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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教育用品维护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教育用品维护技术领域，尤其涉

及一种教育用品维护装置。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是提供一种教育用品维护装置。一种教育用

品维护装置，包括支撑架，分板自动擦洗机构和

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等；支撑架前中上部设置

有分板自动擦洗机构。本发明通过移动式定量注

水机构对擦洗板进行定位定量加水，再然后通过

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联动分板自动擦洗机构

对擦洗的板面进行自动快速清洁，大大节省人

力，同时保证了板面的清洁度，利于后续书写，再

然后通过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对黑板底端残

留的积水进行清洁，避免教师在使用时造成衣服

弄脏，影响教学氛围，本发明实现了移动式定量

注水、分板自动擦洗和积水收集再利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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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教育用品维护装置，包括支撑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分板自动擦洗机构，黑板

底部积水清理机构，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水性粉笔书写黑板，污水箱，控制显示屏和外接

水管；支撑架前中上部设置有分板自动擦洗机构；支撑架前下部设置有黑板底部积水清理

机构，并且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前左上部与分板自动擦洗机构相连接；支撑架前上部设

置有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并且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左中部与分板自动擦洗机构相连接；

支撑架前中部设置有水性粉笔书写黑板，并且水性粉笔书写黑板顶端与分板自动擦洗机构

相连接，而且水性粉笔书写黑板底端右部与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相连接；支撑架前左下

部设置有污水箱，并且污水箱顶端右部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相连接；支撑架右中下部与控

制显示屏进行螺栓连接；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前右下部与外接水管相连接；

分板自动擦洗机构包括第一传动轮，第二传动轮，第一锥齿轮，第二锥齿轮，第三传动

轮，第四传动轮，第一自动擦洗机构，第五传动轮，第二自动擦洗机构，第三自动擦洗机构和

第六传动轮；第一传动轮顶端通过皮带与第二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二传动轮轴心通过

转轴与第一锥齿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一锥齿轮外表面后部与第二锥齿轮进行啮合；第二锥

齿轮后侧轴心与第三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三传动轮右上部通过皮带与第四传动轮进行

转动连接；第四传动轮右下部通过皮带与第一自动擦洗机构进行转动连接；第四传动轮右

侧通过皮带与第五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一自动擦洗机构前左下部通过皮带与第二自动

擦洗机构进行转动连接；第五传动轮右侧通过皮带与第六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二自动

擦洗机构前左下部通过皮带与第三自动擦洗机构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三自动擦洗机构前

左下部与第六传动轮相连接；第一传动轮轴心通过转轴与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相连接；

第一锥齿轮轴心通过转轴与支撑架相连接；第三传动轮后侧轴心与支撑架相连接；第四传

动轮后侧轴心与支撑架相连接；第四传动轮顶端通过皮带与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相连接；

第一自动擦洗机构后侧与支撑架相连接；第一自动擦洗机构底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相连

接；第五传动轮后侧轴心与支撑架相连接；第二自动擦洗机构后侧与支撑架相连接；第二自

动擦洗机构底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相连接；第三自动擦洗机构后侧与支撑架相连接；第

三自动擦洗机构底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相连接；第六传动轮后侧轴心与支撑架相连接；

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包括步进电机，第七传动轮，第八传动轮，第三锥齿轮，第四锥

齿轮，第五锥齿轮，第六锥齿轮，第九传动轮，第十传动轮，第一电动推杆，第十一传动轮，第

七锥齿轮，第八锥齿轮，第九锥齿轮，第十锥齿轮，丝杆，第一固定座，第二固定座，第三固定

座，导轨杆，第一清洁头，第二清洁头和第三清洁头；步进电机轴心通过转轴与第七传动轮

进行转动连接；第七传动轮底端通过皮带与第八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八传动轮轴心通

过转轴与第三锥齿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三锥齿轮底端与第四锥齿轮进行啮合；第四锥齿轮

轴心通过转轴与第五锥齿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五锥齿轮外表面后部与第六锥齿轮进行啮

合；第六锥齿轮后侧轴心与第九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九传动轮右上部通过皮带与第十

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九传动轮右部通过皮带与第十一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传动

轮前侧轴心与第一电动推杆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一传动轮前侧轴心与第七锥齿轮进行转动

连接；第七锥齿轮顶端与第八锥齿轮进行啮合；第八锥齿轮轴心通过转轴与第九锥齿轮进

行转动连接；第九锥齿轮顶端右部与第十锥齿轮进行啮合；第十锥齿轮右侧轴心与丝杆进

行转动连接；丝杆外表面中心右部与第一固定座进行转动连接；丝杆外表面中心右部与第

二固定座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二固定座位于第一固定座的右部；丝杆外表面中心右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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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固定座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三固定座位于第二固定座的右部；第一固定座内底部与

导轨杆进行滑动连接，并且导轨杆外表面中心右部与第二固定座相连接，而且导轨杆外表

面中心右部与第三固定座相连接；第一固定座顶端与第一清洁头进行插接；第二固定座顶

端与第二清洁头进行插接；第三固定座顶端与第三清洁头进行插接；步进电机底端与支撑

架相连接；第七传动轮右侧轴心通过转轴与第一传动轮相连接；第八传动轮左侧轴心通过

转轴与支撑架相连接；第四锥齿轮轴心通过转轴与支撑架相连接；第二固定座后侧轴心通

过支撑杆与支撑架相连接；第一电动推杆后侧与支撑架相连接；第十一传动轮后侧轴心通

过支撑杆与支撑架相连接；第八锥齿轮轴心通过转轴与支撑架相连接；丝杆左右侧均与支

撑架相连接；导轨杆左右侧均与支撑架相连接；第一清洁头顶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相连

接；第二清洁头顶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相连接；第三清洁头顶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相

连接；

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包括第十二传动轮，第二电动推杆，第十三传动轮，第十四传动

