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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树干刷白机器人，包括第一

半圆环、第一半圆环凸台、第一外环齿轮列、第一

工字滑轨、第一锁扣滑轨、第二半圆环、第二半圆

环凸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半圆环是一个

半圆环，所述的第一半圆环凸台是一个安装凸

台，设置在第一半圆环的中间上部位置，所述的

第一外环齿轮列是设置在第一工字滑轨的外侧

滑轨上的，所述的第一工字滑轨是设置在第一半

圆环的两侧的轨道，本发明采用上下涂刷、左右

移动的行进方式，高效、精确的完成树干刷白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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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树干刷白机器人，包括第一半圆环（101）、第一半圆环凸台（102）、第一外环齿轮

列（103）、第一工字滑轨（104）、第一锁扣滑轨（105）、第二半圆环（201）、第二半圆环凸台

（202）、第二外环齿轮列（203）、第二工字滑轨（204）、第二锁扣滑轨（205）、第三半圆环

（301）、第三半圆环凸台（302）、第三外环齿轮列（303）、第三工字滑轨（304）、第三锁扣滑轨

（305）、侧护架底座（401）、第一电机（402）、脚座推进杆（501）、脚座（502）、第一推进齿轮列

（503）、锁定凸耳（504）、锁扣（6）、铰接盖子（701）、固定螺母（702）、铰接杆（703）、运动滑块

（801）、驱动齿轮（802）、延长侧板（803）、第二电机（804）、固定丝杠螺母（805）、丝杠螺杆

（806）、推进板（80701）、电机安装位（80702）、涂料箱安装座（80703）、第二推进齿轮列

（80704）、竖直滑轨（80705）、喷涂板（901）、管道接口一（902）、第三电机（903）、喷口

（90401）、涂刷子（90402）、涂料箱（1001）、管道接口二（1002）、涂料箱安装柱（1003）、涂料管

（1101），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半圆环（101）是一个半圆环，所述的第一半圆环凸台（102）

是一个安装凸台，设置在第一半圆环(101)的中间上部位置，所述的第一外环齿轮列(103)

是设置在第一工字滑轨(104)的外侧滑轨上的，所述的第一工字滑轨(104)是设置在第一半

圆环(101)的两侧的轨道，所述的第一锁扣滑轨(105)是设置在第一半圆环(101)两端的、第

一工字滑轨(104)上方的轨道，所述的第二半圆环(201)是一个半圆环，所述的第二半圆环

凸台（202）是一个安装凸台，设置在第二半圆环（201）的中间上部位置，所述的第二外环齿

轮列（203）是设置在第二工字滑轨（204）的外侧滑轨上的，所述的第二工字滑轨（204）是设

置在第二半圆环（201）的两侧的轨道，所述的第二锁扣滑轨（205）是设置在第二半圆环

（201）一端的、第二工字滑轨（204）上方的轨道，所述的第三半圆环(301)是一个半圆环，所

述的第三半圆环凸台(302)是一个安装凸台，设置在第三半圆环(301)的中间上部位置，所

述的第三外环齿轮列(303)是设置在第三工字滑轨(304)的外侧滑轨上的，所述的第三工字

滑轨(304)是设置在第三半圆环(301)的两侧的轨道，所述的第三锁扣滑轨(305)是设置在

第三半圆环(301)一端的、第三工字滑轨(304)上方的轨道，所述的侧护架底座(401)是一个

内环设置了锁定凹槽的圆环和一个弧面方形底座构成的底座，其直接安装在第一半圆环凸

台(102)上，所述的第一电机(402)是一个带齿轮的驱动电机，直接安装在侧护架底座(401)

