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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光伏储能系统箱，包括箱

体、设于所述箱体内的储能块及设于所述箱体顶

部的顶盖，所述箱体侧壁上设有多个通风槽，所

述顶盖为锥形结构，所述顶盖上设有第一储水

腔，所述箱体底部设有第二储水腔，所述第一储

水腔与所述第二储水腔相通，所述箱体内设有过

滤板，所述过滤板一侧设有用于推动所述过滤板

移动的第三推板，所述箱体内还设有用于推动所

述第三推板往所述过滤板方向移动的转辊，当所

述第一储水腔内的水流至第二储水腔内时，所述

转辊转动；进入到箱体内的空气从过滤板上经

过，在过滤板作用下对空气做过滤处理，有效将

空气中的灰尘滤除；利用冷水有效吸收箱体内热

量，与空气相互配合，进一步地提升对储能系统

的冷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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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伏储能系统箱，包括箱体（1）、设于所述箱体（1）内的储能块（16）及设于所述

箱体（1）顶部的顶盖（2），所述箱体（1）侧壁上设有多个通风槽，其特征在于：所述顶盖（2）为

锥形结构，所述顶盖（2）上设有第一储水腔（23），所述箱体（1）底部设有第二储水腔（150），

所述第一储水腔（23）与所述第二储水腔（150）相通，所述箱体（1）内设有过滤板（32），所述

过滤板（32）一侧设有用于推动所述过滤板（32）移动的第三推板（183），所述箱体（1）内还设

有用于推动所述第三推板（183）往所述过滤板（32）方向移动的转辊（19），当所述第一储水

腔（23）内的水流至第二储水腔（150）内时，所述转辊（19）转动；所述箱体（1）内壁上设有第

二安装板（18），所述第二安装板（18）上设有第七连接块（181），所述第七连接块（181）上设

有第四活动腔，所述第四活动腔内设有隔板（1811），所述第三推板（183）穿设于所述第四活

动腔内，所述第三推板（183）设于所述隔板（1811）底部，所述第三推板（183）上设有第三连

接弹簧，所述第四活动腔顶部设有第四推板（182），所述第四推板（182）上设有第二推块

（1821），所述第二推块（1821）穿设于所述第四活动腔内，所述第四推板（182）底部设有第四

支撑弹簧（1822）；所述第二安装板（18）上设有第五连接板（189），所述第五连接板（189）上

转动连接有活动板（185），所述活动板（185）一端设有配重块（1851），所述配重块（1851）设

于所述第二推块（1821）上方，所述第五连接板（189）上设有第三活动槽，所述第三活动槽顶

部滑动连接有第八连接块（188），所述第八连接块（188）上转动连接有支撑板（1881），所述

第八连接块（188）顶面与所述第三活动槽顶面相接触；所述支撑板（1881）上设有第四活动

槽，所述第四活动槽内设有多个滚轮（1882），所述转辊（19）转动时可带动所述第八连接块

（188）在所述第三活动槽内移动；所述第二安装板（18）上设有安装块（186），所述安装块

（186）上设有第一活动块（187），所述第一活动块（187）上设有第四滑块（1871），所述安装块

（186）上设有与所述第四滑块（1871）相配合的第四滑槽，所述第四滑槽一端设有第四连接

弹簧（1861），另一端设有第五连接弹簧（1862），所述第四滑块（1871）上设有第五活动槽，所

述第五活动槽内设有限位弹簧（1874），所述限位弹簧（1874）一端设有限位块（1875），所述

第四滑槽内壁上设有与所述限位块（1875）相配合的第一限位槽；所述第一活动块（187）上

设有与第五活动槽相通的第六活动槽，所述第六活动槽内转动连接有第一连接杆（1872），

所述第一连接杆（1872）通过一第一连接绳（1873）与所述限位块（1875）相连，所述第一活动

块（187）通过一第二连接绳与所述第八连接块（188）相连；所述转辊（19）上设有多个与所述

第一连接杆（1872）相配合的凸块（191），所述箱体（1）侧壁上设有第五活动腔，所述转辊

（19）上设有连接轴，所述连接轴穿设于所述第五活动腔内，所述连接轴上设有第一传动轮

（192），所述第一传动轮（192）上设有多个第五推板（193），所述第五活动腔一侧设有用于连

通所述第一储水腔（23）和所述第二储水腔（150）的第一输水腔（110）；所述第五活动腔一侧

设有第六活动腔，所述连接轴穿设于所述第六活动腔内，所述连接轴一端设有第二传动轮

（194），所述第二传动轮（194）上设有多个第六推板（195），所述第六活动腔顶部设有第四通

腔（120），底部设有第五通腔（130），所述第四通腔（120）和所述第五通腔（130）内分别设有

单向阀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伏储能系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顶盖（2）上设有第一

