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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多功能太阳能草坪灯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多功能太阳能草坪灯，包括控

水浇灌装置、第二控制装置、可拆卸装置、发电装

置；所述发电装置包括太阳能高效发电板、发电

板控制组件、喷水组件、第二水管；通过设置了控

水浇灌装置对附近草坪进行无死角浇灌；设置了

控制装置，避免草坪受损，并为太阳能高效发电

板进行降温；设置了可拆卸装置，可对草坪灯上

的指路牌进行更换更好的为行人指路；通过的设

置发电板控制组件，本发明在草坪灯晚上照明的

同时为行人进行指路，在白天进行发电储存时对

草坪进行灌溉的同时增加发电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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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功能太阳能草坪灯，包括底座(1)、第一卡位组件(  86)  、第二卡位组件(  87)  、设

于底座(1)上方的防水板(11)、固定设于防水板(11)上方的第一转动件(12)、设于底座(1)

和防水板(11)之间用于驱动第一转动件(12)旋转的电机(2)、设于第一转动件(12)内部并

连接于底座(1)的第一控制装置(3)、设于第一转动件(12)两侧的第一通孔(13)和第二通孔

(14)、连接于第一控制装置(3)并用于控制第一通孔(13)连通的控水浇灌装置(4)、连接于

第一控制装置(3)并用于控制第二通孔(14)连通的第二控制装置(5)、设于第一通孔(13)和

第二通孔(14)之间的蓄水箱(6)、设于第一转动件(12)上方的灯罩(7)、设于灯罩(7)内部用

于照明的照明灯(71)、设于照明灯(71)上方的可拆卸装置(8)、设于可拆卸装置(8)上方的

发电装置(9)、连通第二通孔(14)和发电装置(9)的第一水管(10)；所述蓄水箱(6)上设有与

第一通孔(13)连通的第三通孔(61)、设有与第二通孔(14)连通的第四通孔(62)；其特征在

于：所述控水浇灌装置(4)包括滑动设在第一通孔(13)处并用于挡住第一通孔(13)的第一

控水板(45)；所述第一控制装置(3)包括固定于底座(1)上方的固定心轴(31)、固定于固定

心轴(31)上的第一斜齿轮(32)、啮合于第一斜齿轮(32)的第二斜齿轮(33)、固定于第二斜

齿轮(33)并转动设于第一转动件(12)内壁上的第二转轴(34)、设于第二转轴(34)上的不完

整齿轮(35)、啮合于不完整齿轮(35)的第三齿轮(36)、连接于第一转动件(12)内壁并配合

第三齿轮(36)的防惯性组件(37)、连接于第三齿轮(36)的连杆组件(38)；所述可拆卸装置

(8)包括设在灯罩(7)上方的第一透明板(80)、可拆卸设在第一透明板(80)上方的第二透明

板(81)、设于第二透明板(81)下方的第一杆件(82)、设于第一杆件(82)下方的载物板(83)、

设于载物板(83)和第一透明板(80)之间的第一弹簧；所述发电装置(9)包括设于第一透明

板(80)上方的两块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设于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两侧的两个发电板

控制组件(93)、设于靠近第二通孔(14)一侧位置发电板控制组件(93)上方的喷水组件

(92)、连通第二通孔(14)和喷水组件(92)的第二水管(91)；所述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中

设有储存电量的蓄电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太阳能草坪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可拆卸装置(8)还包

括设于载物板(83)和第一透明板(80)之间的第十一杆件(85)、设于第十一杆件(85)内部并

连接于载物板(83)的第三杆件(851)、设于第一杆件(82)下方的第一卡位板(821)、滑动设

于第一卡位板(821)中的第二杆件(822)、固定于第二杆件(822)端部的第一弧形块(824)、

设于第一弧形块(824)和第二杆件(822)之间的第二弹簧(823)；所述第一卡位组件(86)配

合第一弧形块(824)并连接于第一透明板(80)内壁；所述第二卡位组件(87)配合第一卡位

组件(86)并连接于第一透明板(80)内壁；所述第一卡位组件(86)包括固定于第一透明板

(80)内壁上的上下两个第一固定件(868)、穿设于两个第一固定件(868)的第一导向件

(866)、滑动设于第一导向件(866)上的第一滑动件(865)、设于第一滑动件(865)和上方第

一固定件(868)之间的第三弹簧(867)、固定于第一滑动件(865)的第一支架(864)、转动设

于第一支架(864)的第一转轴(862)、固定于第一转轴(862)并设在第一支架(864)中间的第

二弧形块(861)、设于第一转轴(862)上的扭簧(863)；所述第二卡位组件(87)包括固定于第

一滑动件(865)的第四杆件(871)、固定于第四杆件(871)的第一连杆(872)、固定于第一连

杆(872)的第五杆件(873)、转动设于第五杆件(873)上的第二连杆(874)、转动设于第二连

杆(874)上的第六杆件(875)、连接于第六杆件(875)的第二卡位板(876)、滑动设于第二卡

位板(876)并固定于第一透明板(80)内壁的第二导向件(877)、设于第二导向件(877)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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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卡位板(876)之间的第四弹簧(878)；所述发电板控制组件(93)包括固定于第一透明板

(80)上方的第二箱体(931)、设于第二箱体(931)与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接触侧面的第三

滑槽(932)、滑动设于第三滑槽(932)中关于第三滑槽(932)对称的两个第三滑动块(937)、

转动设于第三滑动块(937)中并固定于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的第七转轴(933)、固定于第

七转轴(933)的第四齿轮(934)、设于两个第三滑动块(937)之间的双向电动杆(935)、设于

第二箱体(931)内部两侧的齿条(936)；所述齿条(936)位于第一透明板(80)两侧的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功能太阳能草坪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水组件(92)包括连

接于第二水管(91)并固定在其中一个第二箱体(931)上方的第一箱体(921)、设于第一箱体

(921)上朝着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方向的那个面上的出水口(922)、设于第一箱体(921)

另一侧面的侧板(923)、设在侧板(923)内部的第九杆件(925)、滑动设于第九杆件(925)上

的压水板(924)、设在压水板(924)和第一箱体(921)之间的第六弹簧(926)；所述压水板

(924)和第一箱体(921)底部之间的空间形成腔体。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功能太阳能草坪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高效发电板

(94)是倾斜设置的；所述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上设有侧边凸台(940)、交错设于侧边凸台

(940)中的多个挡板(941)；所述侧边凸台(940)上接近喷水组件(92)的一侧是完整的、远离

喷水组件(92)的一侧上设有出水开口(944)，出水开口(944)处设有第一斜边(943)、出水开

口(944)的另一侧设有第二斜边(945)；每两个所述  挡板(941)之间设有流水口(94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太阳能草坪灯，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杆组件(38)包括固

