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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踏板，更具体的说是一种多

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不仅可以通

过滑动齿的往复运动将鞋底的积雪和灰尘清除

掉，而且风机产生负压，增加踏板处的吸力，将灰

尘和积雪，以及融化后的水吸入到收集箱中。踏

板固定于踏板支架的上部；滑动齿穿过踏板支架

的中部；挡板机构固定在踏板支架的下部；收集

板机构一端固定在挡板机构的下部，收集板机构

一端固定在叶轮支架上；叶轮支架位于挡板机构

的下部；踏板支架设有两个；凸轮轴上部位于滑

动齿的左侧，凸轮轴下部与凸轮电机机构啮合；

凸轮电机机构固定在凸轮支架的下部；凸轮支架

固定在踏板支架的下部；收集箱固定在收集板机

构的下部；叶轮电机机构固定在叶轮支架的下

部；叶轮轴位于叶轮支架的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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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包括踏板(1)、滑动齿(2)、挡板机构(3)、

收集板机构(4)、叶轮支架(5)、踏板支架(6)、凸轮轴(7)、凸轮电机机构(8)、凸轮支架(9)、

收集箱(10)、叶轮电机机构(11)、叶轮轴(12)，其特征在于：踏板(1)由板面(1‑1)、梯形口

(1‑2)、连接螺丝(1‑3)组成；板面(1‑1)为长方形，板面(1‑1)两端加工有延伸板；梯形口(1‑

2)位于板面(1‑1)上，梯形口(1‑2)的截面为梯形；连接螺丝(1‑3)位于板面(1‑1)的两端，连

接螺丝(1‑3)与踏板支架(6)上部螺纹配合；

滑动齿(2)由凸轮槽(2‑1)、三角齿(2‑2)、漏泄槽(2‑3)、汇集槽(2‑4)、滑动板(2‑5)组

成；凸轮槽(2‑1)为长方形，凸轮槽(2‑1)位于滑动板(2‑5)的左侧，凸轮槽(2‑1)内部与凸轮

轴(7)相接触；三角齿(2‑2)位于滑动板(2‑5)之间，三角齿(2‑2)上部位于梯形口(1‑2)之

间；漏泄槽(2‑3)为圆孔状，漏泄槽(2‑3)位于三角齿(2‑2)之间；汇集槽(2‑4)位于三角齿

(2‑2)的下部，汇集槽(2‑4)与漏泄槽(2‑3)相连通；滑动板(2‑5)为长方形，滑动板(2‑5)位

于滑动齿(2)的两端，滑动板(2‑5)与踏板支架(6)相接触；

挡板机构(3)由挡板(3‑1)、漏泄口(3‑2)、肋板(3‑3)组成；挡板(3‑1)为长方形，挡板

(3‑1)两端加工有圆孔，挡板(3‑1)通过螺丝固定在踏板支架(6)的下部，挡板(3‑1)上部与

滑动齿(2)相接触；漏泄口(3‑2)为长方形，漏泄口(3‑2)位于漏泄槽(2‑3)的下方；肋板(3‑

3)为长方体，肋板(3‑3)焊接在挡板(3‑1)上；

收集板机构(4)由挡板连接块(4‑1)、收集板(4‑2)、叶轮支架连接板(4‑3)、凸轮支架连

接块(4‑4)组成；挡板连接块(4‑1)为L形，挡板连接块(4‑1)上部加工有圆孔，挡板连接块

(4‑1)通过螺丝固定在挡板机构(3)的下部；收集板(4‑2)为长方形，收集板(4‑2)一端焊接

在挡板连接块(4‑1)的中部，收集板(4‑2)另一端焊接在叶轮支架连接板(4‑3)上；叶轮支架

连接板(4‑3)位于收集板(4‑2)的右端，叶轮支架连接板(4‑3)上加工有通孔，叶轮支架连接

板(4‑3)通过螺丝固定在叶轮支架(5)上；凸轮支架连接块(4‑4)为长方形，凸轮支架连接块

(4‑4)两端加工有圆孔，凸轮支架连接块(4‑4)通过螺丝固定在凸轮支架(9)上；

叶轮支架(5)由上连接板(5‑1)、叶轮轴孔(5‑2)、叶轮槽(5‑3)、排污口(5‑4)组成；上连

接板(5‑1)位于叶轮支架(5)的右上侧，上连接板(5‑1)上加工有四个圆孔，上连接板(5‑1)

