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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尔夫球收集清洗储存一体推车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尔夫球收集清洗储存

一体推车，包括：收集软管、转接管、抽风装置、抽

风管、抽风腔、抽风电机、支撑杆、抽风扇轴杆、抽

风扇轴、抽风扇叶、加速管、导气槽、加速装置、加

速腔、加速轴杆、加速棒、密封管、密封盖、水管、

布水板、洒水头、水阀、水箱、碰撞清洗箱、碰撞

块、碰撞点、漏水孔、漏球管、漏球孔、甩水箱、甩

水板、甩水轴、甩水电机、漏水板、储水仓、出球

管、收集箱、海绵层、开口、推手、底板、轮轴、支撑

架，本发明中的甩水板为二十等分结构，每个结

构均为略带下凹结构，甩水板直径略小于甩水

箱，甩水板下凹结构最靠近边缘位置宽度与高尔

夫球直径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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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尔夫球收集清洗储存一体推车，包括：收集软管(1)、转接管(2)、抽风装置

(3)、抽风管(301)、抽风腔(302)、抽风电机(303)、支撑杆(304)、抽风扇轴杆(305)、抽风扇

轴(306)、抽风扇叶(307)、加速管(4)、导气槽(401)、加速装置(5)、加速腔(501)、加速轴杆

(502)、加速棒(503)、密封管(6)、密封盖(601)、水管(7)、布水板(701)、洒水头(702)、水阀

(8)、水箱(9)、碰撞清洗箱(10)、碰撞块(1001)、碰撞点(1002)、漏水孔(1003)、漏球管(11)、

漏球孔(1101)、甩水箱(12)、甩水板(13)、甩水轴(14)、甩水电机(15)、漏水板(16)、储水仓

(17)、出球管(18)、收集箱(19)、海绵层(1901)、开口(1902)、推手(20)、底板(21)、轮轴

(22)、支撑架(23)，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由底板(21)底部固定安装四个相互对称的轮轴

(22)，底板(21)后端固定有推手(20)，推车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收集部分，收集部分

由转接管(2)一端固定连接收集软管(1)，转接管(2)另一端固定安装有加速管(4)，加速管

(4)前端底部固定有抽风装置(3)，再往后管上有两组加速装置(5)，抽风装置(3)由抽风管

(301)与抽风腔(302)固定连接且相通，抽风腔(302)上端横亘固定一根支撑杆(304)，抽风

电机(303)固定于支撑杆(304)上，抽风电机(303)竖直向下固定连接有抽风扇轴杆(305)，

抽风扇轴杆(305)贯穿固定连接若干个抽风扇轴(306)，抽风扇叶(307)与抽风扇轴(306)固

定连接，加速管(4)管上安装有两个加速装置(5)，加速腔(501)为对称突出于加速腔(501)

