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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道路清洁车的斑马线

划线装置及其清洁车，包括车壳、两个转轴、四个

车轮，曲面板包括具有贯通腔的横板体和曲面

体，贯通腔的进料端连通于漏斗的出料孔，曲面

体一端与位于贯通腔的出料端一侧相接，曲面体

另一端与滚筒侧壁相对，每个支撑柱一端固定于

箱体底部，该支撑柱另一端固定于横板体顶部，

每个弹簧套设于其中一个支撑柱外侧壁，连杆一

端套设于滚筒的滚筒轴，另一端穿固于从齿轮并

枢接于曲面体侧壁，调节把手穿固于主齿轮并枢

接于曲面体侧壁，主齿轮与从齿轮啮合，两个杆

体分别对称的枢接于曲面体两侧壁，位于曲面体

后侧面底部的挡板两端滑动地设置于相应的杆

体的滑槽内。本发明具有划线功能，功能不再单

一，方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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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道路清洁车的斑马线划线装置，包括车壳、两个转轴、四个车轮，车壳包括

具有下开口的底板和位于底板两侧的侧板，每两个车轮通过一个转轴对称的设置于相应侧

板的外侧，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放置白漆且设置于底板的下开口处的箱体、搅拌棒、面

板结构、滚筒调节结构、挡板结构，箱体具有进料口和带有出料孔的漏斗，搅拌棒从进料口

插入箱体内，面板结构包括曲面板、两个弹簧、两个支撑柱，曲面板包括具有贯通腔的横板

体和曲面体，滚筒调节结构包括滚筒、连杆、调节把手、主齿轮、从齿轮，挡板结构包括挡板

和具有滑槽的两个杆体；

所述贯通腔的进料端连通于漏斗的出料孔，曲面体一端与位于贯通腔的出料端一侧相

接，曲面体另一端与滚筒侧壁相对，每个支撑柱一端固定于箱体底部，该支撑柱另一端固定

于横板体顶部，每个弹簧套设于其中一个支撑柱外侧壁，连杆一端套设于滚筒的滚筒轴，另

一端穿固于从齿轮并枢接于曲面体侧壁，调节把手穿固于主齿轮并枢接于曲面体侧壁，主

齿轮与从齿轮啮合，两个杆体分别对称的枢接于曲面体两侧壁，位于曲面体后侧面底部的

挡板两端滑动地设置于相应的杆体的滑槽内。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道路清洁车的斑马线划线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风扇，

所述箱体底部设有位于箱体后侧的竖向板和靠近箱体的竖向板一表面延伸有横向板，所述

风扇设置于所述横向板的下表面。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道路清洁车的斑马线划线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径向设

置的调节板，所述调节板一端与伸入所述箱体内的搅拌棒端部一体相接，所述调节板另一

端为自由端。

4.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用于道路清洁车的斑马线划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底板前端延伸有折弯板，所述折弯板由沿底板前端倾斜向上延伸的折弯部和沿折弯部顶部

轴向伸出的平面部构成，所述平面部两侧与同侧的侧板的延伸部一体相接。

5.一种道路清洁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道路清洁车包括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用于

道路清洁车的斑马线划线装置。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道路清洁车，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于底板前端的清扫机构，

所述清扫机构包括固定于转轴的第一主锥齿轮、第一从锥齿轮、第一转动杆、第二主锥齿

轮、第二从锥齿轮、第二转动杆、两个纵向杆、一个中间齿轮、两个圆齿轮以及两个用于清扫

地面的清扫体，第一主锥齿轮与固定于第一转动杆一端的第一从锥齿轮相啮合，固定于第

一转动杆另一端的第二主锥齿轮与固定于径向设置的第二转动杆一端的第二从锥齿轮相

啮合，固定于第二转动杆另一端的中间齿轮分别与固定于其中一个纵向杆顶端的圆齿轮相

啮合，每个清扫体固定于相应的每个纵向杆另一端，每个所述纵向杆转动地穿套于底板上。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道路清洁车，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清扫体均包括具有空腔的锥

形体和数个清扫杆，所述锥形体顶部固套于相应的所述纵向杆外侧壁，每个清扫杆沿周向

倾斜的布设于所述锥形体底部的外周圆处，每相邻的两个所述清扫杆等距相间设置。

8.如权利要求5-7任一项所述的道路清洁车，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推车把手，所述推车

把手两端固定于所述底板两侧的侧板外侧壁，所述推车把手的横向杆部沿垂直于所述车轮

前进方向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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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道路清洁车的斑马线划线装置及其清洁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道路清洁设备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用于道路清洁车的斑马线划线装置

