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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旋转式LED显示屏，包括底

座、驱动装置、显示屏主体、顶盖、辅助供电装置

和屏幕清洁装置，所述底座内腔设置所述驱动装

置，所述驱动装置的输出端设置为连接所述显示

屏主体，所述显示屏主体的上方设置所述顶盖，

所述顶盖上设置所述辅助供电装置，且该顶盖的

下方设置所述屏幕清洁装置，所述辅助供电装置

设置为电性连接所述驱动装置与所述显示屏主

体。本发明采用该显示屏，简单实用，能够实现对

显示屏表面的自动良好清洁处理，以保证显示屏

的显示效果，延长其使用寿命，同时充分利用显

示屏旋转过程中的驱动力，避免再增加驱动装置

造成的成本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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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旋转式LED显示屏，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式LED显示屏包括底座、驱动装置、显

示屏主体、顶盖、辅助供电装置和屏幕清洁装置，所述底座内腔设置所述驱动装置，所述驱

动装置的输出端设置为连接所述显示屏主体，所述显示屏主体的上方设置所述顶盖，所述

顶盖上设置所述辅助供电装置，且该顶盖的下方设置所述屏幕清洁装置，所述辅助供电装

置设置为电性连接所述驱动装置与所述显示屏主体；

所述屏幕清洁装置设置为包括主动机构、转速调节机构、从动机构、清洁主体和安装

架，所述主动机构的输入端设置为连接所述驱动装置的输出端，且该主动机构的输出端设

置为连接所述转速调节机构的输入端，所述转速调节机构的输出端设置为连接所述从动机

构的输入端，所述从动机构的输出端设置为连接所述清洁主体，所述转速调节机构与所述

从动机构均设置于所述安装架上，所述安装架设置于所述底座与所述顶盖之间；

所述从动机构设置为往复直线运动机构，所述往复直线运动机构设置为包括主动回转

部分、直线移动部分和两从动回转部分，所述主动回转部分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转速调节机

构的输出端，且该主动回转部分驱动两所述从动回转部分旋转，两所述从动回转部分相配

合设置于所述主动回转部分的两侧，且两所述从动回转部分驱动所述直线移动部分上下往

复直线运动；

所述主动回转部分设置为包括转轴一和主动齿轮，所述转轴一穿设于所述安装架上，

且该转轴一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转速调节机构的输出端，所述主动齿轮通过键连接共轴线设