通过螺丝固定在挡板机构(3)和踏板支架(6)的下部；叶轮轴孔(5‑2)位于叶轮支架(5)的右

侧中部，叶轮轴孔(5‑2)上加工有四组圆孔，叶轮轴孔(5‑2)每组设由两个，叶轮轴孔(5‑2)

通过螺丝与叶轮轴(12)固定在一起；叶轮槽(5‑3)位于叶轮支架(5)的左侧，叶轮槽(5‑3)为

圆形；排污口(5‑4)位于叶轮支架(5)的左侧，排污口(5‑4)与叶轮槽(5‑3)相连通；

踏板支架(6)由踏板连接孔(6‑1)、支架板(6‑2)、滚珠(6‑3)、叶轮支架连接孔(6‑4)、挡

板连接孔(6‑5)、凸轮支架连接孔(6‑6)组成；踏板连接孔(6‑1)位于支架板(6‑2)的上部，踏

板连接孔(6‑1)与连接螺丝(1‑3)螺纹配合；支架板(6‑2)为长方形，支架板(6‑2)中部加工

有长方形开口；滚珠(6‑3)位于支架板(6‑2)的中部，滚珠(6‑3)一侧与滑动齿(2)相接触；叶

轮支架连接孔(6‑4)位于支架板(6‑2)的下部右侧，叶轮支架连接孔(6‑4)通过螺丝与叶轮

支架(5)固定在一起；挡板连接孔(6‑5)位于支架板的下部；凸轮支架连接孔(6‑6)位于支架

板(6‑2)的下部左侧；

凸轮轴(7)由凸轮(7‑1)、连接轴(7‑2)、水平斜齿轮(7‑3)组成；凸轮(7‑1)固定在连接

轴(7‑2)的上部，凸轮(7‑1)位于凸轮槽(2‑1)中；连接轴(7‑2)为圆柱形，连接轴(7‑2)位于

凸轮支架(9)上；水平斜齿轮(7‑3)固定在连接轴(7‑2)的下部，水平斜齿轮(7‑3)右侧与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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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斜齿轮(8‑1)啮合；

凸轮电机机构(8)由竖直斜齿轮(8‑1)、凸轮电机(8‑2)组成；竖直斜齿轮(8‑1)固定于

凸轮电机(8‑2)的左侧转轴上，竖直斜齿轮(8‑1)上部与水平斜齿轮(7‑3)啮合；凸轮电机

(8‑2)固定在凸轮支架(9)的下部；

凸轮支架(9)由凸轮轴支架(9‑1)、凸轮支架连接板(9‑2)、支撑三角板(9‑3)、轴套(9‑

4)、电机座(9‑5)、收集板连接孔(9‑6)组成；凸轮轴支架(9‑1)设有两个，凸轮轴支架(9‑1)

为长方形，凸轮轴支架(9‑1)中部加工有圆孔，凸轮轴支架(9‑1)位于凸轮支架(9)的左侧；

凸轮支架连接板(9‑2)位于凸轮支架(9)的右侧，凸轮支架连接板(9‑2)上加工有圆孔，凸轮

支架连接板(9‑2)通过螺丝固定在踏板支架(6)的下部；支撑三角板(9‑3)设有两个，支撑三

角板(9‑3)焊接在凸轮支架(9)的右侧；轴套(9‑4)设有两个，轴套(9‑4)位于凸轮轴支架(9‑

1)的中部，轴套(9‑4)内部与连接轴(7‑2)相接触；电机座(9‑5)位于凸轮支架(9)的下部；收

集板连接孔(9‑6)位于凸轮支架(9)的右侧上部；

收集箱(10)由除沙网(10‑1)、集水箱(10‑2)组成；除沙网(10‑1)位于收集箱(10)的中

部；集水箱(10‑2)为U字形，集水箱(10‑2)通过螺丝固定在收集板机构(4)的下部，集水箱

(10‑2)固定在叶轮支架(5)的下部；

叶轮电机机构(11)由叶轮电机(11‑1)、带轮(11‑2)、皮带(11‑3)组成；叶轮电机(11‑1)