的后部，所述的脚座推进杆(501)是一根在一侧设置了锁定凸耳(504)、另一侧设置了第一

推进齿轮列(503)的直杆，直接插入侧护架底座(401)的孔内，通过孔内的锁定凹槽与锁定

凸耳(504)相嵌安装，并通过第一电机（402）的齿轮与第一推进齿轮列（503）的相互咬合驱

动脚座推进杆前进，所述的脚座（502）是一面为平面、一面为弧面的圆柱台，通过螺钉安装

在脚座推进杆的向内一端；所述的锁扣（6）是一个弧形的扣合盖子，其与锁扣滑轨相扣合安

装，所述的铰接盖子是一个环形的盖子，并设置了两根铰接杆（703），通过固定螺母（702）与

第一半圆环（101）的一端连接起来；所述的运动滑块(801)是一个剖面为梯形的、绕某一轴

心旋转而成的圆弧体，并在其上部设置凸字形的凹槽滑轨，与所述的工字滑轨相配合工作，

可自由滑动，所述的驱动齿轮（802）是安装在运动滑块（801）凸字形凹槽内部一侧的，是一

个由设置了齿轮外壳的外转子电机进行驱动的齿轮，与外环齿轮列相咬合工作，驱动运动

滑块（801）在工字滑轨上移动，所述的延长侧板（803）是一块连接在运动滑块（801）底部的、

中部设置凹槽的板，所述的第二电机（804）是底部安装在电机安装位（80702）上的、正好嵌

入延长侧板（803）的凹槽内的电机，所述的固定丝杠螺母（805）是一个安装在延长侧板

（803）凹槽背面的、中部设置螺纹孔的圆环柱，与丝杠螺杆（806）相互配合工作，将推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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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01）向内推进，所述的推进板（80701）是一个剖面为梯形的、绕某一轴心旋转而成的圆

弧体，并在其外弧面设置电机安装位（80702）安装第二电机（804），在其下方设置涂料箱安

装座（80703），在其两侧面设置第二推进齿轮列（80704），并设置竖直滑轨（80705），所述的

喷涂板（901）是一个设置开口的弧形长方体，并在其上部设置管道接口一（902），在其背面

设置第三电机（903），所述的第三电机（903）是一个带有齿轮的驱动电机，通过与第二推进

齿轮列相互咬合驱动喷涂板（901）在推进板（80701）上下移动，所述的喷口（90401）和涂刷

子（90402）是设置在喷涂板（901）内侧的涂料喷口和刷子，所述的涂料箱（1001）是一个长方

体涂料存储箱，并在其内侧面下方设置管道接口二（1002），在其内侧面上方四个涂料箱安

装柱（1003），与涂料箱安装座（80703）相互配合安装，所述的涂料管（1101）是连接管道接口

一（902）和管道接口二（1002）的软管，将涂料箱（1001）的涂料输送至喷涂板（90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树干刷白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涂刷子（90402）是

底部设置电机的，由电机驱动涂刷子（90402）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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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树干刷白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园艺修剪及园林维护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树干刷白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城市绿化树木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每年的树干刷白是一项费时费力的繁杂

工作。目前这繁重的工作通常都是由人工完成，每年树木涂白所要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是一

笔不小的开销，而且工作人员需要进行大量的重复性劳作，手工涂白工作繁琐，工作效率

低，劳动强度大；而且在人工进行树干涂白时，涂白的质量也无法统一，从而导致工作效果

不是很明显。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树干刷白机器人，本发明采用上下涂刷、左右移动

的行进方式，高效、精确的完成树干刷白工作。

[0004] 本发明所使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树干刷白机器人，包括第一半圆环、第一半圆环