定于第三齿轮(36)并转动设于第一转动件(12)内壁上的第四转轴(381)、固定于第四转轴

(381)的第三连杆(382)、固定于第三连杆(382)的第七杆件(383)、转动设于第七杆件(383)

上的第四连杆(384)、转动设于第四连杆(384)上的第八杆件(385)；所述控水浇灌装置(4)

还包括设于第一转动件(12)内壁上的上下两个第三固定件(46)、穿设于两个第三固定件

(46)并连接于第一转动件(12)顶部的两个第四导向件(47)、固定设于第八杆件(385)上的

第二滑动件(41)、固定设于第二滑动件(41)上的第十杆件(44)；所述第一控水板(45)滑动

设于第四导向件(47)；所述第一控水板(45)固定连接于第十杆件(44)。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多功能太阳能草坪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齿轮(36)是单向

旋转的齿轮。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功能太阳能草坪灯，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惯性组件(37)包括

固定设于第二转轴(34)上的圆盘(371)、设于圆盘(371)上一体成型的第一凸起块(372)、固

定于第一转动件(12)内壁的定位杆(376)、滑动设于定位杆(376)上的滑动架(374)、设于滑

动架(374)和第一转动件(12)内壁之间的第七弹簧(377)、设于滑动架(374)下方与第一凸

起块(372)配合的第二凸起块(373)、设于滑动架(374)侧面与第三齿轮(36)配合的摩擦杆

(375)；其中，所述圆盘(371)固接于第二转轴(34)、第二凸起块(373)固接于滑动架(374)、

滑动架(374)固接于第一转动件(12)、滑动架(374)滑动连接于定位杆(376)、摩擦杆(375)

固接于滑动架(374)、摩擦杆(375)抵在第三齿轮(36)上；所述摩擦杆(375)是耐磨的聚氨酯

橡胶；所述圆盘(371)上的第一凸起块(372)与不完整齿轮(35)上的齿处于同一径向位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多功能太阳能草坪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控制装置(5)包

括设在第一转动件(12)内壁上的第五固定件(541)、穿设于第五固定件(541)并连接在第一

转动件(12)顶部的第五导向件(54)、滑动设于第五导向件(54)上的第二控水板(53)、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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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控水板(53)上并与第四通孔(62)大小相同的第五通孔(531)、设于第五导向件(54)和

第一转动件(12)顶部之间的第八弹簧(542)、穿过第五固定件(541)并连接于第五导向件

(54)下方的推杆(530)、设于推杆(530)下方的第一控制块(532)、设于第一控制块(532)侧

面的第三转轴(533)、连接于第三转轴(533)和第一转动件(12)的杠杆组件(51)、设在第二

滑动件(41)上并与杠杆组件(51)配合的第四固定件(52)；所述第二通孔(14)与所述第五通

孔(531)和所述第四通孔(62)大小相同；所述第四通孔(62)和所述  第二通孔(14)处于同心

位置。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多功能太阳能草坪灯，其特征在于：所述杠杆组件(51)包括转

动设于第一转动件(12)内壁上的第六转轴(517)、固定设于第六转轴(517)中的第二互动块

(518)、连接于第二互动块(518)的第五连杆(514)、设于第五连杆(514)上的第一滑槽(510)

和第二滑槽(519)、滑动设于第二滑槽(519)中的第一滑动块(516)、设于第一滑动块(516)

和第二滑槽(519)之间的第五弹簧(513)、固定设于第一滑动块(516)上的第五转轴(515)、

固定设于第五转轴(515)上的第二控制块(511)、设于第二控制块(511)下方一体成型的控

制板(512)；所述第四固定件(52)固定设于第二滑动件(41)上；所述第二互动块(518)滑动

连接于第一滑槽(510)；所述第五连杆(514)转动连接于第三转轴(533)。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太阳能草坪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2)设于底座

(1)内部；所述电机(2)的输出端设有第一齿轮(21)；所述第一齿轮(21)上啮合设有第二齿

轮(22)；所述第二齿轮(22)和第一齿轮(21)设于底座(1)和防水板(11)之间；所述第二齿轮

(22)固接于第一转动件(12)；所属防水板(11)固接于第一转动件(12)；所述防水板(11)转

动设于底座(1)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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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太阳能草坪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照明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多功能太阳能草坪灯。

背景技术

[0002] 草坪灯是目前小区内、公园内、绿道旁等场所常用的照明设备。草坪灯整体较矮

小，低于庭院灯的高度，使用时安装在草坪上，靠近人行道附近，给行人提供照明，并起到美

化的作用；

[0003] 现有的草坪灯结构较为简单，功能单一；利用太阳能发热时时间久了发电板会升

温，影响发热效率；对草坪进行浇灌以及对路人进行指路引路的设施较为杂乱，有待进一步

提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可以对草坪进行浇灌并对路人进行指

路的太阳能发电效率更高的多功能太阳能草坪灯。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多功能太阳能草坪灯，包括底座、

设于底座上方的防水板、固定设于防水板上方的第一转动件、设于底座和防水板之间用于

驱动第一转动件旋转的电机、设于第一转动件内部并连接于底座的第一控制装置、设于第

一转动件两侧的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连接于第一控制装置并用于控制第一通孔连通的控

水浇灌装置、连接于第一控制装置并用于控制第二通孔连通的第二控制装置、设于第一通

孔和第二通孔之间的蓄水箱、设于第一转动件上方的灯罩、设于灯罩内部用于照明的照明

灯、设于照明灯上方的可拆卸装置、设于可拆卸装置上方的发电装置、连通第二通孔和发电

装置的第一水管；所述蓄水箱上设有与第一通孔连通的第三通孔、设有与第二通孔连通的

第四通孔；所述控水浇灌装置包括滑动设在第一通孔处并用于挡住第一通孔的第一控水

板；所述第一控制装置包括固定于底座上方的固定心轴、固定于固定心轴上的第一斜齿轮、

啮合于第一斜齿轮的第二斜齿轮、固定于第二斜齿轮并转动设于第一转动件内壁上的第二

转轴、设于第二转轴上的不完整齿轮、啮合于不完整齿轮的第三齿轮、连接于第一转动件内

壁并配合第三齿轮的防惯性组件、连接于第三齿轮的连杆组件；所述可拆卸装置包括设在

灯罩上方的第一透明板、可拆卸设在第一透明板上方的第二透明板、设于第一透明板下方

的第一杆件、设于第一杆件下方的载物板、设于载物板和第一透明板之间的第一弹簧；所述

发电装置包括设于第一透明板上方的两块太阳能高效发电板、设于太阳能高效发电板两侧

的两个发电板控制组件、设于靠近第二通孔一侧位置发电板控制组件上方的喷水组件、连

通第二通孔和喷水组件的第二水管；所述太阳能高效发电板中设有储存电量的蓄电池；该

多功能太阳能草坪灯在白天通过两块太阳能高效发电板进行发电，并将电量  储存在蓄电

池中，之后草坪灯可以设在草坪中间或者草坪和路边的交接处，蓄电池为电机进行供电，使

电机带动第一转动件进行旋转，之后第一转动件会带动灯罩和第一透明板以及发电装置进

行旋转，在旋转时水会顺着第一水管不断的流到蓄水箱中，之后第一转动件旋转还会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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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转轴一起进行旋转，之后固定心轴和第一斜齿轮是固定在底座上的，所以第一斜齿轮