挡块（22），所述第一挡块（22）一侧设有与所述第一储水腔（23）相通的第一通槽（220），所述

第一挡块（22）上设有第一活动槽，所述第一活动槽内设有第一支撑弹簧，所述第一支撑弹

簧上设有密封块（24），所述密封块（24）上设有第一推块（241）；所述第一储水腔（23）内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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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板（28），所述浮板（28）上设有第二通槽，所述浮板（28）上设有第一滑块，所述第一储水腔

（23）内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一滑块相配合的第一滑槽，所述第二通槽内壁上设有第一导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光伏储能系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通槽（220）侧壁

上设有第一通孔（29），所述顶盖（2）上设有第二活动槽，所述第二活动槽内壁上转动连接有

第一连接板（21）；所述第二活动槽内设有第一连接块（25）、第二连接块（27）及第三连接块

（26），所述第一连接块（25）和所述第三连接块（26）通过所述第二连接块（27）相连，所述第

三连接块（26）上设有用于支撑所述第一连接板（21）的支撑杆。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光伏储能系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块（25）上设

有第一活动腔，所述第三连接块（26）上设有第二活动腔，所述第二连接块（27）上设有用于

连通所述第一活动腔和所述第二活动腔的连接腔（271），所述第二活动腔内设有第一推板，

所述支撑杆设于所述第一推板上，所述支撑杆穿设于所述第二活动腔内，所述第一推板底

部设有第二支撑弹簧（261）；所述第一活动腔顶部设有第一连接弹簧（252），所述第一连接

弹簧（252）底部设有第二推板（251），所述第一活动腔底部穿设有用于推动所述第二推板

（251）往上运动的推杆（21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光伏储能系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活动腔底部设有

第一通腔，所述第一通腔内壁上设有第三活动腔，所述推杆（210）穿设于所述第一通腔内，

所述推杆（210）上设有第一限位板（2101），所述第一限位板（2101）上设有第一复位弹簧

（2102）；所述箱体（1）侧壁上设有第二连接板（4），所述第二连接板（4）上设有第二滑块

（44），所述箱体（1）侧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二滑块（44）相配合的第二滑槽，所述第二滑块（44）

上设有第三支撑弹簧（45），所述第二连接板（4）上设有多个与所述通风槽相对应的第三通

槽，所述第二连接板（4）顶部设有第四连接块（41），所述第四连接块（41）上设有蓄水槽

（42），所述第二连接板（4）上设有与所述蓄水槽（42）相通的第四通槽（4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伏储能系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一侧侧壁上

设有第二通腔，另一侧侧壁上设有第一连接槽，所述第二通腔内穿设有第一安装板（3），所

述第一安装板（3）上设有安装槽，所述过滤板（32）设于所述安装槽内，所述安装槽两侧内壁

上均设有第二连接弹簧（311），所述第二连接弹簧（311）上设有支撑块（31），所述过滤板

（32）设于两组所述支撑块（31）之间；所述箱体（1）侧壁上设有第五连接块（11）和第六连接

块（12），所述第六连接块（12）一侧设有第三滑槽（13），所述第三滑槽（13）内设有第三连接

板（14），所述第三连接板（14）上设有第四连接板（141），所述第六连接块（12）上设有与所述

第四连接板（141）相配合的第三通腔，所述第五连接块（11）上设有与所述第四连接板（141）

相配合的第二连接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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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光伏储能系统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光伏发电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光伏储能系统箱。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世界范围内能源供应持续紧张和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合理开发利用

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增加能源持续供给能力、改善

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逐步恢复自然环境的重要措施，对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003] 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在发电领域得到大力发展。但是，太阳能受季

节、时段和环境影响较大，具有间歇性、不稳定性和不可控性等缺陷。为了保证其供电的均

衡性和连续性，需要利用储能系统存储由太阳能转换而成的电能。储能系统一般放置于一

个用于保护的壳体内，为保证壳体内的散热效果，壳体上通槽设有开槽供空气流通，空气直

接进入到壳体内携带有大量灰尘，灰尘附着在储能系统上影响储能系统的散热，对储能系

统的使用寿命造成影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光伏储能系统箱。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光伏储能系统箱，包括箱体、

