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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涉及一种多功能路面积水处理

装置，包括有太阳能板、立柱、蓄电池和灯体，所

述太阳能板安装在立柱顶部，所述立柱为中空设

置，所述蓄电池安装在立柱内，立柱一侧还设有

储水井，立柱的外侧壁设有控制器，立柱的底部

设有抽水泵，还包括有用于检测路面水位的第一

水位传感器，抽水泵设有第一进水口和第一出水

口，储水井外侧壁设有第一出水管，第一出水管

上设有第一出水阀，储水井内壁上设有第二水位

传感器，第一水位传感器、第二水位传感器均与

控制器的输入端连接，抽水泵、第一出水阀与控

制器的输出端连接，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功能路

面积水处理装置，可以将路面的积水进行收集并

且进行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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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路面积水处理装置，包括有太阳能板、立柱、蓄电池和灯体，所述太阳能

板安装在立柱顶部，所述立柱为中空设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蓄电池安装在立柱内，立柱一

侧还设有储水井，立柱的外侧壁设有控制器，立柱的底部设有抽水泵，还包括有用于检测路

面水位的第一水位传感器，抽水泵设有第一进水口和第一出水口，第一进水口与外界导通，

第一出水口与储水井导通，储水井外侧壁设有第一出水管，第一出水管上设有第一出水阀，

储水井内壁上设有第二水位传感器，第一水位传感器、第二水位传感器均与控制器的输入

端连接，抽水泵、第一出水阀与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路面积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储水井内壁上还

设有第三水位传感器，第三水位传感器位于第二水位传感器的上端，储水井的底部还设有

第二出水管，所述第二出水管上设有第二出水阀，第二出水阀与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第三

水位传感器与控制器的输入端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路面积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挡

板和电机，电机固定在立柱上，所述挡板安装在太阳能板上端，挡板经转动轴与立柱铰接，

所述转动轴与电机的输出轴连接，电机与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挡板上设有湿度传感器，湿

度传感器与控制器的输入端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路面积水处理  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灯体内

设有第一容腔和第二容腔，所述第一容腔内设有风机，且第一容腔侧壁上设有与风机的风

叶对应的进风口，所述第二容腔内设有隔板，第二容腔位于隔板上方的区域为储蚊腔，第二

容腔位于隔板下方区域为照明腔，第二容腔绕第一容腔外周设置，第一容腔的下方从第二

容腔中间位置透出与外界贯通构成第一容腔的出风通道，第二容腔内还设有香料盒，香料

盒上设有透气孔，第一容腔出风通道的侧壁上设有与透气孔对应的通气孔，所述通气孔与

透气孔贯通设置，所述第二容腔上方侧壁与进风口对应位置处设置有通孔，该通孔与进风

口构成进风通道，所述灯体从上到下依次设置有连接头、中盖和底盖，中盖套接在隔板上

端，底盖与隔板下端采用卡扣连接，灯体上设有光敏传感器，光敏传感器与控制器输入端连

接，灯体与控制器输出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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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路面积水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城市建设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多功能路面积水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现代城市的地表不断被钢筋混凝土的房屋建筑和不透水的路面收覆盖，当

下雨量较大时居住小区路面、走道通常会因为地势较低积水，人们想要通过时经常会将鞋

子、裤子等衣物淋湿，通常在这些道路设有排水渠，然而这些排水渠在雨量较大时排水速度

较慢，还是会导致路面的水越积越多。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功能路面积水处

理装置，可以将路面的积水进行收集并且进行再利用。

[0004] 本发明公开涉及一种多功能路面积水处理装置，包括有太阳能板、立柱、蓄电池和

灯体，所述太阳能板安装在立柱顶部，所述立柱为中空设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蓄电池安装