凸台、第一外环齿轮列、第一工字滑轨、第一锁扣滑轨、第二半圆环、第二半圆环凸台、第二

外环齿轮列、第二工字滑轨、第二锁扣滑轨、第三半圆环、第三半圆环凸台、第三外环齿轮

列、第三工字滑轨、第三锁扣滑轨、侧护架底座、第一电机、脚座推进杆、脚座、第一推进齿轮

列、锁定凸耳、锁扣、铰接盖子、固定螺母、铰接杆、运动滑块、驱动齿轮、延长侧板、第二电

机、固定丝杠螺母、丝杠螺杆、推进板、电机安装位、涂料箱安装座、第二推进齿轮列、竖直滑

轨、喷涂板、管道接口一、第三电机、喷口、涂刷子、涂料箱、管道接口二、涂料箱安装柱、涂料

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半圆环是一个半圆环，所述的第一半圆环凸台是一个安装凸

台，设置在第一半圆环的中间上部位置，所述的第一外环齿轮列是设置在第一工字滑轨的

外侧滑轨上的，所述的第一工字滑轨是设置在第一半圆环的两侧的轨道，所述的第一锁扣

滑轨是设置在第一半圆环两端的、第一工字滑轨上方的轨道，所述的第二半圆环是一个半

圆环，所述的第二半圆环凸台是一个安装凸台，设置在第二半圆环的中间上部位置，所述的

第二外环齿轮列是设置在第二工字滑轨的外侧滑轨上的，所述的第二工字滑轨是设置在第

二半圆环的两侧的轨道，所述的第二锁扣滑轨是设置在第二半圆环一端的、第二工字滑轨

上方的轨道，所述的第三半圆环是一个半圆环，所述的第三半圆环凸台是一个安装凸台，设

置在第三半圆环的中间上部位置，所述的第三外环齿轮列是设置在第三工字滑轨的外侧滑

轨上的，所述的第三工字滑轨是设置在第三半圆环的两侧的轨道，所述的第三锁扣滑轨是

设置在第三半圆环一端的、第三工字滑轨上方的轨道，所述的侧护架底座是一个内环设置

了锁定凹槽的圆环和一个弧面方形底座构成的底座，其直接安装在第一半圆环凸台上，所

述的第一电机是一个带齿轮的驱动电机，直接安装在侧护架底座的后部，所述的脚座推进

杆是一根在一侧设置了锁定凸耳、另一侧设置了第一推进齿轮列的直杆，直接插入侧护架

底座的孔内，通过孔内的锁定凹槽与锁定凸耳相嵌安装，并通过第一电机的齿轮与第一推

进齿轮列的相互咬合驱动脚座推进杆前进，所述的脚座是一面为平面、一面为弧面的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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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通过螺钉安装在脚座推进杆的向内一端；

[0005] 所述的锁扣是一个弧形的扣合盖子，其与锁扣滑轨相扣合安装，所述的铰接盖子

是一个环形的盖子，并设置了两根铰接杆，通过固定螺母与第一半圆环的一端连接起来；

[0006] 所述的运动滑块是一个剖面为梯形的、绕某一轴心旋转而成的圆弧体，并在其上

部设置凸字形的凹槽滑轨，与所述的工字滑轨相配合工作，可自由滑动，所述的驱动齿轮是

安装在运动滑块凸字形凹槽内部一侧的，是一个由设置了齿轮外壳的外转子电机进行驱动

的齿轮，与外环齿轮列相咬合工作，驱动运动滑块在工字滑轨上移动，所述的延长侧板是一

块连接在运动滑块底部的、中部设置凹槽的板，所述的第二电机是底部安装在电机安装位

上的、正好嵌入延长侧板的凹槽内的电机，所述的固定丝杠螺母是一个安装在延长侧板凹

槽背面的、中部设置螺纹孔的圆环柱，与丝杠螺杆相互配合工作，将推进板向内推进，所述

的推进板是一个剖面为梯形的、绕某一轴心旋转而成的圆弧体，并在其外弧面设置电机安

装位安装第二电机，在其下方设置涂料箱安装座，在其两侧面设置第二推进齿轮列，并设置

竖直滑轨，所述的喷涂板是一个设置开口的弧形长方体，并在其上部设置管道接口一，在其

背面设置第三电机，所述的第三电机是一个带有齿轮的驱动电机，通过与第二推进齿轮列

相互咬合驱动喷涂板在推进板上下移动，所述的喷口和涂刷子是设置在喷涂板内侧的涂料

喷口和刷子，所述的涂料箱是一个长方体涂料存储箱，并在其内侧面下方设置管道接口二，

在其内侧面上方四个涂料箱安装柱，与涂料箱安装座相互配合安装，所述的涂料管是连接

管道接口一和管道接口二的软管，将涂料箱的涂料输送至喷涂板。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的涂刷子是底部设置电机的，由电机驱动涂刷子旋转。

[0008] 本发明有益效果：

[0009] 1 .  本发明采用环抱固定式的固定方式，能够使装置多方向受力，保持工作稳定，

电机驱动的脚座推进杆，能够适应不同的树干表面并维持稳定。

[0010] 2.本发明通过锁定滑扣来固定第一半圆环、第二半圆环与第三半圆环，使之保持

一个圆环状，不用时可滑开锁定滑块，利用铰接元件可将第二半圆环与第三半圆环收在第

一半圆环内，方便携带。

[0011] 3.本发明通过运动滑扣在工字滑轨内的滑动，完成360度的涂刷；本发明通过喷涂

板的上下移动完成纵向涂刷。

[0012] 4.本发明通过第二电机驱动丝杠螺杆推动推进板前进，可以将喷涂板向前推进，

以深入凹凸的树皮内，适应不同凹凸程度的树皮。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的装置上部分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的细节示意图一。

