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3309480.X

(22)申请日 2020.12.31

(73)专利权人 宁波大学

地址 315000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

818号

(72)发明人 郭未恺　梅法钗　童银辉　

(74)专利代理机构 慈溪夏远创科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33286

代理人 金弘毅

(51)Int.Cl.

A47C 1/14(2006.01)

A47C 7/62(2006.01)

B08B 3/02(2006.01)

B08B 1/00(2006.01)

E03B 3/02(2006.01)

H02J 7/35(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自清洁草坪座椅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自清洁草坪座椅，包

括壳体和靠板，壳体上端固定有支撑板，支撑板

上套有弹性垫，支撑板一端还安装有传动辊，传

动辊与弹性垫配合，壳体内还安装有电机、擦拭

机构和洒水机构，电机输出端分别与传动辊、擦

拭机构和洒水机构配合；通过在靠板上部安装蓄

水槽以及在壳体内部安装储水箱，可将雨天的雨

水进行收集并存储；通过电机的启动可带动传动

辊转动，进而牵引弹性垫换面，同时通过偏心销

轴可带动活塞沿抽液缸内部进行往复运动并在

两个单向阀的作用下，将储水箱内的水抽至洒水

管内通过洒水孔洒至牵引的弹性垫上，同时偏心

销轴还带动擦拭辊沿滑槽进行往复移动，对洒水

后的弹性垫进行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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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清洁草坪座椅，包括壳体(1)和靠板(102)，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上端固

定有支撑板(101)，所述支撑板(101)上套有弹性垫(203)，所述支撑板(101)一端还安装有

传动辊(201)，所述传动辊(201)与所述弹性垫(203)配合，所述壳体(1)内还安装有电机

(401)、擦拭机构和洒水机构，所述电机(401)输出端分别与所述传动辊(201)、所述擦拭机

构和所述洒水机构配合，通过所述电机(401)的启动，可带动所述传动辊(201)转动牵引所

述弹性垫(203)换面，同时带动所述擦拭机构通过擦拭辊(501)来擦拭所述弹性垫(203)，还

带动所述洒水机构通过洒水管(607)对所述弹性垫(203)洒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清洁草坪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辊(201)一端安装有

副槽轮(202)，所述电机(401)输出端安装有主槽轮(402)，所述主槽轮(402)与所述副槽轮

(202)之间通过皮带(3)配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清洁草坪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401)输出端上还固

定有偏心销轴(403)，所述擦拭机构包括所述擦拭辊(501)和连杆(502)，所述连杆(502)一

端与所述擦拭辊(501)铰接，另一端与所述偏心销轴(403)铰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自清洁草坪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板(101)两侧下端还

设有滑槽(103)，所述擦拭辊(501)两端与所述滑槽(103)滑动配合。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自清洁草坪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洒水机构包括抽液缸

(601)、活塞(602)、所述洒水管(607)和储水箱(7)，所述抽液缸(601)与所述活塞(602)配

合，所述活塞(602)通过端部固定的推板(603)与所述偏心销轴(403)配合，所述抽液缸

(601)端部通过连接管(604)分别连通有进水管(605)和出水管(606)，所述进水管(605)与

所述储水箱(7)连通，所述出水管(606)与所述洒水管(607)连通，所述进水管(605)和所述

出水管(606)内分别安装有反向的单向阀(608)。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清洁草坪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洒水管(607)上设有若干

均匀分布的洒水孔。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自清洁草坪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推板(603)设有上滑动槽，

所述滑动槽与所述偏心销轴(403)配合。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自清洁草坪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靠板(102)上端安装有蓄

水槽(104)，所述蓄水槽(104)与所述储水箱(7)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清洁草坪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侧壁上安装有启

动所述电机(401)的开关。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清洁草坪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靠板(102)侧壁上安装有

太阳能电池板，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可为所述电机(401)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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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清洁草坪座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公共设施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自清洁草坪座椅。

背景技术

[0002] 在城市的公园内都有绿化草坪，并且在草坪上还安装了座椅，可以方便人们在出

游时进行休息，但有的时候人们会在座椅上吃东西，一些食物的残渣或者油渍不经意间掉

落在座椅上，进而影响了其他游人的使用，所以现在需要一种能够进行自清洁的座椅。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针对背景技术中的情况，提供了一种具有清洁功能的草坪座椅，有效

解决了背景技术中的问题。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得以解决：一种自清洁草

坪座椅，包括壳体和靠板，所述壳体上端固定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上套有弹性垫，所述支