固定在叶轮支架(5)的下部；带轮(11‑2)固定在叶轮电机(11‑1)的右侧转轴上；皮带(11‑3)

套在带轮(11‑2)上；

叶轮轴(12)由叶轮(12‑1)、轴承座(12‑2)、过渡套(12‑3)、皮带轮(12‑4)、转轴(12‑5)、

轴承盖(12‑6)、轴承(12‑7)、固定孔(12‑8)组成；叶轮(12‑1)固定在转轴(12‑5)的左侧；轴

承座(12‑2)为圆柱体，轴承座(12‑2)上下加工有螺纹孔；过渡套(12‑3)为空心圆柱体，过渡

套(12‑3)套在转轴(12‑5)的中部；皮带轮(12‑4)固定在转轴(12‑5)的右侧，皮带轮(12‑4)

上套有皮带(11‑3)；转轴(12‑5)左端与叶轮(12‑1)固定在一起，转轴(12‑5)中部与轴承

(12‑7)过盈配合，转轴(12‑5)右端与皮带轮(12‑4)固定在一起；轴承盖(12‑6)设有两个，轴

承盖(12‑6)与轴承座(12‑2)螺纹配合；轴承(12‑7)位于转轴(12‑5)的中部；固定孔(12‑8)

位于轴承座(12‑2)上；

踏板(1)固定于踏板支架(6)的上部；滑动齿(2)穿过踏板支架(6)的中部；挡板机构(3)

固定在踏板支架(6)的下部；收集板机构(4)一端固定在挡板机构(3)的下部，收集板机构

(4)一端固定在叶轮支架(5)上；叶轮支架(5)位于挡板机构(3)的下部；踏板支架(6)设有两

个；凸轮轴(7)上部位于滑动齿(2)的左侧，凸轮轴(7)下部与凸轮电机机构(8)啮合；凸轮电

机机构(8)固定在凸轮支架(9)的下部；凸轮支架(9)固定在踏板支架(6)的下部；收集箱

(10)固定在收集板机构(4)的下部；叶轮电机机构(11)固定在叶轮支架(5)的下部；叶轮轴

(12)位于叶轮支架(5)的中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其特征在于：所述

三角齿(2‑2)为塑料材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其特征在于：所述

除沙网(10‑1)为钢丝网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其特征在于：所述

过渡套(12‑3)内径与转轴(12‑5)的中部轴径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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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踏板，更具体的说是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

背景技术

[0002] 冬天下雪是很常见的事，但是下雪后的出行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不变，公交车

更是如此。上车后由于车内的温度较高，鞋上的雪就会化掉，并且雪中会带有灰尘，水会留

在车厢的过道中，为了清除这些积水和灰尘。所以设计了这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

除雪踏板。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有益效益是不仅可以通过

滑动齿的往复运动将鞋底的积雪和灰尘清除掉，而且风机产生负压，增加踏板处的吸力，将

灰尘和积雪，以及融化后的水吸入到收集箱中。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涉及一种踏板，更具体的说是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

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包括踏板、滑动齿、挡板机构、收集板机构、叶轮支架、踏板支架、凸轮