轮，第十五传动轮，第一齿轮，第二齿轮，第三齿轮，第十六传动轮，第三电动推杆，第十七传

动轮，第四齿轮，第一齿杆，第一支撑板，第一注水筒，第二注水筒，第十八传动轮，第四电动

推杆，第十九传动轮和第五齿轮；第十二传动轮后侧轴心与第二电动推杆进行转动连接；第

十二传动轮右上部通过皮带与第十三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三传动轮右下部通过皮带

与第十四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十四传动轮顶端通过皮带与第十五传动轮进行转动连

接；第十五传动轮前侧轴心与第一齿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一齿轮左中部与第二齿轮进行啮

合；第一齿轮右中部与第三齿轮进行啮合；第二齿轮前侧轴心与第十六传动轮进行转动连

接；第二齿轮后侧轴心与第三电动推杆进行转动连接；第三齿轮前侧轴心与第十八传动轮

进行转动连接；第三齿轮后侧轴心与第四电动推杆进行转动连接；第十六传动轮左下部通

过皮带与第十七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七传动轮后侧轴心与第四齿轮进行转动连接；

第四齿轮底端与第一齿杆进行啮合；第一齿杆底端与第一支撑板进行滑动连接；第一齿杆

底端中左部与第一注水筒相连接；第一齿杆底端中右部与第二注水筒相连接；第十八传动

轮右下部通过皮带与第十九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九传动轮后侧轴心与第五齿轮进行

转动连接，并且第五齿轮底端与第一齿杆相连接；第十二传动轮右下部通过皮带与分板自

动擦洗机构相连接；第二电动推杆左侧与支撑架相连接；第十三传动轮后侧轴心与支撑架

相连接；第十三传动轮左下部通过皮带与第四传动轮相连接；第十四传动轮后侧轴心与支

撑架相连接；第一齿轮后侧轴心与支撑架相连接；第三电动推杆顶端与支撑架相连接；第一

支撑板顶端左右部均与支撑架相连接；第四电动推杆顶端与支撑架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教育用品维护装置，其特征在于，第一自动擦洗机构包括

第一支撑辊，第五电动推杆，第二支撑辊，第二十传动轮，转动圆盘，折线传动杆，扇形齿轮，

第二齿杆，第二支撑板，多节电动推杆和擦洗板；第一支撑辊后侧轴心与第五电动推杆进行

转动连接；第一支撑辊右上部设置有第二十传动轮；第五电动推杆底端右部与第二支撑辊

进行转动连接；第二十传动轮前侧轴心与转动圆盘进行转动连接；转动圆盘前中右部与折

线传动杆进行转动连接；折线传动杆前右上部与扇形齿轮进行转动连接；扇形齿轮右中部

与第二齿杆进行啮合；第二齿杆右侧与第二支撑板进行滑动连接；第二齿杆底端与多节电

动推杆进行焊接；多节电动推杆底端与擦洗板进行焊接；第一支撑辊左上部通过皮带与第

四传动轮相连接；第五电动推杆后侧与支撑架相连接；第二支撑辊右侧通过皮带与第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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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擦洗机构相连接；第二十传动轮后侧轴心与支撑架相连接；折线传动杆前左上部与支撑

架相连接；扇形齿轮前中左部与支撑架相连接；第二支撑板右侧通过支撑杆与支撑架相连

接；擦洗板底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教育用品维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擦洗板底端左部设置有

一个红外传感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教育用品维护装置，其特征在于，第三清洁头顶端右部设

置一个矩形硅胶条。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教育用品维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左下

部呈半弧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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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教育用品维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教育用品维护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教育用品维护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黑板并非特指黑色的板面，传统意义上讲它是一个可以用粉笔反复书写的平面，

板面坚硬，多用于教学，黑板一般用木板或磨砂玻璃等制成的，可以用粉笔等特定的书写材

料在上面写字，为减少传统硫酸钙粉笔书写带来的粉尘问题，通过水性粉笔在特有黑板面

上进行书写，避免了粉尘对教师身体的伤害，但是在对黑板进行清洁时，需要通过沾有水的

黑板擦进行擦洗，因水性粉笔书写黑板表面粗糙度较大，通过湿水黑板擦进行擦洗时需要

用很大的力进行擦洗，大大增加了教师的劳动度，造成手臂酸痛，而且擦洗过程慢，擦洗积

水多，影响教师教学进度的问题。

[0003] 综上所述，目前需要研发一种可以快速高效擦洗水性粉笔书写黑板的装置，来克

服现有技术中人工湿水黑板擦进行擦洗时需要用很大的力进行擦洗，大大增加了教师的劳

动度，造成手臂酸痛，而且擦洗过程慢，擦洗积水多，影响教师教学进度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人工湿水黑板擦进行擦洗时需要用很大的力进行擦

洗，大大增加了教师的劳动度，造成手臂酸痛，而且擦洗过程慢，擦洗积水多，影响教师教学

进度的缺点，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教育用品维护装置。

[0005] 本发明由以下具体技术手段所达成：

[0006] 一种教育用品维护装置，包括支撑架，分板自动擦洗机构，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

构，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水性粉笔书写黑板，污水箱，控制显示屏和外接水管；支撑架前中

上部设置有分板自动擦洗机构；支撑架前下部设置有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并且黑板底

部积水清理机构前左上部与分板自动擦洗机构相连接；支撑架前上部设置有移动式定量注

水机构，并且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左中部与分板自动擦洗机构相连接；支撑架前中部设置

有水性粉笔书写黑板，并且水性粉笔书写黑板顶端与分板自动擦洗机构相连接，而且水性

粉笔书写黑板底端右部与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相连接；支撑架前左下部设置有污水箱，

并且污水箱顶端右部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相连接；支撑架右中下部与控制显示屏进行螺栓

