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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行人专用公共遮阳降温

设备，包括路灯柱，所述路灯柱外侧设有定位机

构，所述定位机构包括第一定位块与第二定位

块，所述第二定位块内前后对称螺纹连接有两个

螺纹轴，所述螺纹轴左端穿过所述第一定位块且

固定设有转动把，本装置可安装在路灯之上，在

不使用时处于折叠状态且位置较高，不影响行人

通行，在行人需要遮阳降温时，可简便地将折叠

的座位放下用于休息，且可将遮阳板下降至一定

位置用于遮阳，同时可启动风扇对使用者进行吹

风降温，且路灯随处可见，给予了行人更方便广

泛的休息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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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行人专用公共遮阳降温设备，包括路灯柱，其特征在于：

所述路灯柱外侧设有定位机构，所述定位机构包括第一定位块与第二定位块，所述第

二定位块内前后对称螺纹连接有两个螺纹轴，所述螺纹轴左端穿过所述第一定位块且固定

设有转动把，转动所述转动把可将所述第一定位块与所述第二定位块靠近，从而使得所述

定位机构固定在所述路灯柱上；

所述路灯柱内设有工作腔，所述第二定位块内设有开口朝右的移动腔，所述移动腔内

设有座椅机构，所述座椅机构包括与所述移动腔滑动连接的移动块，所述移动块右端面固

定设有右端位于外界空间内的移动杆，所述移动杆后侧通过第一扭簧转动设有座椅板，行

人可转动一百八十度所述座椅板，将所述座椅板作为凳子使用；所述工作腔内设有遮阳机

构，所述遮阳机构包括与安装在所述工作腔左端壁的电机，所述电机右端面转动设有电机

轴，所述电机轴上固定设有驱动齿轮，所述驱动齿轮后侧啮合传动有齿条，所述齿条后端面

固定设有可上下滑动的升降杆，所述升降杆右侧设有随所述升降杆上下运动的遮阳板，当

所述遮阳板向下运动后可为行人遮阳，所述电机下侧设有由所述电机驱动转动的传动齿

轮，所述遮阳机构下侧设有降温机构，所述降温机构包括与所述升降杆右端面转动连接的

风扇轴，所述风扇轴上固定设有输入齿轮与三个扇叶，所述扇叶位于所述输入齿轮右侧，所

述输入齿轮下降后会与所述传动齿轮啮合，带动所述扇叶转动，所述扇叶转动可对坐在所

述座椅板上的行人吹风降温；所述座椅机构还包括与所述移动腔下端壁固定连接的弹性

腔，所述弹性腔上端固定设有所述移动块，所述座椅板下端固定设有受力杆，所述受力杆前

端面固定设有支撑杆，所述支撑杆与所述移动杆间通过所述第一扭簧转动连接，所述工作

腔后端壁内转动设有扭力轴，所述扭力轴与所述工作腔后端壁内设有第二扭簧，所述扭力

轴上固定设有绕线轮与凸轮，所述凸轮位于所述绕线轮前侧，所述绕线轮与所述移动块通

过绳索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行人专用公共遮阳降温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遮阳机

构还包括与所述工作腔左端壁转动连接的横向轴，所述横向轴上固定设有第一带轮与所述

传动齿轮，所述第一带轮位于所述传动齿轮左侧，所述电机轴右端固定设有第二带轮，所述

第二带轮与所述第一带轮通过皮带摩擦传动，所述工作腔后端壁设有开口朝前的升降腔，

所述升降腔内滑动设有升降块，所述升降块前端固定设有所述升降杆，所述升降杆与所述

遮阳板通过长杆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行人专用公共遮阳降温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降温机

构还包括嵌设于所述工作腔右端壁内的透气板，所述扇叶吹的风通过所述透气板至行人身

上。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行人专用公共遮阳降温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路灯柱