置于所述转轴一上；

两所述从动回转部分设置为相同结构，且两所述从动回转部分均设置为包括转轴二、

从动齿轮和从动扇形齿架，所述转轴二穿设于所述安装架上，且该转轴二上通过键连接共

轴线设置所述从动齿轮，所述从动齿轮与所述主动齿轮外啮合，所述从动扇形齿架设置于

所述从动齿轮的前侧，且该从动扇形齿架通过键连接共轴线设置于所述转轴二上；

所述直线移动部分设置为包括移动块和移动板，所述移动块相配合滑动设置于所述安

装架上，且该移动块与所述主动齿轮共轴线设置，所述移动板上设置所述清洁主体，且该移

动板设置为由齿型段和安装段组成，所述齿型段设置为与所述从动扇形齿架外啮合，且该

齿型段的下端共轴线设置所述安装段，所述安装段共轴线设置于所述移动块的前表面上；

所述清洁主体设置为包括清洁刷、清洁剂储放箱、集尘箱和动力装置，所述清洁刷设置

于所述从动机构的输出端，且该清洁刷通过管路连接所述清洁剂储放箱与所述集尘箱，所

述清洁剂储放箱、所述集尘箱与所述动力装置均设置于所述安装架上，且所述清洁剂储放

箱与所述集尘箱均设置为连接所述动力装置；

所述清洁刷设置为中空结构，且该清洁刷上均匀设置若干通孔，所述动力装置可设置

为包括压力泵和真空吸尘动力部分，所述压力泵和真空吸尘动力部分均电性连接辅助供电

装置，所述压力泵的输出端连接清洁剂储放箱，且该压力泵使得清洁剂储放箱内的清洁剂

通过管路由清洁刷上的通孔喷出，以辅助实现对显示屏主体的清洁，所述真空吸尘动力部

分的输出端连接集尘箱，且该真空吸尘动力部分通过管路使得清洁刷内腔产生负压，则显

示屏主体上的灰尘由通孔经管路收集至集尘箱中，从而完成对显示屏主体表面上灰尘的吸

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式LED显示屏，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机构设置为锥齿轮

组，所述锥齿轮组设置为包括锥齿轮一与锥齿轮二，所述锥齿轮一设置于所述驱动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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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端，且该锥齿轮一的旁侧相啮合所述锥齿轮二，所述锥齿轮二设置于所述转速调节机

构的输入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式LED显示屏，其特征在于：所述转速调节机构设置为旋

转轴和齿轮组，所述旋转轴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主动机构的输出端，且该旋转轴的输出端连

接所述齿轮组的输入端，所述齿轮组的输出端连接所述从动机构的输入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式LED显示屏，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装置设置为包括电

机驱动器、旋转电机、联轴器和转轴，所述电机驱动器输出端电性连接所述旋转电机的输入

端，所述旋转电机的电机轴的输出端设置为通过所述联轴器连接所述转轴的下端，所述转

轴的上端通过轴承相配合设置于所述顶盖的内壁面凹槽中，且该转轴上设置所述显示屏主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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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旋转式LED显示屏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LED显示屏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旋转式LED显示屏。

背景技术

[0002] LED显示屏已广泛应用于广告、车站、银行、商场等公共场所，它具有功耗小、寿命

长、色彩好等优点。现在的LED显示屏的发光器件主要采用LED平板模块。其中，柱式旋转LED

显示屏具有360度的可视视角，且其成本较低，但是，现有的柱式旋转LED显示屏在实际使用

过程中仍存在不足。由于旋转LED显示屏常被应用于室外，为保证其良好的展示效果，同时

延长其使用寿命，往往需要对其表面进行清洁，不仅增加了劳动强度，而且在阴雨天等仍难

以实现旋转LED显示屏的实时清洁工作，故降低了旋转LED显示屏的展示作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简单实用，能够实

