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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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1955342.3

(22)申请日 2019.11.13

(73)专利权人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地址 541004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

区金鸡路1号

(72)发明人 陈洋　黄伟　许小洁　祝荣庆　

裴俊宇　马万艺　祝宗华　何水龙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中济纬天专利代理有限

公司 11429

代理人 石燕妮

(51)Int.Cl.

F26B 5/08(2006.01)

F26B 11/08(2006.01)

F26B 23/06(2006.01)

F26B 25/2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智能雨伞烘干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智能雨伞烘干器，包

括下筒体、电机装置、上筒体、长伞放置装置、短

伞放置装置、电热丝、进风风扇，所述电机装置与

所述下筒体固定连接，所述上筒体与所述电机装

置转动连接，所述长伞放置装置和所述短伞放置

装置均分别与所述上筒体固定连接，所述电机装

置启动带动所述上筒体高速旋转，从而使得能够

放置雨伞的所述长伞放置装置和所述短伞放置

装置高速旋转将水渍甩出，同时，所述进风风扇

和所述电热丝带来的热风能够加快雨伞上水渍

的蒸发，所述上筒体旋转将雨伞上的水渍甩干以

及所述进风风扇、所述电热丝带来的热风加快水

渍的蒸发，使得智能雨伞烘干器能够更快地解决

雨伞上有水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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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雨伞烘干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下筒体、电机装置、上筒体、长伞放置装置和

短伞放置装置；

所述电机装置与所述下筒体固定连接，且位于所述下筒体内部；

所述上筒体与所述电机装置转动连接，并位于所述电机装置上方，且位于所述下筒体

上方；

所述长伞放置装置包括环形支架和第一液压夹紧机构，所述环形支架与所述上筒体固

定连接，且位于所述上筒体内壁，所述环形支架具有多个雨伞放置孔，多个所述第一液压夹

紧机构与所述环形支架固定连接，多个所述第一液压夹紧机构分别位于所述雨伞放置孔

内；

所述短伞放置装置包括长支架和第二液压夹紧机构，多个所述长支架与所述上筒体固

定连接，且位于所述上筒体上方，所述长支架具有雨伞放置槽，多个所述第二液压夹紧机构

分别与所述长支架固定连接，多个所述第二液压夹紧机构位于所述雨伞放置槽内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雨伞烘干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雨伞烘干器还包括

外壳和电热丝，所述外壳与所述下筒体固定连接，所述下筒体位于所述外壳内部，所述上筒

体位于所述外壳内部，两组所述电热丝分别与所述外壳固定连接，两组所述电热丝分别位

于所述外壳相邻的两内侧面。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智能雨伞烘干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雨伞烘干器还包括

进风风扇和出风风扇，两个所述进风风扇分别与所述外壳固定连接，且分别位于所述外壳

有所述电热丝的侧面，所述电热丝位于所述进风风扇和所述外壳之间，两个所述出风风扇

分别与所述外壳固定连接，两个所述出风风扇分别位于所述外壳没有所述电热丝的两内侧

面。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智能雨伞烘干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筒体侧面具有多个通

风口。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智能雨伞烘干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具有出水口，所述

出水口位于所述外壳侧面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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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雨伞烘干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烘干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智能雨伞烘干器。

背景技术

[0002] 雨伞是一种遮蔽雨、雪的工具，使用后的雨伞表面会留有许多水渍，如若任其放置

不管，雨伞上的雨水就会打湿地面，甚至有可能造成安全隐患；同时，如若雨伞经过雨水长

时间的浸泡，会导致雨伞生锈，影响雨伞的使用寿命。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智能雨伞烘干器，旨在解决使用后的雨伞有水渍