右端面安装有第一按钮开关与第二按钮开关，所述第一按钮开关与所述第二按钮开关用于

控制所述电机工作。

5.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行人专用公共遮阳降温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腔

上端面安装有电源，所述电源与所述电机通过第一电线相连通，所述遮阳板上端面内嵌设

有太阳能板，所述太阳能板与所述电源通过第二电线相连通，所述第二电线处于松散状态。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行人专用公共遮阳降温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座椅板仅

可转动一百八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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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  5所述的一种行人专用公共遮阳降温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

板可吸收太阳能并转化成电能储存在所述电源内，所述电源可为所述电机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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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行人专用公共遮阳降温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遮阳降温领域,具体为一种行人专用公共遮阳降温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行人在炎热的夏天的行走过程中，经常会因为过热的气候及阳光的照射产生中暑

现象，而现有的用于行人遮阳降温的大多为自动雨伞遮阳降温，雨伞携带不便还容易丢失，

或者凉亭，公交站等地遮阳降温，但凉亭公交站等地间隔较大，行人过去不易。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行人专用公共遮阳降温设备，克服行人夏天

行走需要遮阳降温，遮阳降温场所分布过于分散等问题。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5] 本发明的一种行人专用公共遮阳降温设备，包括路灯柱,所述路灯柱外侧设有定

位机构，所述定位机构包括第一定位块与第二定位块，所述第二定位块内前后对称螺纹连

接有两个螺纹轴，所述螺纹轴左端穿过所述第一定位块且固定设有转动把，转动所述转动

把可将所述第一定位块与所述第二定位块靠近，从而使得所述定位机构固定在所述路灯柱

上；

[0006] 所述路灯柱内设有工作腔，所述第二定位块内设有开口朝右的移动腔，所述移动

腔内设有座椅机构，所述座椅机构包括与所述移动腔滑动连接的移动块，所述移动块右端

面固定设有右端位于外界空间内的移动杆，所述移动杆后侧通过第一扭簧转动设有座椅

板，行人可转动一百八十度所述座椅板，将所述座椅板作为凳子使用；

[0007] 所述工作腔内设有遮阳机构，所述遮阳机构包括与安装在所述工作腔左端壁的电

机，所述电机右端面转动设有电机轴，所述电机轴上固定设有驱动齿轮，所述驱动齿轮后侧

啮合传动有齿条，所述齿条后端面固定设有可上下滑动的升降杆，所述升降杆右侧设有随

所述升降杆上下运动的遮阳板，当所述遮阳板向下运动后可为行人遮阳，所述电机下侧设

有由所述电机驱动转动的传动齿轮，所述遮阳机构下侧设有降温机构，所述降温机构包括

与所述升降杆右端面转动连接的风扇轴，所述风扇轴上固定设有输入齿轮与三个扇叶，所

述扇叶位于所述输入齿轮右侧，所述输入齿轮下降后会与所述传动齿轮啮合，带动所述扇

叶转动，所述扇叶转动可对坐在所述座椅板上的行人吹风降温。

[0008] 优选地，所述座椅机构还包括与所述移动腔下端壁固定连接的弹性腔，所述弹性

腔上端固定设有所述移动块，所述座椅板下端固定设有受力杆，所述受力杆前端面固定设

有支撑杆，所述支撑杆与所述移动杆间通过所述第一扭簧转动连接，所述工作腔后端壁内

转动设有扭力轴，所述扭力轴与所述工作腔后端壁内设有第二扭簧，所述扭力轴上固定设

有绕线轮与凸轮，所述凸轮位于所述绕线轮前侧，所述绕线轮与所述移动块通过绳索连接。

[0009] 优选地，所述遮阳机构还包括与所述工作腔左端壁转动连接的横向轴，所述横向

轴上固定设有第一带轮与所述传动齿轮，所述所述第一带轮位于所述传动齿轮左侧，所述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10285376 B

