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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汽车零售体验亭技术领域，尤其

为一种便于移动固定的汽车零售体验亭，包括亭

体，所述亭体内侧顶端固定连接有隔板，所述隔

板顶端面固定连接有蓄电池，所述隔板顶端面中

心位置固定连接有发电装置，且发电装置贯穿亭

体，所述发电装置与亭体转动连接，所述亭体内

侧设有卡环，且卡环与亭体固定连接，所述亭体

后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控制器，所述亭体左端面

设有第一清理装置，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太阳

能板，这种设置配合太阳能板与支撑架的固定连

接和防护罩与亭体的转动连接，在控制器对第一

电机、第二电机和光感器的控制下，在实现太阳

能发电节约电能的同时，也便于对太阳能板的角

度进行调节，从而大大提高了太阳能板的发电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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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于移动固定的汽车零售体验亭，包括亭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亭体(1)内侧

顶端固定连接有隔板(2)，所述隔板(2)顶端面固定连接有蓄电池(11)，所述隔板(2)顶端面

中心位置固定连接有发电装置(3)，且发电装置(3)贯穿亭体(1)，所述发电装置(3)与亭体

(1)转动连接，所述亭体(1)内侧设有卡环(4)，且卡环(4)与亭体(1)固定连接，所述亭体(1)

后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控制器(5)，所述亭体(1)左端面设有第一清理装置(6)，所述亭体

(1)右端面设有第二清理装置(7)，且第一清理装置(6)和第二清理装置(7)均贯穿亭体(1)，

所述第一清理装置(6)和第二清理装置(7)均与亭体(1)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清理装置(6)和

第二清理装置(7)均与卡环(4)滑动连接，所述亭体(1)底端面固定连接有底座(8)，且第一

清理装置(6)和第二清理装置(7)均与底座(8)固定连接，所述底座(8)内侧设有移动定位装

置(9)，所述亭体(1)前端面铰链连接有第一箱盖(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移动固定的汽车零售体验亭，其特征在于：发电装置

(3)包括第一固定箱(301)、第一电机(302)、防护罩(303)、固定架(304)、光感器(305)、第二

电机(306)、支撑架(307)和太阳能板(308)，所述隔板(2)顶端面中心位置固定连接有第一

固定箱(301)，所述第一固定箱(301)内侧套接有第一电机(302)，所述第一电机(302)的主

轴贯穿亭体(1)，所述第一电机(302)的主轴与亭体(1)转动连接，所述第一电机(302)的主

轴末端固定连接有防护罩(303)，所述防护罩(303)底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固定架(304)，所

述固定架(304)顶端面固定连接有光感器(305)，所述固定架(304)后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

第二电机(306)，所述第二电机(306)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支撑架(307)，所述支撑架

(307)内侧设有太阳能板(308)，且太阳能板(308)与支撑架(307)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移动固定的汽车零售体验亭，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清理装置(6)包括第一清理箱(601)、进气管(602)、吸料嘴(603)、第二箱盖(604)、第一固定

杆(605)、集料网箱(606)和第一风机(607)，所述亭体(1)左端面固定连接有第一清理箱

(601)，且第一清理箱(601)贯穿亭体(1)，所述第一清理箱(601)右端面连通有进气管

(602)，所述进气管(602)的另一端连通有吸料嘴(603)，且进气管(602)和吸料嘴(603)均与

卡环(4)滑动连接，所述第一清理箱(601)顶端面铰链连接有第二箱盖(604)，所述第一清理

箱(601)内侧设有呈左右设置的第一固定杆(605)和集料网箱(606)，且集料网箱(606)贯穿

第一清理箱(601)，所述第一固定杆(605)与第一清理箱(601)固定连接，所述集料网箱

(606)与第一清理箱(601)和第二箱盖(604)滑动连接，所述第一固定杆(605)左端面固定连

接有第一风机(60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移动固定的汽车零售体验亭，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

清理装置(7)包括第二清理箱(701)、出气管(702)、喷嘴(703)、电加热管(704)、第二固定杆

(705)、过滤网(706)和第二风机(707)，所述亭体(1)右端面固定连接有第二清理箱(701)，

且第二清理箱(701)贯穿亭体(1)，所述第二清理箱(701)左端面连通有出气管(702)，所述

出气管(702)的另一端连通有喷嘴(703)，且出气管(702)和喷嘴(703)均与卡环(4)滑动连

接，所述第二清理箱(701)内侧从左至右依次固定连接有电加热管(704)、第二固定杆(705)

