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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具有多种发电方式的环卫

车，包括遮阳棚、车轮和车架，还包括动力装置，

所述动力装置包括壳体、电机、太阳能供电装置、

转换装置、第一传动装置、第二传动装置、电能传

导装置、备用电源装置和风力发电装置，所述太

阳能供电装置与转换装置相连接，所述转换装置

布置在电能传导装置的左侧，所述电能传导装置

与备用电源装置电性连接，所述第一传动装置与

转换装置相连接，所述第一转动装置与第二传动

装置传动连接，所述第二传动装置与备用电源装

置滑动连接，所述电机与车轮相连接，所述电能

传导装置与电机电性连接，所述风力发电装置与

备用电源装置电性连接。本发明可以通过太阳能

和风力给电机提供动力，达到了更加节能环保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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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多种发电方式的环卫车，包括遮阳棚(1)、车轮(5)和车架(4)，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动力装置(3)，所述动力装置(3)包括壳体(31)、电机、太阳能供电装置(32)、转换装

置(33)、第一传动装置(34)、第二传动装置(35)、电能传导装置(36)、备用电源装置(37)和

风力发电装置(38)，所述太阳能供电装置(32)、转换装置(33)、第一传动装置(34)、第二传

动装置(35)、电能传导装置(36)和备用电源装置(37)布置在壳体(31)的内部，所述太阳能

供电装置(32)与转换装置(33)相连接，所述转换装置(33)布置在电能传导(36)装置的左

侧，所述电能传导装置(36)与备用电源装置(37)电性连接，所述第一传动装置(34)与转换

装置(33)相连接，所述第一转动装置(34)与第二传动装置(35)传动连接，所述第二传动装

置(35)与备用电源装置(37)滑动连接，所述电机与车轮(5)相连接，所述电能传导装置(36)

与电机电性连接，所述风力发电装置(38)与备用电源装置(37)电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多种发电方式的环卫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供电装

置(32)包括太阳能发电板(321)和蓄电池(322)，所述太阳能发电板(321)安装在遮阳棚(1)

的顶部，所述蓄电池(322)安装在壳体(31)内部的左上部，所述蓄电池(322)与转换装置

(33)电性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多种发电方式的环卫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转换装置(33)

包括包括电磁线圈(331)、滑行轨道(332)、排斥磁块(333)、移动推杆(334)、弹簧连接杆

(335)、固定支架(336)、第二弹簧连接杆(337)，所述电磁线圈(331)右侧末端设有导电板，

所述电磁线圈(331)通过导电板设于固定支架(336)上，所述导电板通过螺母固定于固定支

架(336)侧边表面上，所述滑行轨道(332)通过螺母设于外壳(31)内部顶面上，所述移动推

杆(334)顶部一端嵌入连接于滑行轨道(332)上，并通过卡扣扣合连接，所述移动推杆(334)

一端与第一传动装置(34)相连接，所述排斥磁块(333)嵌入连接于移动推杆(334)上，所述

排斥磁块(333)与移动推杆(334)为过盈配合连接，所述弹簧连接杆(335)和第二弹簧连接

杆(337)均一端与固定支架(336)连接，另一端与移动推杆(334)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多种发电方式的环卫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传动装置

(34)还包括第一连接杆(341)、复位弹簧(342)、第二连接杆(343)、电流连接开关(344)、矩

形块(345)、主动齿轮(346)、从动齿轮(347)、连接带(348)、第二复位弹簧(349)、转动轴心

(3410)、第二连接卡块(3411)、第三连接杆(3412)，所述第一连接杆(341)与移动推杆(334)

固定连接，所述复位弹簧(342)一端与第二连接杆(343)相焊接，另一端固定连接在电能传

导装置(36)上，所述第一连接杆(341)的通过底部设有的齿条与主动齿轮(346)相啮合，所

述主动齿轮(346)通过连接带(348)与从动齿轮(347)连接，所述第二连接杆(343)的底端与

矩形块(345)扣合连接，所述电流连接开关(344)一端固定连接在从动齿轮(347)上并与蓄

电池(322)电性连接，所述矩形块(345)与第三连接杆(3412)的顶端相扣合，所述第三连接

杆(3412)的正表面设有转动轴心(3410)，所述第二复位弹簧(349)的左端与矩形块(345)相

连接，所述第三连接杆(3412)的底端与第二连接卡块(3411)扣合连接，所述第二连接卡块

(3411)与第二传动装置(35)相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多种发电方式的环卫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传动装置