不动，第二斜齿轮在第一斜齿轮上传动，所以第二斜齿轮会进行自转，之后第二斜齿轮带动

第二转轴旋转，第二转轴带动不完整齿轮旋转，不完整齿轮带动第三齿轮间歇转动，第三齿

轮通过连杆组件带动第一控水板进行运动，从而通过第一控水板的运动控制第一通孔开口

处的大小，之后第一控水板上下运动会通过控水浇灌装置带动第二控制装置进行运动，在

第一控水板处于第一通孔最下端也就是第一通孔开口最大的时候，控水浇灌装置会带动第

二控制装置使第二通孔和第四通孔向连通，这时蓄水箱中的水会有一部分顺着第二水管流

到喷水组件处，并通过喷水组件留在太阳能高效发电板上，当到了晚上的时候，照明灯会使

用电量进行发光，照明周围的环境，之后电机停止供电，从而不会带动第一转动件进行旋

转，之后发电板控制组件会带动两个太阳能高效发电板向两侧运动，之后再使两个太阳能

高效发电板发生旋转，挡在第一透明板的两侧，使第一透明板上方的第二透明板不被遮住，

从而照明灯的光可以透过第一透明板在第二透明板处向外照出，之后载物板和第一杆件之

间放置指路牌，放置的方法是先将指路牌放在载物板上方，之后工人手动使第二透明板通

过第一杆件向下压载物板，之后载物板会向下运动，通过第一卡位组件和第二卡位组件将

载物板上方的指路牌固定住，同时也 固定住了第二透明板，拆卸时用力向外拔出第二透明

板，使第一卡位组件和第二卡位组件不再卡住指路牌，进行拿出来并更换新的，草坪中间的

草坪灯会在电机的作用下带动第一转动件进行圆周旋转，路边的草坪灯通过电机进行反复

控制第一转动件进行一定角度的旋转；太阳能高效发电板在晚上不再挡住第二透明板处，

人们可以在晚上看不到路标时通过第二透明板处被光照亮的指路牌为路人指引方向，由于

该多功能太阳能草坪灯是设置在草坪中间以及草坪边缘的路边的，所以会根据周围建筑的

变化使得指路牌上的标识发生变化，所以指路牌是通过第一卡位组件和第二卡位组件进行

可拆卸固定的，需要更换时可以拆卸下来更换新的指路牌，增加草坪灯的实用性，之后水会

在第一通孔处向外喷出，第一转动件是旋转的，可以增加水对草坪的浇灌范围，之后路边的

草坪灯只旋转一定角度，增加浇灌范围的同时避免转动一周会有水浇到路上行人，由于在

第一转动件进行旋转的同时还会通过第一控制装置控制第一控水板的上下运动来控制第

一通孔处的开口大小，在第一通孔开口处小的时候，水的流量是相同的但是横截面积大，所

以导致流速慢，这时水只对附近的草坪进行浇灌，随着第一转动件的旋转，会使第一控水板

不断的向上运动，从而减小第一通孔处的开口面积，也就是降低了水流的横截面积，从而会

使水的流速增加，就可以增加第一通孔处喷出来的水的喷射范围，从而可以对一定范围内

的草坪进行浇灌，之后第一转动件旋转一周就是会使第二斜齿轮旋转一周，也就是不完整

齿轮旋转一周，第三齿轮旋转一点角度，从而就是第一转动件旋转一圈，第三齿轮只在第一

转动件旋转完一圈之后才会带动第一控水板向上运动点位移，也就是第一转动件旋转一定

角度的过程第一控水板位置不变，只旋转剩下的角度的时候才会带动第一控水板运动，从

而可以更好的使第一通孔处的水对附近的草坪进行全方位不留死角的浇灌，对草坪的浇灌

效果更好，之后在第一通孔处开口最大时有水顺着发电板控制组件流在太阳能高效发电板

上，可以对太阳能高效发电板进行降温，增加太阳能发电的效率，之后第一通孔开口最大时

分出一部分水流到太阳能高效发电板上，可以避免第一通孔处水流出的太多，对草坪灯附

近草坪进行过度浇灌的现象，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对草坪的浇灌效果，使多功能太阳能草坪

灯在使用时可以更好的发挥更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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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进一步的，所述可拆卸装置还包括设于载物板和第一透明板之间的第十一杆件、

设于第十一杆件内部并连接于载物板的第三杆件、设于第一杆件下方的第一卡位板、滑动

设于第一卡位板中的第二杆件、固定于第二杆件端部的第一弧形块、设于第一弧形块和第

二杆件之间的第二弹簧；所述第一卡位组件配合第一弧形块并连接于第一透明板内壁；所

述第二卡位组件配合第一卡位组件并连接于第一透明板内壁；所述第一卡位组件包括固定

于第一透明板内壁上的上下两个第一固定件、穿设于两个第一固定件的第一导向件、滑动

设于第一导向件上的第一滑动件、设于第一滑动件和上方第一固定件之间的第三弹簧、固

定于第一滑动件的第一支架、转动设于第一支架的第一转轴、固定于第一转轴并设在第一

支架中间的第二弧形块、设于第一转轴上的扭簧；所述第二卡位组件包括固定于第一滑动

件的第四杆件、固定于第四杆件的第一连杆、固定于第一连杆的第五杆件、转动设于第五杆

件上的第二连杆、转动设于第二连杆上的第六杆件、连接于第六杆件的第二卡位板、滑动设

于第二卡位板并固定于第一透明板内壁的第二导向件、设于第二导向件和第二卡位板之间

的第四弹簧；所述发电板控制组件包括固定于第一透明板上方的第二箱体、设于第二箱体

与太阳能高效发电板接触侧面的第三滑槽、滑动设于第三滑槽中关于第三滑槽对称的两个

第三滑动块、转动设于第三滑动块中并固定于太阳能高效发电板的第七转轴、固定于第七

转轴的第四齿轮、设于两个第三滑动块之间的双向电动杆、设于第二箱体内部两侧的齿条；

所述齿条位于第一透明板两侧的位置；太阳能高效发电板向两侧运动并旋转可以使第二透

明板上方可以通过光照使路人看到指路牌，避免迷路，在晚上利用草坪灯的灯光进行照明，

实现夜晚指路的同时也节约了电量，之后第二透明板不需要螺栓的方式进行固定，可以有

利于草坪灯中的指路牌更好进行拆卸更换，工作人员不需要带工具对其进行更换，大大减

少了更换指路牌需要的时间。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喷水组件包括连接于第二水管并固定在其中一个第二箱体上方的