和过滤网(706)，所述第二固定杆(705)左端面固定连接有第二风机(707)。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移动固定的汽车零售体验亭，其特征在于：定位装置

(9)包括第二固定箱(901)、第三电机(902)、第一螺纹轴(903)、支撑轴(904)、第二螺纹轴

(905)、第一滑板(906)、钢钉(907)、第二滑板(908)和滚轮(909)，所述底座(8)顶端设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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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固定箱(901)，且第二固定箱(901)贯穿底座(8)，所述第二固定箱(901)与底座(8)固定连

接，所述第二固定箱(901)内侧套接有第三电机(902)，所述第三电机(902)的主轴末端固定

连接有第一螺纹轴(903)，所述第一螺纹轴(903)底端面固定连接有支撑轴(904)，所述支撑

轴(904)底端面固定连接有第二螺纹轴(905)，所述第一螺纹轴(903)外侧螺旋连接有第一

滑板(906)，且第一滑板(906)与底座(8)滑动连接，所述第一滑板(906)底端面固定连接有

钢钉(907)，所述第二螺纹轴(905)外侧螺旋连接有第二滑板(908)，且第二滑板(908)与底

座(8)滑动连接，所述第二滑板(908)底端面固定连接有滚轮(909)。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便于移动固定的汽车零售体验亭，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

罩(303)是由透明玻璃材质的板材制成的，且防护罩(303)与亭体(1)转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便于移动固定的汽车零售体验亭，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螺纹轴(903)的螺纹方向与第二螺纹轴(905)的螺纹方向相反，且第一螺纹轴(903)和第二

螺纹轴(905)对称固定在支撑轴(904)上下两端面。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便于移动固定的汽车零售体验亭，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

架(307)的角度转动范围为0°到150°，且支撑架(307)与防护罩(303)和固定架(304)转动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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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移动固定的汽车零售体验亭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零售体验亭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便于移动固定的汽车零售体验

亭。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汽车行业的缓慢发展，各大经销商集团开始步入转型轨道，涌入到资本和服

务市场，挖掘新的增长点，通过不同的方式扩充自身实力，从而实现对汽车的售卖，汽车零

售体验亭的出现对于汽车的售卖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随着汽车行业的不断发展，汽

车零售体验亭的种类越来越多，但是部分体验亭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

对一种便于移动固定的汽车零售体验亭的需求日益增长。

[0003] 在汽车零售体验亭领域，目前使用的部分体验亭，在使用的过程中不能很好的实

现自我供电，会导致电能的大量浪费，即使部分体验亭可以发电，但是发电效率低，还有部

分体验亭不便于处理内部的垃圾污垢，一旦内部环境内存在垃圾，不及时清理将影响内部

体验环境，下雨天出现的水污会导致地面出现湿滑的现象，大大影响了亭内体验环境，更有

部分体验亭不便于进行移动和定位，在安装装置时就大大增加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因

此，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种便于移动固定的汽车零售体验亭。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于移动固定的汽车零售体验亭，以解决上述背景技

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便于移动固定的汽车零售体验亭，包括亭体，所述亭体内侧顶端固定连接有

隔板，所述隔板顶端面固定连接有蓄电池，所述隔板顶端面中心位置固定连接有发电装置，

且发电装置贯穿亭体，所述发电装置与亭体转动连接，所述亭体内侧设有卡环，且卡环与亭

体固定连接，所述亭体后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控制器，所述亭体左端面设有第一清理装置，

所述亭体右端面设有第二清理装置，且第一清理装置和第二清理装置均贯穿亭体，所述第

一清理装置和第二清理装置均与亭体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清理装置和第二清理装置均与卡

环滑动连接，所述亭体底端面固定连接有底座，且第一清理装置和第二清理装置均与底座

固定连接，所述底座内侧设有移动定位装置，所述亭体前端面铰链连接有第一箱盖。

[0007] 优选的，发电装置包括第一固定箱、第一电机、防护罩、固定架、光感器、第二电机、

支撑架和太阳能板，所述隔板顶端面中心位置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箱，所述第一固定箱内