设于所述箱体内的储能块及设于所述箱体顶部的顶盖，所述箱体侧壁上设有多个通风槽，

所述顶盖为锥形结构，所述顶盖上设有第一储水腔，所述箱体底部设有第二储水腔，所述第

一储水腔与所述第二储水腔相通，所述箱体内设有过滤板，所述过滤板一侧设有用于推动

所述过滤板移动的第三推板，所述箱体内还设有用于推动所述第三推板往所述过滤板方向

移动的转辊，当所述第一储水腔内的水流至第二储水腔内时，所述转辊转动；空气可直接从

通风槽处进入到箱体内，对储能块起冷却作用，进入到箱体内的空气从过滤板上经过，在过

滤板作用下对空气做过滤处理，有效将空气中的灰尘滤除，避免空气中的灰尘粘附在储能

块上；第一储水腔内装满水第一储水腔内的水在重力作用下往第二储水腔内流动，在水的

流动下带动转辊转动，转辊推动第三推板往过滤板为方向移动，在第三推板作用下使过滤

板上产生震动，以将过滤板上的杂质抖落，避免过滤板上附着过多杂质影响过滤板的通透

性；第一储水腔内的水流至第二储水腔内后，水流被暂时存储在第二储水腔内，第二储水腔

靠近储能块，利用进入到第二储水腔内的水对储能块起到降温作用，提升对储能块的降温

效果，避免储能块升温造对储能系统造成影响；通过水在第一储水腔和第二储水腔内的流

动，在为转辊提供动力的同时使水更均匀的分布在箱体侧壁上，利用冷水有效吸收箱体内

热量，与空气相互配合，进一步地提升对储能系统的冷却效果。

[0006] 所述顶盖上设有第一挡块，所述第一挡块一侧设有与所述第一储水腔相通的第一

通槽，所述第一挡块上设有第一活动槽，所述第一活动槽内设有第一支撑弹簧，所述第一支

撑弹簧上设有密封块，所述密封块上设有第一推块；所述第一储水腔内设有浮板，所述浮板

说　明　书 1/9 页

4

CN 112563943 B

4



上设有第二通槽，所述浮板上设有第一滑块，所述第一储水腔内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一滑块

相配合的第一滑槽，所述第二通槽内壁上设有第一导槽。

[0007] 所述第一通槽侧壁上设有第一通孔，所述顶盖上设有第二活动槽，所述第二活动

槽内壁上转动连接有第一连接板，所述第一连接板结构与所述顶盖顶部相对应；所述第二

活动槽内设有第一连接块、第二连接块及第三连接块，所述第一连接块和所述第三连接块

通过所述第二连接块相连，所述第三连接块上设有用于支撑所述第一连接板的支撑杆。

[0008] 所述第一连接块上设有第一活动腔，所述第三连接块上设有第二活动腔，所述第

二连接块上设有用于连通所述第一活动腔和所述第二活动腔的连接腔，所述第二活动腔内

设有第一推板，所述支撑杆设于所述第一推板上，所述支撑杆穿设于所述第二活动腔内，所

述第一推板底部设有第二支撑弹簧；所述第一活动腔顶部设有第一连接弹簧，所述第一连

接弹簧底部设有第二推板，所述第一活动腔底部穿设有用于推动所述第二推板往上运动的

推杆。

[0009] 所述第一活动腔底部设有第一通腔，所述第一通腔内壁上设有第三活动腔，所述

推杆穿设于所述第一通腔内，所述推杆上设有第一限位板，所述第一限位板上设有第一复

位弹簧；所述箱体侧壁上设有第二连接板，所述第二连接板上设有第二滑块，所述箱体侧壁

上设有与所述第二滑块相配合的第二滑槽，所述第二滑块上设有第三支撑弹簧，所述第二

连接板上设有多个与所述通风槽相对应的第三通槽，所述第二连接板顶部设有第四连接

块，所述第四连接块上设有蓄水槽，所述第二连接板上设有与所述蓄水槽相通的第四通槽。

[0010] 所述箱体一侧侧壁上设有第二通腔，另一侧侧壁上设有第一连接槽，所述第二通

腔内穿设有第一安装板，所述第一安装板上设有安装槽，所述过滤板设于所述安装槽内，所

述安装槽两侧内壁上均设有第二连接弹簧，所述第二连接弹簧上设有支撑块，所述过滤板

设于两组所述支撑块之间；所述箱体侧壁上设有第五连接块和第六连接块，所述第六连接

块一侧设有第三滑槽，所述第三滑槽内设有第三连接板，所述第三连接板上设有第四连接

板，所述第六连接块上设有与所述第四连接板相配合的第三通腔，所述第五连接块上设有

与所述第四连接板相配合的第二连接槽。

[0011] 所述箱体内壁上设有第二安装板，所述第二安装板上设有第七连接块，所述第七

连接块上设有第四活动腔，所述第四活动腔内设有隔板，所述第三推板穿设于所述第四活

动腔内，所述第三推板设于所述隔板底部，所述第三推板上设有第三连接弹簧，所述第四活

动腔顶部设有第四推板，所述第四推板上设有第二推块，所述第二推块穿设于所述第四活

动腔内，所述第四推板底部设有第四支撑弹簧。

[0012] 所述第二安装板上设有第五连接板，所述第五连接板上转动连接有活动板，所述

活动板一端设有配重块，所述配重块设于所述第二推块上方，所述第五连接板上设有第三

活动槽，所述第三活动槽顶部滑动连接有第八连接块，所述第八连接块上转动连接有支撑

板，所述第八连接块顶面与所述第三活动槽顶面相接触；所述支撑板上设有第四活动槽，所

述第四活动槽内设有多个滚轮，所述转辊转动时可带动所述第八连接块在所述第三活动槽

内移动。

[0013] 所述第二安装板上设有安装块，所述安装块上设有第一活动块，所述第一活动块

上设有第四滑块，所述安装块上设有与所述第四滑块相配合的第四滑槽，所述第四滑槽一

端设有第四连接弹簧，另一端设有第五连接弹簧，所述第四滑块上设有第五活动槽，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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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动槽内设有限位弹簧，所述限位弹簧一端设有限位块，所述第四滑槽内壁上设有与所

