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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然风干的纺织布料干

燥设备，其结构包括圆柱壳，所述圆柱壳内固设

有开口朝上的容腔，所述容腔四周端壁内连通设

置有环形设置的若干内腔，所述内腔与外部空间

连通，所述内腔内设置有采用翻折的方式来形成

便于展开的晾晒结构对纺织布进行晾晒的晾晒

装置，所述圆柱壳上侧设置有使设备在风力作用

下进行转动的风力驱动装置，此设备采用晾晒装

置、风力驱动装置、装卡装置和支撑转动装置，实

现了采用折叠的方式将晾晒结构展开，使纺织布

得到更好的晾晒，且利用风力驱动设备进行转

动，使设备内的纺织布得到更快速的风干，提高

了设备的工作效率，且采用了多种折叠结构及锁

紧结构使设备便于携带运输，提高了设备的便携

性。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9页

CN 109945614 B

2020.08.14

CN
 1
09
94
56
14
 B



1.一种自然风干的纺织布料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圆柱壳(112)，所述圆柱壳

(112)内固设有开口朝上的容腔(115)，所述容腔(115)四周端壁内连通设置有环形设置的

若干内腔(114)，所述内腔(114)与外部空间连通，所述内腔(114)内设置有采用翻折的方式

来形成便于展开的晾晒结构对纺织布进行晾晒的晾晒装置(950)，所述圆柱壳(112)上侧设

置有使设备在风力作用下进行转动的风力驱动装置(951)，风力驱动装置(951)下侧设置有

与晾晒装置(950)配合使用且使晾晒装置(950)在折叠时被限位装卡的装卡装置(952)，装

卡装置(952)下侧设置有位于所述圆柱壳(112)下方将设备支撑转动的支撑转动装置

(953)；

晾晒装置(950)包括固设于所述内腔(114)左右端壁之间且上下对称设置的固定杆

(116)，上侧的所述固定杆(116)外侧设置有用于形成水平挂载晾晒结构的水平晾晒组件，

水平晾晒组件内设置有形成竖直稳定结构的竖直组件，竖直组件下侧设置有位于下侧的所

述固定杆(116)外侧的稳定组件；

水平晾晒组件包括与上侧的所述固定杆(116)外表面转动配合连接的外转块(111)，所

述外转块(111)端面固设有左右对称的转动杆(106)，所述外转块(111)内设置有左右对称

设置且与竖直组件进行配合装卡的装卡结构，远离所述圆柱壳(112)的所述转动杆(106)端

面固设有固定块(105)；

竖直组件包括与所述固定块(105)转动配合连接的转动块(104)，所述转动块(104)下

端面固设有左右对称的圆杆(103)，所述圆杆(103)下端面内固设有开口的圆孔；

稳定组件包括与下侧的所述固定杆(116)外表面转动配合连接的翻转块(113)，远离所

述容腔(115)的所述翻转块(113)端面固设有左右对称的连杆(102)，远离所述容腔(115)的

所述连杆(102)因此而设置有连块(405)，所述连块(405)通过锁紧螺栓(406)与所述连杆

(102)固定，所述连块(405)内转动的设置有翻转板(404)，远离所述连块(405)的所述翻转

板(404)端面固设有侧立板(407)，所述侧立板(407)内固设有贯穿且开口的开口腔(403)，

所述侧立板(407)上端面固设有对称的连接筒(402)，所述连接筒(402)内固设有开口的装

卡腔(401)，所述圆杆(103)可伸入所述装卡腔(401)内与所述装卡腔(401)滑动配合连接；

风力驱动装置(951)包括圆盘(110)，所述圆盘(110)内固设有环形设置且开口朝下的

内环腔(502)，所述内环腔(502)端壁内固设有环形设置的若干加强筋(501)，所述圆柱壳

(112)上端面内固设有若干环形阵列设置且开口的连腔(503)，所述加强筋(501)与所述连

腔(503)装卡配合连接，所述圆盘(110)上端面固设有立柱(109)，所述立柱(109)外表面设

置有若干便于风力推动的风帆组件；

装卡装置(952)包括固设于所述内腔(114)内的中间固定板(504)，所述中间固定板

(504)内固设有环形阵列设置的若干中间固定板(504)，所述中间固定板(504)上下贯穿设

置，所述中间固定板(504)内螺纹配合连接设置有外螺纹柱(706)，所述外螺纹柱(706)外表

面设置有环形阵列设置的横杆(702)，所述横杆(702)下端面固设有底连块(705)，所述外螺

纹柱(706)上端面固设有便于人员提取的把手(70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然风干的纺织布料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装卡结构包