的结构，加速轴杆(502)穿过加速腔(501)外接电机，加速轴杆(502)穿过加速棒(503)固定

连接，加速管(4)另一端固定连接密封管(6)，密封管(6)另一端与第二部分清洗部分连接，

密封管(6)与碰撞清洗箱(10)固定连接，碰撞清洗箱(10)通过支撑架(23)固定连接支撑于

高处，支撑架(23)另一端与底板(21)固定连接，碰撞清洗箱(10)上方固定连接一个水箱

(9)，水箱(9)外固定连接水管(7)，另一端固定连接碰撞清洗箱(10)，水管(7)与水箱(9)和

碰撞清洗箱(10)相通，水阀(8)固定安装于水管(7)上，密封管(6)穿过碰撞清洗箱(10)位置

设有密封盖(601)，水管(7)穿过碰撞清洗箱(10)与布水板(701)固定连接，布水板(701)底

部固定连接均匀排布若干洒水头(702)，水管(7)与布水板(701)以及洒水头(702)相通，碰

撞清洗箱(10)上四面均匀排布碰撞块(1001)，碰撞块(1001)上均匀排布有碰撞点(1002)和

漏水孔(1003)，碰撞清洗箱(10)底部开设漏球孔(1101)，漏球孔(1101)与漏球管(11)通，漏

球管(11)与碰撞清洗箱(10)底部固定连接垂直向下与甩水箱(12)顶部固定连接，漏球管

(11)与甩水箱(12)相通，甩水箱(12)内一半高度固定连接一层漏水板(16)，漏水板(16)下

为储水仓(17)，漏水板(16)上中央位置固定连接甩水电机(15)，甩水电机(15)外接电源，甩

水电机(15)竖直向上固定连接有甩水轴(14)，甩水轴(14)与甩水板(13)固定连接，甩水箱

(12)与漏球管(11)相对一侧开设固定连接出球管(18)，出球管(18)与收集箱(19)固定连

接，收集箱(19)内部铺设一层海绵层(1901)，海绵层(1901)顶部开设有开口(1902) ,所述密

封管(6)穿过碰撞清洗箱(10)，碰撞清洗箱(10)与密封管(6)接触位置，长方形密封盖(601)

一端与碰撞清洗箱(10)固定连接，另一端向下自由垂落，为橡胶材质，面积大于密封管(6)

截面圆形面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尔夫球收集清洗储存一体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

软管(1)为伸缩管结构，塑料材质，有一定弹性，收集软管(1)的直径与高尔夫球直径相同，

与收集软管(1)固定连接的转接管(2)直径同样与高尔夫球直径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尔夫球收集清洗储存一体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与加

速管(4)底部固定连接的抽风装置(3)与加速管(4)接触位置内开设有导气槽(401)，导气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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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远小于高尔夫球直径，抽风管(301)与抽风腔(302)均为中空圆柱体结构，抽风管

(301)为两端通透结构，抽风腔(302)与抽风管(301)接触位置相通，抽风腔(302)另一端为

开放结构，抽风腔(302)直径大于抽风管(301)，支撑杆(304)两端与抽风腔(302)固定连接，

抽风扇轴杆(305)贯穿抽风扇轴(306)固定连接，一对抽风扇叶(307)与抽风扇轴(306)固定

连接，抽风扇轴(306)与两个抽风扇叶(307)的总长度略小于抽风腔(302)直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尔夫球收集清洗储存一体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加速

装置(5)为在加速管(4)上对称凸起的一体结构，加速棒(503)被加速轴杆(502)穿过并固定

连接，加速轴杆(502)外接电机，加速轴杆(502)与加速腔(501)接触处与外界大气不相通，

加速棒(503)为表面粗糙的塑料结构，加速棒(503)之间间距与高尔夫球直径相同。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尔夫球收集清洗储存一体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管

(7)穿过碰撞清洗箱(10)与布水板(701)固定连接，布水板(701)与碰撞清洗箱(10)顶部固

定连接，布水板(701)为长方体中空结构，面积与碰撞清洗箱(10)顶部面积相同，水管(7)与

布水板(701)内部、洒水头(702)与碰撞清洗箱(10)内部相通。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尔夫球收集清洗储存一体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碰撞

清洗箱(10)为截面为直角梯形的正台体结构，碰撞清洗箱(10)上方为平面，底部为坡面，坡

面与加速管(4)相对一侧为位置较低一端，碰撞清洗箱(10)内部除顶部以外均固定安装有

若干个碰撞块(1001)，碰撞块(1001)为向内凸起圆形结构，碰撞块(1001)上均匀排布有塑

料材质碰撞点(1002)以及与外界相同的漏水孔(1003)。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尔夫球收集清洗储存一体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漏球

管(11)与甩水箱(12)接触位置位于甩水板(13)半径一半正上方位置，甩水板(13)为二十等

分结构，每个结构均为略带下凹结构，甩水板(13)直径略小于甩水箱(12)，甩水板(13)下凹

结构最靠近边缘位置宽度与高尔夫球直径相等。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尔夫球收集清洗储存一体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甩水