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智能雨伞烘干器，包括下筒体、电机装

置、上筒体、长伞放置装置和短伞放置装置；

[0005] 所述电机装置与所述下筒体固定连接，且位于所述下筒体内部；

[0006] 所述上筒体与所述电机装置转动连接，并位于所述电机装置上方，且位于所述下

筒体上方；

[0007] 所述长伞放置装置包括环形支架和第一液压夹紧机构，所述环形支架与所述上筒

体固定连接，且位于所述上筒体内壁，所述环形支架具有多个雨伞放置孔，多个所述第一液

压夹紧机构与所述环形支架固定连接，多个所述第一液压夹紧机构分别位于所述雨伞放置

孔内；

[0008] 所述短伞放置装置包括长支架和第二液压夹紧机构，多个所述长支架与所述上筒

体固定连接，且位于所述上筒体上方，所述长支架具有雨伞放置槽，多个所述第二液压夹紧

机构分别与所述长支架固定连接，多个所述第二液压夹紧机构位于所述雨伞放置槽内部。

[0009] 其中，所述智能雨伞烘干器还包括外壳和电热丝，所述外壳与所述下筒体固定连

接，所述下筒体位于所述外壳内部，所述上筒体位于所述外壳内部，两组所述电热丝分别与

所述外壳固定连接，两组所述电热丝分别位于所述外壳相邻的两内侧面。

[0010] 其中，所述智能雨伞烘干器还包括进风风扇和出风风扇，两个所述进风风扇分别

与所述外壳固定连接，且分别位于所述外壳有所述电热丝的侧面，所述电热丝位于所述进

风风扇和所述外壳之间，两个所述出风风扇分别与所述外壳固定连接，两个所述出风风扇

分别位于所述外壳没有所述电热丝的两内侧面。

[0011] 其中，所述上筒体侧面具有多个通风口。

[0012] 其中，所述外壳具有出水口，所述出水口位于所述外壳侧面底部。

[0013]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智能雨伞烘干器，智能雨伞烘干器设置有甩干装置，智能雨伞

烘干器包括所述长伞放置装置和所述短伞放置装置，所述长伞放置装置和所述短伞放置装

置均与所述上筒体固定连接，所述电机装置启动，带动所述上筒体旋转，利用差速离心原理

将附着在雨伞上的水滴甩出，再由出水口排出；同时，智能雨伞烘干器设置有烘干装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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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雨伞烘干器包括所述电热丝、所述进风风扇和所述出风风扇，所述电热丝对雨伞进行加

热，使得雨伞上的水渍干得更快，所述进风风扇能够使得雨伞受热均匀，所述出风风扇能够

排出热风，以免所述外壳内的温度过高，甩干装置和烘干装置同时进行，使得雨伞上的水渍

消失得更快。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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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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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智能雨伞烘干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智能雨伞烘干器剖面图。

[0017] 1-外壳、11-出水口、2-电热丝、3-上筒体、31-通风口、4-进风风扇、5-长伞放置装

置、51-环形支架、52-第一液压夹紧机构、511-雨伞放置孔、6-短伞放置装置、61-长支架、

62-第二液压夹紧机构、611-雨伞放置槽、7-出风风扇、8-下筒体、9-电机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

至终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

考附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旨在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

的限制。

[0019]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长度”、“宽度”、“上”、“下”、“前”、

“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

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

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

实用新型的限制。此外，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除非另

有明确具体的限定。

[0020] 请参阅图1和图2，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智能雨伞烘干器，包括下筒

体8、电机装置9、上筒体3、长伞放置装置5和短伞放置装置6；

[0021] 所述电机装置9与所述下筒体8固定连接，且位于所述下筒体8内部；

[0022] 所述上筒体3与所述电机装置9转动连接，并位于所述电机装置9上方，且位于所述

下筒体8上方；

[0023] 所述长伞放置装置5包括环形支架51和第一液压夹紧机构52，所述环形支架51与

所述上筒体3固定连接，且位于所述上筒体3内壁，所述环形支架51具有多个雨伞放置孔

511，多个所述第一液压夹紧机构52与所述环形支架51固定连接，多个所述第一液压夹紧机

构52分别位于所述雨伞放置孔511内；

[0024] 所述短伞放置装置6包括长支架61和第二液压夹紧机构62，多个所述长支架61与

所述上筒体3固定连接，且位于所述上筒体3上方，所述长支架61具有雨伞放置槽611，多个

所述第二液压夹紧机构62分别与所述长支架61固定连接，多个所述第二液压夹紧机构6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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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述雨伞放置槽611内部。

[0025]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长伞放置装置5和所述短伞放置装置6内均设置有红外线发