连接；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前右下部与外接水管相连接；

[0007] 分板自动擦洗机构包括第一传动轮，第二传动轮，第一锥齿轮，第二锥齿轮，第三

传动轮，第四传动轮，第一自动擦洗机构，第五传动轮，第二自动擦洗机构，第三自动擦洗机

构和第六传动轮；第一传动轮顶端通过皮带与第二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二传动轮轴心

通过转轴与第一锥齿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一锥齿轮外表面后部与第二锥齿轮进行啮合；第

二锥齿轮后侧轴心与第三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三传动轮右上部通过皮带与第四传动轮

进行转动连接；第四传动轮右下部通过皮带与第一自动擦洗机构进行转动连接；第四传动

轮右侧通过皮带与第五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一自动擦洗机构前左下部通过皮带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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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擦洗机构进行转动连接；第五传动轮右侧通过皮带与第六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二

自动擦洗机构前左下部通过皮带与第三自动擦洗机构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三自动擦洗机

构前左下部与第六传动轮相连接；第一传动轮轴心通过转轴与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相连

接；第一锥齿轮轴心通过转轴与支撑架相连接；第三传动轮后侧轴心与支撑架相连接；第四

传动轮后侧轴心与支撑架相连接；第四传动轮顶端通过皮带与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相连

接；第一自动擦洗机构后侧与支撑架相连接；第一自动擦洗机构底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

相连接；第五传动轮后侧轴心与支撑架相连接；第二自动擦洗机构后侧与支撑架相连接；第

二自动擦洗机构底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相连接；第三自动擦洗机构后侧与支撑架相连

接；第三自动擦洗机构底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相连接；第六传动轮后侧轴心与支撑架相

连接；

[0008] 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包括步进电机，第七传动轮，第八传动轮，第三锥齿轮，第

四锥齿轮，第五锥齿轮，第六锥齿轮，第九传动轮，第十传动轮，第一电动推杆，第十一传动

轮，第七锥齿轮，第八锥齿轮，第九锥齿轮，第十锥齿轮，丝杆，第一固定座，第二固定座，第

三固定座，导轨杆，第一清洁头，第二清洁头和第三清洁头；步进电机轴心通过转轴与第七

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七传动轮底端通过皮带与第八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八传动轮

轴心通过转轴与第三锥齿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三锥齿轮底端与第四锥齿轮进行啮合；第四

锥齿轮轴心通过转轴与第五锥齿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五锥齿轮外表面后部与第六锥齿轮进

行啮合；第六锥齿轮后侧轴心与第九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九传动轮右上部通过皮带与

第十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九传动轮右部通过皮带与第十一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十

传动轮前侧轴心与第一电动推杆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一传动轮前侧轴心与第七锥齿轮进行

转动连接；第七锥齿轮顶端与第八锥齿轮进行啮合；第八锥齿轮轴心通过转轴与第九锥齿

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九锥齿轮顶端右部与第十锥齿轮进行啮合；第十锥齿轮右侧轴心与丝

杆进行转动连接；丝杆外表面中心右部与第一固定座进行转动连接；丝杆外表面中心右部

与第二固定座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二固定座位于第一固定座的右部；丝杆外表面中心右

部与第三固定座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三固定座位于第二固定座的右部；第一固定座内底

部与导轨杆进行滑动连接，并且导轨杆外表面中心右部与第二固定座相连接，而且导轨杆

外表面中心右部与第三固定座相连接；第一固定座顶端与第一清洁头进行插接；第二固定

座顶端与第二清洁头进行插接；第三固定座顶端与第三清洁头进行插接；步进电机底端与

支撑架相连接；第七传动轮右侧轴心通过转轴与第一传动轮相连接；第八传动轮左侧轴心

通过转轴与支撑架相连接；第四锥齿轮轴心通过转轴与支撑架相连接；第二固定座后侧轴

心通过支撑杆与支撑架相连接；第一电动推杆后侧与支撑架相连接；第十一传动轮后侧轴

心通过支撑杆与支撑架相连接；第八锥齿轮轴心通过转轴与支撑架相连接；丝杆左右侧均

与支撑架相连接；导轨杆左右侧均与支撑架相连接；第一清洁头顶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

相连接；第二清洁头顶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相连接；第三清洁头顶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

板相连接；

[0009] 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包括第十二传动轮，第二电动推杆，第十三传动轮，第十四传

动轮，第十五传动轮，第一齿轮，第二齿轮，第三齿轮，第十六传动轮，第三电动推杆，第十七

传动轮，第四齿轮，第一齿杆，第一支撑板，第一注水筒，第二注水筒，第十八传动轮，第四电

动推杆，第十九传动轮和第五齿轮；第十二传动轮后侧轴心与第二电动推杆进行转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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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传动轮右上部通过皮带与第十三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三传动轮右下部通过皮

带与第十四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十四传动轮顶端通过皮带与第十五传动轮进行转动连

接；第十五传动轮前侧轴心与第一齿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一齿轮左中部与第二齿轮进行啮