[0016] 图4为本发明的细节示意图二。

[0017] 图5为本发明的运动滑块示意图。

[0018] 图6为本发明的推进板示意图。

[0019] 图7为本发明的推进板底部示意图。

[0020] 图8为本发明的喷涂板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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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9为本发明的喷涂板与涂料箱示意图。

[0022] 图10为本发明的喷口与涂刷子细节示意图。

[0023] 附图标号：101-第一半圆环；102-第一半圆环凸台；103-第一外环齿轮列；104-第

一工字滑轨；105-第一锁扣滑轨；201-第二半圆环；202-第二半圆环凸台；203-第二外环齿

轮列；204-第二工字滑轨；205-第二锁扣滑轨；301-第三半圆环；302-第三半圆环凸台；303-

第三外环齿轮列；304-第三工字滑轨；305-第三锁扣滑轨；401-侧护架底座；402-第一电机；

501-脚座推进杆；502-脚座；503-第一推进齿轮列；504-锁定凸耳；6-锁扣；701-铰接盖子；

702-固定螺母；703-铰接杆；801-运动滑块；802-驱动齿轮；803-延长侧板；804-第二电机；

805-固定丝杠螺母；806-丝杠螺杆；80701-推进板；80702-电机安装位；80703-涂料箱安装

座；80704-第二推进齿轮列；80705-竖直滑轨；901-喷涂板；902-管道接口一；903-第三电

机；90401-喷口；90402-涂刷子；1001-涂料箱；1002-管道接口二；1003-涂料箱安装柱；

1101-涂料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实施例

[0025] 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图7、图8、图9、图10所示，一种树干刷白机器人，包

括第一半圆环101、第一半圆环凸台102、第一外环齿轮列103、第一工字滑轨104、第一锁扣

滑轨105、第二半圆环201、第二半圆环凸台202、第二外环齿轮列203、第二工字滑轨204、第

二锁扣滑轨205、第三半圆环301、第三半圆环凸台302、第三外环齿轮列303、第三工字滑轨

304、第三锁扣滑轨305、侧护架底座401、第一电机402、脚座推进杆501、脚座502、第一推进

齿轮列503、锁定凸耳504、锁扣6、铰接盖子701、固定螺母702、铰接杆703、运动滑块801、驱

动齿轮802、延长侧板803、第二电机804、固定丝杠螺母805、丝杠螺杆806、推进板80701、电

机安装位80702、涂料箱安装座80703、第二推进齿轮列80704、竖直滑轨80705、喷涂板901、

管道接口一902、第三电机903、喷口90401、涂刷子90402、涂料箱1001、管道接口二1002、涂

料箱安装柱1003、涂料管1101，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半圆环101是一个半圆环，所述的第

一半圆环凸台102是一个安装凸台，设置在第一半圆环101的中间上部位置，所述的第一外

环齿轮列103是设置在第一工字滑轨104的外侧滑轨上的，所述的第一工字滑轨104是设置

在第一半圆环101的两侧的轨道，所述的第一锁扣滑轨105是设置在第一半圆环101两端的、

第一工字滑轨104上方的轨道，所述的第二半圆环201是一个半圆环，所述的第二半圆环凸

台202是一个安装凸台，设置在第二半圆环201的中间上部位置，所述的第二外环齿轮列203

是设置在第二工字滑轨204的外侧滑轨上的，所述的第二工字滑轨204是设置在第二半圆环

201的两侧的轨道，所述的第二锁扣滑轨205是设置在第二半圆环201一端的、第二工字滑轨

204上方的轨道，所述的第三半圆环301是一个半圆环，所述的第三半圆环凸台302是一个安

装凸台，设置在第三半圆环301的中间上部位置，所述的第三外环齿轮列303是设置在第三

工字滑轨304的外侧滑轨上的，所述的第三工字滑轨304是设置在第三半圆环301的两侧的

轨道，所述的第三锁扣滑轨305是设置在第三半圆环301一端的、第三工字滑轨304上方的轨

道，所述的侧护架底座401是一个内环设置了锁定凹槽的圆环和一个弧面方形底座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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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座，其直接安装在第一半圆环凸台102上，所述的第一电机402是一个带齿轮的驱动电机，

