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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型水域漂浮物捡拾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小型水域漂浮物捡拾

系统，包括左侧船体，右侧船体，传送机构，漂浮

便拆垃圾桶和涵道推进器，其中：左侧船体与右

侧船体之间通过连接梁进行连接，且传送机构的

中部通过轴承安装在左侧船体和右侧船体的中

部，该漂浮便拆垃圾桶通过磁铁吸附在左侧船体

和右侧船体之间后方的横梁上；所述涵道推进器

通过螺栓安装在左侧船体和右侧船体的底部。本

实用新型漂浮便拆垃圾桶，涵道推进器，左船体，

电传感器，右船体，太阳能板，直角架，移动电机

座，拨捞爪，拨捞滚轮和传送带的设置，设备轻

便，移动速度快，清理彻底，不容易出现磕碰造成

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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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小型水域漂浮物捡拾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左侧船体(A)，右侧船体(B)，传送

机构(C)，漂浮便拆垃圾桶(D)和涵道推进器(E)，其中：左侧船体(A)与右侧船体(B)之间通

过连接梁进行连接，且传送机构(C)的中部通过轴承安装在左侧船体(A)和右侧船体(B)的

中部，该漂浮便拆垃圾桶(D)通过磁铁吸附在左侧船体(A)和右侧船体(B)之间后方的横梁

上；所述涵道推进器(E)通过螺栓安装在左侧船体(A)和右侧船体(B)的底部；

所述侧船体(A)包括舵机(A1)，小U支架(A2)，摄像头(A3)，左船体(A4)和电控箱(A5)，

其中：舵机(A1)通过螺栓安装在左船体(A4)的前方，且小U支架(A2)通过连接螺栓安装在舵

机(A1)的前方，该摄像头(A3)通过螺栓安装在小U支架(A2)的前方；所述电控箱(A5)通过螺

栓安装在左船体(A4)的内部，且左船体(A4)的上方通过螺栓安装有防水盖；

所述右侧船体(B)包括光电传感器支架(B1)，光电传感器(B2)，右船体(B3)，减速电机

固定架(B4)，减速电机(B5)，太阳能板支座(B6)，太阳能板(B7)，直角架(B8)，移动电机座

(B9)，直线滑块(B10)，丝杆(B11)，联轴器(B12)和升降架(B13)，其中：光电传感器(B2)通过

螺栓安装在电传感器支架(B1)的表面，且光电传感器支架(B1)通过螺栓安装在右船体(B3)