合；第一齿轮右中部与第三齿轮进行啮合；第二齿轮前侧轴心与第十六传动轮进行转动连

接；第二齿轮后侧轴心与第三电动推杆进行转动连接；第三齿轮前侧轴心与第十八传动轮

进行转动连接；第三齿轮后侧轴心与第四电动推杆进行转动连接；第十六传动轮左下部通

过皮带与第十七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七传动轮后侧轴心与第四齿轮进行转动连接；

第四齿轮底端与第一齿杆进行啮合；第一齿杆底端与第一支撑板进行滑动连接；第一齿杆

底端中左部与第一注水筒相连接；第一齿杆底端中右部与第二注水筒相连接；第十八传动

轮右下部通过皮带与第十九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九传动轮后侧轴心与第五齿轮进行

转动连接，并且第五齿轮底端与第一齿杆相连接；第十二传动轮右下部通过皮带与分板自

动擦洗机构相连接；第二电动推杆左侧与支撑架相连接；第十三传动轮后侧轴心与支撑架

相连接；第十三传动轮左下部通过皮带与第四传动轮相连接；第十四传动轮后侧轴心与支

撑架相连接；第一齿轮后侧轴心与支撑架相连接；第三电动推杆顶端与支撑架相连接；第一

支撑板顶端左右部均与支撑架相连接；第四电动推杆顶端与支撑架相连接。

[0010] 更进一步的，第一自动擦洗机构包括第一支撑辊，第五电动推杆，第二支撑辊，第

二十传动轮，转动圆盘，折线传动杆，扇形齿轮，第二齿杆，第二支撑板，多节电动推杆和擦

洗板；第一支撑辊后侧轴心与第五电动推杆进行转动连接；第一支撑辊右上部设置有第二

十传动轮；第五电动推杆底端右部与第二支撑辊进行转动连接；第二十传动轮前侧轴心与

转动圆盘进行转动连接；转动圆盘前中右部与折线传动杆进行转动连接；折线传动杆前右

上部与扇形齿轮进行转动连接；扇形齿轮右中部与第二齿杆进行啮合；第二齿杆右侧与第

二支撑板进行滑动连接；第二齿杆底端与多节电动推杆进行焊接；多节电动推杆底端与擦

洗板进行焊接；第一支撑辊左上部通过皮带与第四传动轮相连接；第五电动推杆后侧与支

撑架相连接；第二支撑辊右侧通过皮带与第二自动擦洗机构相连接；第二十传动轮后侧轴

心与支撑架相连接；折线传动杆前左上部与支撑架相连接；扇形齿轮前中左部与支撑架相

连接；第二支撑板右侧通过支撑杆与支撑架相连接；擦洗板底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相连

接。

[0011] 更进一步的，擦洗板底端左部设置有一个红外传感器。

[0012] 更进一步的，第三清洁头顶端右部设置一个矩形硅胶条。

[0013] 更进一步的，水性粉笔书写黑板左下部呈半弧形状。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5]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人工湿水黑板擦进行擦洗时需要用很大的力进行擦洗，大大增

加了教师的劳动度，造成手臂酸痛，而且擦洗过程慢，擦洗积水多，影响教师教学进度的问

题，设计了分板自动擦洗机构、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和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通过移动式

定量注水机构对擦洗板进行定位定量加水，再然后通过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联动分板自

动擦洗机构对擦洗的板面进行自动快速清洁，大大节省人力，同时保证了板面的清洁度，利

于后续书写，再然后通过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对黑板底端残留的积水进行清洁，避免教

师在使用时造成衣服弄脏，影响教学氛围，实现了移动式定量注水、分板自动擦洗和积水收

集再利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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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的分板自动擦洗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的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的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的第一自动擦洗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中的标记为：1‑支撑架，2‑分板自动擦洗机构，3‑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4‑

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5‑水性粉笔书写黑板，6‑污水箱，7‑控制显示屏，8‑外接水管，201‑第

一传动轮，202‑第二传动轮，203‑第一锥齿轮，204‑第二锥齿轮，205‑第三传动轮，206‑第四

传动轮，207‑第一自动擦洗机构，208‑第五传动轮，209‑第二自动擦洗机构，2010‑第三自动

擦洗机构，2011‑第六传动轮，301‑步进电机，302‑第七传动轮，303‑第八传动轮，304‑第三

锥齿轮，305‑第四锥齿轮，306‑第五锥齿轮，307‑第六锥齿轮，308‑第九传动轮，309‑第十传

动轮，3010‑第一电动推杆，3011‑第十一传动轮，3012‑第七锥齿轮，3013‑第八锥齿轮，

3014‑第九锥齿轮，3015‑第十锥齿轮，3016‑丝杆，3017‑第一固定座，3018‑第二固定座，

3019‑第三固定座，3020‑导轨杆，3021‑第一清洁头，3022‑第二清洁头，3023‑第三清洁头，

401‑第十二传动轮，402‑第二电动推杆，403‑第十三传动轮，404‑第十四传动轮，405‑第十

五传动轮，406‑第一齿轮，407‑第二齿轮，408‑第三齿轮，409‑第十六传动轮，4010‑第三电

动推杆，4011‑第十七传动轮，4012‑第四齿轮，4013‑第一齿杆，4014‑第一支撑板，4015‑第

一注水筒，4016‑第二注水筒，4017‑第十八传动轮，4018‑第四电动推杆，4019‑第十九传动

轮，4020‑第五齿轮，20701‑第一支撑辊，20702‑第五电动推杆，20703‑第二支撑辊，20704‑

第二十传动轮，20705‑转动圆盘，20706‑折线传动杆，20707‑扇形齿轮，20708‑第二齿杆，

20709‑第二支撑板，207010‑多节电动推杆，207011‑擦洗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3] 实施例

[0024] 一种教育用品维护装置，如图1‑5所示，包括支撑架1，分板自动擦洗机构2，黑板底

部积水清理机构3，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4，水性粉笔书写黑板5，污水箱6，控制显示屏7和外

接水管8；支撑架1前中上部设置有分板自动擦洗机构2；支撑架1前下部设置有黑板底部积

水清理机构3，并且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3前左上部与分板自动擦洗机构2相连接；支撑架

1前上部设置有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4，并且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4左中部与分板自动擦洗

机构2相连接；支撑架1前中部设置有水性粉笔书写黑板5，并且水性粉笔书写黑板5顶端与

分板自动擦洗机构2相连接，而且水性粉笔书写黑板5底端右部与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3

相连接；支撑架1前左下部设置有污水箱6，并且污水箱6顶端右部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5相

连接；支撑架1右中下部与控制显示屏7进行螺栓连接；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4前右下部与外

