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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祭祀用具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

佛教祭祀用智能蜡烛摆放架，包括底座、分离装

置、盛放装置、推送装置、蜡烛支架和防风支架，

所述的分离装置位于底座左右两侧的分离槽内，

分离装置用于熔化废蜡，同时分离蜡、水以及杂

质；所述的盛放装置与底座相连接；所述的推送

装置安装在底座上方，推送装置用于将水槽中的

废蜡推送入两边的分离槽内；所述的蜡烛支架与

底座相连接，且蜡烛支架位于推送装置上方；所

述的防风支架与底座的四个拐角相连接。本发明

采用电磁感应的设计思路，可实现未烧完蜡烛的

自动等高拆卸，同时通过推送装置和分离装置的

设计，可使水槽中的蜡烛自动回收、分离，极大地

减少了人力劳动量，且节约了蜡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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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佛教祭祀用智能蜡烛摆放架，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1)、分离装置(2)、盛放装

置(3)、推送装置(4)、蜡烛支架(5)和防风支架(6)，所述的底座(1)包括水槽(10)、两个分离

槽(11)、两个出蜡口(12)、两个出水口(13)和两个传感器安装孔(14)，所述的分离槽(11)位

于水槽(10)两侧；所述的出蜡口(12)对称设置在底座(1)的左右两端；所述的出水口(13)位

于出蜡口(12)下方；所述的传感器安装孔(14)设置在出蜡口(12)与出水口(13)的中间位置

上；所述的分离装置(2)位于底座(1)左右两侧的分离槽(11)内；所述的盛放装置(3)与底座

(1)相连接；所述的推送装置(4)安装在底座(1)上方；所述的蜡烛支架(5)与底座(1)相连

接，且蜡烛支架(5)位于推送装置(4)上方；所述的防风支架(6)与底座(1)的四个拐角相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佛教祭祀用智能蜡烛摆放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蜡烛支

架(5)包括支撑架(51)和摆放台(52)，所述的支撑架(51)与底座(1)相连接，所述的摆放台

(52)与支撑架(51)相连接；其中摆放台(52)包括顶针(521)、导向套(522)、永磁铁(523)、电

磁铁(524)、支撑条(525)、传感器安装架(526)和传感器(527)，所述的导向套(522)与支撑

条(525)相连接；所述的顶针(521)位于导向套(522)内部，且(521)下方与永磁铁(523)相连

接；所述的电磁铁(524)安装在支撑条(525)上，且电磁铁(524)与永磁铁(523)之间上下对

应；所述的支撑条(525)为凹槽型结构，且支撑条(525)通过螺栓与支撑架(51)相连接；所述

的传感器安装架(526)位于顶针后方，且传感器安装架(526)与支撑条(525)相连接；所述的

传感器(527)位于顶针(521)后方，且传感器(527)安装在传感器安装架(526)上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佛教祭祀用智能蜡烛摆放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推送装

置(4)包括两个电机(41)、四个轴承座(42)、两根丝杠(43)、两个丝杠螺母(44)、横杆(45)和

推板(46)，所述的轴承座(42)与底座(1)相连接；所述的两根丝杠(43)通过轴承座(42)安装

在底座(1)上；所述的两个电机(41)通过螺钉安装在轴承座(42)上，且电机(41)与丝杠(43)

之间通过联轴器相连接；所述的横杆(45)两端通过两个丝杠螺母(44)与两根丝杠(43)相连

接；所述的推板(46)为“人”字形设计，且推板(46)通过销钉安装在横杆(45)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佛教祭祀用智能蜡烛摆放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分离装

置(2)包括两块电热网(21)和两个水位传感器(22)；所述两块电热网(21)分别位于两个分

离槽(11)中部，且电热网(21)通过螺栓与底座(1)相连接；所述的两个水位传感器(22)分别

安装在底座(1)两侧的传感器安装孔(14)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佛教祭祀用智能蜡烛摆放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盛放装

置(3)包括水盛放仓(31)和蜡盛放仓(32)；所述水盛放仓(31)与出水口(13)之间通过输送

管道相连接，所述蜡盛放仓(32)与出蜡口(12)之间通过输送管道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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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佛教祭祀用智能蜡烛摆放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祭祀用具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佛教祭祀用智能蜡烛摆放架。

背景技术

[00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伴随而至

的是人们对精神生活水平的不对追求；而佛教文化，在我国具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深刻影