述限位块相配合的第一限位槽；所述第一活动块上设有与第五活动槽相通的第六活动槽，

所述第六活动槽内转动连接有第一连接杆，所述第一连接杆通过一第一连接绳与所述限位

块相连，所述第一活动块通过一第二连接绳与所述第八连接块相连。

[0014] 所述转辊上设有多个与所述第一连接杆相配合的凸块，所述箱体侧壁上设有第五

活动腔，所述转辊上设有连接轴，所述连接轴穿设于所述第五活动腔内，所述连接轴上设有

第一传动轮，所述第一传动轮上设有多个第五推板，所述第五活动腔一侧设有用于连通所

述第一储水腔和所述第二储水腔的第一输水腔；所述第五活动腔一侧设有第六活动腔，所

述连接轴穿设于所述第六活动腔内，所述连接轴一端设有第二传动轮，所述第二传动轮上

设有多个第六推板，所述第六活动腔顶部设有第四通腔，底部设有第五通腔，所述第四通腔

和所述第五通腔内分别设有单向阀组件。

[0015]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空气可直接从通风槽处进入到箱体内，对储能块起冷却作

用，进入到箱体内的空气从过滤板上经过，在过滤板作用下对空气做过滤处理，有效将空气

中的灰尘滤除，避免空气中的灰尘粘附在储能块上；通过水在第一储水腔和第二储水腔内

的流动，在为转辊提供动力的同时使水更均匀的分布在箱体侧壁上，利用冷水有效吸收箱

体内热量，与空气相互配合，进一步地提升对储能系统的冷却效果。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的右视图。

[0018] 图3为图2中沿A‑A处的剖视图。

[0019] 图4为图3中的A处放大图。

[0020] 图5为图3中的B处放大图。

[0021] 图6为图2中沿B‑B处的剖视图。

[0022] 图7为图6中的C处放大图。

[0023] 图8为图2中沿C‑C处的剖视图。

[0024] 图9为图8中的D处放大图。

[0025] 图10为图8中的E处放大图。

[0026] 图11为图2中沿D‑D处的剖视图。

[0027] 图12为图11中的F处放大图。

[0028] 图13为图2中沿O‑O处的剖视图。

[0029] 图14为图13中的G处放大图。

[0030] 图15为图2中沿E‑E处的剖视图。

[0031] 图16为图15中的H处放大图。

[0032] 图17为图2中沿F‑F处的剖视图。

[0033] 图18为图17中的I处放大图。

[0034] 图19为本发明的正视图。

[0035] 图20为图19中沿H‑H处的剖视图。

[0036] 图21为图20中的J处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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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图22为图19中沿I‑I处的剖视图。

[0038] 图23为图22中的K处放大图。

[0039] 图24为图19中沿K‑K处的剖视图。

[0040] 图25为图24中的L处放大图。

[0041] 图26为图19中沿L‑L处的剖视图。

[0042] 图27为图26中的M处放大图。

[0043] 图28为图19中沿M‑M处的剖视图。

[0044] 图29为图28中的N处放大图。

[0045] 图30为图29中的O处放大图。

[0046] 图31为图19中沿N‑N处的剖视图。

[0047] 图32为图31中的P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如图1‑32所示，一种光伏储能系统箱，包括箱体1、设于所述箱体1内的储能块16及

设于所述箱体1顶部的顶盖2，所述的储能块为蓄电池，所述箱体1侧壁上设有多个通风槽，

所述顶盖2为锥形结构，所述顶盖2上设有第一储水腔23，所述箱体1底部设有第二储水腔

150，所述第一储水腔23与所述第二储水腔150相通，所述箱体1内设有过滤板32，所述过滤

板32一侧设有用于推动所述过滤板32移动的第三推板183，所述箱体1内还设有用于推动所

述第三推板183往所述过滤板32方向移动的转辊19，当所述第一储水腔23内的水流至第二

储水腔150内时，所述转辊19转动；空气可直接从通风槽处进入到箱体内，对储能块起冷却

作用，进入到箱体内的空气从过滤板上经过，在过滤板作用下对空气做过滤处理，有效将空

气中的灰尘滤除，避免空气中的灰尘粘附在储能块上；第一储水腔内装满水第一储水腔内

的水在重力作用下往第二储水腔内流动，在水的流动下带动转辊转动，转辊推动第三推板

往过滤板为方向移动，在第三推板作用下使过滤板上产生震动，以将过滤板上的杂质抖落，

避免过滤板上附着过多杂质影响过滤板的通透性；第一储水腔内的水流至第二储水腔内

后，水流被暂时存储在第二储水腔内，第二储水腔靠近储能块，利用进入到第二储水腔内的

水对储能块起到降温作用，提升对储能块的降温效果，避免储能块升温造对储能系统造成

影响；通过水在第一储水腔和第二储水腔内的流动，在为转辊提供动力的同时使水更均匀

的分布在箱体侧壁上，利用冷水有效吸收箱体内热量，与空气相互配合，进一步地提升对储

能系统的冷却效果。

[0049] 如图21所示，所述顶盖2上设有第一挡块22，所述第一挡块22一侧设有与所述第一

储水腔23相通的第一通槽220，所述第一挡块22上设有第一活动槽，所述第一活动槽内设有

第一支撑弹簧，所述第一支撑弹簧上设有密封块24，所述密封块24上设有第一推块241；所

述第一储水腔23内设有浮板28，所述浮板28上设有第二通槽，所述浮板28上设有第一滑块，

所述第一储水腔23内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一滑块相配合的第一滑槽，所述第二通槽内壁上设

