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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隐蔽式防臭型雨水口，包

括箱体，箱体的左半部分设为雨水流入口，右半

部分设为控制部件容纳腔，沿雨水流入口内侧壁

的周向设有多个纵向的套筒，各套筒内均通过弹

簧连接一套接于套筒内的杆体，各杆体均与盖板

连接，盖板下表面设有固定端，固定端与拉索的

一端连接，拉索的另一端与拉索卷绕轮连接，拉

索卷绕轮与步进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步进电机微

处理器信号连接，微处理器还分别与雨水探测器

及智能锁信号连接；步进电机、微处理器以及智

能锁均与电源模块电连接，电源模块与市政道路

供电系统电连接。本发明能够隐藏于路面之下，

能够防臭、防垃圾堆积，雨天时能自动打开快速

排除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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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隐蔽式防臭型雨水口，其特征在于，包括镶嵌于地下排水管道入水口处地面以

下的箱体(1)，所述箱体(1)的左半部分设为雨水流入口，右半部分设为控制部件容纳腔，所

述雨水流入口与地下排水管道入水口相连通，沿所述雨水流入口内侧壁的周向设有多个纵

向的套筒(9)，各套筒(9)内均设有一纵向的弹簧(8)，各弹簧(8)的下端均与所在套筒(9)内

部的下端连接，上端均与一纵向的杆体(11)的下端连接，各杆体(11)均套接于对应的套筒

(9)内，各杆体(11)的上端均与用于在晴天时盖住雨水流入口的盖板(13)连接，所述盖板

(13)下表面的中心位置设有固定端(15)，固定端(15)与拉索(21)的一端连接，拉索(21)的

另一端与拉索卷绕轮(22)连接，拉索卷绕轮(22)与步进电机(3)的输出轴轴连接，步进电机

(3)固定于所述控制部件容纳腔内，步进电机(3)还与控制部件容纳腔内所设的微处理器

(6)信号连接，微处理器(6)还分别与雨水探测器(7)以及智能锁信号连接，其中雨水探测器

(7)设于所述控制部件容纳腔的上表面，智能锁的锁体(17)设于控制部件容纳腔内部的上

端，智能锁的锁扣(16)设于盖板(13)的下表面上，通过所述锁体(17)和锁扣(16)能够锁住

盖在雨水流入口上的盖板(13)；所述步进电机(3)、微处理器(6)以及智能锁均与控制部件

容纳腔内所设的电源模块(2)电连接，电源模块(2)与市政道路供电系统电连接；

所述雨水探测器(7)用于检测降雨量，并将所检测到的降雨量实时发送给所述微处理

器(6)；所述微处理器(6)用于实时接收所述降雨量，并将接收到的降雨量实时与降雨量设

置值进行比对，当所接收到的降雨量大于所述降雨量设置值时，所述微处理器(6)向所述智

能锁发送开锁命令，同时向所述步进电机(3)发送拉索放松转动命令，当所述微处理器(6)

接收到的降雨量变得小于所述降雨量设置值达到设置的雨量差值时，所述微处理器(6)向

所述步进电机(3)发送拉索收紧转动命令；所述智能锁用于接收到所述开锁命令后执行开

锁命令，并在所述盖板(13)盖住雨水流入口的瞬间将其锁体(17)和锁扣(16)锁在一起；所

述步进电机(3)用于接收到所述拉索放松转动命令后执行与拉索放松相对应的转动动作以

及用于接收到所述拉索收紧转动命令后执行与拉索收紧相对应的转动动作；当拉索(21)被

放松后，所述各杆体(11)在对应弹簧(8)弹力的作用下向上升起，并带动所述盖板(13)向上

升起，从而打开雨水流入口，当拉索(21)被收紧后，所述盖板(13)被拉索(21)向下拉，进而

盖住雨水流入口，同时智能锁的锁体(17)和锁扣(16)锁在一起，最终使得盖板(13)锁在雨

水流入口上；

所述盖板(13)的下表面上还设有摄像机(14)，所述摄像机(14)与微处理器(6)信号连

接，所述微处理器(6)还信号连接有无线通信模块(5)，所述无线通信模块(5)分别与市政道

路管理中心的主机以及清洁人员手持终端无线通信连接；所述摄像机(14)用于拍摄雨水流

入口内部的图像，并将该所拍摄的图像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至市政道路管理中心的主机和