射器和红外线接收器，将雨伞放入所述长伞放置装置5或者所述短伞放置装置6内，由于有

雨伞的格挡，红外线接收器接收不到红外线发射器发出的信号，此时红外线接收器将信号

发射给控制模板，控制模板接收信号后发出指令，使得所述长伞放置装置5或所述短伞放置

装置6内的液压夹紧机构自动夹紧雨伞，同时让所述电机装置9启动，从而达到让智能雨伞

烘干器自动开启运行的效果；由于所述电机装置9与所述上筒体3转动连接，所述电机装置9

带动所述上筒体3高速旋转，利用差速离心原理将附着在雨伞上的水滴甩出，使得雨伞上的

水渍慢慢减少，从而解决使用后的雨伞有水渍的问题。

[0026] 进一步地，所述智能雨伞烘干器还包括外壳1和电热丝2，所述外壳1与所述下筒体

8固定连接，所述下筒体8位于所述外壳1内部，所述上筒体3位于所述外壳1内部，两组所述

电热丝2分别与所述外壳1固定连接，两组所述电热丝2分别位于所述外壳1相邻的两内侧

面。

[0027] 在本实施方式中，智能雨伞烘干器设置有所述电热丝2，所述电热丝2加热使得温

度升高，从而使雨伞上的水渍蒸发，在所述上筒体3转动的同时，所述电热丝2对雨伞进行加

热，使得所述雨伞上的水渍减少得很快，从而更快地解决使用后的雨伞有水渍的问题；同

时，所述长伞放置装置5和所述短伞放置装置6均设置有湿度传感器，当雨伞上的水渍问题

解决后，湿度传感器检测雨伞湿度，湿度传感器将信号发射给控制模板，使得所述电机装置

9停止运行以及所述电热丝2停止加热，从而达到智能雨伞烘干器自动关闭运行的效果。

[0028] 进一步地，所述智能雨伞烘干器还包括进风风扇4和出风风扇7，两个所述进风风

扇4分别与所述外壳1固定连接，且分别位于所述外壳1有所述电热丝2的侧面，所述电热丝2

位于所述进风风扇4和所述外壳1之间，两个所述出风风扇7分别与所述外壳1固定连接，两

个所述出风风扇7分别位于所述外壳1没有所述电热丝2的两内侧面。

[0029]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进风风扇4使得雨伞的加热比较均匀，使得雨伞不会出现雨

伞局部加热温度过高的情况，同时，所述出风风扇7将多余的热量导出所述外壳1，以免温度

过高从而导致雨伞的损坏，由于所述进风风扇4和所述出风风扇7均与所述上筒体间隔较远

以及有扇片的格挡，导致水渍不易从进风口和出风口流出。

[0030] 进一步地，所述上筒体3侧面具有多个通风口31。

[0031] 在本实施方式中，雨伞上的水渍可以通过所述通风口31排出所述上筒体3，所述进

风风扇4带来的热风可以通过所述通风口31进入所述上筒体3中，使得雨伞的加热效果更

好，从而更快地解决使用后的雨伞有水渍的问题。

[0032] 进一步地，所述外壳1具有出水口11，所述出水口11位于所述外壳1侧面底部。

[0033]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出水口11可将水渍排出智能雨伞烘干器外，以便于智能雨

伞烘干器的重复使用。

[0034]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流程：本实用新型安装好过后，将雨伞放入所述长

伞放置装置5或者所述短伞放置装置6，通过液压夹紧装置对雨伞进行固定，由于有雨伞的

格挡，红外线接收器接收不到红外线发射器发出的信号，此时红外线接收器将信号发射给

控制模板，控制模板接收信号后发出指令，控制所述电机装置9启动、所述电热丝2开始加

热、所述进风风扇4开始运行和所述出风风扇7开始运行，所述上筒体3高速旋转将雨伞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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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渍甩出，所述进风风扇4和所述电热丝2产生的热风加快雨伞上水渍的蒸发，使雨伞上的

水渍减少的更快，同时所述出风风扇7的运行使多余的热风排出智能雨伞烘干器外，以免雨

伞温度过高导致雨伞的损坏，水渍通过所述通风口31排出所述上筒体3，再由所述出水口11

排出智能雨伞烘干器；对雨伞进行烘干后，湿度传感器检测雨伞湿度，发出信号给控制模

板，控制模板发出指令停止机器的运行。

[0035] 此新型的智能雨伞烘干器通过湿度传感器和红外线发射器、接收器自动对雨伞进

行烘干，并在烘干完成后自动停止，可以更加智能且更加彻底的烘干雨伞，不仅起到了快速

烘干雨伞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实现对水滴的收集，排放，避免打湿地面的麻烦。

[0036]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较佳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

新型之权利范围，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流程，并依

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于实用新型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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