括固设于所述外转块(111)内且开口的弹簧槽(303)，所述弹簧槽(303)内固设有连接块

(302)，所述连接块(302)内固设有上下贯穿的滑移槽(304)，所述滑移槽(304)内滑动的设

置有与所述弹簧槽(303)滑动配合连接的滑推块(305)，远离所述滑移槽(304)的所述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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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305)端面固设有圆柱(301)，所述圆柱(301)滑动的贯穿所述连接块(302)，远离所述圆

柱(301)的所述滑推块(305)与远离所述圆柱(301)的所述滑移槽(304)端壁之间设置有弹

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然风干的纺织布料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风帆组件包

括固设于所述立柱(109)外表面且上下对称设置的支撑架(108)，所述支撑架(108)内固设

有开口的滑槽(203)，所述滑槽(203)内滑动的设置有帆布(107)，所述支撑架(108)外表面

设置固定壳(201)，所述固定壳(201)通过锁紧螺栓(202)与所述支撑架(108)固定，且所述

固定壳(201)将所述帆布(107)限制不发生移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然风干的纺织布料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支撑转动装

置(953)包括与所述圆柱壳(112)固定的转筒(602)，所述转筒(602)外表面转动的设置有平

台板(601)，所述平台板(601)外表面设置有用于将设备支撑的支脚组件，支脚组件包括固

设于所述平台板(601)外表面且与所述平台板(601)形成一定角度的支撑杆(101)，所述支

撑杆(101)与地面相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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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然风干的纺织布料干燥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纺织布干燥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自然风干的纺织布料干燥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的缺点是纺织布料干燥过程往往采用电热等干燥，采用自然风干干燥的

设备较少，且在自然烘干的设备中，采用单一结构进行悬挂风干，尚未利用更好的办法使风

干效果上升，且设备的占地空间较大，折叠不便。为此，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提出各种各

样的解决方案。

[0003] 例如，中国专利文献纺织烘干装置公开了[申请号：201710914620.X]，包括包括方

形的箱体，在箱体内设置有加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内至少一内壁可拆卸的设置有表

面为波浪状的反射板，在反射板的表面设置有一层厚度为1cm—3cm的耐热层。在箱体内壁

设置表面为波浪状的反射板，在纺织物烘干过程中，加热器产生的热量通过反射板上的波

浪面多角度的反射到箱体内的角落，该发明具有加快热量的扩散，使箱体内的热量分布均

匀，提升对纺织物的烘干效率等优点。

[0004] 上述方案依旧使用传统的采用电热烘干的方式，增加了设备的能耗且降低了工作

效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具有采用折叠的方式便于设备展开，并

且利用风力驱动设备转动，使设备内纺织布自然风干的效率提升等优点的设备。

[0006]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本发明的一种自然风干的纺织布料干燥设

备，包括圆柱壳，所述圆柱壳内固设有开口朝上的容腔，所述容腔四周端壁内连通设置有环

形设置的若干内腔，所述内腔与外部空间连通，所述内腔内设置有采用翻折的方式来形成

便于展开的晾晒结构对纺织布进行晾晒的晾晒装置，所述圆柱壳上侧设置有使设备在风力

作用下进行转动的风力驱动装置，风力驱动装置下侧设置有与晾晒装置配合使用且使晾晒

装置在折叠时被限位装卡的装卡装置，装卡装置下侧设置有位于所述圆柱壳下方将设备支

撑转动的支撑转动装置，从而利用上述装置实现了利用风力将纺织布驱动转动，加速晾晒

过程，使晾晒的效果更好。

[0007]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晾晒装置包括固设于所述内腔左右端壁之间且上下对称设置

的固定杆，上侧的所述固定杆外侧设置有用于形成水平挂载晾晒结构的水平晾晒组件，水

平晾晒组件内设置有形成竖直稳定结构的竖直组件，竖直组件下侧设置有位于下侧的所述

固定杆外侧的稳定组件，从而利用上述组件使晾晒结构便于折叠收纳。

[0008]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水平晾晒组件包括与上侧的所述固定杆外表面转动配合连接

