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164504.1

(22)申请日 2019.07.24

(73)专利权人 李彰怡

地址 100083 北京市海淀区志新北里2号楼

3-401室

(72)发明人 李彰怡　张霞　李白　

(51)Int.Cl.

B43L 21/00(2006.01)

C02F 9/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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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易擦洗黑板装置，包括

黑板、擦除部件、升降部件、回收部件和装置支

架。通过设置可以上下移动的可以长期保持湿润

的擦除部件，实现了对黑板高效的擦除，通过设

置底部的滤水槽和滤纸，可以实现对粉尘的集中

回收，通过设置吸附腔、回水管等回收部件，可以

实现对使用过程中的水体进行回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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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易擦洗黑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易擦洗黑板包括黑板、擦除部件、升降部件、

回收部件和装置支架；

所述擦除部件包括移动擦除腔、棉布擦条、橡胶擦条、风扇、风扇容置腔、移动擦除腔滑

块和移动擦除腔顶部开口；

所述升降部件包括上定滑轮、下定滑轮、绳索和手柄；

所述回收部件包括滤水槽、滤纸、吸附腔、回水管、水泵、储水箱和供水开关；

所述移动擦除腔设置有2个，且均设置在所述黑板的前部，在移动擦除腔底部连接有所

述橡胶擦条，所述橡胶擦条一端与移动擦除腔底部固接另一端与黑板表面接触，在橡胶擦

条外部包裹有所述棉布擦条，所述棉布擦条的至少一端伸入到所述移动擦除腔内，每个所

述移动擦除腔内均掏设有所述风扇容置腔，在风扇容置腔内设置有所述风扇，在移动擦除

腔的侧部固接有所述移动擦除腔滑块；

所述升降部件设置有两套，分别设置在所述黑板的两侧，所述上定滑轮设置黑板侧部

的最顶端，所述下定滑轮设置在黑板侧部的最底端，所述绳索缠绕在上定滑轮和下定滑轮

之间，所述移动擦除腔滑块一端与所述移动擦除腔的侧部固接另一端固定在所述绳索上，

在所述下定滑轮的轴上设置有所述手柄，通过转动手柄实现绳索的移动继而通过所述移动

擦除腔滑块带动所述移动擦除腔在上定滑轮和下定滑轮之间滑动；

所述滤水槽设置在黑板的底部的前端，滤水槽整体为弧形设置且远离黑板的一侧为较

高的一侧，在滤水槽的顶部铺设有所述滤纸，滤水槽为密布上下通孔结构设置，在滤水槽的

底部连通有所述吸附腔，在吸附腔内充设有活性炭颗粒，所述储水箱设置在黑板的顶部，所

述回水管设置在所述黑板的背部，且回水管的底端与所述吸附腔连通，顶端与所述储水箱

连通，在回水管上设置有所述水泵，所述储水箱的底部且与所述移动擦除腔的顶部相接处

设置有所述供水开关，所述供水开关顶部与储水箱内连通底部设置有开闭的开关，且所述

供水开关的底部能够通过所述移动擦除腔顶部开口插入到所述移动擦除腔内；

所述装置支架设置有一个或多个，且一端与黑板背部固接另一端横置在地面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易擦洗黑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橡胶擦条的宽度大于所述

移动擦除腔与所述黑板之间的距离。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易擦洗黑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风扇包括风扇轴、叶片、驱

动电机、电池和开关，该开关设置在所述移动擦除腔滑块侧部，所述移动擦除腔滑块向下滑

动的时候即触碰开关打开，所述移动擦除腔滑块向上滑动到最上部的时候即再次触碰开关

将开关关闭。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易擦洗黑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柄上安装有电动马达。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易擦洗黑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支架设置有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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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易擦洗黑板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教学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易擦洗黑板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虽然目前教学设备比较丰富，电气化的教学设备比较普遍，但是黑板由于其可以

实时表达教师的教学内容，从而使得黑板成为在各级教学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教学设备。目