轴、凸轮电机机构、凸轮支架、收集箱、叶轮电机机构、叶轮轴，不仅可以通过滑动齿的往复

运动将鞋底的积雪和灰尘清除掉，而且风机产生负压，增加踏板处的吸力，将灰尘和积雪，

以及融化后的水吸入到收集箱中。

[0005] 踏板由板面、梯形口、连接螺丝组成；板面为长方形，板面两端加工有延伸板；梯形

口位于板面上，梯形口的截面为梯形；连接螺丝位于板面的两端，连接螺丝与踏板支架上部

螺纹配合；

[0006] 滑动齿由凸轮槽、三角齿、漏泄槽、汇集槽、滑动板组成；凸轮槽为长方形，凸轮槽

位于滑动板的左侧，凸轮槽内部与凸轮轴相接触；三角齿位于滑动板之间，三角齿上部位于

梯形口之间；漏泄槽为圆孔状，漏泄槽位于三角齿之间；汇集槽位于三角齿的下部，汇集槽

与漏泄槽相连通；滑动板为长方形，滑动板位于滑动齿的两端，滑动板与踏板支架相接触；

[0007] 挡板机构由挡板、漏泄口、肋板组成；挡板为长方形，挡板两端加工有圆孔，挡板通

过螺丝固定在踏板支架的下部，挡板上部与滑动齿相接触；漏泄口为长方形，漏泄口位于漏

泄槽的下方；肋板为长方体，肋板焊接在挡板上；

[0008] 收集板机构由挡板连接块、收集板、叶轮支架连接板、凸轮支架连接块组成；挡板

连接块为L形，挡板连接块上部加工有圆孔，挡板连接块通过螺丝固定在挡板机构的下部；

收集板为长方形，收集板一端焊接在挡板连接块的中部，收集板另一端焊接在叶轮支架连

接板上；叶轮支架连接板位于收集板的右端，叶轮支架连接板上加工有通孔，叶轮支架连接

板通过螺丝固定在叶轮支架上；凸轮支架连接块为长方形，凸轮支架连接块两端加工有圆

孔，凸轮支架连接块通过螺丝固定在凸轮支架上；

[0009] 叶轮支架由上连接板、叶轮轴孔、叶轮槽、排污口组成；上连接板位于叶轮支架的

右上侧，上连接板上加工有四个圆孔，上连接板通过螺丝固定在挡板机构和踏板支架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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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叶轮轴孔位于叶轮支架的右侧中部，叶轮轴孔上加工有四组圆孔，叶轮轴孔每组设由两