侧套接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的主轴贯穿亭体，所述第一电机的主轴与亭体转动连接，

所述第一电机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防护罩，所述防护罩底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固定架，

所述固定架顶端面固定连接有光感器，所述固定架后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所述

第二电机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支撑架，所述支撑架内侧设有太阳能板，且太阳能板与支

撑架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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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所述第一清理装置包括第一清理箱、进气管、吸料嘴、第二箱盖、第一固定

杆、集料网箱和第一风机，所述亭体左端面固定连接有第一清理箱，且第一清理箱贯穿亭

体，所述第一清理箱右端面连通有进气管，所述进气管的另一端连通有吸料嘴，且进气管和

吸料嘴均与卡环滑动连接，所述第一清理箱顶端面铰链连接有第二箱盖，所述第一清理箱

内侧设有呈左右设置的第一固定杆和集料网箱，且集料网箱贯穿第一清理箱，所述第一固

定杆与第一清理箱固定连接，所述集料网箱与第一清理箱和第二箱盖滑动连接，所述第一

固定杆左端面固定连接有第一风机。

[0009] 优选的，所述第二清理装置包括第二清理箱、出气管、喷嘴、电加热管、第二固定

杆、过滤网和第二风机，所述亭体右端面固定连接有第二清理箱，且第二清理箱贯穿亭体，

所述第二清理箱左端面连通有出气管，所述出气管的另一端连通有喷嘴，且出气管和喷嘴

均与卡环滑动连接，所述第二清理箱内侧从左至右依次固定连接有电加热管、第二固定杆

和过滤网，所述第二固定杆左端面固定连接有第二风机。

[0010] 优选的，定位装置包括第二固定箱、第三电机、第一螺纹轴、支撑轴、第二螺纹轴、

第一滑板、钢钉、第二滑板和滚轮，所述底座顶端设有第二固定箱，且第二固定箱贯穿底座，

所述第二固定箱与底座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固定箱内侧套接有第三电机，所述第三电机的

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第一螺纹轴，所述第一螺纹轴底端面固定连接有支撑轴，所述支撑轴

底端面固定连接有第二螺纹轴，所述第一螺纹轴外侧螺旋连接有第一滑板，且第一滑板与

底座滑动连接，所述第一滑板底端面固定连接有钢钉，所述第二螺纹轴外侧螺旋连接有第

二滑板，且第二滑板与底座滑动连接，所述第二滑板底端面固定连接有滚轮。

[0011] 优选的，所述防护罩是由透明玻璃材质的板材制成的，且防护罩与亭体转动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第一螺纹轴的螺纹方向与第二螺纹轴的螺纹方向相反，且第一螺纹

轴和第二螺纹轴对称固定在支撑轴上下两端面。

[0013] 优选的，所述支撑架的角度转动范围为0°到150°，且支撑架与防护罩和固定架转

动连接。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5] 1、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太阳能板，这种设置配合太阳能板与支撑架的固定连接

和防护罩与亭体的转动连接，在控制器对第一电机、第二电机和光感器的控制下，在实现太

阳能发电节约电能的同时，也便于对太阳能板的角度进行调节，从而大大提高了太阳能板

的发电率；

[0016] 2、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集料网箱，这种设置配合集料网箱与第一清理箱的滑动

连接和第一风机对风的牵引，从而便于把亭体内较轻的垃圾抽到集料网箱内，实现了对垃

圾的收集处理，保证了亭体内部的体验环境；

[0017] 3、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电加热管，这种设置配合第二风机对风的牵引、出气管对

气体的输送和电加热管对牵引风的加热，在下雨天打开第一箱门便于吹出地面上的水污，

且可以吹干湿滑的地面，保证了亭体内部的体验环境；

[0018] 4、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钢钉和滚轮，这种设置配合第一滑板与第一螺纹轴的螺

旋连接、第二滑板与第二螺纹轴的螺旋连接，在控制器对第三电机的控制下可以实现装置

的快速定位和移动，从而降低了工作人员安装装置时的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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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隔板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太阳能板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卡环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支撑架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集料网箱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为本发明电加热管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6] 图8为本发明第一螺纹轴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亭体、2-隔板、3-发电装置、301-第一固定箱、302-第一电机、  303-防护