接水管8相连接；

[0025] 分板自动擦洗机构2包括第一传动轮201，第二传动轮202，第一锥齿轮203，第二锥

齿轮204，第三传动轮205，第四传动轮206，第一自动擦洗机构207，第五传动轮208，第二自

动擦洗机构209，第三自动擦洗机构2010和第六传动轮2011；第一传动轮201顶端通过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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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二传动轮202进行转动连接；第二传动轮202轴心通过转轴与第一锥齿轮203进行转动

连接；第一锥齿轮203外表面后部与第二锥齿轮204进行啮合；第二锥齿轮204后侧轴心与第

三传动轮205进行转动连接；第三传动轮205右上部通过皮带与第四传动轮206进行转动连

接；第四传动轮206右下部通过皮带与第一自动擦洗机构207进行转动连接；第四传动轮206

右侧通过皮带与第五传动轮208进行转动连接；第一自动擦洗机构207前左下部通过皮带与

第二自动擦洗机构209进行转动连接；第五传动轮208右侧通过皮带与第六传动轮2011进行

转动连接；第二自动擦洗机构209前左下部通过皮带与第三自动擦洗机构2010进行转动连

接，并且第三自动擦洗机构2010前左下部与第六传动轮2011相连接；第一传动轮201轴心通

过转轴与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3相连接；第一锥齿轮203轴心通过转轴与支撑架1相连接；

第三传动轮205后侧轴心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四传动轮206后侧轴心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

四传动轮206顶端通过皮带与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4相连接；第一自动擦洗机构207后侧与

支撑架1相连接；第一自动擦洗机构207底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5相连接；第五传动轮208

后侧轴心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二自动擦洗机构209后侧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二自动擦洗机

构209底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5相连接；第三自动擦洗机构2010后侧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

三自动擦洗机构2010底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5相连接；第六传动轮2011后侧轴心与支撑

架1相连接；

[0026] 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3包括步进电机301，第七传动轮302，第八传动轮303，第三

锥齿轮304，第四锥齿轮305，第五锥齿轮306，第六锥齿轮307，第九传动轮308，第十传动轮

309，第一电动推杆3010，第十一传动轮3011，第七锥齿轮3012，第八锥齿轮3013，第九锥齿

轮3014，第十锥齿轮3015，丝杆3016，第一固定座3017，第二固定座3018，第三固定座3019，

导轨杆3020，第一清洁头3021，第二清洁头3022和第三清洁头3023；步进电机301轴心通过

转轴与第七传动轮302进行转动连接；第七传动轮302底端通过皮带与第八传动轮303进行

转动连接；第八传动轮303轴心通过转轴与第三锥齿轮304进行转动连接；第三锥齿轮304底

端与第四锥齿轮305进行啮合；第四锥齿轮305轴心通过转轴与第五锥齿轮306进行转动连

接；第五锥齿轮306外表面后部与第六锥齿轮307进行啮合；第六锥齿轮307后侧轴心与第九

传动轮308进行转动连接；第九传动轮308右上部通过皮带与第十传动轮309进行转动连接；

第九传动轮308右部通过皮带与第十一传动轮3011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传动轮309前侧轴心

与第一电动推杆3010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一传动轮3011前侧轴心与第七锥齿轮3012进行转

动连接；第七锥齿轮3012顶端与第八锥齿轮3013进行啮合；第八锥齿轮3013轴心通过转轴

与第九锥齿轮3014进行转动连接；第九锥齿轮3014顶端右部与第十锥齿轮3015进行啮合；

第十锥齿轮3015右侧轴心与丝杆3016进行转动连接；丝杆3016外表面中心右部与第一固定

座3017进行转动连接；丝杆3016外表面中心右部与第二固定座3018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

二固定座3018位于第一固定座3017的右部；丝杆3016外表面中心右部与第三固定座3019进

行转动连接，并且第三固定座3019位于第二固定座3018的右部；第一固定座3017内底部与

导轨杆3020进行滑动连接，并且导轨杆3020外表面中心右部与第二固定座3018相连接，而

且导轨杆3020外表面中心右部与第三固定座3019相连接；第一固定座3017顶端与第一清洁

头3021进行插接；第二固定座3018顶端与第二清洁头3022进行插接；第三固定座3019顶端

与第三清洁头3023进行插接；步进电机301底端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七传动轮302右侧轴心

通过转轴与第一传动轮201相连接；第八传动轮303左侧轴心通过转轴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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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锥齿轮305轴心通过转轴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二固定座3018后侧轴心通过支撑杆与支撑

架1相连接；第一电动推杆3010后侧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十一传动轮3011后侧轴心通过支

撑杆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八锥齿轮3013轴心通过转轴与支撑架1相连接；丝杆3016左右侧

均与支撑架1相连接；导轨杆3020左右侧均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一清洁头3021顶端与水性

粉笔书写黑板5相连接；第二清洁头3022顶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5相连接；第三清洁头

3023顶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5相连接；

[0027] 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4包括第十二传动轮401，第二电动推杆402，第十三传动轮

403，第十四传动轮404，第十五传动轮405，第一齿轮406，第二齿轮407，第三齿轮408，第十

六传动轮409，第三电动推杆4010，第十七传动轮4011，第四齿轮4012，第一齿杆4013，第一

支撑板4014，第一注水筒4015，第二注水筒4016，第十八传动轮4017，第四电动推杆4018，第

十九传动轮4019和第五齿轮4020；第十二传动轮401后侧轴心与第二电动推杆402进行转动

连接；第十二传动轮401右上部通过皮带与第十三传动轮403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三传动轮

403右下部通过皮带与第十四传动轮404进行转动连接；第十四传动轮404顶端通过皮带与

第十五传动轮405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五传动轮405前侧轴心与第一齿轮406进行转动连接；

第一齿轮406左中部与第二齿轮407进行啮合；第一齿轮406右中部与第三齿轮408进行啮

合；第二齿轮407前侧轴心与第十六传动轮409进行转动连接；第二齿轮407后侧轴心与第三

电动推杆4010进行转动连接；第三齿轮408前侧轴心与第十八传动轮4017进行转动连接；第

三齿轮408后侧轴心与第四电动推杆4018进行转动连接；第十六传动轮409左下部通过皮带

与第十七传动轮4011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七传动轮4011后侧轴心与第四齿轮4012进行转动