在立柱内，立柱一侧还设有储水井，立柱的外侧壁设有控制器，立柱的底部设有抽水泵，还

包括有用于检测路面水位的第一水位传感器，抽水泵设有第一进水口和第一出水口，第一

进水口与外界导通，第一出水口与储水井导通，储水井外侧壁设有第一出水管，第一出水管

上设有第一出水阀，储水井内壁上设有第二水位传感器，第一水位传感器、第二水位传感器

均与控制器的输入端连接，抽水泵、第一出水阀与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

[000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太阳能板发电，将生产的电能储存到蓄电池中，蓄电池与控制

器连接，路面水位达到一定高度时，第一水位传感器接收信号，将信号传递给控制器，控制

器发送信号启动抽水泵，将路面上的积水吸收，排放至储水井中，储水井内的水位没过第二

水位传感器时，第一出水阀打开，通过第一出水管将水排放至绿化带。

[0006] 本发明的再进一步设置：储水井内壁上还设有第三水位传感器，第三水位传感器

位于第二水位传感器的上端，储水井的底部还设有第二出水管，所述第二出水管上设有第

二出水阀，第二出水阀与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第三水位传感器与控制器的输入端连接。

[0007] 采用上述再进一步设置，当储水井内的水位没过第三水位传感器时第二出水阀打

开，通过第二出水管将水排放至下水道。

[0008] 本发明的再进一步设置：还包括有挡板和电机，电机固定在立柱上，所述挡板安装

在太阳能板上端，挡板经转动轴与立柱铰接，所述转动轴与电机的输出轴连接，电机与控制

器的输出端连接，挡板上设有湿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与控制器的输入端连接。

[0009] 采用上述再进一步设置，在下雨时湿度传感器接收信号，将信号传递给控制器，再

通过控制器启动电机将挡板转动至盖住太阳能板上方，当不下雨时湿度传感器发出信号给

控制器，然后电机启动将挡板转至露出太阳能板。

[0010]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所述灯体内设有第一容腔和第二容腔，所述第一容腔内设

有风机，且第一容腔侧壁上设有与风机的风叶对应的进风口，所述第二容腔内设有隔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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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容腔位于隔板上方的区域为储蚊腔，第二容腔位于隔板下方区域为照明腔，第二容腔绕

