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361816.1

(22)申请日 2018.11.15

(71)申请人 马清海

地址 314100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阳光东

路458号

(72)发明人 马清海　

(51)Int.Cl.

G09F 9/00(2006.01)

B08B 1/00(2006.01)

B08B 3/02(2006.01)

H02J 7/35(2006.01)

F03D 9/25(201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新能源供电的学校用信息显示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能源供电的学校用信

息显示装置，包括支撑板、清扫机构和储水机构，

支撑板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太阳能电板，支撑板顶

部的中端固定连接有支撑杆，且支撑杆的顶端通

过轴承活动连接有风力发电机，支撑板顶部的外

侧固定连接有集雨罩，且集雨罩的内表面固定连

接有金属滤网片，集雨罩底部的左端通过管道与

储水机构连通，且储水机构还通过管道与喷头连

通，支撑板底部的中端固定连接有储能机构。本

发明在支撑板的顶部固定连接了太阳能电板，并

在支撑杆的顶端通过轴承活动连接了风力发电

机，可满足人们采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需求，

在提高对太阳能和风能利用率的同时，也提高了

本装置的节能环保性，符合国家节能减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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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能源供电的学校用信息显示装置，包括支撑板（1）、清扫机构（4）和储水机构

（6），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板（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太阳能电板（15），支撑板（1）顶部的中

端固定连接有支撑杆（13），且支撑杆（13）的顶端通过轴承活动连接有风力发电机（3），所述

支撑板（1）顶部的外侧固定连接有集雨罩（5），且集雨罩（5）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有金属滤网

片（2），所述集雨罩（5）底部的左端通过管道与储水机构（6）连通，且储水机构（6）还通过管

道与喷头（12）连通，所述支撑板（1）底部的中端固定连接有储能机构（8），且支撑板（1）右侧

的前端固定连接有清扫机构（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供电的学校用信息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太

阳能电板（15）与支撑杆（13）的连接处开设有预留口，且预留口的内腔套接有密封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供电的学校用信息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

撑板（1）底部的四周均固定连接有支撑腿（10），支撑腿（10）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安装板（7），

且安装板（7）内表面的四周均开设有安装孔（9）。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供电的学校用信息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

能机构（8）包括电池盒（83），且电池盒（83）内腔底部的中端固定连接有蓄电池（82），电池盒

（83）右侧的中端开设有充电口（84），且电池盒（83）左侧的中端固定连接有PLC控制器（8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供电的学校用信息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

扫机构（4）包括第一支撑板（41），且第一支撑板（41）右侧的上下两端均固定连接有第一电

动伸缩杆（43），第一电动伸缩杆（43）的左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支撑板（42），且第二支撑板

（42）和第一支撑板（41）均为“L”型结构，同时第二支撑板（42）背面的上下两端均固定连接

有第二电动伸缩杆（46），第二电动伸缩杆（46）的末端固定连接有第三支撑板（45），且第三

支撑板（45）的背面固定连接有毛刷（4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供电的学校用信息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

头（12）的数量为十到十五个，且每两个相邻喷头（12）之间的夹角均相同。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供电的学校用信息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

水机构（6）包括储水箱（64），且储水箱（64）内腔的上端从上到下依次固定连接有多介质过

滤网（62）和聚丙烯滤网层（63），储水箱（64）内腔底部的左端固定连接有压力传感器（66），

储水箱（64）内腔底部的右端固定安装有泵机（65），且泵机（65）的出水端通过管道与喷头

（12）连通，储水箱（64）左侧的底部开设有出水口（67），且出水口（67）的内腔套接有橡胶塞，

储水箱（64）顶部的左端开设有注水口（61），且注水口（61）的顶端螺纹连接有盖板，储水箱

（64）正表面的左下端设置有观察窗，且观察窗的材质为亚克力板或丙烯酸酯塑料板中的一

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供电的学校用信息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

撑板（1）正表面的下端嵌设有防水显示屏（14），支撑板（1）正表面的下端且位于防水显示屏

（14）的外侧嵌设有防护板（11），防护板（11）的正表面与支撑板（1）的正表面平齐，且防护板

（11）与支撑板（1）之间的缝隙处用密封胶填满，同时防护板（11）的材质为亚克力板或丙烯

酸酯塑料板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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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能源供电的学校用信息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信息显示装置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新能源供电的学校用信息显示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学校是指教育者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的教育活动的组织机构，