(35)包括平推杆(351)、配合杆(352)、配合轮(353)、第一皮带(354)、第一从动轮(355)、第

三复位弹簧(356)、滑槽(357)、第一移动块(358)、第一连杆(359)、第一滑块(3510)、第二滑

块(3511)、滑竿(3512)、第二连杆(3513)、第一传动轮(3514)、扇形齿轮(3515)、第三连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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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6)、第四连杆(3517)、滑轨(3518)、第二移动块(3519)和触头(3520)，所述平推杆(351)

与第三复位弹簧(356)嵌套连接，所述平推杆(351)的左端与配合杆(352)扣合连接，所述配

合杆(352)与配合轮(353)的正表面相扣合，所述配合轮(353)与第一皮带(354)相连接，所

述第一皮带(354)与第一从动轮(355)相贴合，所述平推杆(351)与滑槽(357)相嵌套，所述

第一连杆(359)一端与第一从动轮(355)固定连接，另一端与第一滑块(3510)铰接，所述第

一滑块(3510)滑动连接在第一移动块(358)设有的第一滑槽中，所述第一移动块(358)固定

连接在第二滑块(3511)的侧面，所述第二滑块(3511)与滑竿(3512)滑动连接在一起，所述

第二滑块(3511)通过第二连杆(3513)与第一传动轮(3514)相连接，所述第一传动轮(3514)

与扇形齿轮(3515)相啮合，所述第三连杆(3516)一端与扇形齿轮(3515)固定连接，另一端

与第二移动块(3519)铰接，所述第四连杆(3517)一端与滑轨(3518)滑动连接，另一端与第

二移动块(3519)铰接，所述触头(3520)一端固定连接在第二移动块(3519)的表面，另一端

与备用电池装置(37)滑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具有多种发电方式的环卫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能传导装置

(36)包括电能传导器(361)和电能接收器(362)，所述电能传导器(361)的底端设有电能接

收器(362)，所述电能接受器(362)分别与太阳能供电装置(32)和备用电源装置(37)电性连

接，所述电能传导器(361)与电机电性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具有多种发电方式的环卫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备用电池装置

(37)包括备用蓄电池(371)、电流连接线(372)、保护外壳(373)和启动开关(374)，所述启动

开关(374)与备用蓄电池(371)电性连接，所述启动开关布(374)置在保护外壳(373)的内

部，所述备用蓄电池(371)通过电流连接线(372)与电能传导装置(36)相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具有多种发电方式的环卫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风力发电装置

(38)包括风车(381)、支撑架(382)、第一锥齿轮(383)、第二锥齿轮(384)、第三锥齿轮

(385)、第四锥齿轮(386)、第一连轴(387)、第二传动轮(388)、第五连杆(389)、升降块

(3810)、第六连杆(3811)、凸轮(3812)、传动盒体(3813)、传动带(3814)、第五锥齿轮

(3815)、第六锥齿轮(3816)、第二连轴(3817)、线圈(3818)、安装板(3819)、北极磁条(3820)

和南极磁条(3821)，所述风车(381)转动连接在支撑架(382)上，所述支撑架(382)固定连接

在遮阳棚(1)的顶部，所述第一锥齿轮(383)通过短轴与风车(381)相连接，所述第一锥齿轮

(383)与第二锥齿轮(384)相啮合，所述第二锥齿轮(384)通过第一连轴(387)与第三锥齿轮

(385)相连接，所述第三锥齿轮(385)与第四锥齿轮(386)相啮合，所述第四锥齿轮(386)与

第二传动轮(388)焊接在一起，所述第二传动轮(388)通过第五连杆(389)与升降块(3810)

传动连接，所述升降块(3810)滑动连接在传动盒体(3813)中，所述第六连杆(3811)一端与

升降块(3810)的下端铰接，另一端与凸轮(3812)的一端铰接，所述凸轮(3812)通过传动带

(3814)与第五锥齿轮(3815)相连接，所述第五锥齿轮(3815)与第六锥齿轮(3816)相啮合，

所述第六锥齿轮(3816)通过第二连轴(3817)与线圈(3818)相连接，所述北极磁条(3820)和

南极磁条(3821)安装在安装板(3819)上，所述线圈(3818)布置在北极磁条(3820)和南极磁

条(3821)之间，所述线圈(3818)与备用电源装置(37)电性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多种发电方式的环卫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遮阳棚(1)