有第一导槽；在雨天时，雨滴落在顶盖上，利用顶盖对箱体起保护作用，落在顶盖上的雨滴

沿顶盖顶部的锥面往下滑落，雨滴流落至第一挡块一侧，随着雨滴的增多第一挡块一侧的

水量增加，积攒的雨水推动第一推块移动，密封块往第一活动槽内移动，密封块进入到第一

活动槽内使第一通槽开启，雨水通过第一通槽进入到第一储水腔内，对第一储水腔内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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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做补充，进入到第一储水腔内的雨水掉落在浮板上，在第一导槽作用下使雨水从浮板表

面流落，使第一储水腔内的液面逐渐升高，第一储水腔内的液面升高后推动浮板往上运动，

浮板往上运动至第一储水腔顶部，浮板移动至第一通槽底部，在浮板作用下将第一通槽封

闭，雨水无法再进入第一储水腔，雨水从第一通槽处溢出，使雨水从第一挡块两侧流出，将

雨水从顶盖上排出，避免顶盖上积累过多雨水造成顶盖过大负担；通过第一挡块和第一通

槽的设置，对雨水做收集利用，减少水资源的浪费；第二储水腔侧壁上设有排水口，排水口

上设有排水阀，当雨水补充进入到第一储水腔内后，第二储水腔侧壁上的排水阀开启，将第

二储水腔内的水流排出，置换第一储水腔和第二储水腔内的水流，避免水流长期处于第一

储水腔和第二储水腔内变质，增加储能系统使用的卫生状况；当第一储水腔内的水流进入

到第二储水腔内后，第一储水腔内的液面下降，浮板往下运动使第一通槽处于开启在状态，

此时第一挡块上未积累雨水，密封块将第一通槽封闭，避免杂质进入到第一储水腔内，保证

第一储水腔内的水质卫生；第一滑块与第一滑槽相互配合，使浮板在竖直方向上做上下运

动，以便浮板上升时将第一通槽封闭，保证浮板对第一通槽的密封效果。

[0050] 如图16所示，所述第一通槽220侧壁上设有第一通孔29，所述顶盖2上设有第二活

动槽，所述第二活动槽内壁上转动连接有第一连接板21，所述第一连接板21结构与所述顶

盖顶部相对应；所述第二活动槽内设有第一连接块25、第二连接块27及第三连接块26，所述

第一连接块25和所述第三连接块26通过所述第二连接块27相连，所述第三连接块26上设有

用于支撑所述第一连接板21的支撑杆；第一储水腔内的液面上升后，浮板上升至第一储水

腔顶部，在浮板作用下将第一通槽封闭，雨水无法从第一通槽内进入到第一储水腔内，雨水

积留在第一通槽内，部分的雨水从第一通槽顶部直接溢出，另一部分的雨水从第一通孔处

流出，以将第一通槽内的雨水快速排出，避免雨水积留在第一通槽内；雨水通过第一通槽进

入到第一储水腔内时，支撑杆为第一连接板提供支撑力，使第一支撑板处于水平状态，第一

连接板与顶盖顶面处于同一平面上，在第一连接板与顶盖的相互配合下，将雨水导向第一

挡块位置处，使雨水快速的进入到第一储水腔内，对第一储水腔内的水流做补充；当第一储

水腔内液面上升至最高点后，支撑杆往下运动，第一连接板饶连接点转动，第一连接板靠近

顶盖端面的一侧往下运动，在第一连接板上形成斜面，将掉落在顶盖上的雨水直接从第一

连接板上导出，减少流动至第一挡块处的水流量，以便快速的将顶盖上的水流导出，减少顶

盖所受负担。

[0051] 所述第一连接块25上设有第一活动腔，所述第三连接块26上设有第二活动腔，所

述第二连接块27上设有用于连通所述第一活动腔和所述第二活动腔的连接腔271，所述第

二活动腔内设有第一推板，所述支撑杆设于所述第一推板上，所述支撑杆穿设于所述第二

活动腔内，所述第一推板底部设有第二支撑弹簧261；所述第一活动腔顶部设有第一连接弹

簧252，所述第一连接弹簧252底部设有第二推板251，所述第一活动腔底部穿设有用于推动

所述第二推板251往上运动的推杆210；第三连接块设于靠近顶盖端面位置处；第一储水腔

内的液面未到达最高点时，支撑杆为第一连接板提供支撑力，第一连接板处于水平状态，掉

落在顶盖上的雨滴被导向至导块位置处，雨水通过第一通槽进入到第一储水腔内，对雨水

做收集利用；当第一储水腔内的液面上升至最高点后，浮板上升至第一储水腔顶部，浮板拖

动推杆往上运动，推杆推动第二推板往上运动，第二推板往上运动增加第一活动腔内的空

间，第二活动腔内的空气通过连接腔往第一活动腔内移动，将第二活动腔内的气流导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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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活动腔内，减小第二活动腔内对第一推板的支撑力，第一连接板一端失去支撑力后往