现对显示屏表面的自动良好清洁处理，以保证显示屏的显示效果，延长其使用寿命，同时充

分利用显示屏旋转过程中的驱动力，避免再增加驱动装置造成的成本浪费的旋转式LED显

示屏。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旋转式LED显示屏，其中所

述旋转式LED显示屏包括底座、驱动装置、显示屏主体、顶盖、辅助供电装置和屏幕清洁装

置，所述底座内腔设置所述驱动装置，所述驱动装置的输出端设置为连接所述显示屏主体，

所述显示屏主体的上方设置所述顶盖，所述顶盖上设置所述辅助供电装置，且该顶盖的下

方设置所述屏幕清洁装置，所述辅助供电装置设置为电性连接所述驱动装置与所述显示屏

主体。

[0005] 进一步地，所述屏幕清洁装置设置为包括主动机构、转速调节机构、从动机构、清

洁主体和安装架，所述主动机构的输入端设置为连接所述驱动装置的输出端，且该主动机

构的输出端设置为连接所述转速调节机构的输入端，所述转速调节机构的输出端设置为连

接所述从动机构的输入端，所述从动机构的输出端设置为连接所述清洁主体，所述转速调

节机构与所述从动机构均设置于所述安装架上，所述安装架设置于所述底座与所述顶盖之

间。

[0006] 进一步地，所述主动机构设置为锥齿轮组，所述锥齿轮组设置为包括锥齿轮一与

锥齿轮二，所述锥齿轮一设置于所述驱动装置的输出端，且该锥齿轮一的旁侧相啮合所述

锥齿轮二，所述锥齿轮二设置于所述转速调节机构的输入端。

[0007] 进一步地，所述转速调节机构设置为旋转轴和齿轮组，所述旋转轴的输入端连接

所述主动机构的输出端，且该旋转轴的输出端连接所述齿轮组的输入端，所述齿轮组的输

出端连接所述从动机构的输入端。

[0008] 进一步地，所述从动机构设置为往复直线运动机构，所述往复直线运动机构设置

为包括主动回转部分、直线移动部分和两从动回转部分，所述主动回转部分的输入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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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转速调节机构的输出端，且该主动回转部分驱动两所述从动回转部分旋转，两所述从

动回转部分相配合设置于所述主动回转部分的两侧，且两所述从动回转部分驱动所述直线

移动部分上下往复直线运动。

[0009] 进一步地，所述主动回转部分设置为包括转轴一和主动齿轮，所述转轴一穿设于

所述安装架上，且该转轴一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转速调节机构的输出端，所述主动齿轮通过

键连接共轴线设置于所述转轴一上。

[0010] 进一步地，两所述从动回转部分设置为相同结构，且两所述从动回转部分均设置

为包括转轴二、从动齿轮和从动扇形齿架，所述转轴二穿设于所述安装架上，且该转轴二上

通过键连接共轴线设置所述从动齿轮，所述从动齿轮与所述主动齿轮外啮合，所述从动扇

形齿架设置于所述从动齿轮的前侧，且该从动扇形齿架通过键连接共轴线设置于所述转轴

二上。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直线移动部分设置为包括移动块和移动板，所述移动块相配合滑

动设置于所述安装架上，且该移动块与所述主动齿轮共轴线设置，所述移动板上设置所述

清洁主体，且该移动板设置为由齿型段和安装段组成，所述齿型段设置为与所述从动扇形

齿架外啮合，且该齿型段的下端共轴线设置所述安装段，所述安装段共轴线设置于所述移

动块的前表面上。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清洁主体设置为包括清洁刷、清洁剂储放箱、集尘箱和动力装置，

所述清洁刷设置于所述从动机构的输出端，且该清洁刷通过管路连接所述清洁剂储放箱与

所述集尘箱，所述清洁剂储放箱、所述集尘箱与所述动力装置均设置于所述安装架上，且所

述清洁剂储放箱与所述集尘箱均设置为连接所述动力装置。

[0013] 进一步地，所述驱动装置设置为包括电机驱动器、旋转电机、联轴器和转轴，所述

电机驱动器输出端电性连接所述旋转电机的输入端，所述旋转电机的电机轴的输出端设置

为通过所述联轴器连接所述转轴的下端，所述转轴的上端通过轴承相配合设置于所述顶盖

的内壁面凹槽中，且该转轴上设置所述显示屏主体。

[0014] 本发明具有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

[0015] (1)通过驱动装置带动显示屏主体360度旋转，辅助供电装置可在LED显示屏不方

便直接连接外部电源或者断电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供电，以保证LED显示屏的展示作用，而

屏幕清洁装置则可在阴雨天或者LED显示屏长期工作时，对显示屏主体表面进行清洁，使得

LED显示屏展示效果良好，同时可降低人工进行显示屏主体表面清洁的劳动强度。

[0016] (2)通过转速调节机构将主动机构的驱动力调整传递至从动机构，由从动机构带

动清洁主体往复动作以进行显示屏主体表面清洁工作，而主动机构设置于驱动装置上的结

构，使得在驱动装置驱动显示屏主体旋转的同时，能够由其带动屏幕清洁装置工作，从而充

分利用能源，以节约成本。

[0017] (3)通过主动齿轮带动与其外啮合的从动齿轮转动，则与从动齿轮键连接的转轴

二同步旋转，从而使得键连接固定于转轴二上的从动扇形齿架转动，从动扇形齿架在其旋

转至靠近主动齿轮一侧时与移动板的齿型段相啮合，带动移动板上下直线运动，完成清洁

主体对显示屏主体的连续清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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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图1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图2中从动机构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底座10，驱动装置20，电机驱动器201，旋转电机202，转轴203，显示屏主体

