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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经过本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进行初步审查,决 定授予专利权 ,颁

发本证书并在专利登记簿上予以登记。专利权 自授权公告之 日起生效。

本专利的专利权期限为十年,自 申请 日起算。专利权人应当依照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

规定缴纳年费。本专利的年费应当在每年 09月 02日 前缴纳。未按照规定缴纳年费的,专

利权 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之 日起终止。

专利证书记载专利权登记时的法律状况。专利权的转移、质柙、无效、终止、恢复和

专利权人的姓名或名称、国籍、地址变更等事项记载在专利登记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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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⑴ 实用新型名称

雨刷器

6D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雨刷器 ,包括雨刷臂

组件,所述雨刷臂组件包括雨刷轴,所述雨刷轴连

接减速电机组件,所述减速电机组件包括无刷直

流电机及设置在无刷直流电机输出端的减速箱 ,

所述雨刷轴连接在减速箱的输出端 ;所述雨刷器

还包括霍尔板,所述霍尔板包括用于感应和发射

信号的芯片,所述雨刷轴上设置有感应片,所述无

刷直流电机的电路板上设置有用于接收信号并实

施电路控制的控制模块,所述感应片、芯片及控制

模块之间感应配合c本实用新型采用无刷直流电

机并配合使用减速箱,使 无刷直流电机在一定的

力矩范围内输出稳定转速 ,力 矩和噪音会得到有

效控制,整个减速电机组件的寿命会延长雨且电

机的可靠性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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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⑴ 实用新型名称

雨刷器

ωD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雨刷器 ,包括雨刷臂

组件,所述雨刷臂组件包括雨刷轴,所述雨刷轴连

接减速电机组件,所述减速电机组件包括无刷直

流电机及设置在无刷直流电机输出端的减速箱 ,

所述雨刷轴连接在减速箱的输出端 ;所述雨刷器

还包括霍尔板,所述霍尔板包括用于感应和发射

信号的芯片,所述雨刷轴上设置有感应片,所述无

刷直流电机的电路板上设置有用于接收信号并实

施电路控制的控制模块,所述感应片、芯片及控制

模块之间感应配合c本实用新型采用无刷直流电

机并配合使用减速箱,使 无刷直流电机在 一定的

力矩范围内输出稳定转速 ,力 矩和噪音会得到有

效控制,整个减速电机组件的寿命会延长而且电

机的可靠性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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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雨刷器,包括雨刷臂组件,所述雨刷臂组件包括雨刷轴,所述雨刷轴连接减速电

机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减速电机组件包括无刷直流电机及设置在无刷直流电机输出端

的减速箱,所述雨刷轴连接在减速箱的输出端 ;

所述雨刷器还包括霍尔板,所述霍尔板包括用于感应和发射信号的芯片,所述雨刷轴
上设置有感应片,所述无刷直流电机的电路板上设置有用于接收信号并实施电路控制的控

制模块,所述霍尔板上的芯片感应雨刷轴上的感应片位置,并将感应结果发送给无刷直流

电机上的控制模块,控制模块通过控制电路来控制雨刷臂组件的间歇性正反转的时问。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雨刷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减速电机组件外部设置有外壳,所

述外壳上设置有侧孔,所述雨刷轴穿过所述侧孔并迕接所述雨刷臂组件。

3.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的雨刷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壳侧孔处密封连接密封套,所述

雨刷轴穿过所述密封套并与所述密封套旋转密封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 2或 3所述的雨刷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还包括电机安装架,所述减速

电机通过所述电机安装架安装于所述外壳中。

5.根据权利要求 3所述的雨刷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密封套为铜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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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刷器

技术领域

mO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雨刷器,尤其涉及一种能够提供稳定运行速度的雨刷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的雨刷器丁股都采用普通电机,在 电机的输出端设置减速箱,减速箱

的输出端侧迮接雨刷臂,电机及减速箱配合,驱动雨刷臂运行。

[0OOs] 对电机而言一般要求输入恒定电压,在 电压恒定情况下,电机的输出转速随负载

(输出力矩)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不稳定的外部力矩会影响雨刷的运行速度及带

来不稳定的噪音问题,同 时将对减速箱的寿命和可靠性产生较大影响。

实用新型内容

[00饼] 本实用新型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可延κ减速箱寿命、提高电机可靠性

的雨刷器。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 :提供一种雨刷器,包括

雨刷臂组件,所述雨刷臂组件包括雨刷轴,所述雨刷轴连接减速电机组件,所述减速电机组

件包括无刷直流电机及设置在无刷直流电机输出端的减速箱,所述雨刷轴连接在减速箱的

输出端 ;