的外转块，所述外转块端面固设有左右对称的转动杆，所述外转块内设置有左右对称设置

且与竖直组件进行配合装卡的装卡结构，远离所述圆柱壳的所述转动杆端面固设有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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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从而利用所述转动杆来将纺织布悬挂。

[0009]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装卡结构包括固设于所述外转块内且开口的弹簧槽，所述弹

簧槽内固设有连接块，所述连接块内固设有上下贯穿的滑移槽，所述滑移槽内滑动的设置

有与所述弹簧槽滑动配合连接的滑推块，远离所述滑移槽的所述滑推块端面固设有圆柱，

所述圆柱滑动的贯穿所述连接块，远离所述圆柱的所述滑推块与远离所述圆柱的所述滑移

槽端壁之间设置有弹簧，从而利用所述滑推块的滑动使所述圆柱进行移动且在弹簧作用下

进行回弹，使竖直组件得到折叠固定。

[0010]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竖直组件包括与所述固定块转动配合连接的转动块，所述转

动块下端面固设有左右对称的圆杆，所述圆杆下端面内固设有开口的圆孔，从而使所述圆

柱伸入所述圆杆内装卡固定。

[0011]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稳定组件包括与下侧的所述固定杆外表面转动配合连接的翻

转块，远离所述容腔的所述翻转块端面固设有左右对称的连杆，远离所述容腔的所述连杆

因此而设置有连块，所述连块通过锁紧螺栓与所述连杆固定，所述连块内转动的设置有翻

转板，远离所述连块的所述翻转板端面固设有侧立板，所述侧立板内固设有贯穿且开口的

开口腔，所述侧立板上端面固设有对称的连接筒，所述连接筒内固设有开口的装卡腔，所述

圆杆可伸入所述装卡腔内与所述装卡腔滑动配合连接，从而使所述圆杆、连接筒、翻转板和

连杆组成稳定直角结构。

[0012]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风力驱动装置包括圆盘，所述圆盘内固设有环形设置且开口

朝下的内环腔，所述内环腔端壁内固设有环形设置的若干加强筋，所述圆柱壳上端面内固

设有若干环形阵列设置且开口的连腔，所述加强筋与所述连腔装卡配合连接，所述圆盘上

端面固设有立柱，所述立柱外表面设置有若干便于风力推动的风帆组件，从而利用风帆组

件带动设备进行转动。

[0013]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风帆组件包括固设于所述立柱外表面且上下对称设置的支撑

架，所述支撑架内固设有开口的滑槽，所述滑槽内滑动的设置有帆布，所述支撑架外表面设

置固定壳，所述固定壳通过所述锁紧螺栓与所述支撑架固定，且所述固定壳将所述帆布限

制不发生移动，从而利用所述固定壳将所述帆布装卡于所述滑槽内并通过所述固定壳限位

固定。

[0014]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装卡装置包括固设于所述内腔内的中间固定板，所述中间固

定板内固设有环形阵列设置的若干中间固定板，所述中间固定板上下贯穿设置，所述中间

固定板内螺纹配合连接设置有外螺纹柱，所述外螺纹柱外表面设置有环形阵列设置的横

杆，所述横杆下端面固设有底连块，所述外螺纹柱上端面固设有便于人员提取的把手，从而

利用上述结构使所述底连块更好的将晾晒装置内的相关结构进行装卡。

[0015]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支撑转动装置包括与所述圆柱壳固定的转筒，所述转筒外表

面转动的设置有平台板，所述平台板外表面设置有用于将设备支撑的支脚组件，支脚组件

包括固设于所述平台板外表面且与所述平台板形成一定角度的支撑杆，所述支撑杆与地面

相抵，从而使所述支撑杆将设备支撑起，从而利用支脚组件将设备支撑起，且使所述转筒在

所述平台板内转动及利用支脚组件将设备支撑起，且使所述转筒在所述平台板内转动。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此设备采用晾晒装置、风力驱动装置、装卡装置和支撑转动

装置，实现了采用折叠的方式将晾晒结构展开，使纺织布得到更好的晾晒，且利用风力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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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进行转动，使设备内的纺织布得到更快速的风干，提高了设备的工作效率，且采用了多