前使用的黑板依然大多数依靠板擦来进行擦除，虽然无尘粉笔的逐步普及，但是使用板擦

进行擦除依然带来擦除不彻底、板擦上沾有粉尘等问题。

[0003] 在科技夏令营中也展出了很多国外的潮湿板擦、水雾喷射擦除等黑板设备，但是

这些也依然解决不了需要对粉尘进行清理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易擦洗黑板装置。

[0005] 具体通过如下技术手段实现：

[0006] 一种易擦洗黑板装置，所述易擦洗黑板包括黑板、擦除部件、升降部件、回收部件

和装置支架。

[0007] 所述擦除部件包括移动擦除腔、棉布擦条、橡胶擦条、风扇、风扇容置腔、移动擦除

腔滑块和移动擦除腔顶部开口。

[0008] 所述升降部件包括上定滑轮、下定滑轮、绳索和手柄。

[0009] 所述回收部件包括滤水槽、滤纸、吸附腔、回水管、水泵、储水箱和供水开关。

[0010] 所述移动擦除腔设置有多个，且均设置在所述黑板的前部，在移动擦除腔底部连

接有所述橡胶擦条，所述橡胶擦条一端与移动擦除腔底部固接另一端与黑板表面接触，在

橡胶擦条外部包裹有所述棉布擦条，所述棉布擦条的至少一端伸入到所述移动擦除腔内，

每个所述移动擦除腔内均掏设有所述风扇容置腔，在风扇容置腔内设置有所述风扇，在移

动擦除腔的侧部固接有所述移动擦除腔滑块。

[0011] 所述升降部件设置有两套，分别设置在所述黑板的两侧，所述上定滑轮设置黑板

侧部的最顶端，所述下定滑轮设置在黑板侧部的最底端，所述绳索缠绕在上定滑轮和下定

滑轮之间，所述移动擦除腔滑块一端与所述移动擦除腔的侧部固接另一端固定在所述绳索

上，在所述下定滑轮的轴上设置有所述手柄，通过转动手柄实现绳索的移动继而通过所述

移动擦除腔滑块带动所述移动擦除腔在上定滑轮和下定滑轮之间滑动。

[0012] 所述滤水槽设置在黑板的底部的前端，滤水槽整体为弧形设置且远离黑板的一侧

为较高的一侧，在滤水槽的顶部铺设有所述滤纸，滤水槽为密布上下通孔结构设置，在滤水

槽的底部连通有所述吸附腔，在吸附腔内充设有活性炭颗粒，所述储水箱设置在黑板的顶

部，所述回水管设置在所述黑板的背部，且回水管的底端与所述吸附腔连通，顶端与所述储

水箱连通，在回水管上设置有所述水泵，所述储水箱的底部且与所述移动擦除腔的顶部相

接处设置有所述供水开关，所述供水开关顶部与储水箱内连通底部设置有开闭的开关，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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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供水开关的底部能够通过所述移动擦除腔顶部开口插入到所述移动擦除腔内。

[0013] 所述装置支架设置有一个或多个，且一端与黑板背部固接另一端横置在地面上。

[0014] 作为优选，所述移动擦除腔设置有2个。

[0015] 作为优选，所述橡胶擦条的宽度大于所述移动擦除腔与所述黑板之间的距离。

[0016] 作为优选，所述风扇包括风扇轴、叶片、驱动电机、电池和开关，该开关设置在所述

移动擦除腔滑块侧部，所述移动擦除腔滑块向下滑动的时候即触碰开关打开，所述移动擦

除腔滑块向上滑动到最上部的时候即再次触碰开关将开关关闭。

[0017] 作为优选，所述手柄上安装有电动马达。

[0018] 作为优选，所述装置支架设置有2个。

[0019] 本实用新型所使用的电动马达、驱动电机、电池、开关、滤纸等均为市购产品。

[0020]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效果在于：

[0021] 1，通过设置可以上下移动的移动擦除腔，在移动擦除腔中充设有纯净水，在底部

设置有橡胶擦条可以高弹性的与黑板表面接触，保证擦除粒度，通过在橡胶擦条外部包设

有棉布擦条，棉布擦条包设在橡胶条外部，借助了橡胶条的高弹性，可以与黑板表面紧密接

触，同时由于棉布材质具有吸水的特性，因此将其与移动擦除腔内部连通后即可保持棉布

擦条时刻保持潮湿，从而可以高效的对黑板上的粉笔字进行擦除。并且由于设置有多个移

动擦除腔，可以实现单纯对局部进行擦除的目的。

[0022] 通过上下两个可以转动的滑轮（轮子）带动外部缠绕的绳索上下移动，从而带动移

动擦除腔上下移动，其中下定滑轮上的手柄可以手动转动也可以通过电动马达驱动转动实

现移动擦除腔上下移动，在向下移动的时候橡胶擦条和棉布擦条以潮湿的铲的方式向下移

动而将粉铲到滤纸上部，通过滤纸将水和粉的混合物分离，从而将多余的水通过滤纸和滤

水槽流动到吸附腔中，而将粉滤除在滤纸上部，当积聚到一定程度后将滤纸更换后将粉体

回收。

[0023] 2，通过在移动擦除腔内设置风扇，且风扇是在橡胶擦条和棉布擦条的上部，在向

下移动的过程中，黑板表面由于棉布擦条的潮湿而将黑板表面润湿了，通过同步向下移动

的风扇，将黑板表面的潮湿水吹干（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水的蒸发），从而给后续黑板的使用

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0024] 3，通过在滤水槽底部连通设置有吸附腔，在吸附腔内充设有活性炭颗粒（市购普

通活性炭颗粒即可），通过滤水槽流下的水体在吸附腔内富集，这个时间将对比较长，当富

集到一定程度后启动水泵即可将吸附腔内的水体抽取到储水箱内备用。从而使得水体得到

回收再利用。

[0025] 储水箱设置在顶部，并且设置向下开设的管子状的供水开关，当移动擦除腔内水

体不够的时候即可打开供水开关将储水箱内的水体充设到移动擦除腔内供棉布擦条使用，

从而使得本黑板装置成为一个可以相对长时期内自给自足的一个整体。实现了可以对使用

的水体进行回收、使用的粉体进行回收、且高效擦除黑板上的内容的一个整体。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易擦洗黑板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从风扇部纵剖的易擦洗黑板装置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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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易擦洗黑板装置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其中：1-黑板，2-移动擦除腔，3-棉布擦条，4-风扇，5-风扇容置腔，6-储水箱，7-供

