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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沙滩伞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沙滩伞，属于沙滩伞技术

领域。一种沙滩伞，包括伞杆、遮阳伞体、音响组

件、风扇组件、电池组和发电组件，所述遮阳伞体

设置在伞杆上端部，伞杆下端部设置固定器；所

述风扇组件包括调节结构、电动机、摇杆机构和

单叶扇片，所述电动机相对其输出轴一端铰接在

伞杆上端并位于遮阳伞体下方，所述电动机通过

摇杆机构连接单叶扇片，所述电动机通过摇杆机

构使单叶扇片呈40-80度往复扇动。本发明具有

遮阳、音响、风扇、发电等多种功能，满足了人们

的使用需求，提高人们的休闲生活质量；同时结

构采用可拆式结构，方便移动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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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沙滩伞，包括伞杆、遮阳伞体、音响组件、风扇组件、照明组件、电池组和发电组

件，所述遮阳伞体设置在伞杆上端部，伞杆下端部设置固定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风扇组件

包括调节结构、电动机、摇杆机构和单叶扇片，所述电动机相对其输出轴一端铰接在伞杆上

端并位于遮阳伞体下方，所述电动机通过摇杆机构连接单叶扇片，所述电动机通过摇杆机

构使单叶扇片呈40-80度往复扇动，所述调节结构铰接在电动机与遮阳伞体之间的伞杆上，

并与电动机铰接连接；所述调节结构能够使所述电动机相对伞杆向下展开或向上收叠，所

述电动机向上收叠使得单叶扇片与遮阳伞体底部贴合，其相对伞杆向下展开的角度范围为

0-150°；所述遮阳伞体内侧面喷涂有散光涂层；所述伞杆包括内杆和外杆，所述内杆套设在

外杆内，所述内杆为中空钢管，外杆为透明塑料管；所述内杆和外杆之间相距2-3cm，并通过

支架连接固定，所述内杆外壁、外杆内壁和支架均喷涂有白色荧光层；所述内杆上端连接有

遮阳伞体，内杆下端连接固定器，所述外杆上端位于遮阳伞体下方，外杆下端位于固定器上

方；所述音响组件呈圆环状设置在伞杆中部，并位于内杆和外杆之间，外杆相对音响组件的

安装位置周向均布有喇叭孔；所述电池组设置在内杆内，音响组件和电池组相连；所述照明

组件包括第一驱动板、第二驱动板、及LED灯和开关，所述第一驱动板安装在内杆和外杆之

间，并位于音响组件上方，第一驱动板与伞杆轴线垂直，其中间设置用于内杆穿插通过的通

孔，所述第一驱动板上端面均布有LED灯；所述第二驱动板安装在内杆和外杆之间，并位于

音响组件下方，第二驱动板与伞杆轴线垂直，其中间设置用于内杆穿插通过的通孔，所述第

二驱动板下端面均布有LED灯；所述第一驱动板和第二驱动板通过开关连接电池组，所述开

关安装在外杆上；所述发电组件包括连接轴、直流发电机和扇叶，所述直流发电机设在内杆

上端内；所述伞杆内杆伸出遮阳伞体，所述扇叶对应可拆式安装在伞杆内杆顶部并通过连

接轴与直流发电机转动连接；所述直流发电机连接电池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沙滩伞,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器使用底座替代，所述遮

阳伞体通过伞杆立在底座上，所述底座上设置对应伞杆的固定管，固定管内设置多条贯穿

固定管的凹槽，所述凹槽与固定管的中心轴线平行，所述外杆上设置对应所述凹槽的凸起，

所述凸起高4-7mm；所述底座对应固定管底部处设置对应内杆的第一环形凹槽和对应外杆

的第二环形凹槽；所述内杆的下端部与第一环形凹槽的轮廓为正多边形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沙滩伞,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环形凹槽相对固定管底部

深6-8cm，所述第二环形凹槽相对固定管底部深3-5cm；所述第一环形凹槽为不锈钢结构，且

与内杆间隙配合；所述第二环形凹槽为塑料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沙滩伞,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管上端设置有外螺纹，并

设置有对应该外螺纹的盖帽，所述盖帽顶部设置对应伞杆大小的通孔，所述盖帽顶部为橡

胶材料结构，所述通过与伞杆过盈配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沙滩伞,其特征在于：所述遮阳伞体为可折叠结构，遮阳

伞体与伞杆内杆之间为可拆式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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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沙滩伞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沙滩伞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沙滩伞。

背景技术

[0002] 沙滩伞主要用于在沙滩上防太阳光直接照射的大型遮阳伞。沙滩伞设计是根据庭

院伞而演变过来的。但随着现在简约式生活方式的不断推广及商业休闲业的发展，沙滩伞

已经广泛的应用于沙滩上了，美观的造型，有效的防晒遮阳效果。现有的沙滩伞功能单一，

特别无法满足在空旷的户外时或者海滩等开阔场合使用时，人们日益增加的文娱活动需

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发明目的是，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沙滩伞，具有遮阳、音响、风扇、发