罩、304-固定架、305-光感器、306-第二电机、307-支撑架、308-  太阳能板、4-卡环、5-控制

器、6-第一清理装置、601-第一清理箱、602-进气管、603-吸料嘴、604-第二箱盖、605-第一

固定杆、606-集料网箱、607-  第一风机、7-第二清理装置、701-第二清理箱、702-出气管、

703-喷嘴、704- 电加热管、705-第二固定杆、706-过滤网、707-第二风机、8-底座、9-移动定

位装置、901-第二固定箱、902-第三电机、903-第一螺纹轴、904-支撑轴、905-第二螺纹轴、

906-第一滑板、907-钢钉、908-第二滑板、909-滚轮、10-  第一箱盖、11-蓄电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0029] 实施例1：

[0030] 请参阅图1、图2、图3、图4、图5、图6和图8，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0031] 一种便于移动固定的汽车零售体验亭，包括亭体1，亭体1内侧顶端固定连接有隔

板2，隔板2顶端面固定连接有蓄电池11，隔板2顶端面中心位置固定连接有发电装置3，发电

装置3包括第一固定箱301、第一电机302、防护罩303、固定架304、光感器305、第二电机306、

支撑架307和太阳能板  308，隔板2顶端面中心位置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箱301，第一固定箱

301内侧套接有第一电机302，第一电机302的主轴贯穿亭体1，第一电机302的主轴与亭体1

转动连接，第一电机302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防护罩303，防护罩303是由透明玻璃材质的

板材制成的，且防护罩303与亭体1转动连接，这种设置方便了太阳能板308的发电，且避免

了灰尘落在太阳能板308上影响发电的现象，防护罩303底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固定架304，

固定架304顶端面固定连接有光感器305，固定架304后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306，

第二电机306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支撑架307，支撑架307的角度转动范围为0°到150°，且

支撑架307与防护罩303和固定架304转动连接，这种设置便于最大程度的对太阳能板308的

位置进行调节，从而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太阳能板308的发电效率，支撑架307内侧设有太阳

能板308，且太阳能板  308与支撑架307固定连接，这种设置节省了电能，提高了太阳能板

308的发电效率，发电装置3贯穿亭体1，发电装置3与亭体1转动连接，亭体1内侧设有卡环4，

且卡环4与亭体1固定连接，亭体1后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控制器5，亭体1左端面设有第一清

理装置6，第一清理装置6包括第一清理箱601、进气管602、吸料嘴603、第二箱盖604、第一固

定杆605、集料网箱606和第一风机607，亭体1左端面固定连接有第一清理箱601，且第一清

理箱601  贯穿亭体1，第一清理箱601右端面连通有进气管602，进气管602的另一端连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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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料嘴603，且进气管602和吸料嘴603均与卡环4滑动连接，第一清理箱601顶端面铰链连接

有第二箱盖604，第一清理箱601内侧设有呈左右设置的第一固定杆605和集料网箱606，且

集料网箱606贯穿第一清理箱601，第一固定杆605与第一清理箱601固定连接，集料网箱606

与第一清理箱601  和第二箱盖604滑动连接，第一固定杆605左端面固定连接有第一风机

607，这种设置在晴天便于对亭体1内部的垃圾进行收集处理，且第一清理装置6  贯穿亭体

1，第一清理装置6与亭体1固定连接，第一清理装置6与卡环4滑动连接，亭体1底端面固定连

接有底座8，且第一清理装置6与底座8固定连接，底座8内侧设有移动定位装置9，定位装置9

包括第二固定箱901、第三电机902、第一螺纹轴903、支撑轴904、第二螺纹轴905、第一滑板

906、钢钉907、第二滑板908和滚轮909，底座8顶端设有第二固定箱901，且第二固定箱901贯

穿底座8，第二固定箱901与底座8固定连接，第二固定箱901 内侧套接有第三电机902，第三

电机902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第一螺纹轴  903，第一螺纹轴903底端面固定连接有支撑轴