板(13)与甩水箱(12)固定连接位置与甩水板(13)高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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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尔夫球收集清洗储存一体推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尔夫球领域，具体为一种高尔夫球收集清洗储存一体推车。

背景技术

[0002] 高尔夫运动是一种时尚、休闲、高雅的健身运动，已经普及到各大中城市中，于是

大量的高尔夫球被运用在高尔夫练习场和球场；在打球时，高尔夫球会带着极大的击打冲

击力与草地发生直接的磨擦，造成球体外表面的脏污，而高尔夫球是被要求循环使用的，由

此每天需要对大量的高尔夫球进行清洗，以保证实现对高尔夫球的快速循环使用。

[0003] 基于上述描述，并检索一件申请号为：CN201420432172.1的发明专利，一种高尔夫

球清洗机，包括机壳(1)、电机(2)、上盖(5)和滑轨(6)；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2)设置在机

壳(1)的底部；所述电机(2)的输出轴上安装有旋转盘(16)……所述定位螺钉(10)与旋转盘

(16)在同一水平面内。

[0004] 经过检索分析后，现有的高尔夫球收集清洗储存装置，存在无法集清洗和收集一

体的问题，因此，需要在高尔夫球收集清洗储存装置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种高尔

夫球收集清洗储存一体推车。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旨在于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高尔夫球收集清洗

储存一体推车，包括：收集软管、转接管、抽风装置、抽风管、抽风腔、抽风电机、支撑杆、抽风

扇轴杆、抽风扇轴、抽风扇叶、加速管、导气槽、加速装置、加速腔、加速轴杆、加速棒、密封

管、密封盖、水管、布水板、洒水头、水阀、水箱、碰撞清洗箱、碰撞块、碰撞点、漏水孔、漏球

管、漏球孔、甩水箱、甩水板、甩水轴、甩水电机、漏水板、储水仓、出球管、收集箱、海绵层、开

口、推手、底板、轮轴、支撑架，所述装置由底板底部固定安装四个相互对称的轮轴，底板后

端固定有推手，推车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收集部分，收集部分由转接管一端固定连接

收集软管，转接管另一端固定安装有加速管，加速管前端底部固定有抽风装置，再往后管上

有两组加速装置，抽风装置由抽风管与抽风腔固定连接且相通，抽风腔上端横亘固定一根

支撑杆，抽风电机固定于支撑杆上，抽风电机竖直向下固定连接有抽风扇轴杆，抽风扇轴杆

贯穿固定连接若干个抽风扇轴，抽风扇叶与抽风扇轴固定连接，加速管管上安装有两个加

速装置，加速腔为对称突出于加速腔的结构，加速轴杆穿过加速腔外接电机，加速轴杆串过

加速棒固定连接，加速管另一端固定连接密封管，密封管另一端与第二部分清洗部分连接，

密封管与碰撞清洗箱固定连接，碰撞清洗箱通过支撑架固定连接支撑于高处，支撑架另一

端与底板固定连接，碰撞清洗箱上方固定连接一个水箱，水箱外固定连接水管，另一端固定

连接碰撞清洗箱，水管与水箱和碰撞清洗箱相通，水阀固定安装于水管上，密封管穿过碰撞

清洗箱位置固定有密封盖，水管穿过碰撞清洗箱与布水板固定连接，布水板底部固定连接

均匀排布若干洒水头，水管与布水板以及洒水头相通，碰撞清洗箱上四面均匀排布碰撞块，

碰撞块上均匀排布有碰撞点和漏水孔，碰撞清洗箱底部开设漏球孔，漏球孔与漏球管通，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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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管与碰撞清洗箱底部固定连接垂直向下与甩水箱顶部固定连接，漏球管与甩水箱相通，