底部设有电风扇(2)，所述的电风扇(2)与蓄电池(322)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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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多种发电方式的环卫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卫车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具有多种发电方式的环卫车。

背景技术

[0002] 环卫车是用于城市市容整理、清洁的专用车辆。目前市场上的环卫车主要分为电

动环卫车和脚蹬环卫车，脚蹬环卫车用起来太累，电动环卫车需要充电不够节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多种发电方式的环卫车，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导致

的上述缺陷。

[0004] 一种具有多种发电方式的环卫车，包括遮阳棚、车轮和车架，还包括动力装置，所

述动力装置包括壳体、电机、太阳能供电装置、转换装置、第一传动装置、第二传动装置、电

能传导装置、备用电源装置和风力发电装置，所述太阳能供电装置、转换装置、第一传动装

置、第二传动装置、电能传导装置和备用电源装置布置在壳体的内部，所述太阳能供电装置

与转换装置相连接，所述转换装置布置在电能传导装置的左侧，所述电能传导装置与备用

电源装置电性连接，所述第一传动装置与转换装置相连接，所述第一转动装置与第二传动

装置传动连接，所述第二传动装置与备用电源装置滑动连接，所述电机与车轮相连接，所述

电能传导装置与电机电性连接，所述风力发电装置与备用电源装置电性连接。

[0005] 优选的，所述太阳能供电装置包括太阳能发电板和蓄电池，所述太阳能发电板安

装在遮阳棚的顶部，所述蓄电池安装在壳体内部的左上部，所述蓄电池与转换装置电性连

接。

[0006] 优选的，其特征在于：所述转换装置包括包括电磁线圈、滑行轨道、排斥磁块、移动

推杆、弹簧连接杆、固定支架、第二弹簧连接杆，所述电磁线圈右侧末端设有导电板，所述电

磁线圈通过导电板设于固定支架上，所述导电板通过螺母固定于固定支架侧边表面上，所

述滑行轨道通过螺母设于外壳内部顶面上，所述移动推杆顶部一端嵌入连接于滑行轨道

上，并通过卡扣扣合连接，所述移动推杆一端与第一传动装置相连接，所述排斥磁块嵌入连

接于移动推杆上，所述排斥磁块与移动推杆为过盈配合连接，所述弹簧连接杆和第二弹簧

连接杆均一端与固定支架连接，另一端与移动推杆固定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第一传动装置还包括第一连接杆、复位弹簧、第二连接杆、电流连接

开关、矩形块、主动齿轮、从动齿轮、连接带、第二复位弹簧、转动轴心、第二连接卡块、第三

连接杆，所述第一连接杆与移动推杆固定连接，所述复位弹簧一端与第二连接杆相焊接，另

一端固定连接在电能传导装置上，所述第一连接杆的通过底部设有的齿条与主动齿轮相啮

合，所述主动齿轮通过连接带与从动齿轮连接，所述第二连接杆的底端与矩形块扣合连接，

所述电流连接开关一端固定连接在从动齿轮上并与蓄电池电性连接，所述矩形块与第三连

接杆的顶端相扣合，所述第三连接杆的正表面设有转动轴心，所述第二复位弹簧的左端与

矩形块相连接，所述第三连接杆的底端与第二连接卡块扣合连接，所述第二连接卡块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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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动装置相连接。