在校园中，教师或校方每天都会向学生下达各种通知，在如今的现代化教育下，一般都采用

电子公告板来进行通知下达，既方便快捷、又环保，但现有的电子公告板都采用市电进行供

电，极大的浪费了电能，且在出现停电等意外现象时，便无法及时将通知显示出来，为人们

的使用带来不便，为此，我们提出一种新能源供电的学校用信息显示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能源供电的学校用信息显示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

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新能源供电的学校用信息显示

装置，包括支撑板、清扫机构和储水机构，所述支撑板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太阳能电板，支撑

板顶部的中端固定连接有支撑杆，且支撑杆的顶端通过轴承活动连接有风力发电机，所述

支撑板顶部的外侧固定连接有集雨罩，且集雨罩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有金属滤网片，所述集

雨罩底部的左端通过管道与储水机构连通，且储水机构还通过管道与喷头连通，所述支撑

板底部的中端固定连接有储能机构，且支撑板右侧的前端固定连接有清扫机构。

[0005] 优选的，所述太阳能电板与支撑杆的连接处开设有预留口，且预留口的内腔套接

有密封圈。

[0006] 优选的，所述支撑板底部的四周均固定连接有支撑腿，支撑腿的底部固定连接有

安装板，且安装板内表面的四周均开设有安装孔。

[0007] 优选的，所述储能机构包括电池盒，且电池盒内腔底部的中端固定连接有蓄电池，

电池盒右侧的中端开设有充电口，且电池盒左侧的中端固定连接有PLC控制器。

[0008] 优选的，所述清扫机构包括第一支撑板，且第一支撑板右侧的上下两端均固定连

接有第一电动伸缩杆，第一电动伸缩杆的左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支撑板，且第二支撑板和第

一支撑板均为“L”型结构，同时第二支撑板背面的上下两端均固定连接有第二电动伸缩杆，

第二电动伸缩杆的末端固定连接有第三支撑板，且第三支撑板的背面固定连接有毛刷。

[0009] 优选的，所述喷头的数量为十到十五个，且每两个相邻喷头之间的夹角均相同。

[0010] 优选的，所述储水机构包括储水箱，且储水箱内腔的上端从上到下依次固定连接

有多介质过滤网和聚丙烯滤网层，储水箱内腔底部的左端固定连接有压力传感器，储水箱

内腔底部的右端固定安装有泵机，且泵机的出水端通过管道与喷头连通，储水箱左侧的底

部开设有出水口，且出水口的内腔套接有橡胶塞，储水箱顶部的左端开设有注水口，且注水

口的顶端螺纹连接有盖板，储水箱正表面的左下端设置有观察窗，且观察窗的材质为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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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板或丙烯酸酯塑料板中的一种。

[0011] 优选的，所述支撑板正表面的下端嵌设有防水显示屏，支撑板正表面的下端且位

于防水显示屏的外侧嵌设有防护板，防护板的正表面与支撑板的正表面平齐，且防护板与

支撑板之间的缝隙处用密封胶填满，同时防护板的材质为亚克力板或丙烯酸酯塑料板中的

一种。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1、本发明在支撑板的顶部固定连接了太阳能电板，并在支撑杆的顶端通过轴承活动连

接了风力发电机，可满足人们采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需求，在提高对太阳能和风能利用

率的同时，也提高了本装置的节能环保性，符合国家节能减排需求。

[0013] 2、本发明设置了储水机构，可保障喷头有足够的水源，从而实现对防护板表面进

行喷水处理，设置了清扫机构，可满足人们对防护板表面进行清扫处理，从而提高了本显示

装置的显示效果。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主视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清扫机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第二支撑板俯视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喷头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储水机构结构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储能机构结构示意图；

图8为本发明工作原理示意图。

[0015] 图中：1支撑板、2金属滤网片、3风力发电机、4清扫机构、41第一支撑板、42第二支

撑板、43第一电动伸缩杆、44毛刷、45第三支撑板、46第二电动伸缩杆、5集雨罩、6储水机构、

61注水口、62多介质过滤网、63聚丙烯滤网层、64储水箱、65泵机、66压力传感器、67出水口、

7安装板、8储能机构、81  PLC控制器、82蓄电池、83电池盒、84充电口、9安装孔、10支撑腿、11

防护板、12喷头、13支撑杆、14防水显示屏、15太阳能电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7] 实施例一：

请参阅图1-8，一种新能源供电的学校用信息显示装置，包括支撑板1、清扫机构4和储

水机构6，支撑板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太阳能电板15，支撑板1顶部的中端固定连接有支撑杆