及其清洁车。

背景技术

[0002] 目 前 ，在现 有 技 术中 ，存 在 一 些 道 路 清 扫设 备 ，例如中 国 专 利号 为

CN201621459637.8，名称为一种手推式地面清扫车，具体公开了一种手推式地面清扫车，它

包括车架，所述车架的前端支撑有两个车轮，所述车轮内部通过辐条支撑安装有轮毂，所述

两个车轮之间通过主轴相连，所述主轴上靠近轮毂的位置安装有主动链轮，所述主动链轮

通过链条与从动链轮相连，所述从动链轮与主动齿轮同轴安装，所述主动齿轮与从动齿轮

构成齿轮啮合传动，所述从动齿轮安装在滚筒刷主轴上，所述滚筒刷主轴上均布设置有刷

毛，所述车架的底部安装有垃圾收集盘，所述垃圾收集盘设置在刷毛的下方，在主轴设置有

手推机构。其存在的问题是：此种结构的清扫车只能用于清扫地面，其功能单一，导致用户

使用不便。

[0003] 为此，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道路清洁车的斑马线划线装置及其清洁车。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现有的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道路清洁车的

斑马线划线装置，使本申请的清洁车具有划线功能，功能不再单一，方便使用。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用于道路清洁车的斑马线划线装置，包括车壳、两个转轴、四个车轮，车壳包

括具有下开口的底板和位于底板两侧的侧板，每两个车轮通过一个转轴对称的设置于相应

侧板的外侧，还包括用于放置白漆且设置于底板的下开口处的箱体、搅拌棒、面板结构、滚

筒调节结构、挡板结构，箱体具有进料口和带有出料孔的漏斗，搅拌棒从进料口插入箱体

内，面板结构包括曲面板、两个弹簧、两个支撑柱，曲面板包括具有贯通腔的横板体和曲面

体，滚筒调节结构包括滚筒、连杆、调节把手、主齿轮、从齿轮，挡板结构包括挡板和具有滑

槽的两个杆体；

[0007] 所述贯通腔的进料端连通于漏斗的出料孔，曲面体一端与位于贯通腔的出料端一

侧相接，曲面体另一端与滚筒侧壁相对，每个支撑柱一端固定于箱体底部，该支撑柱另一端

固定于横板体顶部，每个弹簧套设于其中一个支撑柱外侧壁，连杆一端套设于滚筒的滚筒

轴，另一端穿固于从齿轮并枢接于曲面体侧壁，调节把手穿固于主齿轮并枢接于曲面体侧

壁，主齿轮与从齿轮啮合，两个杆体分别对称的枢接于曲面体两侧壁，位于曲面体后侧面底

部的挡板两端滑动地设置于相应的杆体的滑槽内。

[0008]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还包括风扇，所述箱体底部设有位于箱体后侧的竖向板和

靠近箱体的竖向板一表面延伸有横向板，所述风扇设置于所述横向板的下表面。

[0009]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还包括径向设置的调节板，所述调节板一端与伸入所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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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的搅拌棒端部一体相接，所述调节板另一端为自由端。

[0010]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底板前端延伸有折弯板，所述折弯板由沿底板前端倾

斜向上延伸的折弯部和沿折弯部顶部轴向伸出的平面部构成，所述平面部两侧与同侧的侧

板的延伸部一体相接。

[0011]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道路清洁车，所述道路清洁车包括如上所述的用于道路清洁车

的斑马线划线装置。

[0012]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还包括设置于底板前端的清扫机构，所述清扫机构包括固

定于转轴的第一主锥齿轮、第一从锥齿轮、第一转动杆、第二主锥齿轮、第二从锥齿轮、第二

转动杆、两个纵向杆、一个中间齿轮、两个圆齿轮以及两个用于清扫地面的清扫体，第一主

锥齿轮与固定于第一转动杆一端的第一从锥齿轮相啮合，固定于第一转动杆另一端的第二

主锥齿轮与固定于径向设置的第二转动杆一端的第二从锥齿轮相啮合，固定于第二转动杆

另一端的中间齿轮分别与固定于其中一个纵向杆顶端的圆齿轮相啮合，每个清扫体固定于

相应的每个纵向杆另一端，每个所述纵向杆转动地穿套于底板上。

[0013]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每个所述清扫体均包括具有空腔的锥形体和数个清扫杆，

所述锥形体顶部固套于相应的所述纵向杆外侧壁，每个清扫杆沿周向倾斜的布设于所述锥

形体底部的外周圆处，每相邻的两个所述清扫杆等距相间设置。

[0014]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还包括推车把手，所述推车把手两端固定于所述底板两侧

的侧板外侧壁，所述推车把手的横向杆部沿垂直于所述车轮前进方向设置。

[0015] 如上所述，本发明涉及的一种用于道路清洁车的斑马线划线装置及其清洁车，具

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6] 本发明利用上述的用于道路清洁车的斑马线划线装置及其清洁车后，与现有技术