第一容腔外周设置，第一容腔的下方从第二容腔中间位置透出与外界贯通构成第一容腔的

出风通道，第二容腔内还设有香料盒，香料盒上设有透气孔，第一容腔出风通道的侧壁上设

有与透气孔对应的通气孔，所述通气孔与透气孔贯通设置，所述第二容腔上方侧壁与进风

口对应位置处设置有通孔，该通孔与进风口构成进风通道，所述灯体从上到下依次设置有

连接头、中盖和底盖，中盖套接在隔板上端，底盖与隔板下端采用卡扣连接，灯体上设有光

敏传感器，光敏传感器与控制器输入端连接，灯体与控制器输出端连接。

[0011] 采用上述进一步设置，在夜间时灯体开关打开，风机启动，在出风通道产生气流虹

吸，将香料盒内的香气吸出并吹向四周扩散，且灯体发出灯光和彩光可以将远处的蚊虫吸

引至照明装置附近，再由于风机的转动形成负压力将照明装置附近的蚊虫吸入储蚊腔内风

干致死。

附图说明

[0012] 图1 为本发明整体结构图；

图2为图1中  A-A剖面图；

图3为本发明进、出水系统结构图；

图4为本发明第一水位传感器与路沿配合图；

图5 为本发明灯体整体示意图；

图6为图5中  B-B剖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详细说明：

一种多功能路面积水处理装置，包括有太阳能板37、立柱38、蓄电池31和灯体1，所述太

阳能板37安装在立柱38顶部，所述立柱38为中空设置，本发明实施案例中：所述蓄电池31安

装在立柱38内，太阳能板37发电，将生产的电能储存到蓄电池31中，立柱38一侧还设有储水

井23，储水井23埋在地下或者建在一侧空地上，立柱38的外侧壁设有控制器39，控制器39与

蓄电池31连接，立柱38的底部设有抽水泵28，还包括有用于检测路面水位的第一水位传感

器22，第一水位传感器22安装在路沿20上距离路面一定高度位置，第一水位传感器22的外

周还可以设置一个外罩21，可以增加其使用的寿命，抽水泵28设有第一进水口41和第一出

水口42，第一进水口41与外界导通，第一出水口42与储水井23导通，控制器28接收第一水位

传感器22信号然后控制抽水泵28的启动和关闭，将路面上的积水吸收，排放至储水井23中，

储水井23外侧壁设有第一出水管24，第一出水管上设有第一出水阀26，储水井23内壁上设

有第二水位传感器29，第一水位传感器22、第二水位传感器29均与控制器39的输入端连接，

抽水泵28、第一出水阀26与控制器39的输出端连接，储水井23内的水位没过第二水位传感

器29时，第一出水阀26打开，通过第一出水管24将水排放至绿化带。

[0014] 储水井23内壁上还设有第三水位传感器30，第三水位传感器30位于第二水位传感

器29的上端，检测水位是否过高，当水位过高时控制器39发出信号第二出水阀27开启，储水

井23的底部的第二出水管25出水，加快储水井23内的储水排出，将水排到下水道。

[0015] 还包括有挡板35和电机32，电机32固定在立柱38上，所述挡板35安装在太阳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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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上端，挡板35经转动轴34与立柱38铰接，所述转动轴34与电机的输出轴33连接，电机32与

控制器39的输出端连接，挡板35上设有湿度传感器36，湿度传感器36与控制器39的输入端

连接，在下雨时湿度传感器36接收信号，将信号传递给控制器39，再通过控制器39启动电机

32将挡板35转动至盖住太阳能板37上方，当不下雨时湿度传感器36发出信号给控制器39，

然后电机32启动将挡板35转至露出太阳能板37。

[0016] 所述灯体1内设有第一容腔6和第二容腔7，所述第一容腔6内设有风机14，且第一

容腔6侧壁上设有与风机14的风叶对应的进风口2，所述第二容腔7内设有隔板5，第二容腔7

位于隔板5上方的区域为储蚊腔8，第二容腔7位于隔板5下方区域为照明腔9，第二容腔7绕

第一容腔6外周设置，第一容腔6的下方从第二容腔7中间位置透出与外界贯通构成第一容

腔6的出风通道，第二容腔7内还设有香料盒15，香料盒15上设有透气孔16，第一容腔6出风

通道的侧壁上设有与透气孔16对应的通气孔17，所述通气孔17与透气孔16贯通设置，所述

第二容腔7上方侧壁与进风口2对应位置处设置有通孔18，该通孔18与进风口2构成进风通

道，所述灯体1从上到下依次设置有连接头19、中盖3和底盖4，中盖3套接在隔板5上端，底盖

4与隔板5下端采用卡扣连接，灯体1上设有光敏传感器40，光敏传感器40与控制器39输入端

连接，灯体1与控制器39输出端连接，夜间时光敏传感器40接收信号，灯体1开关打开，风机

14启动，在出风通道产生气流虹吸，将香料盒15内的香气吸出并吹向四周扩散，且灯体1发

出彩光可以将远处的蚊虫吸引至照明装置附近，再由于风机14的转动形成负压力将照明装

置附近的蚊虫吸入储蚊腔8内风干致死。

[0017] 在使用时，太阳能板37发电，将生产的电能储存到蓄电池31中，蓄电池31与控制器

39连接，在没有下雨的情况下挡板35将太阳能37板露出，下雨时电机32启动挡板35转至覆

盖在太阳能板37上方，在夜间时灯体1开关打开，将附近的蚊虫吸引至灯体1附近并将其吸

入储蚊腔8，路面积水达到一定高度时，第一水位传感器22接收信号，将信号传递给控制器

39，控制器39发送信号启动抽水泵28，将路面上的积水吸收，排放至储水井23中，储水井23

内的水位没过第二水位传感器29时，第一出水阀26打开，通过第一出水管24将水排放至绿

化带，当储水井23内的水位高于第三水位传感器30时第二出水阀打开27，将水排放至下水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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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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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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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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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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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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