连接；第四齿轮4012底端与第一齿杆4013进行啮合；第一齿杆4013底端与第一支撑板4014

进行滑动连接；第一齿杆4013底端中左部与第一注水筒4015相连接；第一齿杆4013底端中

右部与第二注水筒4016相连接；第十八传动轮4017右下部通过皮带与第十九传动轮4019进

行转动连接；第十九传动轮4019后侧轴心与第五齿轮4020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五齿轮

4020底端与第一齿杆4013相连接；第十二传动轮401右下部通过皮带与分板自动擦洗机构2

相连接；第二电动推杆402左侧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十三传动轮403后侧轴心与支撑架1相

连接；第十三传动轮403左下部通过皮带与第四传动轮206相连接；第十四传动轮404后侧轴

心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一齿轮406后侧轴心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三电动推杆4010顶端与支

撑架1相连接；第一支撑板4014顶端左右部均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四电动推杆4018顶端与

支撑架1相连接。

[0028] 第一自动擦洗机构207包括第一支撑辊20701，第五电动推杆20702，第二支撑辊

20703，第二十传动轮20704，转动圆盘20705，折线传动杆20706，扇形齿轮20707，第二齿杆

20708，第二支撑板20709，多节电动推杆207010和擦洗板207011；第一支撑辊20701后侧轴

心与第五电动推杆20702进行转动连接；第一支撑辊20701右上部设置有第二十传动轮

20704；第五电动推杆20702底端右部与第二支撑辊20703进行转动连接；第二十传动轮

20704前侧轴心与转动圆盘20705进行转动连接；转动圆盘20705前中右部与折线传动杆

20706进行转动连接；折线传动杆20706前右上部与扇形齿轮20707进行转动连接；扇形齿轮

20707右中部与第二齿杆20708进行啮合；第二齿杆20708右侧与第二支撑板20709进行滑动

连接；第二齿杆20708底端与多节电动推杆207010进行焊接；多节电动推杆207010底端与擦

洗板207011进行焊接；第一支撑辊20701左上部通过皮带与第四传动轮206相连接；第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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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推杆20702后侧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二支撑辊20703右侧通过皮带与第二自动擦洗机构

209相连接；第二十传动轮20704后侧轴心与支撑架1相连接；折线传动杆20706前左上部与

支撑架1相连接；扇形齿轮20707前中左部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二支撑板20709右侧通过支

撑杆与支撑架1相连接；擦洗板207011底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5相连接。

[0029] 擦洗板207011底端左部设置有一个红外传感器。

[0030] 第三清洁头3023顶端右部设置一个矩形硅胶条。

[0031] 水性粉笔书写黑板5左下部呈半弧形状。

[0032] 工作原理：使用时先将教育用品维护装置安装在合适的位置，然后对本装置进行

安全检查，保证本装置在使用时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然后外接电源，通过外接水管8注入清

水，通过调控控制显示屏7对需要进行擦拭的黑板板面进行清洁，然后通过移动式定量注水

机构4对擦洗板207011进行定位定量加水，再然后通过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3联动分板自

动擦洗机构2对擦洗的板面进行自动快速清洁，大大节省人力，同时保证了板面的清洁度，

利于后续书写，再然后通过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3对黑板底端残留的积水进行清洁，避免

教师在使用时造成衣服弄脏，影响教学氛围，收集的积水流入污水箱6，经过自然沉淀后仍

可使用，结构简单，操作便捷，实现了移动式定量注水、分板自动擦洗和积水收集再利用的

效果。

[0033] 分板自动擦洗机构2包括第一传动轮201，第二传动轮202，第一锥齿轮203，第二锥

齿轮204，第三传动轮205，第四传动轮206，第一自动擦洗机构207，第五传动轮208，第二自

动擦洗机构209，第三自动擦洗机构2010和第六传动轮2011；第一传动轮201顶端通过皮带

与第二传动轮202进行转动连接；第二传动轮202轴心通过转轴与第一锥齿轮203进行转动

连接；第一锥齿轮203外表面后部与第二锥齿轮204进行啮合；第二锥齿轮204后侧轴心与第

三传动轮205进行转动连接；第三传动轮205右上部通过皮带与第四传动轮206进行转动连

接；第四传动轮206右下部通过皮带与第一自动擦洗机构207进行转动连接；第四传动轮206

右侧通过皮带与第五传动轮208进行转动连接；第一自动擦洗机构207前左下部通过皮带与

第二自动擦洗机构209进行转动连接；第五传动轮208右侧通过皮带与第六传动轮2011进行

转动连接；第二自动擦洗机构209前左下部通过皮带与第三自动擦洗机构2010进行转动连

接，并且第三自动擦洗机构2010前左下部与第六传动轮2011相连接；第一传动轮201轴心通

过转轴与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3相连接；第一锥齿轮203轴心通过转轴与支撑架1相连接；

第三传动轮205后侧轴心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四传动轮206后侧轴心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

四传动轮206顶端通过皮带与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4相连接；第一自动擦洗机构207后侧与

支撑架1相连接；第一自动擦洗机构207底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5相连接；第五传动轮208

后侧轴心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二自动擦洗机构209后侧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二自动擦洗机

构209底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5相连接；第三自动擦洗机构2010后侧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

三自动擦洗机构2010底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5相连接；第六传动轮2011后侧轴心与支撑

架1相连接。

[0034] 对需要进行擦洗的板面进行快速擦洗时，通过控制显示屏7调控黑板底部积水清

理机构3联动分板自动擦洗机构2，通过第七传动轮302带动第一传动轮201转动，第一传动

轮201带动第二传动轮202和第一锥齿轮203转动，然后第一锥齿轮203带动第二锥齿轮204

和第三传动轮205转动，第三传动轮205带动第四传动轮206转动，再然后通过第四传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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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第一自动擦洗机构207，第五传动轮208，第二自动擦洗机构209，第三自动擦洗机构