[0008] 优选的，所述第二传动装置包括平推杆、配合杆、配合轮、第一皮带、第一从动轮、

第三复位弹簧、滑槽、第一移动块、第一连杆、第一滑块、第二滑块、滑竿、第二连杆、第一传

动轮、扇形齿轮、第三连杆、第四连杆、滑轨、第二移动块和触头，所述平推杆与第三复位弹

簧嵌套连接，所述平推杆的左端与配合杆扣合连接，所述配合杆与配合轮的正表面相扣合，

所述配合轮与第一皮带相连接，所述第一皮带与第一从动轮相贴合，所述平推杆与滑槽相

嵌套，所述第一连杆一端与第一从动轮固定连接，另一端与第一滑块铰接，所述第一滑块滑

动连接在第一移动块设有的第一滑槽中，所述第一移动块固定连接在第二滑块的侧面，所

述第二滑块与滑竿滑动连接在一起，所述第二滑块通过第二连杆与第一传动轮相连接，所

述第一传动轮与扇形齿轮相啮合，所述第三连杆一端与扇形齿轮固定连接，另一端与第二

移动块铰接，所述第四连杆一端与滑轨滑动连接，另一端与第二移动块铰接，所述触头一端

固定连接在第二移动块的表面，另一端与备用电池装置滑动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电能传导装置包括电能传导器和电能接收器，所述电能传导器的底

端设有电能接收器，所述电能接受器分别与太阳能供电装置和备用电源装置电性连接，所

述电能传导器与电机电性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备用电池装置包括备用蓄电池、电流连接线、保护外壳和启动开关，

所述启动开关与备用蓄电池电性连接，所述启动开关布置在保护外壳的内部，所述备用蓄

电池通过电流连接线与电能传导装置相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风力发电装置包括风车、支撑架、第一锥齿轮、第二锥齿轮、第三锥齿

轮、第四锥齿轮、第一连轴、第二传动轮、第五连杆、升降块、第六连杆、凸轮、传动盒体、传动

带、第五锥齿轮、第六锥齿轮、第二连轴、线圈、安装板、北极磁条和南极磁条，所述风车转动

连接在支撑架上，所述支撑架固定连接在遮阳棚的顶部，所述第一锥齿轮通过短轴与风车

相连接，所述第一锥齿轮与第二锥齿轮相啮合，所述第二锥齿轮通过第一连轴与第三锥齿

轮相连接，所述第三锥齿轮与第四锥齿轮相啮合，所述第四锥齿轮与第二传动轮焊接在一

起，所述第二传动轮通过第五连杆与升降块传动连接，所述升降块滑动连接在传动盒体中，

所述第六连杆一端与升降块的下端铰接，另一端与凸轮的一端铰接，所述凸轮通过传动带

与第五锥齿轮相连接，所述第五锥齿轮与第六锥齿轮相啮合，所述第六锥齿轮通过第二连

轴与线圈相连接，所述北极磁条和南极磁条安装在安装板上，所述线圈布置在北极磁条和

南极磁条之间，所述线圈与备用电源装置电性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的遮阳棚底部设有电风扇，所述的电风扇与蓄电池电性连接。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环卫车依靠太阳能发电板吸收光能将光能转换为电能存储

在蓄电池中，蓄电池将电流通过电流连接开关传递给电能传导器为电机提供电力，当蓄电

池内电能耗光时，转换装置就开始运行，此时电磁线圈失去电流从而失去了对排斥磁块的

排斥力，然后复位弹簧恢复原状将第一连接杆向左弹起，使得主动齿轮转动带动从动齿轮

逆时针转动，使得电流连接开关断开电流，于是电能传导器断开电流停止运行，然后通过第

一连接杆带动着第二连接杆向左运动，使得第二连接杆的底端将矩形块向右推动，挤压第

二复位弹簧，使得第三连接杆以转动轴心为轴心点顶端向右移动，底端向左运动，带动平推

杆向左推动，于是平推杆通过第三复位弹簧推动配合轮正向转动，使得第一皮带发生位移，

将转动力传输给第一从动轮，第一从动轮带动第一连杆转动，第一连杆通过第一滑块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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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移动块向下移动，从而使得第二滑块在滑竿上向下移动，第二滑块通过第二连杆带动