13，太阳能电板15与支撑杆13的连接处开设有预留口，且预留口的内腔套接有密封圈，且支

撑杆13的顶端通过轴承活动连接有风力发电机3，太阳能电板15和风力发电机3可分别将太

阳能和风能转换为电能，并储存在蓄电池82内，以方便对泵机65等用电设备提供电能，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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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对太阳能和风能利用率的同时，也提高了本装置的节能环保性，符合国家节能减排需求，

支撑板1顶部的外侧固定连接有集雨罩5，可对雨水进行收集，从而降低了对水资源的浪费，

且集雨罩5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有金属滤网片2，可避免出现落叶等杂质堵塞管道的现象发

生，集雨罩5底部的左端通过管道与储水机构6连通，人们可从注水口61内注水，也可将集雨

罩5收集的雨水流入到储水箱64内，并通过多介质过滤网62和聚丙烯滤网层63的作用，可对

水体进行两级物理过滤处理，保障水体的干净，人们可根据需要通过PLC控制器81打开泵机

65，泵机65将储水箱64内的水通过管道从喷头12内喷出，从而实现对防护板11表面进行喷

水处理，同时压力传感器66可对储水箱64内剩余水量进行监测，并在水量过低时，自动断开

泵机65的电源，保障了泵机65使用的安全性，储水机构6包括储水箱64，且储水箱64内腔的

上端从上到下依次固定连接有多介质过滤网62和聚丙烯滤网层63，储水箱64内腔底部的左

端固定连接有压力传感器66，储水箱64内腔底部的右端固定安装有泵机65，且泵机65的出

水端通过管道与喷头12连通，储水箱64左侧的底部开设有出水口67，且出水口67的内腔套

接有橡胶塞，储水箱64顶部的左端开设有注水口61，且注水口61的顶端螺纹连接有盖板，储

水箱64正表面的左下端设置有观察窗，可方便人们对储水箱64内的水位进行观察，且观察

窗的材质为亚克力板，且储水机构6还通过管道与喷头12连通，喷头12的数量为十个，且每

两个相邻喷头12之间的夹角均相同，支撑板1底部的中端固定连接有储能机构8，储能机构8

包括电池盒83，且电池盒83内腔底部的中端固定连接有蓄电池82，电池盒83右侧的中端开

设有充电口84，可对蓄电池82进行充电，且电池盒83左侧的中端固定连接有PLC控制器81，

且支撑板1右侧的前端固定连接有清扫机构4，人们可根据需要通过PLC控制器81控制第二

电动伸缩杆46伸长，使毛刷44紧贴防护板11的正表面，并通过PLC控制器81控制第一电动伸

缩杆43伸长，从而实现对防护板11表面进行清扫处理的需求，有效提高了本显示装置的显

示效果，清扫机构4包括第一支撑板41，且第一支撑板41右侧的上下两端均固定连接有第一

电动伸缩杆43，第一电动伸缩杆43的左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支撑板42，且第二支撑板42和第

一支撑板41均为“L”型结构，同时第二支撑板42背面的上下两端均固定连接有第二电动伸

缩杆46，第二电动伸缩杆46的末端固定连接有第三支撑板45，且第三支撑板45的背面固定

连接有毛刷44，支撑板1正表面的下端嵌设有防水显示屏14，支撑板1正表面的下端且位于

防水显示屏14的外侧嵌设有防护板11，防护板11的正表面与支撑板1的正表面平齐，且防护

板11与支撑板1之间的缝隙处用密封胶填满，同时防护板11的材质为亚克力板，支撑板1底

部的四周均固定连接有支撑腿10，支撑腿10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安装板7，且安装板7内表面

的四周均开设有安装孔9。

[0018] 实施例二：

请参阅图1-8，一种新能源供电的学校用信息显示装置，包括支撑板1、清扫机构4和储

水机构6，支撑板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太阳能电板15，支撑板1顶部的中端固定连接有支撑杆

13，太阳能电板15与支撑杆13的连接处开设有预留口，且预留口的内腔套接有密封圈，且支

撑杆13的顶端通过轴承活动连接有风力发电机3，太阳能电板15和风力发电机3可分别将太

阳能和风能转换为电能，并储存在蓄电池82内，以方便对泵机65等用电设备提供电能，在提

高对太阳能和风能利用率的同时，也提高了本装置的节能环保性，符合国家节能减排需求，

支撑板1顶部的外侧固定连接有集雨罩5，可对雨水进行收集，从而降低了对水资源的浪费，

且集雨罩5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有金属滤网片2，可避免出现落叶等杂质堵塞管道的现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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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集雨罩5底部的左端通过管道与储水机构6连通，人们可从注水口61内注水，也可将集雨