的一侧，该光电传感器支架(B1)和光电传感器(B2)在左船体(A4)的一侧作对称设置；所述

减速电机固定架(B4)通过螺栓安装在右船体(B3)的内部，且减速电机固定架(B4)的上方通

过螺栓安装有减速电机(B5)，该减速电机(B5)的动力轴的一端图螺纹安装有太阳能板支座

(B6)；所述太阳能板支座(B6)的上方通过螺栓安装有太阳能板(B7)，且直角架(B8)通过螺

栓安装在右船体(B3)后方的内侧，该直角架(B8)的上方通过螺栓安装有一个型号为

ZX20BY20H的步进电机；所述移动电机座(B9)通过螺栓安装在步进电机的上方，且丝杆

(B11)通过联轴器(B12)与步进电机的动力轴相连接，并通过螺纹穿过移动电机座(B9)，该

升降架(B13)通过连接杆与直线滑块(B10)相连接；

所述传送机构(C)包括传动带主动轮(C1)，传动带支撑架(C2)，传动带主轴(C3)，传送

带支撑架连接杆(C4)，电机座(C5)，调整电机(C6)，拨捞滚轮主轴(C7)，拨捞混轮齿轴(C8)，

拨捞滚轮连接架(C9)，拨捞爪(C10)，拨捞滚轮(C11)，传送带(C12)，传送带转轴(C13)和传

送带被动轮(C14)，其中：传动带主轴(C3)穿入传动带主动轮(C1)的内部，且传动带主轴

(C3)的两端通过轴承安装在传动带支撑架(C2)的内部；所述拨捞爪(C10)通过螺栓安装在

拨捞滚轮(C11)的表面，且拨捞滚轮主轴(C7)穿入拨捞滚轮(C11)的内部，该拨捞滚轮主轴

(C7)的两端通过轴承安装在拨捞滚轮连接架(C9)的内部；所述传动带支撑架(C2)和拨捞滚

轮连接架(C9)之间通过传送带支撑架连接杆(C4)进行连接，且传送带支撑架连接杆(C4)的

表面焊接有传送带转轴(C13)；所述拨捞滚轮主轴(C7)的一端通过螺栓安装有拨捞混轮齿

轴(C8)，且电机座(C5)的表面通过螺栓固定有调整电机(C6)，该调整电机(C6)的动力轴通

过齿轮与拨捞混轮齿轴(C8)相传动；所述传送带(C12)嵌套在传动带主动轮(C1)和传送带

被动轮(C14)的表面；所述传动带主轴(C3)的一端通过连接块连接在动力电机的动力轴上；

该动力电机通过螺栓安装在移动电机座(B9)的表面；

所述电控箱(A5)包括单片机(A51)，驱动模块(A52)，继电器(A53)，蓝牙模块(A54)，温

度和火焰传感器(A55)和微控制器(A56)，且单片机(A51)包括输入端和输出端，该单片机

(A51)的输入端通过信号线连接有光电传感器(B2)，蓝牙模块(A54)和温度和火焰传感器

(A55)；所述光电传感器(B2)  和温度和火焰传感器(A55)通过螺栓安装在左船体(A4)和右

船体(B3)的前端；所述单片机(A51)的输入端通过信号线连接有stm32微控制器(A56)，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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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m32微控制器(A56)通过信号线连接有摄像头(A3)；所述该单片机(A51)的输出端通过信

号线连接有驱动模块(A52)和继电器(A53)；所述驱动模块(A52)通过信号线连接有减速电

机(B5)，调整电机(C6)和动力电机；所述继电器(A53)通过信号线连接有涵道推进器(E)。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型水域漂浮物捡拾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漂浮便拆垃圾

桶(D)采用高分子塑料板拼接而成的圆弧形敞口收集空间，且漂浮便拆垃圾桶(D)与左侧船

体(A)和右侧船体(B)之间后方的横梁上方设置有磁铁。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型水域漂浮物捡拾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涵道推进器

(E)采用4个，且涵道推进器(E)分为两组，分别对称分布在左船体(A4)和右船体(B3)的底

部，该涵道推进器(E)均可以进行独立控制。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型水域漂浮物捡拾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左船体(A4)和

右船体(B3)采用一对由高分子塑料板拼接而成的船型承载体，且左船体(A4)和右船体(B3)

的前端上翘25度或30度。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型水域漂浮物捡拾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光电传感器

(B2)采用两对光电红外线传感器，且左船体(A4)和右船体(B3)的前端也通过螺栓安装有一

对光电传感器(B2)。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型水域漂浮物捡拾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板(B7)

采用一块单晶100W电池板，且太阳能板(B7)可通过减速电机(B5)来调整太阳能板(B7)的朝

向。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型水域漂浮物捡拾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电机座

(B9)采用一端为圆弧形另一端为可承载动力电机的方形金属板，且移动电机座(B9)的一端

可通过内部的螺纹在丝杆(B11)的表面进行垂直方向上的移动。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型水域漂浮物捡拾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拨捞爪(C10)

采用若干根弯曲的不锈钢制金属爪，且拨捞爪(C10)较为尖锐的楞和角进行圆滑打磨处理，

该拨捞爪(C10)之间朝向一致。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型水域漂浮物捡拾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带(C12)

采用尼龙片基带制成的首尾相连的传送机构，且传送带(C12)的表面粘结有若干相互平行

的沥水网。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211228428 U

3



一种小型水域漂浮物捡拾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垃圾清理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小型水域漂浮物捡拾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外并没有针对封闭以及浅水域水面垃圾清理问题做出切合实际产品设