甩水箱内一半高度固定连接一层漏水板，漏水板下为储水仓，漏水板上中央位置固定连接

甩水电机，甩水电机外接电源，甩水电机竖直向上固定连接有甩水轴，甩水轴与甩水板固定

连接，甩水箱与漏球管相对一侧开设固定连接出球管，出球管与收集箱固定连接，收集箱内

部铺设一层海绵层，海绵层顶部开设有开口。

[0006] 优选的，收集软管为伸缩管结构，塑料材质，有一定弹性，收集软管的直径与高尔

夫球直径相同，与收集软管固定连接的转接管直径同样与高尔夫球直径相同。

[0007] 优选的，与加速管底部固定连接的抽风装置与加速管接触位置内开设有导气槽，

导气槽远小于高尔夫球直径，抽风管与抽风腔均为中空圆柱体结构，抽风管为两端通透结

构，抽风腔与抽风管接触位置相通，抽风腔另一端为开放结构，抽风腔直径大于抽风管，支

撑杆两端与抽风腔固定连接，抽风扇轴杆贯穿抽风扇轴固定连接，一对抽风扇叶与抽风扇

轴固定连接，抽风扇轴与两个抽风扇叶的总长度略小于抽风腔直径。

[0008] 优选的，加速装置为在加速管上对称凸起的一体结构，加速棒被加速轴杆穿过并

固定连接，加速轴杆外接电机，加速轴杆与加速腔接触处与外界大气不相通，加速棒为表面

粗糙的塑料结构，加速棒之间间距与高尔夫球直径相同。

[0009] 优选的，密封管穿过碰撞清洗箱，碰撞清洗箱与密封管接触位置，长方形密封盖一

端与碰撞清洗箱固定连接，另一端向下自由垂落，为橡胶材质，面积大于密封管截面圆形面

积。

[0010] 优选的，水管穿过碰撞清洗箱与布水板固定连接，布水板与碰撞清洗箱顶部固定

连接，布水板为长方体中空结构，面积与碰撞清洗箱顶部面积相同，水管与布水板内部、洒

水头与碰撞清洗箱内部相通。

[0011] 优选的，碰撞清洗箱为截面为直角梯形的正台体结构，碰撞清洗箱上方为平面，底

部为坡面，坡面与加速管相对一侧为位置较低一端，碰撞清洗箱内部除顶部以外均固定安

装有若干个碰撞块，碰撞块为向内凸起圆形结构，碰撞块上均匀排布有塑料材质碰撞点以

及与外界相同的漏水孔。

[0012] 优选的，漏球管与甩水箱接触位置位于甩水板半径一半正上方位置，甩水板为二

十等分结构，每个结构均为略带下凹结构，甩水板直径略小于甩水箱，甩水板下凹结构最靠

近边缘位置宽度与高尔夫球直径相等。

[0013] 优选的，甩水板与甩水箱固定连接位置与甩水板高度相同。

[0014] 有益效果：

[0015] 真空吸球，通过抽风装置提供吸力，密封盖同时也被吸力贴合密封管，通过虹吸效

应达到将高尔夫球吸入的作用。

[0016] 多次加速，加速管为略倾斜结构，高尔夫球被吸到加速管后，由于重力势能转化为

动能，高尔夫球继续前进，到达加速装置后，被高速旋转的加速棒带动加速前进。

[0017] 碰撞去污，高尔夫球高速冲进碰撞清洗箱，洒水头洒出清水，高尔夫球淋上水后与

碰撞清洗箱上的碰撞块多次碰撞后才会落在碰撞清洗箱底部，期间污渍被去处，污水通过

漏水孔漏出，在高尔夫球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经漏球孔漏下。

[0018] 离心甩干，高尔夫球落在高速旋转的甩水板上被甩到与甩水箱内壁接触，水下漏

至储水仓，高尔夫球被甩到出球管被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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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统一收集，高尔夫球落在收集箱内的海绵层上。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正面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导碰撞清洗箱正面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碰撞清洗箱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碰撞块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加速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甩水箱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6：收集软管‑1、转接管‑2、抽风装置‑3、抽风管‑301、抽风腔‑302、抽风电机‑