响了中国的哲学、道德、文学、音乐、雕塑等各个文化领域，至今仍然生气勃勃，佛教文化也

是人们精神追求的首选寄托，因此，人们在生活闲暇时，常常会深入佛教传法地域，进行佛

教祭祀活动，祈求平安、好运，进行心灵的滋养，近年来在我国较为有名的如普陀山、五台

山、九华山等诸多佛教传法地域中，祭祀活动备受旅客欢迎。而在祭祀活动中，点燃祈福蜡

烛，为人们最常从事的祭祀活动之一，因此，蜡烛逐渐成为佛教祭祀中不可或缺的用品之

一，在越来越多的祭祀活动中被广泛使用，而伴随着被广泛使用的便是蜡烛摆放架，传统蜡

烛摆放架在使用过程中主要将祭祀蜡烛插入蜡烛摆放架，待蜡烛燃烧至一定程度时，由于

灯芯烧完和下部顶针的阻挡，蜡烛便不再燃烧，剩余部分须由人工拔出，费时费力，并且蜡

烛在燃烧过程中的滴蜡进入支架下方的水槽，无自动回收装置，一般采用人工打捞的形式

将蜡烛取出，对蜡资源的回收利用几乎为零，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0003] 针对上述祭祀蜡烛摆放台在使用过程中所遇到的技术问题，现有技术中也提出了

一些技术方案，申请号为201410170216.2的一项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可循环蜡烛台，其可

实现蜡烛液回收后重新形成一根蜡烛，但其需要人工插入灯芯、人工拔出蜡烛，且在批量使

用中，蜡烛液很难完全流入下部套筒中，易造成套筒入口处的堵塞，从而难以实现其循环使

用的功能，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佛教祭祀这种大量使用蜡烛的场合下，人们更是急需一

种方便大批量的清理、分离和回收废蜡的蜡烛摆放架，即一种佛教祭祀用智能蜡烛摆放架，

其通过电磁铁摆放条的设计，实现蜡烛燃烧过程中的等高拆卸，通过丝杠机构实现回收水

槽中的废蜡推送，通过电热网和传感器的使用，完成对废蜡的除杂回收，进而完善了现有祭

祀蜡烛摆放台在使用过程中所面临的上述技术问题，在方便祭祀活动的同时，也节约了蜡

烛资源。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中所述的一种佛教祭祀用智能蜡烛摆放架，其

采用电磁感应的设计思路，可实现未烧完蜡烛的自动等高拆卸，同时通过推送装置和分离

装置的设计，可使水槽中的蜡烛自动回收、分离，而无需人工打捞，极大地减少了人力劳动

量，且节约了蜡烛资源。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佛教祭祀用智能

蜡烛摆放架，包括底座、分离装置、盛放装置、推送装置、蜡烛支架和防风支架，所述的底座

包括水槽、两个分离槽、两个出蜡口、两个出水口和两个传感器安装孔，所述的分离槽位于

水槽两侧；所述的出蜡口对称设置在底座的左右两端；所述的出水口位于出蜡口下方；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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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感器安装孔设置在出蜡口与出水口的中间位置上，且传感器安装孔与出蜡口的距离由