个，叶轮轴孔通过螺丝与叶轮轴固定在一起；叶轮槽位于叶轮支架的左侧，叶轮槽为圆形；

排污口位于叶轮支架的左侧，排污口与叶轮槽相连通；

[0010] 踏板支架由踏板连接孔、支架板、滚珠、叶轮支架连接孔、挡板连接孔、凸轮支架连

接孔组成；踏板连接孔位于支架板的上部，踏板连接孔与连接螺丝螺纹配合；支架板为长方

形，支架板中部加工有长方形开口；滚珠位于支架板的中部，滚珠一侧与滑动齿相接触；叶

轮支架连接孔位于支架板的下部右侧，叶轮支架连接孔通过螺丝与叶轮支架固定在一起；

挡板连接孔位于支架板的下部；凸轮支架连接孔位于支架板的下部左侧；

[0011] 凸轮轴由凸轮、连接轴、水平斜齿轮组成；凸轮固定在连接轴的上部，凸轮位于凸

轮槽中；连接轴为圆柱形，连接轴位于凸轮支架上；水平斜齿轮固定在连接轴的下部，水平

斜齿轮右侧与竖直斜齿轮啮合；

[0012] 凸轮电机机构由竖直斜齿轮、凸轮电机组成；竖直斜齿轮固定于凸轮电机的左侧

转轴上，竖直斜齿轮上部与水平斜齿轮啮合；凸轮电机固定在凸轮支架的下部；

[0013] 凸轮支架由凸轮轴支架、凸轮支架连接板、支撑三角板、轴套、电机座、收集板连接

孔组成；凸轮轴支架设有两个，凸轮轴支架为长方形，凸轮轴支架中部加工有圆孔，凸轮轴

支架位于凸轮支架的左侧；凸轮支架连接板位于凸轮支架的右侧，凸轮支架连接板上加工

有圆孔，凸轮支架连接板通过螺丝固定在踏板支架的下部；支撑三角板设有两个，支撑三角

板焊接在凸轮支架的右侧；轴套设有两个，轴套位于凸轮轴支架的中部，轴套内部与连接轴

相接触；电机座位于凸轮支架的下部；收集板连接孔位于凸轮支架的右侧上部；

[0014] 收集箱由除沙网、集水箱组成；除沙网位于收集箱的中部；集水箱为U字形，集水箱

通过螺丝固定在收集板机构的下部，集水箱固定在叶轮支架的下部；

[0015] 叶轮电机机构由叶轮电机、带轮、皮带组成；叶轮电机固定在叶轮支架的下部；带

轮固定在叶轮电机的右侧转轴上；皮带套在带轮上；

[0016] 叶轮轴由叶轮、轴承座、过渡套、皮带轮、转轴、轴承盖、轴承、固定孔组成；叶轮固

定在转轴的左侧；轴承座为圆柱体，轴承座上下加工有螺纹孔；过渡套为空心圆柱体，过渡

套套在转轴的中部；皮带轮固定在转轴的右侧，皮带轮上套有皮带；转轴左端与叶轮固定在

一起，转轴中部与轴承过盈配合，转轴右端与皮带轮固定在一起；轴承盖设有两个，轴承盖

与轴承座螺纹配合；轴承位于转轴的中部；固定孔位于轴承座上；

[0017] 踏板固定于踏板支架的上部；滑动齿穿过踏板支架的中部；挡板机构固定在踏板

支架的下部；收集板机构一端固定在挡板机构的下部，收集板机构一端固定在叶轮支架上；

叶轮支架位于挡板机构的下部；踏板支架设有两个；凸轮轴上部位于滑动齿的左侧，凸轮轴

下部与凸轮电机机构啮合；凸轮电机机构固定在凸轮支架的下部；凸轮支架固定在踏板支

架的下部；收集箱固定在收集板机构的下部；叶轮电机机构固定在叶轮支架的下部；叶轮轴

位于叶轮支架的中部。

[0018]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

所述三角齿为塑料材料。

[0019]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

所述除沙网为钢丝网状。

[0020]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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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过渡套内径与转轴的中部轴径相等。

[0021] 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的有益效果为：

[0022] 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不仅可以通过滑动齿的往复运

动将鞋底的积雪和灰尘清除掉，而且风机产生负压，增加踏板处的吸力，将灰尘和积雪，以

及融化后的水吸入到收集箱中。