水开关，8-滤水槽，9-吸附腔，10-回水管，11-水泵，12-装置支架，13-上定滑轮，14-下定滑

轮，15-绳索，16-移动擦除腔滑块，17-手柄，18-橡胶擦条，19-滤纸。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本实用新型的附图均为结构的示意图，仅为更加清楚的说明本实用新型的结构。

[0031] 本实施例示例性的说明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方式，并不对保护范围构成限定。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的一种易擦洗黑板装置，所述易擦洗黑板包括黑板、擦除部件、升降部

件、回收部件和装置支架。

[0032] 所述擦除部件包括移动擦除腔、棉布擦条、橡胶擦条、风扇、风扇容置腔、移动擦除

腔滑块和移动擦除腔顶部开口。

[0033] 所述升降部件包括上定滑轮、下定滑轮、绳索和手柄。

[0034] 所述回收部件包括滤水槽、滤纸、吸附腔、回水管、水泵、储水箱和供水开关。

[0035] 所述移动擦除腔设置有2个，且均设置在所述黑板的前部，在移动擦除腔内充设有

纯净水，在移动擦除腔底部连接有所述橡胶擦条，所述橡胶擦条一端与移动擦除腔底部固

接另一端与黑板表面接触，如图2和图3所示，所述橡胶擦条为左高右低且弹性弧形设置在

移动擦除腔和黑板之间，由于橡胶具有弹性，因此会与黑板表面密切接触，在橡胶擦条外部

包裹有所述棉布擦条，所述棉布擦条的至少一端伸入到所述移动擦除腔内，由于棉布是纤

维质材料，因此棉布擦条会将移动擦除腔内的水吸附在自身内，从而使得棉布擦条时刻是

潮湿的状态。如图1所示的每个所述移动擦除腔内均掏设有所述风扇容置腔，在风扇容置腔

内设置有所述风扇，在移动擦除腔的侧部固接有所述移动擦除腔滑块。所述风扇包括风扇

轴、叶片、驱动电机、电池和开关，该开关设置在所述移动擦除腔滑块侧部，所述移动擦除腔

滑块向下滑动的时候即触碰开关打开，所述移动擦除腔滑块向上滑动到最上部的时候即再

次触碰开关将开关关闭。所述开关通过电线与所述驱动电机电连接。所述电池为2000mA锂

电池，本实施例使用的型号为市购MCD2000，驱动电机为小型3W电机，本实施例使用的型号

为市购DUT3W-C，本实施例的开关为将市购飞利浦WC-6外板拆除后安装在黑板侧部的侧板

上且开关处于移动擦除腔滑块的侧部接触。

[0036] 如图2和图3中所示的本实施例作为优选还在移动擦除腔顶部的与黑板之间的位

置设置有对移动擦除腔有支撑作用的横橡胶板（图2和图3中有示出但是未进行附图标记）。

[0037] 所述升降部件设置有两套，分别设置在所述黑板的两侧，所述上定滑轮设置黑板

侧部的最顶端，所述下定滑轮设置在黑板侧部的最底端，所述绳索缠绕在上定滑轮和下定

滑轮之间，所述移动擦除腔滑块一端与所述移动擦除腔的侧部固接另一端固定在所述绳索

上，在所述下定滑轮的轴上设置有所述手柄，通过转动手柄实现绳索的移动继而通过所述

移动擦除腔滑块带动所述移动擦除腔在上定滑轮和下定滑轮之间滑动。

[0038] 所述滤水槽设置在黑板的底部的前端，滤水槽整体为弧形设置且远离黑板的一侧

为较高的一侧（即如图2所示为左高右低且弧形向下延伸），在滤水槽的顶部铺设有所述滤

纸，滤水槽为密布上下通孔结构设置，在滤水槽的底部连通有所述吸附腔，在吸附腔内充设

有活性炭颗粒，所述储水箱设置在黑板的顶部，所述回水管设置在所述黑板的背部，且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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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底端与所述吸附腔连通，顶端与所述储水箱连通，在回水管上设置有所述水泵，所述储

水箱的底部且与所述移动擦除腔的顶部相接处设置有所述供水开关，所述供水开关顶部与

储水箱内连通底部设置有开闭的开关（本实施例使用的是市购小型电磁阀，型号为亚德客

US-08），且所述供水开关的底部能够通过所述移动擦除腔顶部开口插入到所述移动擦除腔

内。本实施例的水泵为6W小型水泵，本实施例采用市购的型号为WEC-B-cd的小型水泵。

[0039] 所述储水箱顶部还设置有纯净水补充入口，用于补充纯净水。

[0040] 所述装置支架设置有2个，且顶端与黑板背部固接底端横置在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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