蜡烛的熔化程度进行调节设置，传感器安装孔用于安装水位传感器；所述的分离装置位于

底座左右两侧的分离槽内，分离装置用于熔化废蜡，同时分离蜡、水以及杂质；所述的盛放

装置与底座相连接；所述的推送装置安装在底座上方，推送装置用于将水槽中的废蜡推送

入两边的分离槽内；所述的蜡烛支架与底座相连接，且蜡烛支架位于推送装置上方，蜡烛支

架用于摆放蜡烛；所述的防风支架与底座的四个拐角相连接，防风支架上可根据实际需要

安装不同的顶棚，以满足防风、美观的要求；

[0006] 所述的蜡烛支架包括支撑架和摆放台，所述的支撑架与底座相连接，所述的摆放

台与支撑架相连接，支撑架用于支撑摆放台，从而使得蜡烛的摆放呈阶梯分布；所述的摆放

台包括顶针、导向套、永磁铁、电磁铁和支撑条、传感器安装架和传感器，所述的顶针位于导

向套内部，且顶针下方与永磁铁相连接，顶针用于插放蜡烛，且在拆卸的时候顶针可以将蜡

烛顶开，使蜡烛落入水槽中；所述的电磁铁安装在支撑条上，且电磁铁与永磁铁之间上下对

应，当电磁铁在通正向电时，产生与永磁铁相反的极性，和顶针相互吸引，顶针向下运动，从

而实现顶针与蜡烛的脱离，当电磁铁通反向电流时，产生与永磁铁相同的极性，电磁铁和永

磁铁相排斥，推动顶针向上运动，从而将蜡烛顶开并落入下部水槽中，以方便游客插上新的

蜡烛；所述的支撑条通过螺栓与支撑架相连接；所述的传感器安装架与支撑条相连接，所述

的传感器位于顶针后方并安装在传感器安装架上，传感器用于感应蜡烛火光的高度，且其

可以控制所对应的电磁铁的电流方向，从而实现各个蜡烛分别自动等高拆卸的功能。

[0007] 所述的推送装置包括两个电机、四个轴承座、两根丝杠、两个丝杠螺母、横杆和推

板，所述的轴承座与底座相连接；所述的两根丝杠通过轴承座安装在底座上，丝杠用于实现

推板的左右移动；所述的两个电机通过电机套安装在底座上，且电机与丝杠之间通过联轴

器相连接，电机用于给推送装置提供能量；所述的横杆两端通过两个丝杠螺母与两根丝杠

相连接；所述的推板为“人”字形设计，且推板安装在横杆上，“人”字形的设计使得在推板向

左右两侧运动时都能够推送废蜡，双向工作，提高了效率，同时推板在推送过程中受到侧面

斜向下的力，相对于平板形结构，优化了受力情况，延长了推板的使用寿命。

[0008] 所述的分离装置包括两块电热网和两个水位传感器；所述的两块电热网分别位于

两个分离槽中部，且电热网通过螺栓与底座相连接，电热网用于加热融化废蜡，且其能够过

滤掉蜡烛芯等杂质；所述的两个水位传感器分别安装在两侧的传感器安装孔上，水位传感

器用于检测分离槽中水的高度，若水的高度达到设定值，则打开出水口，使水流出，从而将

分离槽中水的高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0009] 所述的盛放装置包括水盛放仓和蜡盛放仓；所述的水盛放仓与出水口之间通过输

送管道相连接，所述的蜡盛放仓与出蜡口之间通过输送管道相连接。

[0010] 有益效果：本发明中所述的一种佛教祭祀用智能蜡烛摆放架，其采用电磁感应的

设计思路，可实现未烧完蜡烛的自动等高拆卸，同时通过推送装置和分离装置的设计，可使

水槽中的蜡烛自动回收、分离，而无需人工打捞，极大地减少了人力劳动量，且节约了蜡烛

资源。

附图说明

[001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6195957 B

4



[0012]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本发明的机体及部分安装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是图2的局部剖视图；

[0015] 图4是本发明支撑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是本发明摆放台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是本发明摆放台的全剖示意图；

[0018] 图7是本发明分离装置的原理示意图，其中A表示蜡液，B表示水，箭头表示液体流

向；

[0019] 图中：底座1、分离装置2、盛放装置3、推送装置4、蜡烛支架5、防风支架6、水槽10、

分离槽11、出蜡口12、出水口13、传感器安装孔14、支撑架51、摆放台52、顶针521、导向套

522、永磁铁523、电磁铁524、支撑条525、传感器安装架526、传感器527、电机41、轴承座42、

丝杠43、丝杠螺母44、横杆45、推板46、电热网21、水位传感器22、水盛放仓31、蜡盛放仓32。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1] 如图1和图3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佛教祭祀用智能蜡烛摆放架，包括底座1、分