清洁人员手持终端；所述市政道路管理中心的主机以及清洁人员手持终端均能够通过所述

无线通信模块控制所述微处理器(6)发送开锁命令、拉索放松转动命令以及拉索收紧转动

命令，从而能够自由的控制所述盖板(13)的开启，以便清理雨水流入口内部所积累的垃圾；

所述雨水流入口内部的侧壁上设有横向支杆(19)，横向支杆(19)上设有拉索转向轮(20)，

所述拉索(21)从盖板(13)处竖直向下引出后绕过所述拉索转向轮(20)后方向改为水平方

向后与所述拉索卷绕轮(22)连接；所述控制部件容纳腔上表面设有检修口(23)，所述检修

口(23)用于电源模块(2)的更换或维修以及步进电机(3)的检修，所述电源模块(2)是充电

电池，该充电电池还与太阳能电池板电连接，所述太阳能电池板设于控制部件容纳腔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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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或通过支架设于路边。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隐蔽式防臭型雨水口，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13)边缘的下

表面还设有多个沿盖板周向分布的纵向的拦截杆(24)，所述拦截杆(24)用于在下雨时截留

大件杂物，防止其进入排水管道。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隐蔽式防臭型雨水口，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上绕盖板

(13)的周向设有4个所述雨水探测器(7)，下雨时，当所述微处理器(6)接收到的某个雨水探

测器(7)探测到的雨水流量小于其余的雨水探测器(7)探测到的雨水流量低于设定的雨水

流量差值时，所述微处理器(6)控制提示装置(25)进行提示；所述提示装置(25)设于所述盖

板(13)上表面，提示装置(25)是LED闪烁报警灯，起到提示清洁人员进行清扫的作用；所述

盖板(13)上位于所述LED闪烁报警灯的周围还设有荧光层，起到方便清洁人员找到进行定

期检修，以及夜间提示行人的作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隐蔽式防臭型雨水口，其特征在于，所述各套筒(9)上端的

入口上设有环绕对应杆体(11)侧壁周向的橡胶密封圈(10)。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隐蔽式防臭型雨水口，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13)上表面铺

设有与周围路面(18)的材料相同的装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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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隐蔽式防臭型雨水口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市政道路建设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隐蔽式防臭型雨水口。

背景技术

[0002] 夏天暴雨来临时，城市部分低洼路段往往会出现城市内涝，究其原因，主要有雨水

口汇水面积内不透水路面增加，导致降雨时雨水口汇集量比原来增多，超过了原先设计流

量；此外，雨水口的存在也容易聚集大量的垃圾杂物，堵塞了雨水口，导致降雨无法快速排

除。由于上述原因，强降雨导致地面严重积水时，我们经常看到管道维修人员将雨水口或者

雨水检查井打开后地面积水很快被排放干净，也有部分雨水口由于积水过深无法顺利找

到，从而难以及时打开，只能在道路两旁去摸，很不方便；另外，被打开的雨水口及雨水检查

井也会带来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雨水天排水时打开。

[0003] 道路雨水口设置的目的是为了降雨时能快速将道路积水排走，因此为适应排除雨

水和行走的功能，道路雨水口和道路地面材质设置不一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道路美

观。此外，城区有些路段还存在有雨水、污水管道混接的现象，还有部分设有餐饮的路段，部

分商贩晚上将剩菜剩饭以及其他垃圾倒入雨水口，这样，雨水口反而成了臭气排出口，严重

的影响了周边的环境卫生。因而，很有必要发明一种晴天时可以隐藏于路面之下防臭、防垃

圾堆积，雨天时能自动打开快速排除雨水的新型雨水排除口。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隐蔽式防臭型雨水