[0006] 所述雨刷器还包括霍尔板,所述霍尔板包括用于感应和发射信号的芯片,所述雨

刷轴上设置有感应片,所述无刷直流电机的电路板上设置有用于接收信号并实施电路控制

的控制模块,所述霍尔板上的芯片感应雨刷轴上的感应片位置,并将感应结果发送给无刷

直流电机上的控制模块,控制模块通过控制电路来控制雨刷臂组件的间歇性正反转的时

间。

[o007] 其中,所述减速电机组件外部设置有外壳 ,所述外壳上设置有侧孔 ,所述雨刷轴穿

过所述侧孔并连接所述雨刷臂组件。

[0008] 其中,所述外壳侧孔处密封连接密封套 ,所述雨刷轴穿过所述密封套并与所述密

封套旋转密封连接。

[0009] 其中,所述还包括电机安装架 ,所述减速电机通过所述电机安装架安装于所述外

壳中。

[o01刨  其中,所述密封套为铜套。

[o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区 别于现有技术的普通电机 ,本实用新型采用无刷直

流电机并配合使用减速箱 ,该无刷直流电机可在一定的力矩范围内输出稳定转速 ,力矩和

噪音会得到有效控制 ,当外界力矩超出恒速力矩范围时,转速会下降,进一步降低雨刷器运

行带来的噪音,由于转速变幅不大 ,转速相对稳定 ,所 以整个减速电机组件的寿命会延 κ而

J^电机的可靠性得以提高。此外 ,在 雨刷轴上设置感应片 ,在无刷直流电机开启 ,雨刷臂组

件相应转动 ,减速增矩后 ,霍尔板 上的芯片感应雨刷轴上的感应片位置 ,并将感应结果发送

给无刷直流电机上的控制模块 ,所述控制模块通过控制电路来控制雨刷臂组件间歇性正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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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的时问。

附图说明

[001刎  图 1是本实用新型一优选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

[001sl 图 2是图 l去 除外壳后的结构示意图。

[001钊  标号说明 :

[001列  1、 无刷直流 电机 ;2、 减速箱 ;21、 雨刷轴 ;”、感应片 ;3、 雨刷臂组件 ;4、 安装架 ;

4⊥ 、霍尔板 ;42、 芯片 ;5、 密封套 ;6、 外壳。

具体实施方式

[O01Gl 为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内容、构造特征、所实现 目的及效呆,以 下结合实施

方式并配合附图详予说明。

∞017] 一同参阅图 1及 图 2,该雨刷器包括雨刷臂组件 3、 减速电机组件、霍尔板 41、 感应
片 22、 安装架 4及外壳 6,该减速电机组件包括无刷直流电机 1和减速箱 2,该减速箱 2设置

在无刷直流电机 1输出端 ,在减速箱 2上设有雨刷轴 21,而减速电机组件通过安装架 4安
装于外壳 6的 内部 ,外壳 6上设置有侧孔,21穿过侧孔并连接雨刷臂组件 3。

[001刚  在雨刷轴 21上设置有感应片 22,安装架 4上设置有霍尔板 41,霍尔板包括用于感
应和发射信号的芯片 42,雨刷轴上设置有感应片 22,所述无刷直流电机的电路板上设置有
控制模块 ,感应片 22、 芯片 42及控制模块之间感应配合。在无刷直流电机 1开启 ,雨刷臂组

件 3相应转动 ,减速增矩后 ,霍尔板 41上 的芯片 42感应雨刷轴 21上 的感应片 22位置 ,并

将感应结果发送给无刷直流电机上的控制模块 ,控制模块通过控制电路来控制雨刷臂组件
3的间歇性正反转的时间。

[0019] 外壳 6侧孔处密封连接密封套 5,所述雨刷轴 21穿过所述密封套 5并与所述密封
套 5旋转密封连接 ,本实施例中,该密封套为铜套。

[00⒛] 综上所述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 :本实用新型采用无刷直流电机并配合使用
减速箱 ,该无刷直流电机可在一定的力矩范围内输出稳定转速 ,而 使直流无刷 电机保持稳

定转速 ,一般通过 PID算法来控制占空比去实现 ,力矩和噪音会得到有效控制 ,当外界力矩

超出恒速力矩范围时,转速会下降,进一步降低雨刷器运行带来的噪音,由 于转速变幅不
大,转速相对稳定 ,所 以整个减速电机组件的寿命会延长而且可靠性得以提高。此外 ,在雨

刷轴上设置感应片 ,在无刷直流电机开启 ,减速增矩后 ,霍尔板上的芯片感应雨刷轴上的感
应片位置 ,并将感应结果发送给无刷直流电机上的控制模块 ,所述控制模块接收,并通过控

制电路来控制雨刷臂组件间歇性正反转的时间。

D021]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 ,并非囚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 ,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 ,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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