30，顶盖40，辅助供电装置50，屏幕清洁装置60，安装架601，锥齿轮一602，锥齿轮二603，旋

转轴604，转轴一605，主动齿轮606，转轴二607，从动齿轮608，从动扇形齿架609，移动块

610，齿型段611，安装段612，清洁刷613。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更好的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的描

述。

[0023] 如图1-图3所示，一种旋转式LED显示屏，包括底座10、驱动装置20、显示屏主体30、

顶盖40、辅助供电装置50和屏幕清洁装置60，底座10内腔设置驱动装置20，驱动装置20的输

出端设置为连接显示屏主体30，显示屏主体30的上方设置顶盖40，顶盖40上设置辅助供电

装置50，且该顶盖40的下方设置屏幕清洁装置60，辅助供电装置50设置为电性连接驱动装

置20与显示屏主体30，通过驱动装置20带动显示屏主体30进行360度旋转，辅助供电装置50

可在LED显示屏不方便直接连接外部电源或者断电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供电，以保证LED显

示屏的展示作用，而屏幕清洁装置60则可在阴雨天或者LED显示屏长期工作时，对显示屏主

体30表面进行清洁，使得LED显示屏展示效果良好，同时可降低人工进行显示屏主体30表面

清洁的劳动强度。

[0024] 屏幕清洁装置60设置为包括主动机构、转速调节机构、从动机构、清洁主体和安装

架601，主动机构的输入端设置为连接驱动装置20的输出端，且该主动机构的输出端设置为

连接转速调节机构的输入端，转速调节机构的输出端设置为连接从动机构的输入端，从动

机构的输出端设置为连接清洁主体，转速调节机构与从动机构均设置于安装架601上，安装

架601设置于底座10与顶盖40之间，通过转速调节机构将主动机构的驱动力调整传递至从

动机构，由从动机构带动清洁主体往复动作以进行显示屏主体30表面清洁工作，而主动机

构设置于驱动装置20上的结构，使得在驱动装置20驱动显示屏主体30旋转的同时，能够由

其带动屏幕清洁装置60工作，从而充分利用能源，以节约成本。

[0025] 主动机构设置为锥齿轮组，锥齿轮组设置为包括锥齿轮一602与锥齿轮二603，锥

齿轮一602设置于驱动装置20的输出端，且该锥齿轮一602的旁侧相啮合锥齿轮二603，锥齿

轮二603设置于转速调节机构的输入端，具体地，锥齿轮一602共轴线套设于转轴203上，锥

齿轮二603共轴线套设于旋转轴203上，锥齿轮一602与锥齿轮二603可设置为相同结构，通

过锥齿轮一602将转轴203上的旋转运动传递至锥齿轮二603，由锥齿轮二603带动转速调节

机构旋转。

[0026] 转速调节机构设置为旋转轴604和齿轮组，旋转轴604的输入端连接主动机构的输

出端，且该旋转轴604的输出端连接齿轮组的输入端，齿轮组的输出端连接从动机构的输入

端，具体地，齿轮组用于调整从动机构的运动速度，故齿轮组可根据旋转式LED显示屏的规

格及实际需要设定传动比，以对齿轮组中齿轮的规格、数量以及级数等进行计算确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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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组可进行锥齿轮二603传递的转速的调整，以使得由转速调节机构输出的转速能够与