2010和第六传动轮2011之间的皮带转动连接，可分别实现对每一个板面的自动擦洗，大大

节省了人力对板面进行擦洗，避免了学生和教师在上课时需要用湿水黑板擦对黑板进行用

力擦洗的情况，大大提高了教师的教学进度和教学连续性。

[0035] 黑板底部积水清理机构3包括步进电机301，第七传动轮302，第八传动轮303，第三

锥齿轮304，第四锥齿轮305，第五锥齿轮306，第六锥齿轮307，第九传动轮308，第十传动轮

309，第一电动推杆3010，第十一传动轮3011，第七锥齿轮3012，第八锥齿轮3013，第九锥齿

轮3014，第十锥齿轮3015，丝杆3016，第一固定座3017，第二固定座3018，第三固定座3019，

导轨杆3020，第一清洁头3021，第二清洁头3022和第三清洁头3023；步进电机301轴心通过

转轴与第七传动轮302进行转动连接；第七传动轮302底端通过皮带与第八传动轮303进行

转动连接；第八传动轮303轴心通过转轴与第三锥齿轮304进行转动连接；第三锥齿轮304底

端与第四锥齿轮305进行啮合；第四锥齿轮305轴心通过转轴与第五锥齿轮306进行转动连

接；第五锥齿轮306外表面后部与第六锥齿轮307进行啮合；第六锥齿轮307后侧轴心与第九

传动轮308进行转动连接；第九传动轮308右上部通过皮带与第十传动轮309进行转动连接；

第九传动轮308右部通过皮带与第十一传动轮3011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传动轮309前侧轴心

与第一电动推杆3010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一传动轮3011前侧轴心与第七锥齿轮3012进行转

动连接；第七锥齿轮3012顶端与第八锥齿轮3013进行啮合；第八锥齿轮3013轴心通过转轴

与第九锥齿轮3014进行转动连接；第九锥齿轮3014顶端右部与第十锥齿轮3015进行啮合；

第十锥齿轮3015右侧轴心与丝杆3016进行转动连接；丝杆3016外表面中心右部与第一固定

座3017进行转动连接；丝杆3016外表面中心右部与第二固定座3018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

二固定座3018位于第一固定座3017的右部；丝杆3016外表面中心右部与第三固定座3019进

行转动连接，并且第三固定座3019位于第二固定座3018的右部；第一固定座3017内底部与

导轨杆3020进行滑动连接，并且导轨杆3020外表面中心右部与第二固定座3018相连接，而

且导轨杆3020外表面中心右部与第三固定座3019相连接；第一固定座3017顶端与第一清洁

头3021进行插接；第二固定座3018顶端与第二清洁头3022进行插接；第三固定座3019顶端

与第三清洁头3023进行插接；步进电机301底端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七传动轮302右侧轴心

通过转轴与第一传动轮201相连接；第八传动轮303左侧轴心通过转轴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

四锥齿轮305轴心通过转轴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二固定座3018后侧轴心通过支撑杆与支撑

架1相连接；第一电动推杆3010后侧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十一传动轮3011后侧轴心通过支

撑杆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八锥齿轮3013轴心通过转轴与支撑架1相连接；丝杆3016左右侧

均与支撑架1相连接；导轨杆3020左右侧均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一清洁头3021顶端与水性

粉笔书写黑板5相连接；第二清洁头3022顶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5相连接；第三清洁头

3023顶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5相连接。

[0036] 经过对黑板长时间的擦洗后，在黑板底端会残留擦洗的浑浊积水，为避免教师在

使用过程中弄脏衣服，需要不断对黑板底端进行清洁，增加教师教学劳动都，更严重影响教

师教学形象，通过控制显示屏7调控步进电机301带动第七传动轮302转动，第七传动轮302

带动第八传动轮303和第三锥齿轮304转动，第三锥齿轮304带动第四锥齿轮305和第五锥齿

轮306转动，然后第五锥齿轮306带动第六锥齿轮307和第九传动轮308转动，再然后通过第

一电动推杆3010带动第十传动轮309调节与其接触的皮带的松紧程度，进而带动第十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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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轮3011和第七锥齿轮3012转动，然后第七锥齿轮3012带动第八锥齿轮3013和第九锥齿轮

3014转动，第九锥齿轮3014带动第十锥齿轮3015和丝杆3016转动，再然后丝杆3016带动第

一固定座3017，第二固定座3018，第三固定座3019，第一清洁头3021，第二清洁头3022和第

三清洁头3023在导轨杆3020上进行左右滑动，并对黑板底端的积水进行快速清洁，使积水

流入到污水箱6，保持黑板底端的清洁度，避免了积水弄脏教师衣服的情况，同时大大节省

了教师的工作量，使课程讲解更加流畅。

[0037] 移动式定量注水机构4包括第十二传动轮401，第二电动推杆402，第十三传动轮

403，第十四传动轮404，第十五传动轮405，第一齿轮406，第二齿轮407，第三齿轮408，第十

六传动轮409，第三电动推杆4010，第十七传动轮4011，第四齿轮4012，第一齿杆4013，第一

支撑板4014，第一注水筒4015，第二注水筒4016，第十八传动轮4017，第四电动推杆4018，第

十九传动轮4019和第五齿轮4020；第十二传动轮401后侧轴心与第二电动推杆402进行转动

连接；第十二传动轮401右上部通过皮带与第十三传动轮403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三传动轮

403右下部通过皮带与第十四传动轮404进行转动连接；第十四传动轮404顶端通过皮带与

第十五传动轮405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五传动轮405前侧轴心与第一齿轮406进行转动连接；