第一箱体、设于第一箱体上朝着太阳能高效发电板方向的那个面上的出水口、设于第一箱

体另一侧面的侧板、设在侧板内部的第九杆件、滑动设于第九杆件上的压水板、设在压水板

和第一箱体之间的第六弹簧；所述压水板和第一箱体底部之间的空间形成腔体；水顺着第

二水管到达腔体中，之后水会一直向上输送，会使腔体中的水不断的增加，之后压水板被水

向上推动，向上进行运动，之后压水板位置高于侧板，水  会在侧板处向外流出，流在太阳能

高效发电板上；由于第二水管上来的水是有较大的压力的，所以水会冒尖向上喷，通过第六

弹簧和压水板的设置，可以使腔体中的水存满之后逐渐向上进行添加，避免水冒尖向上喷

时导致中间位置水位高两侧位置水位低的现象，从而可以使水面是平的，并均匀的在侧板

处流出，可以更加均匀的使水流在太阳能高效发电板上，可以更好的使水流在太阳能高效

发电板上的横面上，提高对太阳能高效发电板的散热效果。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太阳能高效发电板是倾斜设置的；所述太阳能高效发电板上设有

侧边凸台、交错设于侧边凸台中的多个挡板；所述侧边凸台上接近喷水组件的一侧是完整

的、远离喷水组件的一侧上设有出水开口，出水开口处设有第一斜边、出水开口的另一侧设

有第二斜边；所述每两个挡板之间设有流水口；在第三滑槽处的水向外流出到太阳能高效

发电板上时，水会顺着多个挡板的导向进行流动，并在流水口处流到另一个挡板上，如此往

复，最后流到第一斜边上侧，之后水会顺着第一斜边流到出水开口处，并经过出水开口向外

排出，太阳能高效发电板还会在运动到两侧时进行旋转，使第二斜边位于下方；水会经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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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交错设置的挡板进行流动，可以增加水经过太阳能高效发电板的时间，从而增加水对太

阳能高效发电板的降温效果，之后水在出水开口处向外流出，避免水一直留在太阳能高效

发电板上，太阳能高效发电板上有水光照在太阳能高效发电板上会先经过反射在进行折

射，光能的能量会有所降低，所以即使将太阳能高效发电板上的水排出可以进一步的保证

太阳能高效发电板的发电效率。

[0009] 进一步的，所述连杆组件包括固定于第三齿轮并转动设于第一转动件内壁上的第

四转轴、固定于第四转轴的第三连杆、固定于第三连杆的第七杆件、转动设于第七杆件上的

第四连杆、转动设于第四连杆上的第八杆件；所述控水浇灌装置还包括设于第一转动件内

壁上的上下两个第三固定件、穿设于两个第三固定件并连接于第一转动件顶部的两个第四

导向件、固定设于第八杆件上的第二滑动件、固定设于第二滑动件上的第十杆件；所述第一

控水板滑动设于第四导向件；所述第一控水板固定连接于第十杆件；第三齿轮会带动第四

转轴进行旋转，之后第四转轴通过第三连杆带动第七杆件，第七杆件带动第四连杆，第四连

杆通过第八杆件带动第一控水板在第四导向件上往复上下滑动，从而使第一通孔处的开口

从大变小再从小变大；通过第一通孔开口从大变小再从小变大的设置更好的有利于持续性

大范围无死角的浇灌。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第三齿轮是单向旋转的齿轮；在将草坪灯设置在路边时，第一转动

件是往复旋转的，所以会导致不完整齿轮往复旋转，所以第一转动件朝着一个方向旋转带

动第三齿轮转动，第三齿轮通过连杆组件带动第一控水板运动，之后第一转动件朝着那个

方向的反方向进行运动时，由于第三齿轮是单向齿轮，所以第三齿轮不会带动连杆组件进

行运动，可以使第三齿轮带动连杆组件一直朝着一个方向进行旋转，也就是带动第一控水

板使第一通孔处的开口从大变小再从小变大的变化，从而更好的保证草坪灯无论是布置在

路边还是布置在草坪中间，都可以实现持续性大范围无死角的浇灌，增加了对草坪的浇灌

效果。

[0011] 进一步的，所述防惯性组件包括固定设于第二转轴上的圆盘、设于圆盘上一体成

型的第一凸起块、固定于第一转动件内壁的定位杆、滑动设于定位杆上的滑动架、设于滑动

架和第一转动件内壁之间的第七弹簧、设于滑动架下方与第一凸起块配合的第二凸起块、

设于滑动架侧面与第三齿轮配合的摩擦杆；其中，所述圆盘固接于第二转轴、第二凸起块固

接于滑动架、滑动架固接于第一转动件、滑动架滑动连接于定位杆、摩擦杆固接于滑动架、

摩擦杆抵在第三齿轮上；所述摩擦杆是耐磨的聚氨酯橡胶；所述圆盘上的第一凸起块与不

完整齿轮上的齿处于同一径向位置；在不完整齿轮带动第三齿轮进行旋转时，会在不完整

齿轮与第三齿轮啮合的瞬间，圆盘通过第一凸起块带动第二凸起块，使滑动架朝着第七弹

簧的方向进行运动，之后摩擦杆不再抵在第三齿轮上，当不完整齿轮和第三齿轮不再啮合

时，第一凸起块也就不会和第二凸起块接触，所以滑动架会在第七弹簧的作用下带动滑动

架复位，使摩擦杆再次抵在第三齿轮上；由于不完整齿轮带动第三齿轮旋转一个角度之后，

第三齿轮不会与不完整齿轮啮合，那么第三齿轮会由于旋转的惯性进行多转动一点角度，

从而不完整齿轮再次转动到第三齿轮处与第三齿轮进行啮合时会导致啮合的角度不是很

准，容易发生咬齿的现象，影响第三齿轮的寿命，通过不完整齿轮和第三齿轮啮合时第三齿

轮可以自由旋转，不完整齿轮和第三齿轮不啮合的瞬间就会使第三齿轮受到摩擦力，不再

旋转，可以使不完整齿轮和第三齿轮更好的进行啮合，从而更好的提高不完整齿轮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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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的使用寿命。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控制装置包括设在第一转动件内壁上的第五固定件、穿设于