计。目前我国虽然已有过设计，但是垃圾捡拾的质量和效率并不理想，而且对于小区等浅水

区域可以说是市场空白。外国所开发出的垃圾清理船，定位于江，河、湖、海等大面积水域的

垃圾清理，大多是在传统船舶基础上加设一套垃圾收集装置，船体体积大，排水量大，内燃

机驱动，有人驾驶，机动性不佳。以下举两例典型的垃圾清理船：苏州造船厂建造的400kN内

河打捞工程船，为单底、单甲板、尾机型工程船舶，该船调遣航行时最大吃水约0.87m,采用

内河驳船型线，主机采用二台6135CaB3柴油机，上层建筑最高点离水面约4.35m。起吊扒杆

由无缝钢管构成八字形析架。在扒杆头部设有6并11索滑轮组，配中  24mm钢素。打捞作业

时，滑轮轴中心距船首的水平距离大于3.1m。韩国海洋水产部委托韩国海洋研究院开发种

能在浅滩和港口进行垃圾洁除作业的垃圾打捞船，这艘名为“海洋清扫号”的垃圾打捞船为

平底船，长30m、宽10m、高2.3m,  可在水深至少有两米的浅滩和港口清除漂浮垃圾。船上装

有臂长达20m的“多关节”抓铲，可打捞水深为15m的滩底沉积垃圾。船上的钩状收集机可用

于收集水中的渔网及渔具。所以说这款小型漂浮物清理装备具有很大的实用性以及非常广

阔的市场。

[0003] 适用于景区小面积水域(水深最浅为15cm)以及不适合现有大型垃圾收集船工作

的水面(如小型水库、小区人造湖等)垃圾清理问题。可打捞大部分水面漂浮垃圾，如树叶、

包装物等。基于蓝牙遥控技术，使用手机APP，操控简单，机动性好，成本低，十分适用于公园

或小区小面积浅水域内水面垃圾的清理工作。装备体积小，可流动作业，整体造型简洁美

观，本装置产品化后，可以取代现在的人工打捞和浅水区域水线流体捡拾船搁浅无法进行

作业的问题，填补市场空白，但是现有小型水域漂浮物捡拾系统依然存在着设备笨重，移动

缓慢，清理不彻底，容易出现磕碰造成损坏的问题。

[0004] 因此，实用新型一种小型水域漂浮物捡拾系统显得非常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小型水域漂浮物捡拾系统，以解决

现有小型水域漂浮物捡拾系统依然存在着设备笨重，移动缓慢，清理不彻底，容易出现磕碰

造成损坏的问题。一种小型水域漂浮物捡拾系统，包括左侧船体，右侧船体，传送机构，漂浮

便拆垃圾桶和涵道推进器，其中：左侧船体与右侧船体之间通过连接梁进行连接，且传送机

构的中部通过轴承安装在左侧船体和右侧船体的中部，该漂浮便拆垃圾桶通过磁铁吸附在

左侧船体和右侧船体之间后方的横梁上；所述涵道推进器通过螺栓安装在左侧船体和右侧

船体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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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所述侧船体包括舵机，小U支架，摄像头，左船体和电控箱，其中：舵机通过螺栓安