附图说明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法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的踏板1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的滑动齿2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为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的挡板机构3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为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的收集板机构4结构示意

图。

[0029] 图6为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的叶轮支架5结构示意图。

[0030] 图7为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的踏板支架6结构示意图。

[0031] 图8为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的凸轮轴7结构示意图。

[0032] 图9为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的凸轮电机机构8结构示

意图。

[0033] 图10为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的凸轮支架9结构示意

图。

[0034] 图11为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的收集箱10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2为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的叶轮电机机构11结构

示意图。

[0036] 图13为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的叶轮轴12结构示意图。

[0037] 图中：踏板1；板面1‑1；梯形口1‑2；连接螺丝1‑3；滑动齿2；凸轮槽2‑1；三角齿2‑2；

漏泄槽2‑3；汇集槽2‑4；滑动板2‑5；挡板机构3；挡板3‑1；漏泄口3‑2；肋板3‑3；收集板机构

4；挡板连接块4‑1；收集板4‑2；叶轮支架连接板4‑3；凸轮支架连接块4‑4；叶轮支架5；上连

接板5‑1；叶轮轴孔5‑2；叶轮槽5‑3；排污口5‑4；踏板支架6；踏板连接孔6‑1；支架板6‑2；滚

珠6‑3；叶轮支架连接孔6‑4；挡板连接孔6‑5；凸轮支架连接孔6‑6；凸轮轴7；凸轮7‑1；连接

轴7‑2；水平斜齿轮7‑3；凸轮电机机构8；竖直斜齿轮8‑1；凸轮电机8‑2；凸轮支架9；凸轮轴

支架9‑1；凸轮支架连接板9‑2；支撑三角板9‑3；轴套9‑4；电机座9‑5；收集板连接孔9‑6；收

集箱10；除沙网10‑1；集水箱10‑2；叶轮电机机构11；叶轮电机11‑1；带轮11‑2；皮带11‑3；叶

轮轴12；叶轮12‑1；轴承座12‑2；过渡套12‑3；皮带轮12‑4；转轴12‑5；轴承盖12‑6；轴承12‑

7；固定孔12‑8。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具体实施方式一：

[0039] 下面结合图1、2、3、4、5、6、7、8、9、10、11、12、13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发明涉及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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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板，更具体的说是一种多功能无人驾驶公交车防滑除雪踏板，包括踏板1、滑动齿2、挡板