相比，由于采用了此种结构，通过用于放置白漆且设置于底板的下开口处的箱体、搅拌棒、

面板结构、滚筒调节结构、挡板结构，使用者将白漆从进料口倒入箱体内，并使用搅拌棒搅

拌，防止白漆过于黏稠，白漆渐渐流向漏斗处并从出料孔流出至横板体，使该白漆缓慢从横

板体流向曲面体，利用曲面体将白漆挤压成横条状并将该白漆涂抹到滚筒外侧壁的上部，

然后使用者使整个清洁车缓缓向前运动从而带动滚筒向前运动，并使白漆流至地面被挤压

而形成一条斑马线，接着转动调节把手，通过主齿轮、从齿轮传动将滚筒翻起，且挡板滑下，

然后改变位置，继续进行下一条的斑马线划线，直到最后完成所需的其他划线，使本申请的

清洁车具有划线功能，功能不再单一，故方便使用。

[001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一种清洁车的立体图；

[0019] 图2为一种清洁车的主视图；

[0020] 图3为图2的A-A剖面图；

[0021] 图4为一种清洁车的俯视图；

[0022] 图5为一种用于道路清洁车的斑马线划线装置结构放大图；

[0023] 图6为图5中的B处结构放大图；

[0024] 图7为一种用于道路清洁车的斑马线划线装置中的车壳结构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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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由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熟悉此技术的人士可由本说明

书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及功效。

[0026] 须知，本说明书附图所绘示的结构、比例、大小等，均仅用以配合说明书所揭示的

内容，以供熟悉此技术的人士了解与阅读，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限定条件，故不具

技术上的实质意义，任何结构的修饰、比例关系的改变或大小的调整，在不影响本发明所能

产生的功效及所能达成的目的下，均应仍落在本发明所揭示的技术内容能涵盖的范围内。

同时，本说明书中所引用的如“上”、“下”、“左”、“右”、“中间”及“一”等的用语，亦仅为便于

叙述明了，而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范围，其相对关系的改变或调整，在无实质变更技

术内容下，当亦视为本发明可实施的范畴。具体结构可参照专利申请的附图进行说明。

[0027] 在以下实施例中，以纸面图1箭头标向来定义方向，以纸面的左侧为左方向，纸面

的右侧为右方向，纸面的上侧为上方向，纸面的下侧为下方向，以垂直于纸面的前侧为前方

向，以垂直于纸面的后侧为后方向，以车壳的内腔为内，以车壳的外壁为外。

[0028] 一种用于道路清洁车的斑马线划线装置，结合图1至图7所示，包括车壳1、两个转

轴2、四个车轮3，车壳1包括具有下开口100的底板10和位于底板10两侧的侧板11，每两个车

轮3通过一个转轴2对称的设置于相应侧板11的外侧，还包括用于放置白漆且设置于底板10

的下开口100处的箱体4、搅拌棒5、面板结构6、滚筒调节结构7、挡板结构8，箱体4具有进料

口40和带有出料孔(图中未示出，以下均是)的漏斗41，搅拌棒5从进料口40插入箱体4内，面

板结构6包括曲面板60、两个弹簧61、两个支撑柱62，曲面板60包括具有贯通腔6000的横板

体600和曲面体601，滚筒调节结构7包括滚筒70、连杆71、调节把手72、主齿轮73、从齿轮74，

挡板结构8包括挡板80和具有滑槽810的两个杆体81；

[0029] 所述贯通腔6000的进料端连通于漏斗41的出料孔，曲面体601一端与位于贯通腔

6000的出料端一侧相接，曲面体601另一端与滚筒70侧壁相对，每个支撑柱62一端固定于箱

体4底部，该支撑柱62另一端固定于横板体600顶部，每个弹簧61套设于其中一个支撑柱62

外侧壁，连杆71一端套设于滚筒70的滚筒轴(图中未示出)，另一端穿固于从齿轮74并枢接

于曲面体601侧壁，调节把手72穿固于主齿轮73并枢接于曲面体601侧壁，主齿轮73与从齿

轮74啮合，两个杆体81分别对称的枢接于曲面体601两侧壁，位于曲面体601后侧面底部的

挡板80两端滑动地设置于相应的杆体81的滑槽810内。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使用者将白