下运动，第一连接板绕连接点转动形成斜面，在第一连接板的斜面设置下，将顶盖上的雨水

从第一挡块两侧导出，增加顶盖上雨水排出速度，减轻顶盖负担。

[0052] 如图12、21所示，所述第一活动腔底部设有第一通腔，所述第一通腔内壁上设有第

三活动腔，所述推杆210穿设于所述第一通腔内，所述推杆210上设有第一限位板2101，所述

第一限位板2101上设有第一复位弹簧2102；所述箱体1侧壁上设有第二连接板4，所述第二

连接板4上设有第二滑块44，所述箱体1侧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二滑块44相配合的第二滑槽，

所述第二滑块44上设有第三支撑弹簧45，所述第二连接板4上设有多个与所述通风槽相对

应的第三通槽，所述第二连接板4顶部设有第四连接块41，所述第四连接块41上设有蓄水槽

42，所述第二连接板4上设有与所述蓄水槽42相通的第四通槽43；浮板随液面上升往上运动

时，浮板与推杆相接触，浮板推动推杆往上运动推杆推动第二推板往上运动，第二推板往上

运动使第二活动腔内的空气进入到第一活动腔内，减小第二活动腔内对第一推板的支撑

力，以便在第一连接板上形成斜面；雨水掉落在顶盖的同时，雨水也掉落在蓄水槽，雨水被

积累在蓄水槽内，蓄水槽内的重量增加，在雨水重量作用下推动第二连接板往下运动，第二

滑块在第二滑槽内移动，第三通槽与通风槽位置相错开，利用第二连接板将通风槽封闭，避

免雨水通过通风槽进入到箱体内，对储能块起保护作用；蓄水槽内的的雨水通过第四通槽

从第四连接板上通过，当第一连接板形成斜面后，雨水直接倒入到蓄水槽内，蓄水槽顶部的

雨水直接从蓄水槽内溢出，蓄水槽底部的雨水从第四通槽处流出，在第四通槽设置下使雨

水从整个第二连接板上流过，对第二连接板起降温作用，避免由于通风槽关闭造成箱体内

的温度升高，保证对箱体内的降温效果；当蓄水槽内雨水的重量不足以推动第二连接板下

降后，第三支撑弹簧推动第二滑块往上运动，第三通槽重新与通风槽对其，使空气能够再次

进入到箱体内，对储能块起冷却作用。

[0053] 如图1、32所示，所述箱体1一侧侧壁上设有第二通腔，另一侧侧壁上设有第一连接

槽，所述第二通腔内穿设有第一安装板3，所述第一安装板3上设有安装槽，所述过滤板32设

于所述安装槽内，所述安装槽两侧内壁上均设有第二连接弹簧311，所述第二连接弹簧311

上设有支撑块31，所述过滤板32设于两组所述支撑块31之间；所述箱体1侧壁上设有第五连

接块11和第六连接块12，所述第六连接块12一侧设有第三滑槽13，所述第三滑槽13内设有

第三连接板14，所述第三连接板14上设有第四连接板141，所述第六连接块12上设有与所述

第四连接板141相配合的第三通腔，所述第五连接块11上设有与所述第四连接板141相配合

的第二连接槽；第三连接板上设有第六通腔，第六通腔内设有第七活动腔，第六通腔内穿设

有第二限位板142，第三滑槽内设有与所述第二限位块相配合的第二限位槽，所述第二限位

板上设有与所述第七活动腔相配合的第三限位板1421，第三限位板上设有第二复位弹簧，

第二限位板上设有第三推块1422；所述第一安装板一端设有第四限位板；在安装过滤板时，

将过滤板装入到安装槽内，过滤板被夹持在两个支撑块之间，将第一安装板从第二通腔处

插入，第一安装板一端嵌入到第一连接槽内，在第一连接槽作用下对第一安装板做初步固

定，第四限位板抵在箱体侧壁上；往第四限位板方向推动第三连接板，第三连接板带动第四

连接板移动，第四连接板插入到第三通腔内，第四限位板被夹持在第四连接板和箱体侧壁

之间，在第四连接板作用下对第四限位板做固定，保证第一安装板的安装效果；第四连接板

插入到第二连接槽内后，往第三滑槽内推动第三推块，第二限位板往第二限位槽内移动，第

说　明　书 6/9 页

9

CN 112563943 B

9



二限位板嵌入到第二限位槽内，在第二限位板与第二限位槽的相互配合下，对第三连接板

起固定作用，第三连接板被固定在第三滑槽的指定位置上，进一步地  保证第一安装板的安