电等多种功能，满足了人们的使用需求，提高人们的休闲生活质量；同时结构采用可拆式结

构，方便移动运输。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沙滩伞，包括伞杆、遮阳伞体、

音响组件、风扇组件、电池组和发电组件，所述遮阳伞体设置在伞杆上端部，伞杆下端部设

置固定器；所述风扇组件包括调节结构、电动机、摇杆机构和单叶扇片，所述电动机相对其

输出轴一端铰接在伞杆上端并位于遮阳伞体下方，所述电动机通过摇杆机构连接单叶扇

片，所述电动机通过摇杆机构使单叶扇片呈40-80度往复扇动，所述调节结构铰接在电动机

与遮阳伞体之间的伞杆上，并与电动机铰接连接；所述调节结构能够使所述电动机相对伞

杆向下展开或向上收叠，所述电动机向上收叠使得单叶扇片与遮阳伞体底部贴合，其相对

伞杆向下展开的角度范围为0-150°；所述遮阳伞体内侧面喷涂有散光涂层；所述伞杆包括

内杆和外杆，所述内杆套设在外杆内，所述内杆为中空钢管，外杆为透明塑料管；所述内杆

和外杆之间相距2-3cm，并通过支架连接固定，所述内杆外壁、外杆内壁和支架均喷涂有白

色荧光层；所述内杆上端连接有遮阳伞体，内杆下端连接固定器，所述外杆上端位于遮阳伞

体下方，外杆下端位于固定器上方；所述音响组件呈圆环状设置在伞杆中部，并位于内杆和

外杆之间，外杆相对音响组件的安装位置周向均布有喇叭孔；所述电池组设置在内杆内，音

响组件和电池组相连；所述照明组件包括第一驱动板、第二驱动板、及LED灯和开关，所述第

一驱动板安装在内杆和外杆之间，并位于音响组件上方，第一驱动板与伞杆轴线垂直，其中

间设置用于内杆穿插通过的通孔，所述第一驱动板上端面均布有LED灯；所述第二驱动板安

装在内杆和外杆之间，并位于音响组件下方，第二驱动板与伞杆轴线垂直，其中间设置用于

内杆穿插通过的通孔，所述第二驱动板下端面均布有LED灯；所述第一驱动板和第二驱动板

通过开关连接电池组，所述开关安装在外杆上；所述发电组件包括连接轴、直流发电机和扇

叶，所述直流发电机设在内杆上端内；所述伞杆内杆伸出遮阳伞体，所述扇叶对应可拆式安

装在伞杆内杆顶部并通过连接轴与直流发电机转动连接；所述直流发电机连接电池组。

[0005] 优选地，所述固定器使用底座替代，所述遮阳伞体通过伞杆立在底座上，所述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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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设置对应伞杆的固定管，固定管内设置多条贯穿固定管的凹槽，所述凹槽与固定管的中

心轴线平行，所述外杆上设置对应所述凹槽的凸起，所述凸起高4-7mm；所述底座对应固定

管底部处设置对应内杆的第一环形凹槽和对应外杆的第二环形凹槽；所述内杆的下端部与

第一环形凹槽的轮廓为正多边形结构。

[0006] 优选地，所述第一环形凹槽相对固定管底部深6-8cm，所述第二环形凹槽相对固定

管底部深3-5cm；所述第一环形凹槽为不锈钢结构，且与内杆间隙配合；所述第二环形凹槽

为塑料结构。

[0007] 优选地，所述固定管上端设置有外螺纹，并设置有对应该外螺纹的盖帽，所述盖帽

顶部设置对应伞杆大小的通孔，所述盖帽顶部为橡胶材料结构，所述通过与伞杆过盈配合。

[0008] 优选地，所述遮阳伞体为可折叠结构，遮阳伞体与伞杆内杆之间为可拆式连接。

[0009] 由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0] 本发明具有遮阳、音响、风扇、发电等多种功能，满足了人们的使用需求，提高人们