第一传动轮转动，第一传动轮带动扇形齿轮转动，扇形齿轮带动第三连杆的一端向右移动，

从而通过第二移动块带动触头向右移动，挤压启动开关，从而启动备用蓄电池开始运行，于

是备用蓄电池启动电流，电流通过电流连接线将电流传输给电能传导器，使电能传导器接

通电流后继续运行，将电流传输给电机，为电机提供电能，维持电机的正常工作使得车轮能

够正常转动，当环卫车行驶时和风力较大的时候，风力带动风车转动，风车通过短轴带动第

一锥齿轮转动，第一锥齿轮通过第二锥齿轮和第三锥齿轮带动第四锥齿轮转动，第四锥齿

轮带动第二传动轮转动，第二传动轮通过第五连杆带动升降块上下移动，升降块通过第六

连杆带动凸轮转动，凸轮通过传动带带动第五锥齿轮转动，第五锥齿轮通过第六锥齿轮和

第二连轴带动线圈在北极磁条和南极磁条之中转动做切割磁感线运动产生电流给备用蓄

电池充电。

[0014] 1、本发明通过设计的太阳能供电装置为电机提供动力，使得环卫车更加环保，节

约了电能；

[0015] 2、同时当长期阴雨天时，太阳能供电装置不足以给电机提供动力时，通过上述部

件的结合，能够在太阳能供电装置断电后自动启动备用蓄电池，将电能传输给电机，使电机

接通电能后能够正常工作，防止环卫车因长期阴雨天时没有电力而停止工作，给人们的工

作带来不便，提高了环卫车的稳定性和实用性；

[0016] 3、风力发电装置的设计实现了通过风力来给环卫车进行充电，如此既节能又环

保，进一步提升了环卫车的实用性。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动力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动力装置的详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矩形块处的放大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第一连杆处的放大图。

[0022] 其中，遮阳棚1、电风扇2、动力装置3、车架4、车轮5、壳体31、太阳能供电装置32、转

换装置33、第一传动装置34、第二传动装置35、电能传导装置36、备用电源装置37、风力发电

装置38、太阳能发电板321、蓄电池322、电磁线圈331、滑行轨道332、排斥磁块333、移动推杆

334、弹簧连接杆335、固定支架336、第二弹簧连接杆337、第一连接杆341、复位弹簧342、第

二连接杆343、电流连接开关344、矩形块345、主动齿轮346、从动齿轮347、连接带348、第二

复位弹簧349、转动轴心3410、第二连接卡块3411、第三连接杆3412、平推杆351、配合杆352、

配合轮353、第一皮带354、第一从动轮355、第三复位弹簧356、滑槽357、第一移动块358、第

一连杆359、第一滑块3510、第二滑块3511、滑竿3512、第二连杆3513、第一传动轮3514、扇形

齿轮3515、第三连杆3516、第四连杆3517、滑轨3518、第二移动块3519、触头3520、电能传导

器361、电能接收器362、备用蓄电池371、电流连接线372、保护外壳373、启动开关374、风车

381、支撑架382、第一锥齿轮383、第二锥齿轮384、第三锥齿轮385、第四锥齿轮386、第一连

轴387、第二传动轮388、第五连杆389、升降块3810、第六连杆3811、凸轮3812、传动盒体

3813、传动带3814、第五锥齿轮3815、第六锥齿轮3816、第二连轴3817、线圈3818、安装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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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9、北极磁条3820、南极磁条3821。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通过对实施例的描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如所涉及的各构件的形状、构

造、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位置及连接关系、各部分的作用及工作原理、制造工艺及操作使用方

法等，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以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发明构思、技术方案有更完

整、准确和深入的理解。

[0024] 如图1-图5所示，一种具有多种发电方式的环卫车，包括遮阳棚1、车轮5和车架4，

还包括动力装置3，所述动力装置3包括壳体31、电机、太阳能供电装置32、转换装置33、第一

传动装置34、第二传动装置35、电能传导装置36、备用电源装置37和风力发电装置38，所述

太阳能供电装置32、转换装置33、第一传动装置34、第二传动装置35、电能传导装置36和备

用电源装置37布置在壳体31的内部，所述太阳能供电装置32与转换装置33相连接，所述转

换装置33布置在电能传导36装置的左侧，所述电能传导装置36与备用电源装置37电性连

接，所述第一传动装置34与转换装置33相连接，所述第一转动装置34与第二传动装置35传

动连接，所述第二传动装置35与备用电源装置37滑动连接，所述电机与车轮5相连接，所述

电能传导装置36与电机电性连接，所述风力发电装置38与备用电源装置37电性连接。

[002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太阳能供电装置32包括太阳能发电板321和蓄电池322，所述