303、支撑杆‑304、抽风扇轴杆‑305、抽风扇轴‑306、抽风扇叶‑307、加速管‑4、导气槽‑401、

加速装置‑5、加速腔‑501、加速轴杆‑502、加速棒‑503、密封管‑6、密封盖‑601、水管‑7、布水

板‑701、洒水头‑702、水阀‑8、水箱‑9、碰撞清洗箱‑10、碰撞块‑1001、碰撞点‑1002、漏水孔‑

1003、漏球管‑11、漏球孔‑1101、甩水箱‑12、甩水板‑13、甩水轴‑14、甩水电机‑15、漏水板‑

16、储水仓‑17、出球管‑18、收集箱‑19、海绵层‑1901、开口‑1902、推手‑20、底板‑21、轮轴‑

22、支撑架‑23。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请参阅图1至6中，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高尔夫球收集清洗储存一体推车，包括：

收集软管1、转接管2、抽风装置3、抽风管301、抽风腔302、抽风电机303、支撑杆304、抽风扇

轴杆305、抽风扇轴306、抽风扇叶307、加速管4、导气槽401、加速装置5、加速腔501、加速轴

杆502、加速棒503、密封管6、密封盖601、水管7、布水板701、洒水头702、水阀8、水箱9、碰撞

清洗箱10、碰撞块1001、碰撞点1002、漏水孔1003、漏球管11、漏球孔1101、甩水箱12、甩水板

13、甩水轴14、甩水电机15、漏水板16、储水仓17、出球管18、收集箱19、海绵层1901、开口

1902、推手20、底板21、轮轴22、支撑架23，所述装置由底板21底部固定安装四个相互对称的

轮轴22，底板21后端固定有推手20，推车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收集部分，收集部分由

转接管2一端固定连接收集软管1，转接管2另一端固定安装有加速管4，加速管4前端底部固

定有抽风装置3，再往后管上有两组加速装置5，抽风装置3由抽风管301与抽风腔302固定连

接且相通，抽风腔302上端横亘固定一根支撑杆304，抽风电机303固定于支撑杆304上，抽风

电机303竖直向下固定连接有抽风扇轴杆305，抽风扇轴杆305贯穿固定连接若干个抽风扇

轴306，抽风扇叶307与抽风扇轴306固定连接，加速管4管上安装有两个加速装置5，加速腔

501为对称突出于加速腔501的结构，加速轴杆502穿过加速腔501外接电机，加速轴杆502串

过加速棒503固定连接，加速管4另一端固定连接密封管6，密封管6另一端与第二部分清洗

部分连接，密封管6与碰撞清洗箱10固定连接，碰撞清洗箱10通过支撑架23固定连接支撑于

高处，支撑架23另一端与底板21固定连接，碰撞清洗箱10上方固定连接一个水箱9，水箱9外

固定连接水管7，另一端固定连接碰撞清洗箱10，水管7与水箱9和碰撞清洗箱10相通，水阀8

固定安装于水管7上，密封管6穿过碰撞清洗箱10位置固定有密封盖601，水管7穿过碰撞清

洗箱10与布水板701固定连接，布水板701底部固定连接均匀排布若干洒水头702，水管7与

布水板701以及洒水头702相通，碰撞清洗箱10上四面均匀排布碰撞块1001，碰撞块100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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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排布有碰撞点1002和漏水孔1003，碰撞清洗箱10底部开设漏球孔1101，漏球孔1101与