904，支撑轴904底端面固定连接有第二螺纹轴905，第一螺纹轴903的螺纹方向与第二螺纹

轴905的螺纹方向相反，且第一螺纹轴903和第二螺纹轴905对称固定在支撑轴904上下两端

面，这种设置便于控制装置的移动和定位，且操作简单方便，第一螺纹轴903外侧螺旋连接

有第一滑板906，且第一滑板906与底座8滑动连接，第一滑板906底端面固定连接有钢钉

907，第二螺纹轴905外侧螺旋连接有第二滑板908，且第二滑板908与底座8滑动连接，第二

滑板908底端面固定连接有滚轮909，这种设置方便了装置的移动和定位，降低了工作人员

的疲劳度，亭体1前端面铰链连接有第一箱盖10。

[0032] 第一电机302的型号为775电机，光感器305的型号为AP3426光感器，第二电机306

的型号为Y90S-4电机，太阳能板308的型号为100W多晶太阳能板，控制器5的型号为900U控

制器，第一风机607的型号为BSG风机，第三电机902的型号为Y90L-4电机，蓄电池11的型号

为12V-120AH蓄电池。

[0033] 工作流程：装置内的所有用电器通过蓄电池11提供电能，在安装装置时，通过控制

器5控制第三电机902带动第一螺纹轴903、支撑轴904和第二螺纹轴905顺时针转动，配合第

一滑板906与第一螺纹轴903的螺旋连接，第一滑板906此时会带动钢钉907上移，配合第二

滑板908与第二螺纹轴905的螺旋连接，第二滑板908会带动滚轮909下移，当滚轮909接触地

面时，把装置推到指定位置，接着通过控制器5控制第三电机902反转，此时滚轮909  会在第

二滑板908的带动下收进底座8内，钢钉907会伸出并钉在地面上避免装置出现滑动的现象，

安装好装置后光感器305会感应光线的强度，从而上传信号到控制器5，控制器5会控制第二

电机306带动支撑架307转动，控制第一电机302带动防护罩303转动，从而把支撑架307内的

太阳能板308  转到光线最强的位置，在晴天使用装置时，装置内出现纸质垃圾时，可以通过

控制器5启动第一风机607，然后取下挂在左侧的卡环4上的吸料嘴603，把吸料嘴603对着垃

圾，在第一风机607对风的牵引下，垃圾会通过吸料嘴  603和进气管602被吸进集料网箱606

内，当集料网箱606快满时，只需要打开第二箱盖604，然后取出集料网箱606并倒出内部垃

圾集中收集处理即可，最后再把集料网箱606复位到初始位置，清理好垃圾后，通过控制器5

控制第一风机607断电即可，然后把吸料嘴603复位到左侧卡环4内。

[0034] 实施例2：

[0035] 请参阅图1、图2、图3、图4、图5、图7和图8，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0036] 一种便于移动固定的汽车零售体验亭，包括亭体1，亭体1内侧顶端固定连接有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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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2，隔板2顶端面固定连接有蓄电池11，隔板2顶端面中心位置固定连接有发电装置3，发电

装置3包括第一固定箱301、第一电机302、防护罩303、固定架304、光感器305、第二电机306、

支撑架307和太阳能板  308，隔板2顶端面中心位置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箱301，第一固定箱

301内侧套接有第一电机302，第一电机302的主轴贯穿亭体1，第一电机302的主轴与亭体1

转动连接，第一电机302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防护罩303，防护罩303是由透明玻璃材质的

板材制成的，且防护罩303与亭体1转动连接，这种设置方便了太阳能板308的发电，且避免

了灰尘落在太阳能板308上影响发电的现象，防护罩303底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固定架304，

固定架304顶端面固定连接有光感器305，固定架304后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306，

第二电机306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支撑架307，支撑架307的角度转动范围为0°到150°，且

支撑架307与防护罩303和固定架304转动连接，这种设置便于最大程度的对太阳能板308的

位置进行调节，从而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太阳能板308的发电效率，支撑架307内侧设有太阳

能板308，且太阳能板  308与支撑架307固定连接，这种设置节省了电能，提高了太阳能板

308的发电效率，发电装置3贯穿亭体1，发电装置3与亭体1转动连接，亭体1内侧设有卡环4，

且卡环4与亭体1固定连接，亭体1后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控制器5，亭体1右端面设有第二清