太阳能发电板321安装在遮阳棚1的顶部，所述蓄电池322安装在壳体31内部的左上部，所述

蓄电池322与转换装置33电性连接。

[0026] 在本实施例中，其特征在于：所述转换装置33包括包括电磁线圈331、滑行轨道

332、排斥磁块333、移动推杆334、弹簧连接杆335、固定支架336、第二弹簧连接杆337，所述

电磁线圈331右侧末端设有导电板，所述电磁线圈331通过导电板设于固定支架336上，所述

导电板通过螺母固定于固定支架336侧边表面上，所述滑行轨道332通过螺母设于外壳31内

部顶面上，所述移动推杆334顶部一端嵌入连接于滑行轨道332上，并通过卡扣扣合连接，所

述移动推杆334一端与第一传动装置34相连接，所述排斥磁块333嵌入连接于移动推杆334

上，所述排斥磁块333与移动推杆334为过盈配合连接，所述弹簧连接杆335和第二弹簧连接

杆337均一端与固定支架336连接，另一端与移动推杆334固定连接。

[002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传动装置34还包括第一连接杆341、复位弹簧342、第二连

接杆343、电流连接开关344、矩形块345、主动齿轮346、从动齿轮347、连接带348、第二复位

弹簧349、转动轴心3410、第二连接卡块3411、第三连接杆3412，所述第一连接杆341与移动

推杆334固定连接，所述复位弹簧342一端与第二连接杆343相焊接，另一端固定连接在电能

传导装置36上，所述第一连接杆341的通过底部设有的齿条与主动齿轮346相啮合，所述主

动齿轮346通过连接带348与从动齿轮347连接，所述第二连接杆343的底端与矩形块345扣

合连接，所述电流连接开关344一端固定连接在从动齿轮347上并与蓄电池322电性连接，所

述矩形块345与第三连接杆3412的顶端相扣合，所述第三连接杆3412的正表面设有转动轴

心3410，所述第二复位弹簧349的左端与矩形块345相连接，所述第三连接杆3412的底端与

第二连接卡块3411扣合连接，所述第二连接卡块3411与第二传动装置35相连接。

[002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二传动装置35包括平推杆351、配合杆352、配合轮353、第一

皮带354、第一从动轮355、第三复位弹簧356、滑槽357、第一移动块358、第一连杆359、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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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块3510、第二滑块3511、滑竿3512、第二连杆3513、第一传动轮3514、扇形齿轮3515、第三

连杆3516、第四连杆3517、滑轨3518、第二移动块3519和触头3520，所述平推杆351与第三复

位弹簧356嵌套连接，所述平推杆351的左端与配合杆352扣合连接，所述配合杆352与配合

轮353的正表面相扣合，所述配合轮353与第一皮带354相连接，所述第一皮带354与第一从

动轮355相贴合，所述平推杆351与滑槽357相嵌套，所述第一连杆359一端与第一从动轮355

固定连接，另一端与第一滑块3510铰接，所述第一滑块3510滑动连接在第一移动块358设有

的第一滑槽中，所述第一移动块358固定连接在第二滑块3511的侧面，所述第二滑块3511与

滑竿3512滑动连接在一起，所述第二滑块3511通过第二连杆3513与第一传动轮3514相连

接，所述第一传动轮3514与扇形齿轮3515相啮合，所述第三连杆3516一端与扇形齿轮3515

固定连接，另一端与第二移动块3519铰接，所述第四连杆3517一端与滑轨3518滑动连接，另

一端与第二移动块3519铰接，所述触头3520一端固定连接在第二移动块3519的表面，另一

端与备用电池装置37滑动连接。

[0029]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电能传导装置36包括电能传导器361和电能接收器362，所述

电能传导器361的底端设有电能接收器362，所述电能接受器362分别与太阳能供电装置32

和备用电源装置37电性连接，所述电能传导器361与电机电性连接。

[0030]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备用电池装置37包括备用蓄电池371、电流连接线372、保护外

壳373和启动开关374，所述启动开关374与备用蓄电池371电性连接，所述启动开关布374置

在保护外壳373的内部，所述备用蓄电池371通过电流连接线372与电能传导装置36相连接。

[003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风力发电装置38包括风车381、支撑架382、第一锥齿轮383、第