第五固定件并连接在第一转动件顶部的第五导向件、滑动设于第五导向件上的第二控水

板、设于第二控水板上并与第四通孔大小相同的第五通孔、设于第五导向件和第一转动件

顶部之间的第八弹簧、穿过第五固定件并连接于第五导向件下方的推杆、设于推杆下方的

第一控制块、设于第一控制块侧面的第三转轴、连接于第三转轴和第一转动件的杠杆组件、

设在第二滑动件上并与杠杆组件配合的第四固定件；所述第二通孔与所述第五通孔和所述

第四通孔大小相同；所述第四通孔和所述  第二通孔处于同心位置；第二滑动件会上下方向

的进行往复运动，也就会带动第四固定件上下方向运动，之后当第二滑动件运动到最下端

时，第四固定件与杠杆组件配合，带动第三转轴向上运动，第三转轴带动第一控制块运动，

通过推杆带动第二控水板在第五导向件处向上滑动，之后第八弹簧被压缩，这时第二控水

板运动到上方的极限位置，第五通孔和第四通孔恰好相互连通，这时正好可以使蓄水箱中

的水顺着第四通孔、第五通孔和第二通孔流到第二水管中，之后不完整齿轮带动第三齿轮

旋转一个角度，带动第二滑动件向上运动一点位移，这时第五通孔不再与第四通孔以及第

二通孔同心，所以蓄水箱中的水这时不会在第二水管处流到太阳能高效发电板上；通过第

二滑动件处于最下端也就是第一控水板处于最下端，第一通孔的排水量很大会对浇灌到的

草坪的土壤产生不利影响，导致草坪受损时，将水分出一部分去给太阳能高效发电板进行

散热，从而避免了水对草坪产生不利影响的同时对太阳能高效发电板进行散热，有助于提

高太阳能高效发电板的发电效率，之后当第一控水板不处于最下端的位置时，第二水管处

瞬间就没有水的供应，从而就不会有水继续流到太阳能高效发电板上，从而避免了太阳能

高效发电板上防长时间有水，虽然起到降温的效果，却由于光照在水上反射，浪费掉了很大

一部分的太阳能的现象，所以在第一转动件旋转时，会间接性的对太阳能高效发电板进行

浇水，可以起到降温的效果但又不会影响太阳能高效发电板的发电效率，从而更好的保证

草坪安全的同时保证发电效率更好。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杠杆组件包括转动设于第一转动件内壁上的第六转轴、固定设于

第六转轴中的第二互动块、连接于第二互动块的第五连杆、设于第五连杆上的第一滑槽和

第二滑槽、滑动设于第二滑槽中的第一滑动块、设于第一滑动块和第二滑槽之间的第五弹

簧、固定设于第一滑动块上的第五转轴、固定设于第五转轴上的第二控制块、设于第二控制

块下方一体成型的控制板；所述第四固定件固定设于第二滑动件上；所述第二互动块滑动

连接于第一滑槽；所述第五连杆转动连接于第三转轴；第二滑动件从上方运动到最下当时，

第二滑动件带动第二控制装置第二齿轮向下运动，之后第二控制装置第二齿轮会带动控制

板向下进行运动，并通过第五转轴带动第一滑动块向下运动，之后第一滑动块带动第五连

杆绕着第二互动块和第六转轴进行旋转，之后第五连杆带动第三转轴向上运动，也就是使

第二控水板向上运动，使第五通孔正好与第四通孔以及第二通孔同心，之后在第五连杆旋

转的同时第二互动块会在第一滑槽中滑动，第一滑动块会在第二滑槽中滑动，可以更好的

实现第五连杆的旋转不会卡住；通过第二滑动件向下运动带动第二控水板向上进行运动，

可以更好的及时使第二控水板中的第五通孔与第二通孔以及第四通孔同心，并且当第二滑

动件向上运动时可以及时使第五通孔与第二通孔以及第四通孔不同心，从而可以更好的及

时使其进行分水以及停止分水，增加了对水流量的利用，更好的实现保证草坪安全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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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发电效率更好。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电机设于底座内部；所述电机的输出端设有第一齿轮；所述第一齿

轮上啮合设有第二齿轮；所述第二齿轮和第一齿轮设于底座和防水板之间；所述第二齿轮

固接于第一转动件；所属防水板固接于第一转动件；所述防水板转动设于底座上方；在电机

通电时带动第一齿轮旋转，第一齿轮带动第二齿轮旋转，第二齿轮带动第一转动件进行旋

转，从而防水板也随着旋转；防水板可以使电机处于封闭位置中，避免电机进水。

[0015] 综上所述，本发明通过设置了控水浇灌装置可以控制水向外喷射的距离，从而可

以使草坪灯对周围圆内所有的草坪进行无死角浇灌；设置了第二控制装置，在浇灌草坪的

距离短流量大时，分出水流对太阳能高效发电板进行散热，提高了太阳能高效发电板的发

电效率的同时保证草坪浇灌的效果更好；设置了喷水组件和太阳能高效发电板，可以使水

更加均匀的摊在太阳能高效发电板上，增加太阳能高效发电板的散热效果，从而进一步提

高了太阳能高效发电板的发电效率；设置了可拆卸装置和发电板控制组件，可以在晚上将

太阳能高效发电板收起来，通过可拆卸装置对路人进行指路，并使指路的指路牌易于更换，

使路人不会迷路的同时还可以更好的更换指路方式。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中心位置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图1中A的放大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中可拆卸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中可拆卸装置的局部结构示意图一；

[0020] 图5为本发明中可拆卸装置的局部结构示意图二；

[0021] 图6为本发明中第二弧形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中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为本发明中第一转动件内部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9为本发明中连杆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0为本发明中防惯性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1为本发明中第一凸起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2为本发明中杠杆组件的结构示意图一；

[0028] 图13为本发明中杠杆组件的结构示意图二；

[0029] 图14为本发明中蓄水箱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5为本发明中发电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6为本发明中喷水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7为本发明中喷水组件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8为本发明中发电板控制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9为本发明中太阳能高效发电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20为本发明中防水板内部的爆炸结构示意图；

[0036] 图21为本发明中第二通孔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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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的理解本发明方案，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