种折叠结构及锁紧结构使设备便于携带运输，提高了设备的便携性。

[0017] 上述优点具体表现为，采用了所述锁紧螺栓将所述固定壳固定于所述支撑架内使

所述帆布限位，使所述帆布便于更换，且利用所述帆布带动设备进行转动，使纺织布得到更

好的风干，利用所述加强筋余所述连腔的装卡使所述圆盘与所述圆柱壳更好的限位固定，

使设备运转正常，利用所述外转块、转动杆、固定块、转动块、圆杆、连接筒、侧立板、翻转板、

连块、连杆和翻转块组成的连杆折叠结构，使所述转动杆便于折叠于设备内，且使所述转动

杆处于展开状态时，更好的将纺织布悬挂，使设备处于结构稳定的状态，利用所述圆柱和滑

推块组成的结构，使所述圆柱在弹簧作用下进行滑动，并且利用所述圆柱与所述圆杆进行

装卡固定，使所述圆杆在折叠于所述外转块一侧时不发生松动，使结构稳定性上升，利用所

述中间固定板内的相抵腔使所述连块等结构相抵于所述相抵腔内，在折叠状态时，利用设

置有至少六组的所述横杆和底连块对所述连块进行限位固定，使设备在折叠状态时，上述

连杆折叠结构不发生移动，牢固设置于设备内，采用了所述支撑杆将设备支撑起，且利用所

述转筒与所述平台板的推力球轴承转动配合连接使设备在风力作用下更好的转动。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设备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设备的剖切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中图2中支撑架的A方向的放大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中图2中圆盘的B方向的放大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中图2中连杆的C方向的放大示意图；

[0023] 图6是本发明中设备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是本发明设备的后视剖切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是本发明中图7中容腔的D方向的放大示意图；

[0026] 图9是本发明设备的展开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支撑杆101、连杆102、圆杆103、转动块104、固定块105、转动杆106、帆布107、

支撑架108、立柱109、圆盘110、外转块111、圆柱壳112、翻转块113、内腔114、容腔115、固定

杆116、固定壳201、锁紧螺栓202、滑槽203、圆柱301、连接块302、弹簧槽303、滑移槽304、滑

推块305、装卡腔401、连接筒402、开口腔403、翻转板404、连块405、锁紧螺栓406、侧立板

407、加强筋501、内环腔502、连腔503、中间固定板504、平台板601、转筒602、把手701、横杆

702、703、相抵腔704、底连块705、外螺纹柱706、晾晒装置950、风力驱动装置951、装卡装置

952和支撑转动装置953。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如图1-图9所示，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为叙述方便，现对下文所说的方位规定

如下：下文所说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与图1本身投影关系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一致，本发明

的一种自然风干的纺织布料干燥设备，包括圆柱壳112，圆柱壳112内固设有开口朝上的容

腔115，容腔115四周端壁内连通设置有环形设置的若干内腔114，内腔114与外部空间连通，

内腔114内设置有采用翻折的方式来形成便于展开的晾晒结构对纺织布进行晾晒的晾晒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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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950，圆柱壳112上侧设置有使设备在风力作用下进行转动的风力驱动装置951，风力驱动