装在左船体的前方，且小U支架通过连接螺栓安装在舵机的前方，该摄像头通过螺栓安装在

小U支架的前方；所述电控箱通过螺栓安装在左船体的内部，且左船体的上方通过螺栓安装

有防水盖；

[0007] 所述右侧船体包括光电传感器支架，光电传感器，右船体，减速电机固定架，减速

电机，太阳能板支座，太阳能板，直角架，移动电机座，直线滑块，丝杆，联轴器和升降架，其

中：光电传感器通过螺栓安装在电传感器支架的表面，且光电传感器支架通过螺栓安装在

右船体的一侧，该光电传感器支架和光电传感器在左船体的一侧作对称设置；所述减速电

机固定架通过螺栓安装在右船体的内部，且减速电机固定架的上方通过螺栓安装有减速电

机，该减速电机的动力轴的一端图螺纹安装有太阳能板支座；所述太阳能板支座的上方通

过螺栓安装有太阳能板，且直角架通过螺栓安装在右船体后方的内侧，该直角架的上方通

过螺栓安装有一个型号为ZX20BY20H的步进电机；所述移动电机座通过螺栓安装在步进电

机的上方，且丝杆通过联轴器与步进电机的动力轴相连接，并通过螺纹穿过移动电机座，该

升降架通过连接杆与直线滑块相连接；

[0008] 所述传送机构包括传动带主动轮，传动带支撑架，传动带主轴，传送带支撑架连接

杆，电机座，调整电机，拨捞滚轮主轴，拨捞混轮齿轴，拨捞滚轮连接架，拨捞爪，拨捞滚轮，

传送带，传送带转轴和传送带被动轮，其中：传动带主轴穿入传动带主动轮的内部，且传动

带主轴的两端通过轴承安装在传动带支撑架的内部；所述拨捞爪通过螺栓安装在拨捞滚轮

的表面，且拨捞滚轮主轴穿入拨捞滚轮的内部，该拨捞滚轮主轴的两端通过轴承安装在拨

捞滚轮连接架的内部；所述传动带支撑架和拨捞滚轮连接架之间通过传送带支撑架连接杆

进行连接，且传送带支撑架连接杆的表面焊接有传送带转轴；所述拨捞滚轮主轴的一端通

过螺栓安装有拨捞混轮齿轴，且电机座的表面通过螺栓固定有调整电机，该调整电机的动

力轴通过齿轮与拨捞混轮齿轴相传动；所述传送带嵌套在传动带主动轮和传送带被动轮的

表面；所述传动带主轴的一端通过连接块连接在动力电机的动力轴上；该动力电机通过螺

栓安装在移动电机座的表面；

[0009] 所述电控箱包括单片机，驱动模块，继电器，蓝牙模块，温度和火焰传感器和微控

制器，且单片机包括输入端和输出端，该单片机的输入端通过信号线连接有光电传感器，蓝

牙模块和温度和火焰传感器；所述光电传感器和温度和火焰传感器通过螺栓安装在左船体

和右船体的前端；所述单片机的输入端通过信号线连接有stm32微控制器，且stm32微控制

器通过信号线连接有摄像头；所述该单片机的输出端通过信号线连接有驱动模块和继电

器；所述驱动模块通过信号线连接有减速电机，调整电机和动力电机；所述继电器通过信号

线连接有涵道推进器。

[0010] 所述漂浮便拆垃圾桶采用高分子塑料板拼接而成的圆弧形敞口收集空间，且漂浮

便拆垃圾桶与左侧船体和右侧船体之间后方的横梁上方设置有磁铁。

[0011] 所述涵道推进器采用4个，且涵道推进器分为两组，分别对称分布在左船体和右船

体的底部，该涵道推进器均可以进行独立控制。

[0012] 所述左船体和右船体采用一对由高分子塑料板拼接而成的船型承载体，且左船体

和右船体的前端上翘25度或30度。

[0013] 所述光电传感器采用两对光电红外线传感器，且左船体和右船体的前端也通过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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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安装有一对光电传感器。

[0014] 所述太阳能板采用一块单晶100W电池板，且太阳能板可通过减速电机来调整太阳

能板的朝向。

[0015] 所述移动电机座采用一端为圆弧形另一端为可承载动力电机的方形金属板，且移

动电机座的一端可通过内部的螺纹在丝杆的表面进行垂直方向上的移动。

[0016] 所述拨捞爪采用若干根弯曲的不锈钢制金属爪，且拨捞爪较为尖锐的楞和角进行

圆滑打磨处理，该拨捞爪之间朝向一致。

[0017] 所述传送带采用尼龙片基带制成的首尾相连的传送机构，且传送带的表面粘结有

若干相互平行的沥水网。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9] 1 .本实用新型涵道推进器的设置，有利于将其动力系统通过优化布局，使得动力