漆从进料口40倒入箱体4内，并使用搅拌棒5搅拌，防止白漆过于黏稠，白漆渐渐流向漏斗41

处并从出料孔流出至横板体600，使该白漆缓慢从横板体600流向曲面体601，利用曲面体

601将白漆挤压成横条状并将该白漆涂抹到滚筒70外侧壁的上部，然后使用者使整个清洁

车缓缓向前运动从而带动滚筒70向前运动，并使白漆流至地面被挤压而形成一条斑马线，

接着转动调节把手72，通过主齿轮73、从齿轮74传动将滚筒70翻起，且挡板80滑下，然后改

变位置，继续进行下一条的斑马线划线，直到最后完成所需的其他划线，使本申请的清洁车

具有划线功能，功能不再单一，故方便使用。

[0030] 结合图5所示，为了更快速将前述的划线吹干，还包括风扇9，所述箱体4底部设有

位于箱体4后侧的竖向板42和靠近箱体4的竖向板42一表面延伸有横向板43，所述风扇9设

置于所述横向板43的下表面。设置前述的结构，能够将风扇9设置于所划线的后侧方，在划

线所形成的一条斑马线后，通过风扇9朝向地面吹，能够加速干燥所划的斑马线，从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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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线的干燥率，提高工作效率。

[0031] 结合图2和图3所示，为了便于搅拌，还包括径向设置的调节板50，所述调节板50一

端与伸入所述箱体4内的搅拌棒5端部一体相接，所述调节板50另一端为自由端。设置前述

的调节板50，尤其是当白漆的份量较少时调节板50能够增大其与白漆之间的接触面积，这

样能够加速处于箱体内的白漆进行搅拌，从而提升搅拌的效率。

[0032] 结合图7所示，所述底板10前端延伸有折弯板12，所述折弯板12由沿底板10前端倾

斜向上延伸的折弯部120和沿折弯部120顶部轴向伸出的平面部121构成，所述平面部121两

侧与同侧的侧板11的延伸部一体相接。

[0033] 结合图1所示，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道路清洁车，所述道路清洁车包括如上所述的用

于道路清洁车的斑马线划线装置。

[0034] 结合图1、图2、图3以及图4所示，还包括设置于底板10前端的清扫机构13，所述清

扫机构13包括固定于转轴2的第一主锥齿轮130、第一从锥齿轮131、第一转动杆132、第二主

锥齿轮133、第二从锥齿轮134、第二转动杆135、两个纵向杆136、一个中间齿轮137、两个圆

齿轮138以及两个用于清扫地面的清扫体139，第一主锥齿轮130与固定于第一转动杆132一

端的第一从锥齿轮131相啮合，固定于第一转动杆132另一端的第二主锥齿轮133与固定于

径向设置的第二转动杆135一端的第二从锥齿轮134相啮合，固定于第二转动杆135另一端

的中间齿轮137分别与固定于其中一个纵向杆136顶端的圆齿轮138相啮合，每个清扫体139

固定于相应的每个纵向杆136另一端，每个所述纵向杆136转动地穿套于底板10上。设置于

底板10前端的清扫机构13，该清扫机构13能够提前将位于车壳1前方的垃圾清扫干净，确保

位于地面的垃圾不会影响到划线，如此有助于上述的划线工作顺利进行，从而确保划线高

效、有序的进行。

[0035] 结合图1和图2所示，每个所述清扫体139均包括具有空腔的锥形体1390和数个清

扫杆1391，所述锥形体1390顶部固套于相应的所述纵向杆136外侧壁，每个清扫杆1391沿周

向倾斜的布设于所述锥形体1390底部的外周圆处，每相邻的两个所述清扫杆1391等距相间

设置。设置前述结构的清扫体139，能够将位于地面上的垃圾进行旋转式清扫，使地面清扫

的更干净。

[0036] 结合图1和图2、或图1和图3所示，还包括推车把手14，所述推车把手14两端固定于

所述底板10两侧的侧板11外侧壁，所述推车把手14的横向杆部140沿垂直于所述车轮2前进

方向设置。

[0037] 如上所述，本发明涉及的一种用于道路清洁车的斑马线划线装置及其清洁车，具

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8] 本发明利用上述的用于道路清洁车的斑马线划线装置及其清洁车后，与现有技术

相比，由于采用了此种结构，通过用于放置白漆且设置于底板的下开口处的箱体、搅拌棒、

面板结构、滚筒调节结构、挡板结构，使用者将白漆从进料口倒入箱体内，并使用搅拌棒搅

拌，防止白漆过于黏稠，白漆渐渐流向漏斗处并从出料孔流出至横板体，使该白漆缓慢从横

板体流向曲面体，利用曲面体将白漆挤压成横条状并将该白漆涂抹到滚筒外侧壁的上部，

然后使用者使整个清洁车缓缓向前运动从而带动滚筒向前运动，并使白漆流至地面被挤压

而形成一条斑马线，接着转动调节把手，通过主齿轮、从齿轮传动将滚筒翻起，且挡板滑下，

然后改变位置，继续进行下一条的斑马线划线，直到最后完成所需的其他划线，使本申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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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车具有划线功能，功能不再单一，故方便使用。

[0039] 综上所述，本发明有效克服了现有技术中的种种缺点而具高度产业利用价值。

[0040] 上述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任何熟

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变。因

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明所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

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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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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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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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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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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