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

[0038] 如图1‑21所示，多功能太阳能草坪灯，包括底座1、设于底座1上方的防水板11、固

定设于防水板11上方的第一转动件12、设于底座1和防水板11之间用于驱动第一转动件12

旋转的电机2、设于第一转动件12内部并连接于底座  1的第一控制装置3、设于第一转动件

12两侧的第一通孔13和第二通孔14、连接于第一控制装置3并用于控制第一通孔13连通的

控水浇灌装置4、连接于第一控制装置3并用于控制第二通孔14连通的第二控制装置5、设于

第一通孔13  和第二通孔14之间的蓄水箱6、设于第一转动件12上方的灯罩7、设于灯罩7 内

部用于照明的照明灯71、设于照明灯71上方的可拆卸装置8、设于可拆卸装置8上方的发电

装置9、连通第二通孔14和发电装置9的第一水管10；所述蓄水箱6上设有与第一通孔13连通

的第三通孔61、设有与第二通孔14连通的第四通孔62；所述控水浇灌装置4包括滑动设在第

一通孔13处并用于挡住第一通孔13的第一控水板45；所述第一控制装置3包括固定于底座1

上方的固定心轴31、固定于固定心轴31上的第一斜齿轮32、啮合于第一斜齿轮32的第二斜

齿轮33、固定于第二斜齿轮33并转动设于第一转动件12内壁上的第二转轴34、设于第二转

轴34上的不完整齿轮35、啮合于不完整齿轮35的第三齿轮36、连接于第一转动件12内壁并

配合第三齿轮36的防惯性组件37、连接于第三齿轮  36的连杆组件38；所述可拆卸装置8包

括设在灯罩7上方的第一透明板80、可拆卸设在第一透明板80上方的第二透明板81、设于第

一透明板80下方的第一杆件82、设于第一杆件82下方的载物板83、设于载物板83和第一透

明板80  之间的第一弹簧；所述载物板83是透明的；所述照明灯71可以对周围以及上方的载

物板83进行照射使其发光；所述发电装置9包括设于第一透明板80上方的两块太阳能高效

发电板94、设于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两侧的两个发电板控制组件93、设于靠近第二通孔14

一侧位置发电板控制组件93上方的喷水组件92、连通第二通孔14和喷水组件92的第二水管

91；所述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中设有储存电量的蓄电池。

[0039] 具体的，包括底座1、防水板11、第一转动件12、第一通孔13、第二通孔  14、电机2、

第一控制装置3、固定心轴31、第一斜齿轮32、第二斜齿轮33、第二转轴34、不完整齿轮35、第

三齿轮36、防惯性组件37、连杆组件38、控水浇灌装置4、第一控水板45、第二控制装置5、蓄

水箱6、第三通孔61、第四通孔62、灯罩7、照明灯71、可拆卸装置8、第二透明板81、第一杆件

82、第一卡位板821、第二杆件822、第二弹簧823、第一弧形块824、载物板83、第一弹簧、第十

一杆件85、第三杆件851、第一卡位组件86、第二弧形块861、第一转轴862、扭簧863、第一支

架864、第一滑动件865、第一导向件866、第三弹簧867、第一固定件868、第二卡位组件87、第

四杆件871、第一连杆872、第五杆件873、第二连杆874、第六杆件875、第二卡位板876、第二

导向件877、第四弹簧878；所述可拆卸装置8还包括设于载物板83和第一透明板80之间的第

十一杆件85、设于第十一杆件85内部并连接于载物板83的第三杆件851、设于第一杆件82下

方的第一卡位板821、滑动设于第一卡位板821中的第二杆件  822、固定于第二杆件822端部

的第一弧形块824、设于第一弧形块824和第二杆件822之间的第二弹簧823；所述第一卡位

组件86配合第一弧形块824并连接于第一透明板80内壁；所述第二卡位组件87配合第一卡

位组件86并连接于第一透明板80内壁；所述第一卡位组件86包括固定于第一透明板80内壁

上的上下两个第一固定件868、穿设于两个第一固定件868的第一导向件866、滑动设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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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件866上的第一滑动件865、设于第一滑动件865和上方第一固定件868之间的第三弹簧

867、固定于第一滑动件865的第一支架864、转动设于第一支架864的第一转轴862、固定于

第一转轴862并设在第一支架864中间的第二弧形块861、设于第一转轴862上的扭簧863；所

述第二卡位组件87包括固定于第一滑动件865的第四杆件871、固定于第四杆件871的第一

连杆872、固定于第一连杆872的第五杆件873、转动设于第五杆件873上的第二连杆874、转

动设于第二连杆874上的第六杆件875、连接于第六杆件875的第二卡位板  876、滑动设于第

二卡位板876并固定于第一透明板80内壁的第二导向件877、设于第二导向件877和第二卡

位板876之间的第四弹簧878；所述发电板控制组件93包括固定于第一透明板80上方的第二

箱体931、设于第二箱体931与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接触侧面的第三滑槽932、滑动设于第三

滑槽932中关于第三滑槽932对称的两个第三滑动块937、转动设于第三滑动块937中并固定

于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的第七转轴933、固定于第七转轴933的第四齿轮934、设于两个第三

滑动块937之间的双向电动杆935、设于第二箱体931内部两侧的齿条  936；所述齿条936位

于第一透明板80两侧的位置；其中，所述第三杆件851  固接于载物板83、第三杆件851滑动

连接于第十一杆件85、第十一杆件85固接于第一透明板80、第一卡位板821固接于第一杆件

82、第二杆件822滑动连接于第一卡位板821、第一弧形块824固接于第二杆件822、第一固定

件868固接于第一透明板80、第一导向件866固接于第一固定件868、第一滑动件865滑动连

接于第一导向件866、第一支架864固接于第一滑动件865、第一转轴862转动连接于第一支

架864、第二弧形块861固接于第一转轴862、第四杆件871固接于第一滑动件865、第一连杆

872固接于第四杆件871、第五杆件873固接于第一连杆872、第二连杆874转动连接于第五杆

件873、第六杆件875转动连接于第二连杆874、第二卡位板876固接于第六杆件875、第二导

向件877固接于第一透明板80、第二导向件877滑动连接于第二卡位板876、第二箱体931固

接于第一透明板80、第三滑动块937滑动连接于第三滑槽932、第七转轴933转动连接于第三

滑动块937、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固接于第七转轴933、第四齿轮934固接于第七转轴933、双

向电动杆935固接于两个第三滑动块937、齿条936  固接于第二箱体931、第四齿轮934运动

到两侧时与齿条936啮合。

[0040] 具体的，包括第一箱体921、出水口922、侧板923、压水板924、第九杆件  925、第六

弹簧926；所述喷水组件92包括连接于第二水管91并固定在其中一个第二箱体931上方的第

一箱体921、设于第一箱体921上朝着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方向的那个面上的出水口922、设

于第一箱体921另一侧面的侧板923、设在侧板923内部的第九杆件925、滑动设于第九杆件

925上的压水板924、设在压水板924和第一箱体921之间的第六弹簧926；所述压水板924和

第一箱体921  底部之间的空间形成腔体；其中，所述第二水管91固接于第一转动件12、第一

箱体921固接于第二水管91、侧板923固接于第一箱体921、第九杆件925固接于第一箱体

921、压水板924滑动连接于第九杆件925。

[0041] 具体的，包括侧边凸台940、挡板941、流水口942、第一斜边943、出水开口944、第二

斜边945；所述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是倾斜设置的；所述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上设有侧边凸

台940、交错设于侧边凸台940中的多个挡板941；所述侧边凸台940上接近喷水组件92的一

侧是完整的、远离喷水组件92的一侧上设有出水开口944，出水开口944处设有第一斜边

943、出水开口944的另一侧设有第二斜边945；所述每两个挡板941之间设有流水口942；其

中，所述侧边凸台940固接于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挡板941固接于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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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倾斜方向是第一斜边943处位置低于另一侧。