显示屏主体30的旋转速度相配合，满足清洁主体清洁工作的良好进行。

[0027] 从动机构设置为往复直线运动机构，往复直线运动机构设置为包括主动回转部

分、直线移动部分和两从动回转部分，主动回转部分的输入端连接转速调节机构的输出端，

且该主动回转部分驱动两从动回转部分旋转，两从动回转部分相配合设置于主动回转部分

的两侧，且两从动回转部分驱动直线移动部分上下往复直线运动，具体地，主动回转部分的

输入端连接齿轮组的输出端，通过主动回转部分带动两从动回转部分旋转，而两从动回转

部分相配合驱动直线移动部分上下往复直线运动，从而保证清洁主体对显示屏主体的清

洁。

[0028] 主动回转部分设置为包括转轴一605和主动齿轮606，转轴一605穿设于安装架601

上，且该转轴一605的输入端连接转速调节机构的输出端，主动齿轮通过键连接共轴线设置

于转轴一605上，具体地，转轴一605的输入端连接齿轮组的输出端，即转轴一605上共轴线

套设齿轮组中的末端传动齿轮，且该转轴一605与安装架601上的安装孔之间通过轴承配合

设置，通过转速调节机构带动转轴一605转动，则与其键连接的主动齿轮606同步旋转。

[0029] 两从动回转部分设置为相同结构，且两从动回转部分均设置为包括转轴二607、从

动齿轮608和从动扇形齿架609，转轴二607穿设于安装架601上，且该转轴二607上通过键连

接共轴线设置从动齿轮608，从动齿轮608与主动齿轮606外啮合，从动扇形齿架609设置于

从动齿轮608的前侧，且该从动扇形齿架609通过键连接共轴线设置于转轴二607上，具体

地，转轴二607相邻且共线设置于转轴一605的旁侧，且该转轴二607与安装架601上的安装

孔之间通过轴承配合设置，通过主动齿轮606带动与其外啮合的从动齿轮608转动，则与从

动齿轮608键连接的转轴二607同步旋转，从而使得键连接固定于转轴二607上的从动扇形

齿架609转动，从动扇形齿架609在其旋转至靠近主动齿轮606一侧时与移动板的齿型段611

相啮合，带动移动板上下直线运动，完成清洁主体对显示屏主体30的连续清洁工作。

[0030] 直线移动部分设置为包括移动块610和移动板，移动块610相配合滑动设置于安装

架601上，且该移动块610与主动齿轮606共轴线设置，移动板上设置清洁主体，且该移动板

设置为由齿型段611和安装段612组成，齿型段611设置为与从动扇形齿架609外啮合，且该

齿型段606的下端共轴线设置安装段612，安装段612共轴线设置于移动块610的前表面上，

具体地，安装架601上相对应设置两滑槽，两滑槽设置于安装架601上转轴一605的安装孔的

下方，且两滑槽的中心线设置为与该安装孔的中心线共线，移动块610的后侧两端相配合滑

动设置于两滑槽中，从动扇形齿架609的齿数与齿型段611的齿数根据清洁主体的实际运动

速度和显示屏主体30的旋转速度确定。

[0031] 清洁主体设置为包括清洁刷613、清洁剂储放箱、集尘箱和动力装置，清洁刷613设

置于从动机构的输出端，且该清洁刷613通过管路连接清洁剂储放箱与集尘箱，清洁剂储放

箱、集尘箱与动力装置均设置于安装架601上，且清洁剂储放箱与集尘箱均设置为连接动力

装置，具体地，清洁刷613可设置为中空结构，且该清洁刷613上可均匀设置若干通孔，动力

装置可设置为包括压力泵和真空吸尘动力部分，压力泵和真空吸尘动力部分均电性连接辅

助供电装置50，压力泵的输出端连接清洁剂储放箱，压力泵可使得清洁剂储放箱内的清洁

剂通过管路由清洁刷613上的通孔喷出，以辅助实现对显示屏主体30的清洁，真空吸尘动力

部分的输出端连接集尘箱，真空吸尘动力部分通过管路使得清洁刷613内腔产生负压，则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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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屏主体30上的灰尘由通孔经管路收集至集尘箱中，从而完成对显示屏主体30表面上灰尘