口，在晴天时隐藏于路面之下，能够防臭、防垃圾堆积，雨天时能自动打开快速排除雨水。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隐蔽式防臭型雨水口，包括镶嵌于地下排水管道入水

口处地面以下的箱体，所述箱体的左半部分设为雨水流入口，右半部分设为控制部件容纳

腔，所述雨水流入口与地下排水管道入水口相连通，沿所述雨水流入口内侧壁的周向设有

多个纵向的套筒，各套筒内均设有一纵向的弹簧，各弹簧的下端均与所在套筒内部的下端

连接，上端均与一纵向的杆体的下端连接，各杆体均套接于对应的套筒内，各杆体的上端均

与用于在晴天时盖住雨水流入口的盖板连接，所述盖板下表面的中心位置设有固定端，固

定端与拉索的一端连接，拉索的另一端与拉索卷绕轮连接，拉索卷绕轮与步进电机的输出

轴轴连接，步进电机固定于所述控制部件容纳腔内，步进电机还与控制部件容纳腔内所设

的微处理器信号连接，微处理器还分别与雨水探测器以及智能锁信号连接，其中雨水探测

器设于所述控制部件容纳腔的上表面，智能锁的锁体设于控制部件容纳腔内部的上端，智

能锁的锁扣设于盖板的下表面上，通过所述锁体和锁扣能够锁住盖在雨水流入口上的盖

板；所述步进电机、微处理器以及智能锁均与控制部件容纳腔内所设的电源模块电连接，电

源模块与市政道路供电系统电连接；所述雨水探测器用于检测降雨量，并将所检测到的降

雨量实时发送给所述微处理器；所述微处理器用于实时接收所述降雨量，并将接收到的降

雨量实时与降雨量设置值进行比对，当所接收到的降雨量大于所述降雨量设置值时，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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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处理器向所述智能锁发送开锁命令，同时向所述步进电机发送拉索放松转动命令，当所

述微处理器接收到的降雨量变得小于所述降雨量设置值达到设置的雨量差值时，所述微处

理器向所述步进电机发送拉索收紧转动命令；所述智能锁用于接收到所述开锁命令后执行

开锁命令，并在所述盖板盖住雨水流入口的瞬间将其锁体和锁扣锁在一起；所述步进电机

用于接收到所述拉索放松转动命令后执行与拉索放松相对应的转动动作以及用于接收到

所述拉索收紧转动命令后执行与拉索收紧相对应的转动动作；当拉索被放松后，所述各杆

体在对应弹簧弹力的作用下向上升起，并带动所述盖板向上升起，从而打开雨水流入口，当

拉索被收紧后，所述盖板被拉索向下拉，进而盖住雨水流入口，同时智能锁的锁体和锁扣锁

在一起，最终使得盖板锁在雨水流入口上。

[0006] 上述盖板的下表面上还设有摄像机，所述摄像机与微处理器信号连接，所述微处

理器还信号连接有无线通信模块，所述无线通信模块分别与市政道路管理中心的主机以及

清洁人员手持终端无线通信连接；所述摄像机用于拍摄雨水流入口内部的图像，并将该所

拍摄的图像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至市政道路管理中心的主机和清洁人员手持终端；所述市