机构3、收集板机构4、叶轮支架5、踏板支架6、凸轮轴7、凸轮电机机构8、凸轮支架9、收集箱

10、叶轮电机机构11、叶轮轴12，不仅可以通过滑动齿的往复运动将鞋底的积雪和灰尘清除

掉，而且风机产生负压，增加踏板处的吸力，将灰尘和积雪，以及融化后的水吸入到收集箱

中。

[0040] 踏板1由板面1‑1、梯形口1‑2、连接螺丝1‑3组成；板面1‑1为长方形，板面1‑1两端

加工有延伸板；梯形口1‑2位于板面1‑1上，梯形口1‑2的截面为梯形；连接螺丝1‑3位于板面

1‑1的两端，连接螺丝1‑3与踏板支架6上部螺纹配合；踏板1的作用是支撑人体；

[0041] 滑动齿2由凸轮槽2‑1、三角齿2‑2、漏泄槽2‑3、汇集槽2‑4、滑动板2‑5组成；凸轮槽

2‑1为长方形，凸轮槽2‑1位于滑动板2‑5的左侧，凸轮槽2‑1内部与凸轮轴7相接触；三角齿

2‑2位于滑动板2‑5之间，三角齿2‑2上部位于梯形口1‑2之间；漏泄槽2‑3为圆孔状，漏泄槽

2‑3位于三角齿2‑2之间；汇集槽2‑4位于三角齿2‑2的下部，汇集槽2‑4与漏泄槽2‑3相连通；

滑动板2‑5为长方形，滑动板2‑5位于滑动齿2的两端，滑动板2‑5与踏板支架6相接触；滑动

齿2的作用是清除脚底的雪和灰尘；

[0042] 挡板机构3由挡板3‑1、漏泄口3‑2、肋板3‑3组成；挡板3‑1为长方形，挡板3‑1两端

加工有圆孔，挡板3‑1通过螺丝固定在踏板支架6的下部，挡板3‑1上部与滑动齿2相接触；漏

泄口3‑2为长方形，漏泄口3‑2位于漏泄槽2‑3的下方；肋板3‑3为长方体，肋板3‑3焊接在挡

板3‑1上；挡板机构3的作用是支撑踏板1以及为滑动齿2提供滑动的空间；

[0043] 收集板机构4由挡板连接块4‑1、收集板4‑2、叶轮支架连接板4‑3、凸轮支架连接块

4‑4组成；挡板连接块4‑1为L形，挡板连接块4‑1上部加工有圆孔，挡板连接块4‑1通过螺丝

固定在挡板机构3的下部；收集板4‑2为长方形，收集板4‑2一端焊接在挡板连接块4‑1的中

部，收集板4‑2另一端焊接在叶轮支架连接板4‑3上；叶轮支架连接板4‑3位于收集板4‑2的

右端，叶轮支架连接板4‑3上加工有通孔，叶轮支架连接板4‑3通过螺丝固定在叶轮支架5

上；凸轮支架连接块4‑4为长方形，凸轮支架连接块4‑4两端加工有圆孔，凸轮支架连接块4‑

4通过螺丝固定在凸轮支架9上；收集板机构4的作用是收集积雪和水，以及灰尘；

[0044] 叶轮支架5由上连接板5‑1、叶轮轴孔5‑2、叶轮槽5‑3、排污口5‑4组成；上连接板5‑

1位于叶轮支架5的右上侧，上连接板5‑1上加工有四个圆孔，上连接板5‑1通过螺丝固定在

挡板机构3和踏板支架6的下部；叶轮轴孔5‑2位于叶轮支架5的右侧中部，叶轮轴孔5‑2上加

工有四组圆孔，叶轮轴孔5‑2每组设由两个，叶轮轴孔5‑2通过螺丝与叶轮轴12固定在一起；

叶轮槽5‑3位于叶轮支架5的左侧，叶轮槽5‑3为圆形；排污口5‑4位于叶轮支架5的左侧，排

污口5‑4与叶轮槽5‑3相连通；叶轮支架5的作用是支撑叶轮轴12；

[0045] 踏板支架6由踏板连接孔6‑1、支架板6‑2、滚珠6‑3、叶轮支架连接孔6‑4、挡板连接

孔6‑5、凸轮支架连接孔6‑6组成；踏板连接孔6‑1位于支架板6‑2的上部，踏板连接孔6‑1与

连接螺丝1‑3螺纹配合；支架板6‑2为长方形，支架板6‑2中部加工有长方形开口；滚珠6‑3位

于支架板6‑2的中部，滚珠6‑3一侧与滑动齿2相接触；叶轮支架连接孔6‑4位于支架板6‑2的

下部右侧，叶轮支架连接孔6‑4通过螺丝与叶轮支架5固定在一起；挡板连接孔6‑5位于支架

板的下部；凸轮支架连接孔6‑6位于支架板6‑2的下部左侧；踏板支架6的作用是支撑踏板1；

[0046] 凸轮轴7由凸轮7‑1、连接轴7‑2、水平斜齿轮7‑3组成；凸轮7‑1固定在连接轴7‑2的

上部，凸轮7‑1位于凸轮槽2‑1中；连接轴7‑2为圆柱形，连接轴7‑2位于凸轮支架9上；水平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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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7‑3固定在连接轴7‑2的下部，水平斜齿轮7‑3右侧与竖直斜齿轮8‑1啮合；凸轮轴7的作