装置951下侧设置有与晾晒装置950配合使用且使晾晒装置950在折叠时被限位装卡的装卡

装置952，装卡装置952下侧设置有位于圆柱壳112下方将设备支撑转动的支撑转动装置

953，从而利用上述装置实现了利用风力将纺织布驱动转动，加速晾晒过程，使晾晒的效果

更好。

[0029] 有益地，其中，晾晒装置950包括固设于内腔114左右端壁之间且上下对称设置的

固定杆116，固定杆116的直径至少为2cm，上侧的固定杆116外侧设置有用于形成水平挂载

晾晒结构的水平晾晒组件，水平晾晒组件内设置有形成竖直稳定结构的竖直组件，竖直组

件下侧设置有位于下侧的固定杆116外侧的稳定组件，从而利用上述组件使晾晒结构便于

折叠收纳。

[0030] 有益地，其中，水平晾晒组件包括与上侧的固定杆116外表面转动配合连接的外转

块111，外转块111端面固设有左右对称的转动杆106，转动杆106的直径至少为2cm，转动杆

106的长度至少为1m，外转块111内设置有左右对称设置且与竖直组件进行配合装卡的装卡

结构，远离圆柱壳112的转动杆106端面固设有固定块105，从而利用转动杆106来将纺织布

悬挂。

[0031] 有益地，其中，装卡结构包括固设于外转块111内且开口的弹簧槽303，弹簧槽303

内固设有连接块302，连接块302内固设有上下贯穿的滑移槽304，滑移槽304内滑动的设置

有与弹簧槽303滑动配合连接的滑推块305，远离滑移槽304的滑推块305端面固设有圆柱

301，圆柱301的直径至少为1cm，圆柱301滑动的贯穿连接块302，远离圆柱301的滑推块305

与远离圆柱301的滑移槽304端壁之间设置有弹簧，从而利用滑推块305的滑动使圆柱301进

行移动且在弹簧作用下进行回弹，使竖直组件得到折叠固定。

[0032] 有益地，其中，竖直组件包括与固定块105转动配合连接的转动块104，转动块104

下端面固设有左右对称的圆杆103，圆杆103下端面内固设有开口的圆孔，圆孔的直径及深

度与圆柱301相同，圆杆103直径的中心距离与圆柱301直径的中心距离相同，从而使圆柱

301伸入圆杆103内装卡固定。

[0033] 有益地，其中，稳定组件包括与下侧的固定杆116外表面转动配合连接的翻转块

113，远离容腔115的翻转块113端面固设有左右对称的连杆102，远离容腔115的连杆102因

此而设置有连块405，连块405通过锁紧螺栓406与连杆102固定，连块405内转动的设置有翻

转板404，远离连块405的翻转板404端面固设有侧立板407，侧立板407内固设有贯穿且开口

的开口腔403，开口腔403的直径与连杆102的直径相同，侧立板407上端面固设有对称的连

接筒402，连接筒402内固设有开口的装卡腔401，装卡腔401的直径与圆杆103直径相同，圆

杆103可伸入装卡腔401内与装卡腔401滑动配合连接，从而使圆杆103、连接筒402、翻转板

404和连杆102组成稳定直角结构。

[0034] 有益地，其中，风力驱动装置951包括圆盘110，圆盘110内固设有环形设置且开口

朝下的内环腔502，内环腔502端壁内固设有环形设置的若干加强筋501，圆柱壳112上端面

内固设有若干环形阵列设置且开口的连腔503，连腔503的深度为3cm，加强筋501与连腔503

装卡配合连接，圆盘110上端面固设有立柱109，立柱109外表面设置有若干便于风力推动的

风帆组件，从而利用风帆组件带动设备进行转动。

[0035] 有益地，其中，风帆组件包括固设于立柱109外表面且上下对称设置的支撑架108，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09945614 B