的休闲生活质量；同时结构采用可拆式结构，方便移动运输。

[0011] 本发明音响设置在伞杆中不占用空间面积，方便人们在沙滩上欣赏美妙的音乐；

所述照明组件安装在伞杆中可以将伞杆作为一个大的灯管；同时，遮阳伞体底面设置散光

涂层，并与伞杆内设置的LED灯对应，这样保证对遮阳伞体下方区域照明。风扇组件通过设

置摇摆风扇，摇摆单叶扇片能够得到较为自然的清风，与沙滩这种休闲环境相得益彰；单叶

扇片在不使用时可以收叠起，并与遮阳伞体底部贴合，不会影响遮阳伞体下方活动空间。在

遮阳伞体上方设置风力发电组件，能够避免有外露的电线，避免触电发生；所述发电组件为

可拆式连接，能够快捷安装或拆卸。底座与伞杆之间通过简单插拔即可以完成安装拆卸，简

单快捷。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功能结构图。

[0013] 图2是本发明伞杆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是本发明底座剖视图。

[0015] 附图中，1-伞杆、2-遮阳伞体、3-音响组件、4-风扇组件、5-电池组、6-发电组件、7-

固定器、8-调节结构、9-电动机、10-摇杆机构、11-单叶扇片、12-内杆、13-外杆、14-第一驱

动板、15-LED灯、16-第二驱动板、17-扇叶、18-第一环形凹槽、19-第二环形凹槽、20-固定

管，21-底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以下结合附图对发明的具体实施进一步说明。

[0017] 如图1所示，一种沙滩伞，包括伞杆1、遮阳伞体2、音响组件3、风扇组件4、电池组5

和发电组件6。遮阳伞体2设置在伞杆1上端部，伞杆1下端部设置固定器7，固定器7刚性尖

刺，尖刺与伞杆1下端朝向相同；遮阳伞体2为可折叠结构，遮阳伞体2与伞杆1内杆12之间为

可拆式连接。风扇组件4包括调节结构8、电动机9、摇杆机构10和单叶扇片11。电动机9相对

其输出轴一端铰接在伞杆1上端并位于遮阳伞体2下方，电动机9通过摇杆机构10连接单叶

扇片11，电动机9通过摇杆机构10使单叶扇片11呈60度往复扇动；这里可以根据需要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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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度之间往复扇动。调节结构8铰接在电动机9与遮阳伞体2之间的伞杆1上，并与电动机9铰

接连接；调节结构8能够使电动机9相对伞杆1向下展开或向上收叠，电动机9向上收叠使得

单叶扇片11与遮阳伞体2底部贴合，其相对伞杆1向下展开的角度范围为0-150°。遮阳伞体2

内侧面喷涂有散光涂层。

[0018] 如图2所示，伞杆1包括内杆12和外杆13，内杆12套设在外杆13内，内杆12为中空钢

管，外杆13为透明塑料管。内杆12和外杆13之间相距2cm，并通过支架连接固定，内杆12外

壁、外杆13内壁和支架均喷涂有白色荧光层。内杆12上端连接有遮阳伞体2，内杆12下端连

接固定器7，外杆13上端位于遮阳伞体2下方，外杆13下端位于固定器7上方。音响组件3呈圆

环状设置在伞杆1中部，并位于内杆12和外杆13之间，外杆13相对音响组件3的安装位置周

向均布有喇叭孔。电池组5设置在内杆12内，音响组件3和电池组5相连。照明组件包括第一

驱动板14、第二驱动板16、及LED灯15和开关。第一驱动板14安装在内杆12和外杆13之间，并

位于音响组件3上方，第一驱动板14与伞杆1轴线垂直，其中间设置用于内杆12穿插通过的

通孔，第一驱动板14上端面均布有LED灯15；第二驱动板16安装在内杆12和外杆13之间，并

位于音响组件3下方，第二驱动板16与伞杆1轴线垂直，其中间设置用于内杆12穿插通过的

通孔，第二驱动板16下端面均布有LED灯15。第一驱动板14和第二驱动板16通过开关连接电

池组5，开关安装在外杆13上。

[0019] 如图1和图2所示，发电组件6包括连接轴、直流发电机和扇叶17，直流发电机设在

内杆12上端内；伞杆1内杆12伸出遮阳伞体2，扇叶17对应可拆式安装在伞杆1内杆12顶部并

通过连接轴与直流发电机转动连接；直流发电机连接电池组5。

[0020] 如图3所示，固定器7使用底座21替代，遮阳伞体2通过伞杆1立在底座21上，底座21

上设置对应伞杆1的固定管20。固定管20内设置多条贯穿固定管20的凹槽，凹槽与固定管20

的中心轴线平行，外杆13上设置对应凹槽的凸起，凸起高5mm。底座21对应固定管20底部处

设置对应内杆12的第一环形凹槽18和对应外杆13的第二环形凹槽19；内杆12的下端部与第

一环形凹槽18的轮廓为正多边形结构。

[0021] 其中，第一环形凹槽18相对固定管20底部深7cm，第二环形凹槽19相对固定管20底

部深4cm；第一环形凹槽18为不锈钢结构，且与内杆12间隙配合；第二环形凹槽19为塑料结

构。

[0022] 这里，固定管20上端设置有外螺纹，并设置有对应该外螺纹的盖帽，盖帽顶部设置

对应伞杆1大小的通孔，盖帽顶部为橡胶材料结构，通过与伞杆1过盈配合。

[0023] 上述说明是针对本发明较佳可行实施例的详细说明，但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定本发

明的专利申请范围，凡本发明所提示的技术精神下所完成的同等变化或修饰变更，均应属

于本发明所涵盖专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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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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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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