理装置7，第二清理装置7包括第二清理箱701、出气管702、喷嘴703、电加热管704、第二固定

杆705、过滤网706和第二风机707，亭体1右端面固定连接有第二清理箱701，且第二清理箱

701贯穿亭体1，第二清理箱701左端面连通有出气管702，出气管702的另一端连通有喷嘴

703，且出气管702和喷嘴703均与卡环4滑动连接，第二清理箱701  内侧从左至右依次固定

连接有电加热管704、第二固定杆705和过滤网706，第二固定杆705左端面固定连接有第二

风机707，这种设置在雨天便于对水污进行吹除，避免了地面出现湿滑的现象，第二清理装

置7贯穿亭体1，第二清理装置7与亭体1固定连接，第二清理装置7与卡环4滑动连接，亭体1

底端面固定连接有底座8，且第二清理装置7与底座8固定连接，底座8内侧设有移动定位装

置9，定位装置9包括第二固定箱901、第三电机902、第一螺纹轴903、支撑轴904、第二螺纹轴

905、第一滑板906、钢钉907、第二滑板  908和滚轮909，底座8顶端设有第二固定箱901，且第

二固定箱901贯穿底座8，第二固定箱901与底座8固定连接，第二固定箱901内侧套接有第三

电机902，第三电机902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第一螺纹轴903，第一螺纹轴903  底端面固定

连接有支撑轴904，支撑轴904底端面固定连接有第二螺纹轴905，第一螺纹轴903的螺纹方

向与第二螺纹轴905的螺纹方向相反，且第一螺纹轴903和第二螺纹轴905对称固定在支撑

轴904上下两端面，这种设置便于控制装置的移动和定位，且操作简单方便，第一螺纹轴903

外侧螺旋连接有第一滑板906，且第一滑板906与底座8滑动连接，第一滑板906底端面固定

连接有钢钉907，第二螺纹轴905外侧螺旋连接有第二滑板908，且第二滑板  908与底座8滑

动连接，第二滑板908底端面固定连接有滚轮909，这种设置方便了装置的移动和定位，降低

了工作人员的疲劳度，亭体1前端面铰链连接有第一箱盖10。

[0037] 第一电机302的型号为775电机，光感器305的型号为AP3426光感器，第二电机306

的型号为Y90S-4电机，太阳能板308的型号为100W多晶太阳能板，控制器5的型号为900U控

制器，电加热管704的型号为BST002电加热管，第二风机707的型号为BSG风机，第三电机902

的型号为Y90L-4电机，蓄电池11的型号为12V-120AH蓄电池。

[0038] 工作流程：装置内的所有用电器通过蓄电池11提供电能，在安装装置时，通过控制

器5控制第三电机902带动第一螺纹轴903、支撑轴904和第二螺纹轴905顺时针转动，配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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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滑板906与第一螺纹轴903的螺旋连接，第一滑板906此时会带动钢钉907上移，配合第二

滑板908与第二螺纹轴905的螺旋连接，第二滑板908会带动滚轮909下移，当滚轮909接触地

面时，把装置推到指定位置，接着通过控制器5控制第三电机902反转，此时滚轮909  会在第

二滑板908的带动下收进底座8内，钢钉907会伸出并钉在地面上避免装置出现滑动的现象，

安装好装置后光感器305会感应光线的强度，从而上传信号到控制器5，控制器5会控制第二

电机306带动支撑架307转动，控制第一电机302带动防护罩303转动，从而把支撑架307内的

太阳能板308  转到光线最强的位置，在雨天使用装置时，装置内出现水污时，可以通过控制

器5启动第二风机707，然后取下挂在右侧的卡环4上的喷嘴703，打开第一箱盖10，把喷嘴

703对着地面进行吹动，从而把水污吹出，接着在第二风机707对电加热管704的吹动下，牵

引的风经过滤网796过滤后会经电加热管704加热，从而把湿滑的地面快速吹干，清理好地

面后，通过控制器5控制第二风机707断电即可，然后把喷嘴703复位到右侧卡环4内。

[0039] 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例的说明

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

当指出，由于文字表达的有限性，而客观上存在无限的具体结构，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润饰或变化，也可以将

上述技术特征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组合；这些改进润饰、变化或组合，或未经改进将发明的构

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09914867 A

9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10

CN 109914867 A

10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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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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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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