政道路管理中心的主机以及清洁人员手持终端均能够通过所述无线通信模块控制所述微

处理器发送开锁命令、拉索放松转动命令以及拉索收紧转动命令，从而能够自由的控制所

述盖板的开启，以便清理雨水流入口内部所积累的垃圾。

[0007] 上述雨水流入口内部的侧壁上设有横向支杆，横向支杆上设有拉索转向轮，所述

拉索从盖板处竖直向下引出后绕过所述拉索转向轮后方向改为水平方向后与所述拉索卷

绕轮连接。

[0008] 上述控制部件容纳腔上表面设有检修口，所述检修口用于电源模块的更换或维修

以及步进电机的检修，所述电源模块是充电电池，该充电电池还与太阳能电池板电连接，所

述太阳能电池板设于控制部件容纳腔上表面或通过支架设于路边。

[0009] 上述盖板边缘的下表面还设有多个沿盖板周向分布的纵向的拦截杆，所述拦截杆

用于在下雨时截留大件杂物，防止其进入排水管道。

[0010] 上述箱体上绕盖板的周向设有4个所述雨水探测器，下雨时，当所述微处理器接收

到的某个雨水探测器探测到的雨水流量小于其余的雨水探测器探测到的雨水流量低于设

定的雨水流量差值时，所述微处理器控制提示装置进行提示；所述提示装置设于所述盖板

上表面，提示装置是LED闪烁报警灯，起到提示清洁人员进行清扫的作用；所述盖板上位于

所述LED闪烁报警灯的周围还设有荧光层，起到方便清洁人员找到进行定期检修，以及夜间

提示行人的作用。

[0011] 上述各套筒上端的入口上设有环绕对应杆体侧壁周向的橡胶密封圈。

[0012] 上述盖板上表面铺设有与周围路面的材料相同的装饰层。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隐蔽式防臭型雨水口，整个雨水

口通过箱体集成的方式制作成一体结构，便于在地下排水管道入水口处的地面处安装，本

发明能够自动根据检测到雨量的状况来打开雨水收集口，天晴时自动能够关闭雨水收集

口，还能够通过摄像头来传输雨水口里积累的垃圾图像，并能够通过人工控制手持终端等

方式来打开雨水收集口以便清理其中堆积的垃圾。本发明能够隐藏于路面之下，能够防臭、

防垃圾堆积，雨天时能自动打开快速排除雨水，安装时只需固定于地面以下将雨水口与地

下排水管道入水口相接，将其电源模块与市政道路供电连接即可，本发明能够通过工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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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标准化制造。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的电系统连接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描述，但应当理解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并不受具体实施方式的限制。

[0017] 参见图1、图2，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隐蔽式防臭型雨水口，包括镶嵌于地下排