7



支撑架108之间的距离至少为30cm，支撑架108内固设有开口的滑槽203，滑槽203为T型结

构，滑槽203内滑动的设置有帆布107，支撑架108外表面设置固定壳201，固定壳201通过锁

紧螺栓202与支撑架108固定，且固定壳201将帆布107限制不发生移动，从而利用固定壳201

将帆布107装卡于滑槽203内并通过固定壳201限位固定。

[0036] 有益地，其中，装卡装置952包括固设于内腔114内的中间固定板504，中间固定板

504的厚度至少为2cm，中间固定板504内固设有环形阵列设置的若干中间固定板504，中间

固定板504上下贯穿设置且中间固定板504至少设置6组，中间固定板504内螺纹配合连接设

置有外螺纹柱706，外螺纹柱706外表面设置有环形阵列设置的横杆702，横杆702下端面固

设有底连块705，外螺纹柱706上端面固设有便于人员提取的把手701，从而利用上述结构使

底连块705更好的将晾晒装置950内的相关结构进行装卡。

[0037] 有益地，其中，支撑转动装置953包括与圆柱壳112固定的转筒602，转筒602外表面

转动的设置有平台板601，平台板601与转筒602之间转动的方式可采用推力球轴承与转筒

602转动配合连接，转筒602的直径至少为8cm,平台板601外表面设置有用于将设备支撑的

支脚组件，支脚组件包括固设于平台板601外表面且与平台板601形成一定角度的支撑杆

101，支撑杆101与平台板601之间的夹角至少为120°，支撑杆101与地面相抵，从而使支撑杆

101将设备支撑起及利用支脚组件将设备支撑起，且使转筒602在平台板601内转动。

[0038] 初始状态时，上述装置、组件和结构处于初始状态，设备初始是处于展开状态，转

动杆106外表面悬挂设置有纺织布。

[0039] 当设备进行工作时，由于转动杆106外表面悬挂有纺织布，则在设备放置于地面上

的时候，帆布107在风力作用下驱动立柱109开始转动，由于圆盘110通过加强筋501和圆柱

壳112内的连腔503装卡固定，使立柱109转动后带动个所属圆柱壳112转动，此时转动杆106

外表面悬挂的纺织布也进行围绕圆柱壳112中心线进行转动，使纺织布在晾晒干燥过程中

更为高效，使纺织布快速干燥，在设备使用时间较长后，需要对帆布107进行更换，此时拧松

锁紧螺栓202后使固定壳201余支撑架108摆脱固定，使固定壳201取下，将帆布107从滑槽

203内拉出，并更换帆布107即可，在将设备进行折叠时，转动外转块111，使外转块111向上

摆动，使外转块111连同转动杆106使固定块105向上摆动，此时圆杆103逐渐脱离装卡腔

401，而后转动转动块104，使圆杆103与圆柱301处于相对状态，将滑推块305滑动，使圆柱

301端面与外转块111齐平，由于圆杆103与圆柱301处于相对状态，滑推块305在弹簧作用下

回弹使圆柱301进入圆杆103内的圆孔，使圆杆103与外转块111间接固定，此时将转动杆106

折叠于容腔115内，且转动侧立板407，使开口腔403与连杆102相抵，此时转动连杆102，使连

杆102折叠于容腔115内，此时在把手701的作用下转动外螺纹柱706，使横杆702和703位于

将横杆702相抵固定的状态，此时将折叠后的设备提取运输到指定位置即可，在需要使用时

将设备搬出并且展开即可。

[004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此设备采用晾晒装置950、风力驱动装置951、装卡装置952

和支撑转动装置953，实现了采用折叠的方式将晾晒结构展开，使纺织布得到更好的晾晒，

且利用风力驱动设备进行转动，使设备内的纺织布得到更快速的风干，提高了设备的工作

效率，且采用了多种折叠结构及锁紧结构使设备便于携带运输，提高了设备的便携性。

[0041] 上述优点具体表现为，采用了锁紧螺栓202将固定壳201固定于支撑架108内使帆

布107限位，使帆布107便于更换，且利用帆布107带动设备进行转动，使纺织布得到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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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干，利用加强筋501余连腔503的装卡使圆盘110与圆柱壳112更好的限位固定，使设备运

转正常，利用外转块111、转动杆106、固定块105、转动块104、圆杆103、连接筒402、侧立板

407、翻转板404、连块405、连杆102和翻转块113组成的连杆折叠结构，使转动杆106便于折

叠于设备内，且使转动杆106处于展开状态时，更好的将纺织布悬挂，使设备处于结构稳定

的状态，利用圆柱301和滑推块305组成的结构，使圆柱301在弹簧作用下进行滑动，并且利

用圆柱301与圆杆103进行装卡固定，使圆杆103在折叠于外转块111一侧时不发生松动，使

结构稳定性上升，利用中间固定板504内的相抵腔704使连块405等结构相抵于相抵腔704

内，在折叠状态时，利用设置有至少六组的横杆702和底连块705对连块405进行限位固定，

使设备在折叠状态时，上述连杆折叠结构不发生移动，牢固设置于设备内，采用了支撑杆

101将设备支撑起，且利用转筒602与平台板601的推力球轴承转动配合连接使设备在风力

作用下更好的转动。

[0042]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

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0043] 尽管本文较多地使用了支撑杆101、连杆102、圆杆103、转动块104、固定块105、转

动杆106、帆布107、支撑架108、立柱109、圆盘110、外转块111、圆柱壳112、翻转块113、内腔

114、容腔115、固定杆116、固定壳201、锁紧螺栓202、滑槽203、圆柱301、连接块302、弹簧槽

303、滑移槽304、滑推块305、装卡腔401、连接筒402、开口腔403、翻转板404、连块405、锁紧

螺栓406、侧立板407、加强筋501、内环腔502、连腔503、中间固定板504、平台板601、转筒

602、把手701、横杆702、703、相抵腔704、底连块705、外螺纹柱706、晾晒装置950、风力驱动

装置951、装卡装置952和支撑转动装置953等术语，但并不排除使用其它术语的可能性。使

用这些术语仅仅是为了更方便地描述和解释本发明的本质，把它们解释成任何一种附加的

限制都是与本发明精神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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