离装置2、盛放装置3、推送装置4、蜡烛支架5和防风支架6，所述的底座1包括水槽10、两个分

离槽11、两个出蜡口12、两个出水口13和两个传感器安装孔14，所述的分离槽11位于水槽10

两侧；所述的出蜡口12对称设置在底座1的左右两端；所述的出水口13位于出蜡口12下方；

所述的传感器安装孔14设置在出蜡口12与出水口13的中间位置上，且传感器安装孔14与出

蜡口12的距离由蜡烛的熔化程度进行调节设置，传感器安装孔14用于安装水位传感器22；

所述的分离装置2位于底座1左右两侧的分离槽11内，分离装置2用于熔化废蜡，同时分离

蜡、水以及杂质；所述的盛放装置3与底座1相连接；所述的推送装置4安装在底座1上方，推

送装置用于将水槽10中的废蜡推送入两边的分离槽11内；所述的蜡烛支架5与底座1相连

接，且蜡烛支架5位于推送装置4上方，蜡烛支架5用于摆放蜡烛；所述的防风支架6与底座1

的四个拐角相连接，防风支架6上可根据实际需要安装不同的顶棚，以满足防风、美观的要

求；

[0022] 如图1和图4所示，所述的蜡烛支架5包括支撑架51和摆放台52，所述的支撑架51与

底座1相连接，所述的摆放台52与支撑架51相连接，支撑架51用于支撑摆放台52，从而使得

蜡烛的摆放呈阶梯分布；如图5和图6所示，所述的摆放台52包括顶针521、导向套522、永磁

铁523、电磁铁524和支撑条525、传感器安装架526和传感器527，所述的顶针521位于导向套

522内部，且其下方与永磁铁523相连接，顶针521用于插放蜡烛，且在拆卸的时候可以将蜡

烛顶开，使蜡烛落入水槽10中；所述的电磁铁524安装在支撑条525上，且电磁铁524与永磁

铁523之间上下对应，当电磁铁524在通正向电时，产生与永磁铁523相反的极性，和顶针521

相互吸引，顶针521向下运动，从而实现顶针521与蜡烛的脱离，当电磁铁524通反向电流时，

产生与永磁铁523相同的极性，电磁铁524和永磁铁523相排斥，推动顶针521向上运动，从而

将蜡烛顶开并落入下部水槽10中，以方便游客插上新的蜡烛；所述的支撑条525通过螺栓与

支撑架51相连接；所述的传感器安装架526与支撑条525相连接，所述的传感器527位于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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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后方并安装在传感器安装架526上，传感器527用于感应蜡烛火光的高度，且其可以控制

所对应的电磁铁524的电流方向，从而实现各个蜡烛分别自动等高拆卸的功能。

[0023] 如图2和图3所示，所述的推送装置4包括两个电机41、四个轴承座42、两根丝杠43、

两个丝杠螺母44、横杆45和推板46，所述的轴承座42与底座1相连接；所述的两根丝杠43通

过轴承座42安装在底座1上，丝杠43用于实现推板46的左右移动；所述的两个电机41通过电

机套安装在底座1上，且电机41与丝杠43之间通过联轴器相连接，电机41用于给推送装置4

提供能量；所述的横杆45两端通过两个丝杠螺母44与两根丝杠43相连接；所述的推板46为

“人”字形设计，且推板46安装在横杆45上，“人”字形的设计使得在推板46向左右两侧运动

时都能够推送废蜡，双向工作，提高了效率，同时推板46在推送过程中受到侧面斜向下的

力，相对于平板形结构，优化了受力情况，延长了推板的使用寿命。

[0024] 如图2和图3所示，所述的分离装置2包括两块电热网21和两个水位传感器22；所述

的两块电热网21分别位于两个分离槽11中部，且电热网21通过螺栓与底座1相连接，电热网

21用于加热融化废蜡，且其能够过滤掉蜡烛芯等杂质；所述的两个水位传感器22分别安装

在两侧的传感器安装孔14上，水位传感器22用于检测分离槽中水的高度，若水的高度达到

设定值，则打开出水口13，使水流出，从而将分离槽10中水的高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0025] 如图2所示，所述的盛放装置3包括水盛放仓31和蜡盛放仓32；所述的水盛放仓31

与出水口13之间通过输送管道相连接，所述的蜡盛放仓32与出蜡口12之间通过输送管道相

连接。

[0026] 工作时，当蜡烛燃烧殆尽时，顶针后方的传感器527感应到火焰高度达到设定值，

顶针521转换其所对应的电磁铁524的电流方向，使得电磁铁524的极性和永磁铁523的极性

相反，从而电磁铁524将连接有永磁铁523的顶针521向下吸引，从而实现顶针521与蜡烛的

脱离，短暂停留后，电磁铁524的电流方向恢复原先的方向，两磁铁相排斥，从而使得顶针

521复位，同时将可能依然停留在摆放台52上的废蜡顶开，方便游客插上新的蜡烛。废蜡落

入水槽10中后，浮在水面上，达到一定量后，可开启推送装置4，推板46左右移动将废蜡推入

两侧的加热网21上，进入分离装置2。

[0027] 如图3和图7所示，在分离装置2的工作过程中，电热网21将固态蜡烛熔化，且其能

够保持分离槽11内的温度，防止液态蜡的凝固，液态的水和蜡的混合物流入分离槽11下部，

其中蜡浮于水的上方，当水较少时，位于底部的出水口13关闭，随着蜡和水的不断增多，当

水的高度达到水位传感器22的设定值时，出水口13开启，水通过输送管道进入水盛放仓31，

从而控制水的高度始终在出蜡口12以下，而上方的蜡液从出蜡口12不断流出，经输送管道

到达蜡盛放仓32，从而实现蜡和水分别回收的功能。

[0028]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的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

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

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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