 后，均現有技木相同，可再另外安裝空乞早流
裝置 3 及丙端的固定扣 4 等，其安裝方式及結枸均現有戶品吳似，不
贅述。

本友明第二奕施例占第一奕施例的不同之赴在于 所述的連接板
7A 的錯枸不同。 具休描述如下

所述連接板 7A ( 同吋配合圈 1 1 所示 ) 同祥可以塑股拉伸而成型
材狀結枸，其未度占上述股奈 1 占彈性支撐部件 2 相占，而八核達接
板 7A 的截面柬看，其底部改有升口朝下的 C 形槽 73A，其頂部則改
有連接槽 74 A，核違接槽 74A 可力升口朝上的 C 形槽。



所述肢奈 1 的結枸同祥占現有技木相同，其丙側分別改有趴向貫
穿肢奈 1 的固定槽 1，伙而在股余 1上方形成 T 字型部件 12.

所述彈性支撐部件 ?A 伏改置一余，其力未板狀休，且具有一定
彈性及強度。

5 如團 10 所示，匆裝時，先將彈性支撐部件 2A 插于所述達接板
7A 頂 中的連接槽 74 A 內，井使丙者平弄 然后，將所述肢奈 1 端
以其 T 字型部件 1 吋准所述連接板 7A 底部的底部 C 形槽 73A，使
兩者卡合在一起，再向內拉滑肢余 1，伙而使咳 T 字型部件 12 被牢
固地嵌入固定在所述 C 形槽 A 內，直到核肢余 1也占連接板 7A 平
芥。此神結枸方式，所迷肢桑及彈性支撐部件占連接板的連接，只需
筒羊的插接，且丙側的彈性支撐部件合井而力一介彈性支撐部件，速
神組裝方式不再需要以焊接或鉚接的方式將兩側的彈性支撐部件連
接在一起，因此可減少加工工序，且迷神組裝方式非常容易，八而可
降低加工成本。

F述蛙枸的連接方式，由于所迷的彈性支撐部件 2A被包覆于所
迷連接板 7A 的連接槽 74A 內，而不再外露，因此其占所迷連接裝置
的組裝錯枸也占上迷第一奕施例有所不同，具休結枸如囤 13 及團 14

所示。本奕施例所述的連接裝置 5 均第一奕施例相同，其同祥改有滑
槽 、槽口 及限位決 3 等結枸。 而本奕施例不同的是 所述連
接板 7A 的申部外側改有定位槽

在裝配吋，將上迷通迪連接板 7 組裝好的肢奈 1及彈性支撐部件
，以連接板 7A 碩部的遵接槽 74 A 丙外端直接插入到所述連接裝置

5 的底部滑槽 4 1 內，些核連接裝置 5 滑到違接板 7A 的中部吋，其內

的限位坡 直接舍卡入到連接板 7A 外側的定位槽 75A 內，以而最
終定位，把核連接裝置 5 緊密 固定連接在連接板 7A 上。 之后即可以
卡扣方式組裝空乞寺流裝置 3 及兩端的固定扣 4。

占然，所述的達接板結枸井不局限于上述丙神，其也可如囤 15

所示，核連接板 7 的底部同祥改有升口朝下的 C 形槽 73B，其預部
也改有連接槽 T4 ，所不同的是 所迷連接槽 74B 力一封閉形槽，核
封閉槽同梓可用以連接固定所述的彈性支撐部件 2A，伙而可迷到預
期的效果。

5



杖 利 要 求

1、一神新型 雨刷，其主要包括相連接的衣奈狀的肢奈及彈性支
撐部件，且在雨刷的中央固定有一連接裝置，核連接裝置兩側改有側
壁，核丙側壁 內則形成升放的容腔 其特征在于 所迷彈性支撐部件
占肢奈之間通迂一硬辰連接板連接 所述的達接裝置的底部改有滑
槽，核彈性支撐部件或連接板插滑于核滑槽 內，另在咳連接裝置均彈
性支撐部件或連接板之同改有可令丙者卡合固定的卡固結枸 此外所
述連接裝置的容腔升放赴改有一面蓋，核面蓋的一側框接于核連接裝
置的其申一側壁上，其另一側則 固于連接裝置的另一側壁上。

2、如枝利要求 1 所迷的一神新型雨刷，其特征在于 所述肢奈
的兩側分別改有臥向貫穿股奈的固定槽，八而在股奈上方形成 T 字型
部件 所迷連接板力成型材狀結枸，叭其截面柬看，其底部改有升口
朝下的淘槽占上迷股奈的 T 字型部件卡固，其上方丙側則各改有一升
口朝向側述的凹槽，核丙凹槽分別連接一彈性支撐部件。

3 、 如校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神新型雨刷，其特征在于 所述腋余
的兩側分別改有臥向貫穿肢奈的固定槽，伙而在肢余上方形成 T 字型
部件 所迷咳達接板力型材狀皓枸，八其的截面柬看，其底部改有升
口朝下的 C 形槽占上迷肢奈的 T 字型部件卡固，其預部則改有連接
槽用以插固一介彈性支撐部件。

4、如校利要求 3 所述的一神新型 雨刷，其特征在于 所述連接
板預部的連接槽力升口朝上的 C 形槽或力一封閉槽。

5 、如校利要求 1 所迷的一神新型雨刷，其特征在于 所述連接
裝置底部的前后各故有一吋相吋的槽口，每吋相吋的槽口均達接裝置
的內腔壁形成一介所述的滑槽。

6、如枚利要求 1 或 2 所迷的一神新型雨刷，其特征在于 所述
連接裝置的底部 內壁改有限位決，核彈性支撐部件的中部外側則改有
均核限位坡卡合的定位槽 。

7、如杖利要求 1 或 3 所述的一神新型雨刷，其特征在于 所述
連接裝置的底部內壁改有限位坡，核連接板的中部外側則改有均核限
位決卡合的定位槽。

8、如校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神新型雨刷，其特征在于 所迷連接
裝置的滑槽力貫穿連接裝置的長槽。

9、 如杖利要求 1 所述的雨刷連接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面益
占連接裝置側壁的卡固方式是在相座的側壁內側改有一卡粒，而在面
蓋的相吋位置改有一凹槽。

10、如校利要求 1 所述的雨刷達接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面蓋
均連接裝置側壁的卡固方式采用迪盈配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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