装效果。

[0054] 如图4、25所示，所述箱体1内壁上设有第二安装板18，所述第二安装板18上设有第

七连接块181，所述第七连接块181上设有第四活动腔，所述第四活动腔内设有隔板1811，所

述第三推板183穿设于所述第四活动腔内，所述第三推板183设于所述隔板1811底部，所述

第三推板183上设有第三连接弹簧，所述第四活动腔顶部设有第四推板182，所述第四推板

182上设有第二推块1821，所述第二推块1821穿设于所述第四活动腔内，所述第四推板182

底部设有第四支撑弹簧1822；转辊转动时推动第二推块往下运动，第二推块推动第四推板

往下运动，第四推板挤压隔板顶部的空气，隔板顶部的空气往隔板底部移动，在气压作用下

推动第三推板往第四活动腔外侧移动，第三推板撞击在过滤板上，在第二连接弹簧作用下

使过滤板产生震动，将过滤板上的附着物抖落，避免过滤板上附着过多杂质影响过滤板的

通透性，延长过滤板使用寿命。

[0055] 如图27所示，所述第二安装板18上设有第五连接板189，所述第五连接板189上转

动连接有活动板185，所述活动板185一端设有配重块1851，所述配重块1851设于所述第二

推块1821上方，所述第五连接板189上设有第三活动槽，所述第三活动槽顶部滑动连接有第

八连接块188，所述第八连接块188上转动连接有支撑板1881，所述第八连接块188顶面与所

述第三活动槽顶面相接触；所述支撑板1881上设有第四活动槽，所述第四活动槽内设有多

个滚轮1882，所述转辊19转动时可带动所述第八连接块188在所述第三活动槽内移动；支撑

板只能往第八连接块底部方向转动，无法往第八连接块顶部方向转动，当活动板处于水平

状态时，活动板一端处于支撑板底部，配重块为活动板一端提供压力，使活动板一端自行抵

在支撑板底面，将活动板保持在平衡点上；当转辊转动时，转辊带动第八连接块移动，支撑

板从活动板顶部移开，活动板一端失去支撑力后在配重块作用下往下运动，配重块砸落在

第二推块上，在配重块作用下推动第二推块往下运动，第三推板往过滤板方向移动，在过滤

板上产生震动，将过滤板上的杂质抖落；在滚轮设置下，减小支撑板与活动板表面的摩擦

力，使转辊用较小的力即可带动第八连接块移动，以便过滤板自动产生震动。

[0056] 如图25、27所示，所述第七连接块上设有第三复位弹簧184，第八连接块上设有第

五滑块，第三活动槽内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五滑块相配合的第五滑槽，第八连接块上设有第

二连接杆1884，所述第五连接板为两组，两组第五连接板上的第八连接块通过第二连接杆

相连，第八连接块侧壁上设有第四复位弹簧1883；转辊转动时带动第八连接块在第三活动

槽内移动，第五滑块与第五滑槽相配合对第八连接块的移动起导向作用，支撑板从活动板

上移开后，活动板在配重块作用下转动，配重块直接砸落在第二推块上，第二推块带动第四

推板往下运动，第三推板从第四活动腔内伸出，第三复位弹簧受到挤压后推动配种块往上

运动，活动板往回转动，第四复位弹簧推动第八连接块往回移动，支撑板重新移动至活动板

顶部，活动板在配重块作用下转动时一端抵在支撑板上，将活动板固定，使配重块处于第二

推块上方；第二推块失去推力后，第四支撑弹簧推动第四推板往上运动，第四推板往第四活

动腔顶部移动，第三推板往第四活动腔内移动，过滤板失去推力后在第二连接弹簧作用下

往回移动，过滤板在第二连接弹簧作用下产生震动，将过滤板上的杂质抖落，避免过滤板被

杂质堵塞，延长过滤板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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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如图4、30所示，所述第二安装板18上设有安装块186，所述安装块186上设有第一