用是改变运动的方向；

[0047] 凸轮电机机构8由竖直斜齿轮8‑1、凸轮电机8‑2组成；竖直斜齿轮8‑1固定于凸轮

电机8‑2的左侧转轴上，竖直斜齿轮8‑1上部与水平斜齿轮7‑3啮合；凸轮电机8‑2固定在凸

轮支架9的下部；凸轮电机机构8的作用是提供凸轮转动的动力；

[0048] 凸轮支架9由凸轮轴支架9‑1、凸轮支架连接板9‑2、支撑三角板9‑3、轴套9‑4、电机

座9‑5、收集板连接孔9‑6组成；凸轮轴支架9‑1设有两个，凸轮轴支架9‑1为长方形，凸轮轴

支架9‑1中部加工有圆孔，凸轮轴支架9‑1位于凸轮支架9的左侧；凸轮支架连接板9‑2位于

凸轮支架9的右侧，凸轮支架连接板9‑2上加工有圆孔，凸轮支架连接板9‑2通过螺丝固定在

踏板支架6的下部；支撑三角板9‑3设有两个，支撑三角板9‑3焊接在凸轮支架9的右侧；轴套

9‑4设有两个，轴套9‑4位于凸轮轴支架9‑1的中部，轴套9‑4内部与连接轴7‑2相接触，轴套

9‑4的作用是保护连接轴7‑2；电机座9‑5位于凸轮支架9的下部；收集板连接孔9‑6位于凸轮

支架9的右侧上部；凸轮支架9的作用是支撑凸轮；

[0049] 收集箱10由除沙网10‑1、集水箱10‑2组成；除沙网10‑1位于收集箱10的中部；集水

箱10‑2为U字形，集水箱10‑2通过螺丝固定在收集板机构4的下部，集水箱10‑2固定在叶轮

支架5的下部；收集箱10的作用是收集和分离灰尘和水；

[0050] 叶轮电机机构11由叶轮电机11‑1、带轮11‑2、皮带11‑3组成；叶轮电机11‑1固定在

叶轮支架5的下部；带轮11‑2固定在叶轮电机11‑1的右侧转轴上；皮带11‑3套在带轮11‑2

上；叶轮电机机构11的作用是提供叶轮轴12转动的动力；

[0051] 叶轮轴12由叶轮12‑1、轴承座12‑2、过渡套12‑3、皮带轮12‑4、转轴12‑5、轴承盖

12‑6、轴承12‑7、固定孔12‑8组成；叶轮12‑1固定在转轴12‑5的左侧；轴承座12‑2为圆柱体，

轴承座12‑2上下加工有螺纹孔；过渡套12‑3为空心圆柱体，过渡套12‑3套在转轴12‑5的中

部；皮带轮12‑4固定在转轴12‑5的右侧，皮带轮12‑4上套有皮带11‑3；转轴12‑5左端与叶轮

12‑1固定在一起，转轴12‑5中部与轴承12‑7过盈配合，转轴12‑5右端与皮带轮12‑4固定在

一起；轴承盖12‑6设有两个，轴承盖12‑6与轴承座12‑2螺纹配合；轴承12‑7位于转轴12‑5的

中部；固定孔12‑8位于轴承座12‑2上；叶轮轴12的作用是产生负压加速灰尘和水的运动；

[0052] 踏板1固定于踏板支架6的上部；滑动齿2穿过踏板支架6的中部；挡板机构3固定在

踏板支架6的下部；收集板机构4一端固定在挡板机构3的下部，收集板机构4一端固定在叶

轮支架5上；叶轮支架5位于挡板机构3的下部；踏板支架6设有两个；凸轮轴7上部位于滑动

齿2的左侧，凸轮轴7下部与凸轮电机机构8啮合；凸轮电机机构8固定在凸轮支架9的下部；

凸轮支架9固定在踏板支架6的下部；收集箱10固定在收集板机构4的下部；叶轮电机机构11

固定在叶轮支架5的下部；叶轮轴12位于叶轮支架5的中部。

[0053] 具体实施方式二：

[0054] 下面结合图1、2、3、4、5、6、7、8、9、10、11、12、13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对实

施方式一作进一步说明，所述三角齿2‑2为塑料材料。

[0055] 具体实施方式三：

[0056] 下面结合图1、2、3、4、5、6、7、8、9、10、11、12、13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对实

施方式一作进一步说明，所述除沙网10‑1为钢丝网状。

[0057] 具体实施方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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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下面结合图1、2、3、4、5、6、7、8、9、10、11、12、13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对实

施方式一作进一步说明，所述过渡套12‑3内径与转轴12‑5的中部轴径相等。

[0059]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滑动齿移动原理：将凸轮电机机构8接入到电路中，启动凸

轮电机机构8，凸轮电机机构8旋转带动左侧竖直斜齿轮8‑1旋转，竖直斜齿轮8‑1左上侧与

水平斜齿轮7‑3啮合，所以竖直斜齿轮8‑1带动水平斜齿轮7‑3旋转，水平斜齿轮7‑3固定在

连接轴7‑2的下部，水平斜齿轮7‑1带动连接轴7‑2旋转，凸轮7‑1固定在连接轴7‑2的上部，

凸轮7‑1随着连接轴7‑2旋转，凸轮位于滑动齿2的左侧凸轮槽2‑1中，凸轮7‑1旋转，带动滑

动齿2左右移动；挡人从上面走过，滑动齿2将会把鞋底的雪和灰尘挂下来，并且通过漏泄槽

2‑3到达汇集槽2‑4，并且向下流动；

[0060] 负压产生收集原理：将叶轮电机11‑1接入到电路中，启动叶轮电机11‑1，叶轮电机

11‑1旋转带动右侧带轮11‑2旋转，皮带11‑3下部套带轮11‑2上，皮带11‑3上部套在皮带轮

12‑4上，带轮11‑2旋转打动皮带11‑3转动，皮带11‑3转动带动皮带轮12‑4转动，皮带轮12‑4

固定在转轴12‑5的右侧，所以皮带轮12‑4带动转轴12‑5旋转，转轴12‑5旋转带动左侧叶轮

12‑1旋转，叶轮12‑1旋转将会在叶轮12‑1的左侧产生负压，大气压将会把踏板1上部的水和

灰尘，以及雪通过漏泄槽2‑3压入到收集板机构4上，并且继续在叶轮12‑1的作用下向右移

动，最后被吹入到收集箱10中，经过除沙网10‑1的过滤，灰尘将被留下，水在风压的作用下

透过除沙网10‑1到达下层集水箱10‑2处。

[0061] 当然，上述说明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也不仅限于上述举例，本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也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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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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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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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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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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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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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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