撑板一端还安装有传动辊，所述传动辊与所述弹性垫配合，所述壳体内还安装有电机、所述

擦拭机构和所述洒水机构，所述电机输出端分别与所述传动辊、擦拭机构和洒水机构配合，

通过所述电机的启动，可带动所述传动辊转动牵引所述弹性垫换面，同时带动所述擦拭机

构通过擦拭辊来擦拭所述弹性垫，还带动所述洒水机构通过洒水管对所述弹性垫洒水。

[0005] 优选的，所述传动辊一端安装有副槽轮，所述电机输出端安装有主槽轮，所述主槽

轮与所述副槽轮之间通过皮带配合。

[0006] 优选的，所述电机输出端上还固定有偏心销轴，所述擦拭机构包括所述擦拭辊和

连杆，所述连杆一端与所述擦拭辊铰接，另一端与所述偏心销轴铰接。

[0007] 优选的，所述支撑板两侧下端还设有滑槽，所述擦拭辊两端与所述滑槽滑动配合。

[0008] 优选的，所述洒水机构包括抽液缸、活塞、所述洒水管和储水箱，所述抽液缸与所

述活塞配合，所述活塞通过固定的推板与所述偏心销轴配合，所述抽液缸端部通过连接管

分别连通有进水管和出水管，所述进水管与所述储水箱连通，所述出水管与所述洒水管连

通，所述进水管和所述出水管内分别安装有反向的单向阀。

[0009] 优选的，所述洒水管上设有若干均匀分布的洒水孔。

[0010] 优选的，所述推板上设有滑动槽，所述滑动槽与所述偏心销轴配合。

[0011] 优选的，所述靠板上端安装有蓄水槽，所述蓄水槽与所述储水箱连通。

[0012] 优选的，所述壳体侧壁上安装有启动所述电机的开关。

[0013] 优选的，所述靠板侧壁上安装有太阳能电池板，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可为所述电机

供电。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5] 1、通过在靠板上部安装蓄水槽以及在壳体内部安装储水箱，可将雨天的雨水进行

收集并存储。

[0016] 2、通过电机的启动可带动传动辊转动，进而牵引弹性垫换面，同时通过偏心销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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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带动活塞沿抽液缸内部进行往复运动并在两个单向阀的作用下，将储水箱内的水抽至洒

水管内通过洒水孔洒至牵引的弹性垫上，同时偏心销轴还带动擦拭辊沿滑槽进行往复移

动，对洒水后的弹性垫进行清洁。

[0017] 3、通过太阳能电池板对电机进行供电，可实现整个座椅内部机构的自给自足，节

约资源，保证了公共设施的干净清洁。

附图说明

[0018] 图1、图2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壳体内部结构示意图一。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图3中局部A处放大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实用新型壳体内部结构示意图二。

[0023] 图6是本实用新型右视方向剖视图。

[0024] 图7是本实用新型图6中局部B处放大示意图。

[0025] 图中：壳体1、支撑板101、靠板102、滑槽103、蓄水槽104、传动辊201、副槽轮202、弹

性垫203、皮带3、电机401、主槽轮402、偏心销轴403、擦拭辊501、连杆502、抽液缸601、活塞

602、推板603、连接管604、进水管605、出水管606、洒水管607、单向阀608、储水箱7。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各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

中所述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不需要创造性劳动的  前提下所得到的所有其它

实施例，都在本实用新型所保护的范围内。

[0027] 实施例如图1至图7所示，一种自清洁草坪座椅，包括壳体1和靠板102，所述壳体1

上端固定有支撑板101，所述支撑板101上套有弹性垫203，游人是坐在所述支撑板101上表

面的所述弹性垫203上的，所述支撑板101一端还安装有传动辊201，所述传动辊201与所述

弹性垫203配合，所述壳体1内还安装有电机401、所述擦拭机构和所述洒水机构，所述电机

401输出端分别与所述传动辊201、擦拭机构和洒水机构配合，通过所述电机401的启动，可

带动所述传动辊201转动牵引所述弹性垫203换面，同时带动所述擦拭机构通过擦拭辊501

来擦拭所述弹性垫203，还带动所述洒水机构通过洒水管607对所述弹性垫203洒水。

[0028] 所述传动辊201一端安装有副槽轮202，所述电机401输出端安装有主槽轮402，所

述主槽轮402与所述副槽轮202之间通过皮带3配合。

[0029] 所述电机401输出端上还固定有偏心销轴403。

[0030] 所述擦拭机构包括所述擦拭辊501和连杆502，所述连杆502一端与所述擦拭辊501

铰接，另一端与所述偏心销轴403铰接。

[0031] 所述支撑板101两侧下端还设有滑槽103，所述擦拭辊501两端与所述滑槽103滑动

配合。

[0032] 所述洒水机构包括抽液缸601、活塞602、所述洒水管607和储水箱7，所述抽液缸

601与所述活塞602配合，所述活塞602通过固定的推板603与所述偏心销轴403配合，所述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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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缸601端部通过连接管604分别连通有进水管605和出水管606，所述进水管605与所述储

水箱7连通，所述出水管606与所述洒水管607连通，所述进水管605和所述出水管606内分别

安装有反向的单向阀608。

[0033] 所述洒水管607上设有若干均匀分布的洒水孔。

[0034] 所述推板603上设有滑动槽，所述滑动槽与所述偏心销轴403配合。

[0035] 所述靠板102上端安装有蓄水槽104，所述蓄水槽104与所述储水箱7连通。

[0036] 所述壳体1侧壁上安装有启动所述电机401的开关。

[0037] 所述靠板102侧壁上安装有太阳能电池板，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可为所述电机401供

电。

[0038] 具体的工作过程：当游人在草坪上的座椅上休息好之后，发现座椅上有不慎掉落

的食物残渣或者油渍时，可安装壳体侧壁上的电机控制开关，进而电机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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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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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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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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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9

CN 213962525 U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