十分强劲，可以通过分别的控制来进行转弯等操作。

[0020] 2.本实用新型光电传感器的设置，有利于利用光电红外实现自动巡航，使用Canny

动态调参算法自动识别水上漂浮物，自动绕开障碍物防止本实用新型发生碰撞导致损坏。

[0021] 3.本实用新型移动电机座的设置，有利于使移动电机座由其下方的步进电机通过

转动将移动电机座联动直线滑块进行垂直方向上的移动，由移动电机座带动传送机构通过

轴承在左侧船体和右侧船体进行一定范围内部的移动，方便使传送机构内部的拨捞爪进行

垂直方向上的移动，便于将拨捞爪向下按压到合适的位置，方便水面垃圾的拨捞。

[0022] 4.本实用新型拨捞爪的设置，有利于将水面的垃圾向拨捞爪的后方拨捞，使垃圾

可以被移动到传送带的表面。

[0023] 5.本实用新型传送带的设置，有利于将拨捞爪移动来的垃圾通过传送带向后方漂

浮便拆垃圾桶的位置移动，且传送带表面的沥水网防止传送带向下滑落的同时防止水分大

量的进入漂浮便拆垃圾桶。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实用新型左侧船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是本实用新型右侧船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是本实用新型传送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底部结构示意图。

[0029]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控制电路连接。

[0030] 图中：

[0031] A-左侧船体，A1-舵机，A2-小U支架，A3-摄像头，A4-左船体，A5-电控箱，  A51-单片

机，A52-驱动模块，A53-继电器，A54-蓝牙模块，A55-温度和火焰传  A56-感器和微控制器，

B-右侧船体，B1-光电传感器支架，B2-光电传感器，B3-  右船体，B4-减速电机固定架，B5-减

速电机，B6-太阳能板支座，B7-太阳能板，  B8-直角架，B9-移动电机座，B10-A直线滑块，

B11-丝杆，B12-联轴器，B13-  升降架，C-传送机构，C1-传动带主动轮，C2-传动带支撑架，

C3-传动带主轴，  C4-传送带支撑架连接杆，C5-电机座，C6-调整电机，C7-拨捞滚轮主轴，

C8-拨捞混轮齿轴，C9-拨捞滚轮连接架，C10-拨捞爪，C11-拨捞滚轮，C12-传送带，  C13-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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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带转轴，C14-传送带被动轮，D-漂浮便拆垃圾桶，E-涵道推进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方案，下面将对本实用新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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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一部分的

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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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当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33] 如附图1至附图3所示。

[0034]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小型水域漂浮物捡拾系统，包括左侧船体A，右侧船体B，传