活动块187，所述第一活动块187上设有第四滑块1871，所述安装块186上设有与所述第四滑

块1871相配合的第四滑槽，所述第四滑槽一端设有第四连接弹簧1861，另一端设有第五连

接弹簧1862，所述第四滑块1871上设有第五活动槽，所述第五活动槽内设有限位弹簧1874，

所述限位弹簧1874一端设有限位块1875，所述第四滑槽内壁上设有与所述限位块1875相配

合的第一限位槽；所述第一活动块187上设有与第五活动槽相通的第六活动槽，所述第六活

动槽内转动连接有第一连接杆1872，所述第一连接杆1872通过一第一连接绳1873与所述限

位块1875相连，所述第一活动块187通过一第二连接绳与所述第八连接块188相连；第一连

接杆处于倾斜状态；当转辊转动时，转动推动第一连接杆绕连接点转动，由于第一连接杆原

本处于倾斜状态，第一连接杆自身受到重力作用，转辊以较小的力即可推动第一连接杆绕

连接点转动，第一连接杆转动时拉动第一连接绳移动，第一连接绳将限位块拉入到第五活

动槽内，限位块从第一限位槽内脱出，第五连接弹簧推动第四滑块在第四滑槽内移动，第四

滑块往第四连接弹簧方向移动，第一活动块往远离第七连接块方向移动，第二连接绳拉动

第八连接块移动，支撑板从活动板一端脱开，配重块推动第二推块往下运动；第四滑块撞击

在第四连接弹簧上后，第四连接弹簧受到挤压推动第四滑块往回移动，第四滑块在第四连

接弹簧作用下往回移动，当限位块移动至第一限位槽位置处后，限位块在限位弹簧作用下

从第五活动槽内伸出，限位块嵌入到第一限位槽内，将第一活动块重新固定在初始位置上

第二连接绳不再拉动第八连接块，第八连接块在第四复位弹簧作用下自动复位，从而使第

三推板能够间断性的伸出，对过滤板起到有效的清理作用。

[0058] 如图4所示，所述箱体顶部设有电磁铁160，电磁铁一侧设有第二活动块170，第二

活动块和配重块均为铁合金制成，第二活动块上设有第三连接绳，第三连接绳一端固连于

第一活动块上，当配重块掉落在第三复位弹簧上后，电磁铁通电产生磁力，在电磁铁磁力作

用下吸引配重块往上运动，同时第二活动块往电磁铁方向移动，第二活动块拉动第三连接

绳移动，第三连接绳拉动第一活动块移动，在电磁铁作用下为第一活动块和配重块提供辅

助复位动力，以便使第一活动块和配重块移动至初始位置处。

[0059] 如图4、7、9所示，所述转辊19上设有多个与所述第一连接杆1872相配合的凸块

191，所述箱体1侧壁上设有第五活动腔，所述转辊19上设有连接轴，所述连接轴穿设于所述

第五活动腔内，所述连接轴上设有第一传动轮192，所述第一传动轮192上设有多个第五推

板193，所述第五活动腔一侧设有用于连通所述第一储水腔23和所述第二储水腔150的第一

输水腔110，第五活动槽底部设有第二导槽，在第二导槽设置下以便将进入到第五活动腔内

的水流导出，避免水流滞留在第五活动腔内；所述第五活动腔一侧设有第六活动腔，所述连

接轴穿设于所述第六活动腔内，所述连接轴一端设有第二传动轮194，所述第二传动轮194

上设有多个第六推板195，所述第六活动腔顶部设有第四通腔120，底部设有第五通腔130，

所述第四通腔120和所述第五通腔130内分别设有单向阀组件；转辊在转动时凸块与第一连

接杆相接触，利用凸块推动第一连接杆绕连接点转动，使第一活动块拉动第八连接块移动，

为过滤板的震动提供动力；第一储水腔内的水流在重力作用下通过第一输水腔往第二储水

腔内流动，水流在第一输水腔内流动时推动第五推板转动，第五推板带动第一传动轮转动，

为转辊转动提供动力；空气从第四通腔和第五通腔处进入，空气撞击在第六推板上带动第

二传动轮转动，第二传动轮辅助第一传动轮转动，利用空气和水流的流动为转辊提供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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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保证转辊能够自动转动，以使过滤板震动对过滤板表面做清理；在单向阀组件设置下

对进入到第四通腔和第五通腔内的空气起导向作用，保证第一传动轮和第二传动轮的转动

方向相同，以保证转辊有足够动力转动。

[0060] 如图18所示，所述单向阀组件包括转动连接于所述第四通腔内壁上密封门1201和

设于第四通腔内的第二挡块1202，密封门抵在第二挡块上，密封门只能往未设置第二挡块

方向转动，第四通腔和第五通腔内的单向阀组件分别设于两端，利用单向阀组件对进入到

第四通腔和第五通腔内的空气做控制，避免第二传动轮转动方向与第一传动轮转动方向产

生冲突。

[0061] 如图3所示，箱体内壁上设有第三安装板15，第三安装板与箱体内壁存在间隙，储

能块设于第三安装板上，箱体底部设有接料盒17，箱体侧壁上设有与所述接料盒相配合的

开口，从过滤板上抖落的灰尘杂质掉落在接料盒内，利用接料盒对灰尘做收集，可通过将接

料盒从开口处拉出的方式对接料盒内的灰尘做清理，降低对箱体内部的清理难度。

[0062] 箱体侧壁上还设有用于连通所述第一储水腔和第二储水腔的第二输水腔，第二输

水腔内设有水泵；当第一储水腔内的水流全部进入到第二储水腔内后，水泵将第二储水腔

内的水流泵入到第一储水腔内，使水流继续从第一储水腔流入到第二储水腔内，为转辊的

转动提供动力。

[0063] 本申请附图的储能块仅为示意图，其具体结构与现有技术中的蓄电池结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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