[0042] 具体的，包括第四转轴381、第三连杆382、第七杆件383、第四连杆384、第八杆件

385、第二滑动件41、第三导向件42、第二固定件43、第十杆件44、第一控水板45、第三固定件

46、第四导向件47；所述连杆组件38包括固定于第三齿轮36并转动设于第一转动件12内壁

上的第四转轴381、固定于第四转轴  381的第三连杆382、固定于第三连杆382的第七杆件

383、转动设于第七杆件  383上的第四连杆384、转动设于第四连杆384上的第八杆件385；所

述控水浇灌装置4还包括设于第一转动件12内壁上的上下两个第三固定件46、穿设于两个

第三固定件46并连接于第一转动件12顶部的两个第四导向件47、固定设于第八杆件385上

的第二滑动件41、固定设于第二滑动件41上的第十杆件44；所述第一控水板45滑动设于第

四导向件47；所述第一控水板45固定连接于第十杆件44；其中，所述第四转轴381固接于第

三齿轮36、第四转轴381转动连接于第一转动件12、第三连杆382固接于第四转轴381、第七

杆件383固接于第三连杆382、第四连杆384转动连接于第七杆件383、第八杆件385转动连接

于第四连杆384、第二滑动件41固接于第八杆件385、第十杆件44固接于第二滑动件41、第一

控水板45固接于第十杆件44、第三固定件46固接于第一转动件12、第四导向件47固接于第

三固定件46、第一控水板45滑动连接于第四导向件47。

[0043] 具体的，所述第三齿轮36是单向旋转的齿轮。

[0044] 具体的，包括圆盘371、第一凸起块372、第二凸起块373、滑动架374、摩擦杆375、定

位杆376、第七弹簧377；所述防惯性组件37包括固定设于第二转轴34上的圆盘371、设于圆

盘371上一体成型的第一凸起块372、固定于第一转动件12内壁的定位杆376、滑动设于定位

杆376上的滑动架374、设于滑动架  374和第一转动件12内壁之间的第七弹簧377、设于滑动

架374下方与第一凸起块372配合的第二凸起块373、设于滑动架374侧面与第三齿轮36配合

的摩擦杆375；其中，所述圆盘371固接于第二转轴34、第二凸起块373固接于滑动架  374、滑

动架374固接于第一转动件12、滑动架374滑动连接于定位杆376、摩擦杆375固接于滑动架

374、摩擦杆375抵在第三齿轮36上；所述摩擦杆375  是耐磨的聚氨酯橡胶；所述圆盘371上

的第一凸起块372与不完整齿轮35上的齿处于同一径向位置。

[0045] 具体的，包括杠杆组件51、第四固定件52、第二控水板53、推杆530、第五通孔531、

第一控制块532、第三转轴533、第五导向件54、第五固定件541、第八弹簧542；所述第二控制

装置5包括设在第一转动件12内壁上的第五固定件541、穿设于第五固定件541并连接在第

一转动件12顶部的第五导向件54、滑动设于第五导向件54上的第二控水板53、设于第二控

水板53上并与第四通孔62大小相同的第五通孔531、设于第五导向件54和第一转动件12顶

部之间的第八弹簧542、穿过第五固定件541并连接于第五导向件54下方的推杆530、设于推

杆530下方的第一控制块532、设于第一控制块532侧面的第三转轴533、连接于第三转轴533

和第一转动件12的杠杆组件51、设在第二滑动件41上并与杠杆组件51配合的第四固定件

52；所述第二通孔14与所述第五通孔531和所述第四通孔62大小相同；所述第四通孔62和所

护第二通孔14处于同心位置；其中，所述第四固定件52固接于第二滑动件41、第五固定件

541固接于第一转动件12、第五导向件54固接于第五固定件541和第一转动件12顶部、第二

控水板53滑动连接于第五导向件54、推杆530固接于第二控水板53、推杆530  滑动连接于第

五固定件541、第一控制块532固接于推杆530、第三转轴533固接于第一控制块532。

[0046] 具体的，包括第一滑槽510、第二控制块511、控制板512、第五弹簧513、第五连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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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第五转轴515、第一滑动块516、第六转轴517、第二互动块518、第二滑槽519；所述杠杆