4



电机轴右端固定设有第二带轮，所述第二带轮与所述第一带轮通过皮带摩擦传动，所述工

作腔后端壁设有开口朝前的升降腔，所述升降腔内滑动设有升降块，所述升降块前端固定

设有所述升降杆，所述升降杆与所述遮阳板通过长杆固定连接。

[0010] 优选地，所述降温机构还包括嵌设于所述工作腔右端壁内的透气板，所述扇叶吹

的风通过所述透气板至行人身上。

[0011] 优选地，所述路灯柱右端面安装有第一按钮开关与第二按钮开关，所述第一按钮

开关与所述第二按钮开关用于控制所述电机工作。

[0012] 优选地，所述工作腔上端面安装有电源，所述电源与所述电机通过第一电线相连

通，所述遮阳板上端面内嵌设有太阳能板，所述太阳能板与所述电源通过第二电线相连通，

所述第二电线处于松散状态。

[0013] 优选地，所述座椅板仅可转动一百八十度。

[0014] 优选地，所述太阳能板可吸收太阳能并转化成电能储存在所述电源内，所述电源

可为所述电机通电。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本装置可安装在路灯之上，在不使用时处于折叠状态且位置

较高，不影响行人通行，在行人需要遮阳降温时，可简便地将折叠的座位放下用于休息，且

可将遮阳板下降至一定位置用于遮阳，同时可启动风扇对使用者进行吹风降温，且路灯随

处可见，给予了行人更方便广泛的休息场所。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有

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发明

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7] 图1是本发明一种行人专用公共遮阳降温设备整体全剖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中A处放大示意图；

[0019] 图3为图1中B-B方向示意图；

[0020] 图4为图1中C-C方向示意图；

[0021] 图5为图1中D-D方向示意图;

[0022] 图6为图1中E-E方向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图1-6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其中，为叙述方便，现对下文所说的方位

规定如下：下文所说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与图1本身投影关系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一致。

[0024] 结合附图  1-6所述的一种行人专用公共遮阳降温设备的机械机构示意图，包括路

灯柱10,所述路灯柱10外侧设有定位机构80，所述定位机构80包括第一定位块11与第二定

位块52，所述第二定位块52内前后对称螺纹连接有两个螺纹轴16，所述螺纹轴16左端穿过

所述第一定位块11且固定设有转动把12，转动所述转动把12可将所述第一定位块11与所述

第二定位块52靠近，从而使得所述定位机构80固定在所述路灯柱10上；

[0025] 所述路灯柱10内设有工作腔13，所述第二定位块52内设有开口朝右的移动腔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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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移动腔55内设有座椅机构83，所述座椅机构83包括与所述移动腔55滑动连接的移动块