二锥齿轮384、第三锥齿轮385、第四锥齿轮386、第一连轴387、第二传动轮388、第五连杆

389、升降块3810、第六连杆3811、凸轮3812、传动盒体3813、传动带3814、第五锥齿轮3815、

第六锥齿轮3816、第二连轴3817、线圈3818、安装板3819、北极磁条3820和南极磁条3821，所

述风车381转动连接在支撑架382上，所述支撑架382固定连接在遮阳棚1的顶部，所述第一

锥齿轮383通过短轴与风车381相连接，所述第一锥齿轮383与第二锥齿轮384相啮合，所述

第二锥齿轮384通过第一连轴387与第三锥齿轮385相连接，所述第三锥齿轮385与第四锥齿

轮386相啮合，所述第四锥齿轮386与第二传动轮388焊接在一起，所述第二传动轮388通过

第五连杆389与升降块3810传动连接，所述升降块3810滑动连接在传动盒体3813中，所述第

六连杆3811一端与升降块3810的下端铰接，另一端与凸轮3812的一端铰接，所述凸轮3812

通过传动带3814与第五锥齿轮3815相连接，所述第五锥齿轮3815与第六锥齿轮3816相啮

合，所述第六锥齿轮3816通过第二连轴3817与线圈3818相连接，所述北极磁条3820和南极

磁条3821安装在安装板3819上，所述线圈3818布置在北极磁条3820和南极磁条3821之间，

所述线圈3818与备用电源装置37电性连接。

[0032]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的遮阳棚1底部设有电风扇2，所述的电风扇2与蓄电池322电

性连接，电风扇2能够有效的避免环卫工人在炎热的天气下工作而中暑，非常实用，耗能低，

续航能力强。

[003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环卫车依靠太阳能发电板321吸收光能将光能转换为电能存

储在蓄电池322中，蓄电池322将电流通过电流连接开关344传递给电能传导器361为电机提

供电力；

[0034] 当蓄电池322内电能耗光时，转换装置33就开始运行，此时电磁线圈331失去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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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失去了对排斥磁块333的排斥力，然后复位弹簧342恢复原状将第一连接杆341向左弹

起，使得主动齿轮346转动带动从动齿轮347逆时针转动，使得电流连接开关344断开电流，

于是电能传导器361断开电流停止运行，然后通过第一连接杆341带动着第二连接杆343向

左运动，使得第二连接杆343的底端将矩形块345向右推动，挤压第二复位弹簧349，使得第

三连接杆3412以转动轴心3410为轴心点顶端向右移动，底端向左运动，带动平推杆351向左

推动，于是平推杆351通过第三复位弹簧356推动配合轮353正向转动，使得第一皮带354发

生位移，将转动力传输给第一从动轮355，第一从动轮355带动第一连杆359转动，第一连杆

359通过第一滑块3510带动第一移动块358向下移动，从而使得第二滑块3511在滑竿3512上

向下移动，第二滑块3511通过第二连杆3513带动第一传动轮3514转动，第一传动轮3514带

动扇形齿轮3515转动，扇形齿轮3515带动第三连杆3516的一端向右移动，从而通过第二移

动块3519带动触头3520向右移动，挤压启动开关374，从而启动备用蓄电池371开始运行，于

是备用蓄电池371启动电流，电流通过电流连接线372将电流传输给电能传导器361，使电能

传导器361接通电流后继续运行，将电流传输给电机，为电机提供电能，维持电机的正常工

作使得车轮5能够正常转动；

[0035] 当环卫车行驶时和风力较大的时候，风力带动风车381转动，风车381通过短轴带

动第一锥齿轮383转动，第一锥齿轮383通过第二锥齿轮384和第三锥齿轮385带动第四锥齿

轮386转动，第四锥齿轮386带动第二传动轮388转动，第二传动轮388通过第五连杆389带动

升降块3810上下移动，升降块3810通过第六连杆3811带动凸轮3812转动，凸轮3812通过传

动带3814带动第五锥齿轮3815转动，第五锥齿轮3815通过第六锥齿轮3816和第二连轴3817

带动线圈3818在北极磁条3820和南极磁条3821之中转动做切割磁感线运动产生电流给备

用蓄电池371充电，如此通过风力来给环卫车进行充电既节能又环保，进一步提升了环卫车

的实用性。

[0036] 上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示例性描述，显然本发明具体实现并不受上述方

式的限制，只要采用了本发明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非实质性的改进，或未经

改进将本发明的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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