组件51包括转动设于第一转动件12内壁上的第六转轴  517、固定设于第六转轴517中的第

二互动块518、连接于第二互动块518的第五连杆514、设于第五连杆514上的第一滑槽510和

第二滑槽519、滑动设于第二滑槽519中的第一滑动块516、设于第一滑动块516和第二滑槽

519之间的第五弹簧513、固定设于第一滑动块516上的第五转轴515、固定设于第五转轴515 

上的第二控制块511、设于第二控制块511下方一体成型的控制板512；所述第四固定件52固

定设于第二滑动件41上；所述第二互动块518滑动连接于第一滑槽510；所述第五连杆514转

动连接于第三转轴533；其中，所述第四固定件52  固接于第二滑动件41、第六转轴517转动

连接于第一转动件12、第二互动块518  固接于第六转轴517、第一滑动块516滑动连接于第

二滑槽519、第五转轴515 固接于第一滑动块516、第二控制块511固接于第五转轴515、控制

板512固接于第二控制块51。

[0047] 具体的，包括电机2、第一齿轮21、第二齿轮22；所述电机2设于底座1 内部；所述电

机2的输出端设有第一齿轮21；所述第一齿轮21上啮合设有第二齿轮22；所述第二齿轮22和

第一齿轮21设于底座1和防水板11之间；所述第二齿轮22固接于第一转动件12；所属防水板

11固接于第一转动件12；所述防水板11转动设于底座1上方；其中，所述第一齿轮21固接于

电机2。

[0048] 本发明的具体工作流程是：该多功能太阳能草坪灯在白天通过两块太阳能高效发

电板94进行发电，并将点亮储存在蓄电池中，之后草坪灯可以设在草坪中间或者草坪和路

边的交接处，蓄电池为电机2进行供电，在电机2通电时带动第一齿轮21旋转，第一齿轮21带

动第二齿轮22旋转，第二齿轮22带动第一转动件12进行旋转，从而防水板11也随着旋转，之

后第一转动件12会带动灯罩7  和第一透明板80以及发电装置9进行旋转，在旋转时水会顺

着第一水管10不断的流到蓄水箱6中，之后第一转动件12旋转还会带动第二转轴34一起进

行旋转，之后固定心轴31和第一斜齿轮32是固定在底座1上的，所以第一斜齿轮32不动，第

二斜齿轮33在第一斜齿轮32上传动，所以第二斜齿轮33会进行自转，之后第二斜齿轮33带

动第二转轴34旋转，第二转轴34带动不完整齿轮35旋转；

[0049] 在草坪灯设置在草坪中间时：

[0050] 不完整齿轮35带动第三齿轮36间歇转动，在不完整齿轮35与第三齿轮36  啮合的

瞬间，圆盘371通过第一凸起块372带动第二凸起块373，使滑动架374  朝着第七弹簧377的

方向进行运动，之后摩擦杆375不再抵在第三齿轮36上，当不完整齿轮35和第三齿轮36不再

啮合时，第一凸起块372也就不会和第二凸起块373接触，所以滑动架374会在第七弹簧377

的作用下带动滑动架374复位，使摩擦杆375再次抵在第三齿轮36上；

[0051] 第三齿轮36会带动第四转轴381进行旋转，之后第四转轴381通过第三连杆382带

动第七杆件383，第七杆件383带动第四连杆384，第四连杆384通过第八杆件385带动第二滑

动件41上下运动，第二滑动件41通过第十杆件44带动第一控水板45在第四导向件47上往复

上下滑动，从而使第一通孔13处的开口从大变小再从小变大，蓄水箱6中的会会顺着第三通

孔61在第一通孔13处向外喷出，第二滑动件41还会带动第四固定件52上下方向运动，之后

第二滑动件  41从上方运动到最下当时，第二滑动件41带动第二控制装置5第二齿轮22向下

运动，之后第二控制装置5第二齿轮22会带动控制板512向下进行运动，并通过第五转轴515

带动第一滑动块516向下运动，之后第一滑动块516带动第五连杆514绕着第二互动块518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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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转轴517进行旋转，之后第五连杆514带动第三转轴533向上运动，也就是使第二控水板

53向上运动，之后第八弹簧542  被压缩，之后在第五连杆514旋转的同时第二互动块518会

在第一滑槽510中滑动，第一滑动块516会在第二滑槽519中滑动，可以更好的实现第五连杆

514 的旋转不会卡住，之后第五通孔531正好与第四通孔62以及第二通孔14同心，第五通孔

531和第四通孔62恰好相互连通，这时正好可以使蓄水箱6中的水顺着第四通孔62、第五通

孔531和第二通孔14流到第二水管91中，水顺着第二水管91到达腔体中，之后水会一直向上

输送，会使腔体中的水不断的增加，之后压水板924被水向上推动，向上进行运动，之后压水

板924位置高于侧板923，谁会在侧板923处向外流出，流在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上，在第三

滑槽932处的水向外流出到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上时，水会顺着多个挡板941的导向进行流

动，并在流水口942处流到另一个挡板941上，如此往复，最后流到第一斜边  943上侧，之后

水会顺着第一斜边943流到出水开口944处，并经过出水开口944 向外排出；之后不完整齿

轮35带动第三齿轮36旋转一个角度，带动第二滑动件  41向上运动一点位移，这时第五通孔

531不再与第四通孔62以及第二通孔14 同心，所以蓄水箱6中的水这时不会在第二水管91

处流到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 上；

[0052] 当草坪灯设置在路边时：由于第一转动件12是往复旋转的，所以会导致不完整齿

轮35往复旋转，所以第一转动件12朝着一个方向旋转带动第三齿轮36  转动，第三齿轮36通

过连杆组件38带动第一控水板45运动，之后第一转动件  12朝着那个方向的反方向进行运

动时，由于第三齿轮36是单向齿轮，所以第三齿轮36不会带动连杆组件38进行运动，可以使

第三齿轮36带动连杆组件38  一直朝着一个方向进行旋转，也就是带动第一控水板45使第

一通孔13处的开口从大变小再从小变大的变化；其它运动与上述的运动原理相同，不做阐

述；

[0053] 需要安装放置指路牌时，双向电动杆935带动两个第三滑动块937向两侧进行运

动，第三滑动块937通过第七转轴933带动两个第四齿轮934也向两进行运动，之后第三滑动

块937运动到两侧的齿条936处，第四齿轮934和齿条936  啮合使第七转轴933旋转，之后第

七转轴933会带动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进行旋转，由于齿条936处于第一透明板80两侧的位

置，所以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  在旋转时不会与第一透明板80发生碰撞，太阳能高效发电板

94旋转之后第二透明板81上方的空间不会被遮住，并且太阳能高效发电板94是垂直位于第

一透明板80两侧的，也没有挡住灯罩7，之后向外拉第二透明板81，第二透明板81  通过第一

杆件82带动第一卡位板821向外侧进行运动，之后第一卡位板821通过第一弧形块824带动

第二弧形块861向上，使第二弧形块861有绕着第一转轴  862进行逆时针旋转的运动趋势，

之后第二弧形块861上的平面会与第一支架864  撞击，无法进行旋转，所以会通过第二弧形

块861带动第一支架864以及第一滑动件865在第一导向件866处向上进行滑动，之后第一滑

动件865会带动第四杆件871向上进行运动，并通过第一连杆872带动第五杆件873向上进行

运动，第五杆件873通过第二连杆874带动第六杆件875运动，第六杆件875会带动第二卡位

板876在第二导向件877上进行滑动，也就是使第二导向件877向第一透明板80内壁的方向

进行运动，从而会使第二导向件877不再卡住载物板83上方的指路牌，也就不会卡住载物板

83，这样载物板83可以在第一弹簧的作用下到达第一透明板80顶部，使更换指路牌的人员

便于更换，之后第一弧形块824向上运动到第一滑动件865抵在第一固定件868上时，第一滑

动件865无法继续向上进行运动，这时第一弧形块824上的弧面会由于很大的挤压力，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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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弧形块  824朝着第一卡位板821的方向进行运动，从而可以使第一弧形块824脱离开第

二弧形块861，之后第一滑动件865失去力的作用会在第三弹簧867的作用下进行复位，更换

好指示牌之后再使用第二透明板81通过第一杆件82向下按压载物板83，使载物板83向下运

动，之后第一弧形块824会先与第二弧形块861接触，第一弧形块824上的弧面接触到第二弧

形块861上的弧面，会使第二弧形块861  有顺时针旋转的运动趋势，之后第二弧形块861顺

时针旋转不会撞击到第一滑动件865，所以第二弧形块861会顺时针旋转，也就是第一弧形

块824可以到达第二弧形块861的下方，之后第二弧形块861在扭簧863的作用下进行复位，

在之后载物板83会碰到第二卡位板876，首先碰到第二卡位板876上的斜面，第二卡位板876

受到力的作用会在斜面的作用下向第一透明板80的方向进行运动，之后第四弹簧878被压

缩，载物板83到达第二卡位板876的下方，之后第二卡位板876在第四弹簧878的作用下进行

复位卡住载物板83上的指路牌，之后第一卡位板821通过第一弧形块824和第二弧形块861

被固定住位置，载物板83  被第二卡位板876固定住位置。

[0054]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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