直接安装在侧护架底座401的后部，所述的脚座推进杆501是一根在一侧设置了锁定凸耳

504、另一侧设置了第一推进齿轮列503的直杆，直接插入侧护架底座401的孔内，通过孔内

的锁定凹槽与锁定凸耳504相嵌安装，并通过第一电机402的齿轮与第一推进齿轮列503的

相互咬合驱动脚座推进杆前进，所述的脚座502是一面为平面、一面为弧面的圆柱台，通过

螺钉安装在脚座推进杆的向内一端；

[0026] 所述的锁扣6是一个弧形的扣合盖子，其与锁扣滑轨相扣合安装，所述的铰接盖子

是一个环形的盖子，并设置了两根铰接杆703，通过固定螺母702与第一半圆环101的一端连

接起来；

[0027] 所述的运动滑块801是一个剖面为梯形的、绕某一轴心旋转而成的圆弧体，并在其

上部设置凸字形的凹槽滑轨，与所述的工字滑轨相配合工作，可自由滑动，所述的驱动齿轮

802是安装在运动滑块801凸字形凹槽内部一侧的，是一个由设置了齿轮外壳的外转子电机

进行驱动的齿轮，与外环齿轮列相咬合工作，驱动运动滑块801在工字滑轨上移动，所述的

延长侧板803是一块连接在运动滑块801底部的、中部设置凹槽的板，所述的第二电机804是

底部安装在电机安装位80702上的、正好嵌入延长侧板803的凹槽内的电机，所述的固定丝

杠螺母805是一个安装在延长侧板803凹槽背面的、中部设置螺纹孔的圆环柱，与丝杠螺杆

806相互配合工作，将推进板80701向内推进，所述的推进板80701是一个剖面为梯形的、绕

某一轴心旋转而成的圆弧体，并在其外弧面设置电机安装位80702安装第二电机804，在其

下方设置涂料箱安装座80703，在其两侧面设置第二推进齿轮列80704，并设置竖直滑轨

80705，所述的喷涂板901是一个设置开口的弧形长方体，并在其上部设置管道接口一902，

在其背面设置第三电机903，所述的第三电机903是一个带有齿轮的驱动电机，通过与第二

推进齿轮列相互咬合驱动喷涂板901在推进板80701上下移动，所述的喷口90401和涂刷子

90402是设置在喷涂板901内侧的涂料喷口和刷子，所述的涂料箱1001是一个长方体涂料存

储箱，并在其内侧面下方设置管道接口二1002，在其内侧面上方四个涂料箱安装柱1003，与

涂料箱安装座80703相互配合安装，所述的涂料管1101是连接管道接口一902和管道接口二

1002的软管，将涂料箱1001的涂料输送至喷涂板901。

[0028] 进一步的，所述的涂刷子90402是底部设置电机的，由电机驱动涂刷子90402旋转。

[0029] 本发明工作原理：本发明首先将第二半圆环201和第三半圆环301展开，与第一半

圆环101构成一个整圆环，滑动锁定滑扣6进入锁扣滑轨105，将第一半圆环101、第二半圆环

201和第三半圆环301固定成圆环，通过第一电机402推动脚座推进杆501，将三个脚座502向

前推进，将整个设备固定在树干上；通过驱动齿轮802驱动运动滑块801复位，通过第三电机

903与第二推进齿轮列80704相配合，将喷涂板901复位，通过第二电机804驱动丝杠螺杆

806，将推进板80701复位；然后向涂料箱1001内加入涂料，涂料通过涂料管1101进入喷涂板

901内，由喷口90401喷出涂料，涂刷子90402进行涂刷，运动滑块801在驱动齿轮802的驱动

下围绕树干旋转，第三电机903驱动喷涂板901上下移动进行涂刷，第二电机804推动推进板

80701前后移动进行涂刷，从而完成整个涂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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