漏球管11通，漏球管11与碰撞清洗箱10底部固定连接垂直向下与甩水箱12顶部固定连接，

漏球管11与甩水箱12相通，甩水箱12内一半高度固定连接一层漏水板16，漏水板16下为储

水仓17，漏水板16上中央位置固定连接甩水电机15，甩水电机15外接电源，甩水电机15竖直

向上固定连接有甩水轴14，甩水轴14与甩水板13固定连接，甩水箱12与漏球管11相对一侧

开设固定连接出球管18，出球管18与收集箱19固定连接，收集箱19内部铺设一层海绵层

1901，海绵层1901顶部开设有开口1902。

[0028] 优选的，收集软管1为伸缩管结构，塑料材质，有一定弹性，收集软管1的直径与高

尔夫球直径相同，与收集软管1固定连接的转接管2直径同样与高尔夫球直径相同。

[0029] 优选的，与加速管4底部固定连接的抽风装置3与加速管4接触位置内开设有导气

槽401，导气槽401远小于高尔夫球直径，抽风管301与抽风腔302均为中空圆柱体结构，抽风

管301为两端通透结构，抽风腔302与抽风管301接触位置相通，抽风腔302另一端为开放结

构，抽风腔302直径大于抽风管301，支撑杆304两端与抽风腔302固定连接，抽风扇轴杆305

贯穿抽风扇轴306固定连接，一对抽风扇叶307与抽风扇轴306固定连接，抽风扇轴306与两

个抽风扇叶307的总长度略小于抽风腔302直径。

[0030] 优选的，加速装置5为在加速管4上对称凸起的一体结构，加速棒503被加速轴杆

502穿过并固定连接，加速轴杆502外接电机，加速轴杆502与加速腔501接触处与外界大气

不相通，加速棒503为表面粗糙的塑料结构，加速棒503之间间距与高尔夫球直径相同。

[0031] 优选的，密封管6穿过碰撞清洗箱10，碰撞清洗箱10与密封管6接触位置，长方形密

封盖601一端与碰撞清洗箱10固定连接，另一端向下自由垂落，为橡胶材质，面积大于密封

管6截面圆形面积。

[0032] 优选的，水管7穿过碰撞清洗箱10与布水板701固定连接，布水板701与碰撞清洗箱

10顶部固定连接，布水板701为长方体中空结构，面积与碰撞清洗箱10顶部面积相同，水管7

与布水板701内部、洒水头702与碰撞清洗箱10内部相通。

[0033] 优选的，碰撞清洗箱10为截面为直角梯形的正台体结构，碰撞清洗箱10上方为平

面，底部为坡面，坡面与加速管4相对一侧为位置较低一端，碰撞清洗箱10内部除顶部以外

均固定安装有若干个碰撞块1001，碰撞块1001为向内凸起圆形结构，碰撞块1001上均匀排

布有塑料材质碰撞点1002以及与外界相通的漏水孔1003。

[0034] 优选的，漏球管11与甩水箱12接触位置位于甩水板13半径一半正上方位置，甩水

板13为二十等分结构，每个结构均为略带下凹结构，甩水板13直径略小于甩水箱12，甩水板

13下凹结构最靠近边缘位置宽度与高尔夫球直径相等。

[0035] 优选的，甩水板13与甩水箱12固定连接位置与甩水板13高度相同。

[0036] 工作原理：

[0037] 使用时，开启抽风电机303电源，通过抽风装置3提供吸力，密封盖601同时也被吸

力贴合密封管6，通过虹吸效应达到将高尔夫球吸入的作用，加速管4为略倾斜结构，高尔夫

球被吸到加速管4后，由于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高尔夫球继续前进，到达加速装置5后，被

高速旋转的加速棒503带动加速前进，高尔夫球高速冲进碰撞清洗箱10，洒水头702洒出清

水，高尔夫球淋上水后与碰撞清洗箱上的碰撞块1001多次碰撞后才会落在碰撞清洗箱10底

部，期间污渍被去除，污水通过漏水孔1003漏出，在高尔夫球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经漏球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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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漏下，高尔夫球落在高速旋转的甩水板13上被甩到与甩水箱12内壁接触，水下漏至储

水仓17，高尔夫球被甩到出球管18被甩出，高尔夫球落在收集箱19内的海绵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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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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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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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2

CN 112642115 B

12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3

CN 112642115 B

13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