送机构C，漂浮便拆垃圾桶D和涵道推进器E，在安装过程中左侧船体  A和右侧船体B之间相

互连接，想成左右相互对称的漂浮船体，且传送机构C的中部通过一个轴承安装在左侧船体

A与右侧船体B的内部的中间部分，所述传送机构C可在左侧船体A和右侧船体B的中部通过

移动电机座B9垂直方向上的移动，依次带动传送机构C通过轴承在左侧船体A和右侧船体B

进行一定范围内部的移动，方便使传送机构C内部的拨捞爪C10进行垂直方向上的移动，便

于将拨捞爪C10向下按压到合适的位置，方便水面垃圾的拨捞；漂浮便拆垃圾桶D的设置，可

以快速的拆卸漂浮便拆垃圾桶D，在连接后漂浮便拆垃圾桶D连接稳固，且可以跟随前方结

构进行一定幅度的摆动；涵道推进器E两两安装在左侧船体A和右侧船体B的下方，将其动力

系统通过优化布局，使得动力十分强劲，可以通过分别的控制来进行转弯等操作；左船体A4

和右船体B3相互对称，且重量一致，若出现两侧重量不一时，需对较轻的的一侧进行配重，

保持本实用新型在工作时的稳定，为内部传送机构C提供浮力，防止因两侧浮力不一致导致

运动过程中不能控制方形，上翘的船体减小了前进时水对船的阻力；光电传感器B2在本实

用新型的两侧和前方均进行设置，利用光电红外实现自动巡航，使用Canny动态调参算法自

动识别水上漂浮物，自动绕开障碍物防止本实用新型发生碰撞导致损坏；太阳能板B7采用

一块单晶100W电池板，且太阳能板B7可通过减速电机B5来调整太阳能板B7的朝向；有利于

在本实用新型工作过程中直接将太阳能经过太阳能板B7之后转化为直流电能，存储在内部

的蓄电池中，为本实用新型后续的工作提供动力。

[0035] 本实用新型的传送机构C作为本实用新型核心收集垃圾的部分，其包括传动带主

动轮C1，传动带支撑架C2，传动带主轴C3，传送带支撑架连接杆C4，电机座C5，调整电机C6，

拨捞滚轮主轴C7，拨捞混轮齿轴C8，拨捞滚轮连接架C9，拨捞爪C10，拨捞滚轮C11，传送带

C12，传送带转轴C13和传送带被动轮C14，在安装过程中，传动带主动轮C1和传送带被动轮

C14作为传送带C12  主要的支撑部件，可以使传送带C12在传动带主动轮C1和传送带被动轮

C14的表面进行运动，传动带主动轮C1和传送带被动轮C14的两端由轴承固定在传动带支撑

架C2和拨捞滚轮连接架C9的内部，并由传送带支撑架连接杆C4进行支撑，形成一个完整的

传动结构，便于后续的垃圾的输送，其的前端设置有拨捞爪C10，拨捞爪C10采用若干根弯曲

的不锈钢制金属爪，且拨捞爪C10较为尖锐的楞和角进行圆滑打磨处理，该拨捞爪C10之间

朝向一致，可以将水面的垃圾向拨捞爪C10的后方拨捞，使垃圾可以被移动到传送带C12的

表面；传送带C12  采用尼龙片基带制成的首尾相连的传送机构，且传送带C12的表面粘结有

若干相互平行的沥水网；有利于将拨捞爪C10移动来的垃圾通过传送带C12向后方漂浮便拆

垃圾桶D的位置移动，且传送带C12表面的沥水网防止传送带C12向下滑落的同时防止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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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进入漂浮便拆垃圾桶D。

[0036] 而本实用新型的控制基于便携设备通过蓝牙进行控制，利用手机通过特定的APP

进行操控，APP使用E4A编程软件设计程序及操作画面，生成spk文件，然后装到安卓手机里，

操控者打开软件，连上蓝牙，直接对本实用新型进行操作；半自主巡航及自动捡拾垃圾方

面，主要由光电开关传感器B7、OV7670摄像头模块、以及STM32微控制器A56组成，光电开关

负责避开能对船体造成伤害的障碍物，OV7670摄像头和STM32微控制A56器共同完成自主捡

拾垃圾的工作，  STM32微控制器A56里面植入了CANNY算法，摄像头拍摄的图像送入到stm32

微控制器A56，经过高斯模糊处理后，与已经植入到数据库里的垃圾的照片进行对比，通过

动态扫描一步一步的找出垃圾的具体位置，然后将信号传给型号为  STC89C52RC的单片机，

单片机驱动电机完成捡拾工作；其中蓝牙为本实用新型的引号传输方法，采用HC-05蓝牙模

块A54，负责将手机接收到的无线指令发送到STC89C52RC单片机里，将无线信号转换为电信

号；单片机A51使用的是  STC89C52单片机，单片机A51作为该系统的大脑神经不仅要负责将

操作人员的指令转换成命令动作，还要将自动控制系统接收到的外界信号让操作者所能接

收。首先STC89C52单片机的RT脚于HC-05的XT脚相连，HC-05的RT脚于STC89C52RC单片机的

XT脚相连以实现手机和单片机数据的双相传输。同时  STC89C52RC单片机还与L298N电机驱

动相连接，通过程序来控制减速电机B5，调整电机C6和动力电机。

[0037] 其中减速电机B5采用的是太阳能寻光电机，当温度和火焰传感器检测到最强光角

度时，将信号传到STC89C52RC单片机，STC89C52RC单片机发出指令在  L298N电机驱动的协

助下控制减速电机B5电机停在光线最强的地方。

[0038] 其中动力电机是传送带升降电机，当操作者控制手机点下相应按钮时手机的蓝牙

信号传输到STC89C52RC单片机，STC89C52RC单片机出指令在L298N电机驱动的协助下控制

动力电机停在操作者所需要停下的位置。

[0039] 调整电机C6是控制传送带的电机，当操控者按下相应按钮后，HC-05接收到手机发

送的指令，并送给单片机，单片机经过处理，让继电器吸合，从而让电机动作。

[0040] 利用本实用新型所述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启

发下，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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