水管道入水口处地面以下的箱体1，所述箱体1的左半部分设为雨水流入口，箱体1的右半部

分设为控制部件容纳腔，所述雨水流入口与地下排水管道入水口相连通，下雨时水沿图1中

所示水流方向12流入雨水流入口，沿所述雨水流入口内侧壁的周向设有多个纵向的套筒9，

各套筒9内均设有一纵向的弹簧8，各弹簧8的下端均与所在套筒9内部的下端连接，上端均

与一纵向的杆体11的下端连接，各杆体11均套接于对应的套筒9内，各杆体11的上端均与用

于在晴天时盖住雨水流入口的盖板13连接，所述盖板13下表面的中心位置设有固定端15，

固定端15与拉索21的一端连接，拉索21的另一端与拉索卷绕轮22连接，拉索卷绕轮22与步

进电机3的输出轴轴连接，步进电机3固定于所述控制部件容纳腔内，步进电机3还与控制部

件容纳腔内所设的微处理器6信号连接，微处理器6还分别与雨水探测器7以及智能锁信号

连接，其中雨水探测器7设于所述控制部件容纳腔的上表面，智能锁的锁体17设于控制部件

容纳腔内部的上端，智能锁的锁扣16设于盖板13的下表面上，通过所述锁体17和锁扣16能

够锁住盖在雨水流入口上的盖板13；所述步进电机3、微处理器6以及智能锁均与控制部件

容纳腔内所设的电源模块2电连接，电源模块2与市政道路供电系统电连接；所述雨水探测

器7用于检测降雨量，并将所检测到的降雨量实时发送给所述微处理器6；所述微处理器6用

于实时接收所述降雨量，并将接收到的降雨量实时与降雨量设置值进行比对，当所接收到

的降雨量大于所述降雨量设置值时，所述微处理器6向所述智能锁发送开锁命令，同时向所

述步进电机3发送拉索放松转动命令，当所述微处理器6接收到的降雨量变得小于所述降雨

量设置值达到设置的雨量差值时，所述微处理器6向所述步进电机3发送拉索收紧转动命

令；所述智能锁用于接收到所述开锁命令后执行开锁命令，并在所述盖板13盖住雨水流入

口的瞬间将其锁体17和锁扣16锁在一起；所述步进电机3用于接收到所述拉索放松转动命

令后执行与拉索放松相对应的转动动作以及用于接收到所述拉索收紧转动命令后执行与

拉索收紧相对应的转动动作；当拉索21被放松后，所述各杆体11在对应弹簧8弹力的作用下

向上升起，并带动所述盖板13向上升起，从而打开雨水流入口，当拉索21被收紧后，所述盖

板13被拉索21向下拉，进而盖住雨水流入口，同时智能锁的锁体17和锁扣16锁在一起，最终

使得盖板13锁在雨水流入口上。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盖板13的下表面上还设有摄像机14，所述摄像机14与微处理器6信

号连接，所述微处理器6还信号连接有无线通信模块5，所述无线通信模块5分别与市政道路

管理中心的主机以及清洁人员手持终端无线通信连接；所述摄像机14用于拍摄雨水流入口

内部的图像，并将该所拍摄的图像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至市政道路管理中心的主机和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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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手持终端；所述市政道路管理中心的主机以及清洁人员手持终端均能够通过所述无线

通信模块控制所述微处理器6发送开锁命令、拉索放松转动命令以及拉索收紧转动命令，从

而能够自由的控制所述盖板13的开启，以便清理雨水流入口内部所积累的垃圾。

[0019] 进一步地，所述雨水流入口内部的侧壁上设有横向支杆19，横向支杆19上设有拉

索转向轮20，所述拉索21从盖板13处竖直向下引出后绕过所述拉索转向轮20后方向改为水

平方向后与所述拉索卷绕轮22连接。

[0020]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部件容纳腔上表面设有检修口23，所述检修口23用于电源模

块2的更换或维修以及步进电机3的检修，所述电源模块2是充电电池，该充电电池还与太阳

能电池板电连接，所述太阳能电池板设于控制部件容纳腔上表面或通过支架设于路边。

[0021] 进一步地，所述盖板13边缘的下表面还设有多个沿盖板周向分布的纵向的拦截杆

24，所述拦截杆24用于在下雨时截留大件杂物，防止其进入排水管道。

[0022] 进一步地，所述箱体1上绕盖板13的周向设有4个所述雨水探测器7，下雨时，当所

述微处理器6接收到的某个雨水探测器7探测到的雨水流量小于其余的雨水探测器7探测到

的雨水流量低于设定的雨水流量差值时，所述微处理器6控制提示装置25进行提示；所述提

示装置25设于所述盖板13上表面，提示装置25是LED闪烁报警灯，起到提示清洁人员进行清

扫的作用；所述盖板13上位于所述LED闪烁报警灯的周围还设有荧光层，起到方便清洁人员

找到进行定期检修，以及夜间提示行人的作用。

[0023] 进一步地，所述各套筒9上端的入口上设有环绕对应杆体11侧壁周向的橡胶密封

圈10。

[0024] 进一步地，所述盖板13上表面铺设有与周围路面18的材料相同的装饰层。

[0025] 综上所述，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隐蔽式防臭型雨水口，整个雨水口通过箱体

集成的方式制作成一体结构，便于在地下排水管道入水口处的地面处安装，本发明能够自

动根据检测到雨量的状况来打开雨水收集口，天晴时自动能够关闭雨水收集口，还能够通

过摄像头来传输雨水口里积累的垃圾图像，并能够通过人工控制手持终端等方式来打开雨

水收集口以便清理其中堆积的垃圾。本发明能够隐藏于路面之下，能够防臭、防垃圾堆积，

雨天时能自动打开快速排除雨水，安装时只需固定于地面以下将雨水口与地下排水管道入

水口相接，将其电源模块与市政道路供电连接即可，本发明能够通过工厂大规模的标准化

制造，能够极大的提高市政道路建设效率及清洁环境。

[0026] 以上公开的仅为本发明的几个具体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实施例并非局限于此，任

何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思之的变化都应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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