罩5收集的雨水流入到储水箱64内，并通过多介质过滤网62和聚丙烯滤网层63的作用，可对

水体进行两级物理过滤处理，保障水体的干净，人们可根据需要通过PLC控制器81打开泵机

65，泵机65将储水箱64内的水通过管道从喷头12内喷出，从而实现对防护板11表面进行喷

水处理，同时压力传感器66可对储水箱64内剩余水量进行监测，并在水量过低时，自动断开

泵机65的电源，保障了泵机65使用的安全性，储水机构6包括储水箱64，且储水箱64内腔的

上端从上到下依次固定连接有多介质过滤网62和聚丙烯滤网层63，储水箱64内腔底部的左

端固定连接有压力传感器66，储水箱64内腔底部的右端固定安装有泵机65，且泵机65的出

水端通过管道与喷头12连通，储水箱64左侧的底部开设有出水口67，且出水口67的内腔套

接有橡胶塞，储水箱64顶部的左端开设有注水口61，且注水口61的顶端螺纹连接有盖板，储

水箱64正表面的左下端设置有观察窗，可方便人们对储水箱64内的水位进行观察，且观察

窗的材质为丙烯酸酯塑料板，且储水机构6还通过管道与喷头12连通，喷头12的数量为十五

个，且每两个相邻喷头12之间的夹角均相同，支撑板1底部的中端固定连接有储能机构8，储

能机构8包括电池盒83，且电池盒83内腔底部的中端固定连接有蓄电池82，电池盒83右侧的

中端开设有充电口84，可对蓄电池82进行充电，且电池盒83左侧的中端固定连接有PLC控制

器81，且支撑板1右侧的前端固定连接有清扫机构4，人们可根据需要通过PLC控制器81控制

第二电动伸缩杆46伸长，使毛刷44紧贴防护板11的正表面，并通过PLC控制器81控制第一电

动伸缩杆43伸长，从而实现对防护板11表面进行清扫处理的需求，有效提高了本显示装置

的显示效果，清扫机构4包括第一支撑板41，且第一支撑板41右侧的上下两端均固定连接有

第一电动伸缩杆43，第一电动伸缩杆43的左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支撑板42，且第二支撑板42

和第一支撑板41均为“L”型结构，同时第二支撑板42背面的上下两端均固定连接有第二电

动伸缩杆46，第二电动伸缩杆46的末端固定连接有第三支撑板45，且第三支撑板45的背面

固定连接有毛刷44，支撑板1正表面的下端嵌设有防水显示屏14，支撑板1正表面的下端且

位于防水显示屏14的外侧嵌设有防护板11，防护板11的正表面与支撑板1的正表面平齐，且

防护板11与支撑板1之间的缝隙处用密封胶填满，同时防护板11的材质为丙烯酸酯塑料板，

支撑板1底部的四周均固定连接有支撑腿10，支撑腿10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安装板7，且安装

板7内表面的四周均开设有安装孔9。

[0019] 使用时，太阳能电板15和风力发电机3可分别将太阳能和风能转换为电能，并储存

在蓄电池82内，以方便对泵机65等用电设备提供电能，在提高对太阳能和风能利用率的同

时，也提高了本装置的节能环保性，符合国家节能减排需求，人们可从注水口61内注水，也

可将集雨罩5收集的雨水流入到储水箱64内，并通过多介质过滤网62和聚丙烯滤网层63的

作用，可对水体进行两级物理过滤处理，保障水体的干净，人们可根据需要通过PLC控制器

81打开泵机65，泵机65将储水箱64内的水通过管道从喷头12内喷出，从而实现对防护板11

表面进行喷水处理，同时压力传感器66可对储水箱64内剩余水量进行监测，并在水量过低

时，自动断开泵机65的电源，保障了泵机65使用的安全性，人们可根据需要通过PLC控制器

81控制第二电动伸缩杆46伸长，使毛刷44紧贴防护板11的正表面，并通过PLC控制器81控制

第一电动伸缩杆43伸长，从而实现对防护板11表面进行清扫处理的需求，有效提高了本显

示装置的显示效果。

[0020]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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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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