第一齿轮406左中部与第二齿轮407进行啮合；第一齿轮406右中部与第三齿轮408进行啮

合；第二齿轮407前侧轴心与第十六传动轮409进行转动连接；第二齿轮407后侧轴心与第三

电动推杆4010进行转动连接；第三齿轮408前侧轴心与第十八传动轮4017进行转动连接；第

三齿轮408后侧轴心与第四电动推杆4018进行转动连接；第十六传动轮409左下部通过皮带

与第十七传动轮4011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七传动轮4011后侧轴心与第四齿轮4012进行转动

连接；第四齿轮4012底端与第一齿杆4013进行啮合；第一齿杆4013底端与第一支撑板4014

进行滑动连接；第一齿杆4013底端中左部与第一注水筒4015相连接；第一齿杆4013底端中

右部与第二注水筒4016相连接；第十八传动轮4017右下部通过皮带与第十九传动轮4019进

行转动连接；第十九传动轮4019后侧轴心与第五齿轮4020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五齿轮

4020底端与第一齿杆4013相连接；第十二传动轮401右下部通过皮带与分板自动擦洗机构2

相连接；第二电动推杆402左侧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十三传动轮403后侧轴心与支撑架1相

连接；第十三传动轮403左下部通过皮带与第四传动轮206相连接；第十四传动轮404后侧轴

心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一齿轮406后侧轴心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三电动推杆4010顶端与支

撑架1相连接；第一支撑板4014顶端左右部均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四电动推杆4018顶端与

支撑架1相连接。

[0038] 在对黑板进行擦洗时，需要首先对擦洗板207011进行注水，保持擦洗板207011的

含水量，利于对水性粉笔进行快速擦洗，水量过多会造成大量的水流到讲台上，水量过少时

擦洗效果不好，不利于书写，通过控制显示屏7调控分板自动擦洗机构2联动移动式定量注

水机构4，然后通过第四传动轮206转动带动第十二传动轮401和第十三传动轮403转动，通

过第二电动推杆402带动第十二传动轮401可调节其与皮带接触的松紧度，进而实现间歇性

转动，再然后第十三传动轮403带动第十四传动轮404转动，第十四传动轮404带动第十五传

动轮405和第一齿轮406转动，通过第三电动推杆4010带动第二齿轮407和第四电动推杆

4018带动第三齿轮408与第一齿轮406分别轮流啮合，实现对不同板面的擦洗板207011进行

定量煮水，通过第二齿轮407带动第十六传动轮409转动，第十六传动轮409带动第十七传动

轮4011和第四齿轮4012转动，然后第四齿轮4012带动第一齿杆4013进行在第一支撑板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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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滑动，同时第十九传动轮4019保持被动转动，当第三齿轮408带动第十八传动轮4017

转动时，第十八传动轮4017带动第十九传动轮4019和第五齿轮4020转动，进而使第五齿轮

4020带动第一齿杆4013进行滑动，同时第四齿轮4012保持被动转动，快速实现对不同板面

的擦洗板207011进行定量注水，保证其有合适的含水量，提高对黑板的清洁度。

[0039] 第一自动擦洗机构207包括第一支撑辊20701，第五电动推杆20702，第二支撑辊

20703，第二十传动轮20704，转动圆盘20705，折线传动杆20706，扇形齿轮20707，第二齿杆

20708，第二支撑板20709，多节电动推杆207010和擦洗板207011；第一支撑辊20701后侧轴

心与第五电动推杆20702进行转动连接；第一支撑辊20701右上部设置有第二十传动轮

20704；第五电动推杆20702底端右部与第二支撑辊20703进行转动连接；第二十传动轮

20704前侧轴心与转动圆盘20705进行转动连接；转动圆盘20705前中右部与折线传动杆

20706进行转动连接；折线传动杆20706前右上部与扇形齿轮20707进行转动连接；扇形齿轮

20707右中部与第二齿杆20708进行啮合；第二齿杆20708右侧与第二支撑板20709进行滑动

连接；第二齿杆20708底端与多节电动推杆207010进行焊接；多节电动推杆207010底端与擦

洗板207011进行焊接；第一支撑辊20701左上部通过皮带与第四传动轮206相连接；第五电

动推杆20702后侧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二支撑辊20703右侧通过皮带与第二自动擦洗机构

209相连接；第二十传动轮20704后侧轴心与支撑架1相连接；折线传动杆20706前左上部与

支撑架1相连接；扇形齿轮20707前中左部与支撑架1相连接；第二支撑板20709右侧通过支

撑杆与支撑架1相连接；擦洗板207011底端与水性粉笔书写黑板5相连接。

[0040] 对不同板面进行擦洗时，需要精准控制每一个自动擦洗机构，通过第五电动推杆

20702带动第一支撑辊20701和第二支撑辊20703向上移动，使皮带与第二十传动轮20704接

触并使其转动，然后第二十传动轮20704带动转动圆盘20705转动，转动圆盘20705带动折线

传动杆20706和扇形齿轮20707转动，进而使扇形齿轮20707与第二齿杆20708啮合转动，然

后使第二齿杆20708带动第二支撑板20709，多节电动推杆207010和擦洗板207011向下移

动，同时通过控制显示屏7使多节电动推杆207010带动擦洗板207011对黑板板面进行擦洗，

擦洗板207011擦洗处材质为棉布条组合，同时通过红外传感器感知擦洗板207011下方的障

碍物，可实现对黑板定高擦洗，节省了教师擦洗黑板的时间和劳动量，保证了教学的连续

性。

[0041] 擦洗板207011底端左部设置有一个红外传感器，便于观察擦洗下方的情况，进行

定高擦洗。

[0042] 第三清洁头3023顶端右部设置一个矩形硅胶条，可以对黑板底端的积水进行一次

性刮除。

[0043] 水性粉笔书写黑板5左下部呈半弧形状，利于黑板底端的积水流出。

[0044]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详

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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