的吸附，通过清洁刷613、清洁剂储放箱、集尘箱和动力装置的配合，能够对显示屏主体30上

的灰尘进行吸附处理，并由清洁刷613和清洁剂储放箱中的清洁剂辅助完成对显示屏主体

30表面的良好清洁，以保证显示屏主体30的展示效果。

[0032] 驱动装置20设置为包括电机驱动器201、旋转电机202、联轴器和转轴203，电机驱

动器201输出端电性连接旋转电机202的输入端，旋转电机202的电机轴的输出端设置为通

过联轴器连接转轴203的下端，转轴203的上端通过轴承相配合设置于顶盖40的内壁面凹槽

中，且该转轴203上设置显示屏主体30，具体地，显示屏主体30后端通过连接架固定于转轴

203上，电机驱动器201、旋转电机202和联轴器均根据显示屏主体30的实际需要进行选型设

置，通过电机驱动器201驱动旋转电机202，则旋转电机202通过联轴器带动转轴203旋转，从

而使得转轴203上的显示屏主体30转动，以实现其360度的展示效果。

[0033] 辅助供电装置50可设置为包括蓄电池、太阳能转换器和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太

阳能转换器与太阳能电池板之间电性连接，蓄电池电性连接电机驱动器201、旋转电机202

和显示屏主体30。

[0034] 底座10中还设置控制器，控制器设置为电性连接驱动装置20、显示屏主体30、辅助

供电装置50和屏幕清洁装置60，由控制器控制驱动装置20、显示屏主体30、辅助供电装置50

和屏幕清洁装置60的工作情况，其中，控制器为现有控制器件，其与驱动装置20、显示屏主

体30、辅助供电装置50和屏幕清洁装置60的电性连接为现有连接技术，故不进行赘述。

[0035] 使用本发明提供的旋转式LED显示屏，简单实用，能够实现对显示屏表面的自动良

好清洁处理，以保证显示屏的显示效果，延长其使用寿命，同时充分利用显示屏旋转过程中

的驱动力，避免再增加驱动装置造成的成本增加。当该LED显示屏工作时，由控制器控制驱

动装置20工作，则电机驱动器201控制旋转电机202驱动转轴203转动，转轴203使得其上的

显示屏主体30转动，以实现展示作用，同时，转轴203上套设的锥齿轮一602将动力传递至与

其外啮合的锥齿轮二603，锥齿轮二603带动转轴一605旋转，经设置于旋转轴604上的转速

调节机构的齿轮组对转速进行调整，保证其传递至转轴一605和主动齿轮606的转速满足要

求，主动齿轮606转动，则其两侧外啮合的从动齿轮608同步旋转，从而带动设置于转轴二

607上的从动扇形齿架609转动，从动扇形齿架609在其旋转至靠近主动齿轮606一侧时与移

动板的齿型段611相啮合，由于两从动扇形齿架609的设置位置相同，故其中一侧从动扇形

齿架609与齿型段611啮合传动时，另一侧从动扇形齿架609旋转至另一侧，以实现两从动扇

形齿架609对移动板齿型段611的轮流驱动，从而使得移动板上下直线运动，完成清洁主体

对显示屏主体30的连续清洁工作，其中，需要进行显示屏主体30表面吸尘时，启动真空吸尘

动力部分工作，真空吸尘动力部分通过管路使得清洁刷613内腔产生负压，则显示屏主体30

上的灰尘由通孔经管路收集至集尘箱中，而需进行显示屏主体30表面清洗时，启动压力泵

部分工作，压力泵可使得清洁剂储放箱内的清洁剂通过管路由清洁刷613上的通孔喷出，以

辅助实现对显示屏主体30的清洁，从而避免人工清洁劳动强度及清洁质量不佳等问题。

[0036] 以上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所述内容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

不能被认为用于限定本发明的实施范围。凡依本发明范围所作的均等变化与改进等，均应

仍归属于本专利涵盖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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