39，所述移动块39右端面固定设有右端位于外界空间内的移动杆40，所述移动杆40后侧通

过第一扭簧42转动设有座椅板36，行人可转动一百八十度所述座椅板36，将所述座椅板36

作为凳子使用；

[0026] 所述工作腔13内设有遮阳机构81，所述遮阳机构81包括与安装在所述工作腔13左

端壁的电机22，所述电机22右端面转动设有电机轴47，所述电机轴47上固定设有驱动齿轮

49，所述驱动齿轮49后侧啮合传动有齿条24，所述齿条24后端面固定设有可上下滑动的升

降杆25，所述升降杆25右侧设有随所述升降杆25上下运动的遮阳板30，当所述遮阳板30向

下运动后可为行人遮阳，所述电机22下侧设有由所述电机22驱动转动的传动齿轮35，所述

遮阳机构81下侧设有降温机构82，所述降温机构82包括与所述升降杆25右端面转动连接的

风扇轴56，所述风扇轴56上固定设有输入齿轮57与三个扇叶58，所述扇叶58位于所述输入

齿轮57右侧，所述输入齿轮57下降后会与所述传动齿轮35啮合，带动所述扇叶58转动，所述

扇叶58转动可对坐在所述座椅板36上的行人吹风降温。

[0027] 进一步地，对所述座椅机构83进行详细描写，所述座椅机构83还包括与所述移动

腔55下端壁固定连接的弹性腔46，所述弹性腔46上端固定设有所述移动块39，所述座椅板

36下端固定设有受力杆41，所述受力杆41前端面固定设有支撑杆43，所述支撑杆43与所述

移动杆40间通过所述第一扭簧42转动连接，所述工作腔13后端壁内转动设有扭力轴18，所

述扭力轴18与所述工作腔13后端壁内设有第二扭簧51，所述扭力轴18上固定设有绕线轮17

与凸轮19，所述凸轮19位于所述绕线轮17前侧，所述绕线轮17与所述移动块39通过绳索15

连接。

[0028] 进一步地，对所述遮阳机构81进行详细描写，所述遮阳机构81还包括与所述工作

腔13左端壁转动连接的横向轴20，所述横向轴20上固定设有第一带轮50与所述传动齿轮

35，所述所述第一带轮50位于所述传动齿轮35左侧，所述电机轴47右端固定设有第二带轮

33，所述第二带轮33与所述第一带轮50通过皮带33摩擦传动，所述工作腔13后端壁设有开

口朝前的升降腔21，所述升降腔21内滑动设有升降块48，所述升降块48前端固定设有所述

升降杆25，所述升降杆25与所述遮阳板30通过长杆26固定连接。

[0029] 进一步地，对所述降温机构82进行详细描写，所述降温机构82还包括嵌设于所述

工作腔13右端壁内的透气板34，所述扇叶58吹的风通过所述透气板34至行人身上。

[0030] 有益地，所述路灯柱10右端面安装有第一按钮开关37与第二按钮开关38，所述第

一按钮开关37与所述第二按钮开关38用于控制所述电机22工作。

[0031] 有益地，所述工作腔13上端面安装有电源27，所述电源27与所述电机22通过第一

电线23相连通，所述遮阳板30上端面内嵌设有太阳能板29，所述太阳能板29与所述电源27

通过第二电线28相连通，所述第二电线28处于松散状态。

[0032] 有益地，所述座椅板36仅可转动一百八十度。

[0033] 有益地，所述太阳能板29可吸收太阳能并转化成电能储存在所述电源27内，所述

电源27可为所述电机22通电。

[0034] 整个装置的机械动作的顺序  ：

[0035] （1）当处于炎热的阳光照射的白天时，行人可将座椅板36翻转一百八十度，行人坐

在座椅板3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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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2）由于行人的体重，可带动座椅板36下降，移动块39随座椅板36下降，弹性腔46

被压缩，移动块39拉动绳索15，带动绕线轮17旋转，第二扭簧51被压缩，凸轮19被带动转动。

[0037] （3行人按压第一按钮开关37，可使电机22被启动，带动电机轴47顺时针转动，驱动

齿轮49与第二带轮33随电机轴47转动，通过皮带33的摩擦传动，第二带轮33带动第一带轮

50转动，传动齿轮35随第一带轮50转动，通过齿条24与驱动齿轮49的啮合传动，带动齿条24

下降。

[0038] （4）风扇轴56与遮阳板30随齿条24下降，遮阳板30下降至一定位置可为行人遮阳，

输入齿轮57与扇叶58随风扇轴56下降，输入齿轮57下降至与传动齿轮35啮合，带动输入齿

轮57转动，降温机构82随输入齿轮57转动，通过透气板34对行人进行吹风降温，齿条24运动

至脱离驱动齿轮49啮合。

[0039] （5）当行人不需要降温时，离开座椅板36,座椅板36在第一扭簧42作用下复位，第

二扭簧51复位，带动凸轮19顺时针转动，推动齿条24上升与驱动齿轮49啮合。

[0040] （6）行人按压第二按钮开关38，可使电机22被启动，带动电机轴47逆时针转动，带

动装置复位。

[0041]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领域技术的

人士能够了解本发明内容并加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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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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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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