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521652.8

(22)申请日 2018.05.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79777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1.13

(73)专利权人 福建省佳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362121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洛阳镇

云庄村新村128号

(72)发明人 李荣　

(74)专利代理机构 厦门佰业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5243

代理人 钟桦

(51)Int.Cl.

E03F 5/10(2006.01)

E03F 5/22(2006.01)

E03F 7/02(2006.01)

A01G 25/02(2006.01)

(56)对比文件

US 2014346099 A1,2014.11.27

审查员 沈时度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市政的雨水收集后浇灌花圃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浇灌花圃设备，尤其涉及一

种用于市政的雨水收集后浇灌花圃设备。要解决

的技术问题为：提供一种合理利用雨水、节约用

水的用于市政的雨水收集后浇灌花圃设备。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用于市政的雨水收集后浇

灌花圃设备，包括有第一安装板、水泵、进水管、

网板、第一弹簧、第一挡板、第二挡板、第一连接

板等；花圃左侧的地面上挖有雨水收集池，雨水

收集池内右壁上部设有第一安装板，第一安装板

的顶部安装有水泵。本发明通过将雨水收集起

来，可以合理的利用雨水，达到了节约用水的目

的，通过设置了排污装置，可以将雨水收集池内

的淤泥处理干净，防止进水管堵住，通过设置了

第二软管和电控阀，可以防止雨水收集池水量过

满，缓解城市洪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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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市政的雨水收集后浇灌花圃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有第一安装板（3）、水

泵（4）、进水管（5）、网板（7）、第一弹簧（9）、第一挡板（10）、第二挡板（11）、第一连接板（12）、

第一滑轨（13）、第一滑块（14）、第二连接板（15）、第二安装板（16）、第二弹簧（17）、第一按钮

（18）、电动绕线轮（19）、第一拉线（20）、第一导套（21）、压杆（22）、第三弹簧（23）、伸缩水管

（24）、喷头（25）、第四弹簧（26）、第一定滑轮（27）、第二定滑轮（29）、第二滑轨（30）、第二滑

块（31）、第三挡板（32）、第二拉线（33）和第一软管（34），花圃（6）左侧的地面（1）上挖有雨水

收集池（2），雨水收集池（2）内右壁上部设有第一安装板（3），第一安装板（3）的顶部安装有

水泵（4），水泵（4）的左侧连接有进水管（5），进水管（5）位于雨水收集池（2）内，雨水收集池

（2）的顶部左侧铰接连接有网板（7），网板（7）的底部右侧与雨水收集池（2）的顶部右侧接

触，雨水收集池（2）的右壁上部开有凹槽（8），凹槽（8）底部的雨水收集池（2）与网板（7）的底

部右侧之间连接有第一弹簧（9），第一弹簧（9）处于压缩状态，网板（7）的右侧上部设有第一

挡板（10），网板（7）的顶部左侧设有第二挡板（11），地面（1）的左侧设有第一连接板（12），第

一连接板（12）的右侧上部嵌有第一滑轨（13），第一滑轨（13）上滑动式连接有第一滑块

（14），第一滑块（14）的右侧设有第二连接板（15），第一滑轨（13）的右侧下部设有第二安装

板（16），第二安装板（16）的顶部与第二连接板（15）的底部之间连接有第二弹簧（17），第二

安装板（16）的顶部右侧设有第一按钮（18），第一按钮（18）与水泵（4）有电路连接，第一连接

板（12）的右侧下部连接有电动绕线轮（19），电动绕线轮（19）位于第一滑轨（13）的下方，电

动绕线轮（19）上绕有第一拉线（20），第一拉线（20）顶端连接在第二连接板（15）底部右侧，

地面（1）上左侧设有第一导套（21），第一导套（21）位于第一连接板（12）和网板（7）之间，第

一导套（21）内滑动式连接有压杆（22），压杆（22）的底部与网板（7）的顶部相接触，第一拉线

（20）的另一端连接在压杆（22）的左侧上部，压杆（22）的左侧中部与第一连接板（12）的右侧

下部之间连接有第三弹簧（23），水泵（4）的右侧连接有伸缩水管（24），伸缩水管（24）穿过雨

水收集池（2）的右壁上部，伸缩水管（24）的另一端穿过花圃（6），伸缩水管（24）的末端连接

有喷头（25），喷头（25）的底部右侧与地面（1）之间连接有第四弹簧（26），伸缩水管（24）的左

侧上部连接有第一定滑轮（27），花圃（6）的左壁上部开有第一通孔（28），花圃（6）的左侧上

部连接有第二定滑轮（29），地面（1）上右侧设有第二滑轨（30），第二滑轨（30）位于花圃（6）

和网板（7）之间，第二滑轨（30）上滑动式连接有第二滑块（31），第二滑块（31）的左侧设有第

三挡板（32），第三挡板（32）的顶部与第一挡板（10）的底部接触，喷头（25）的底部左侧连接

有第二拉线（33），第二拉线（33）绕过第一定滑轮（27），第二拉线（33）穿过第一通孔（28），第

二拉线（33）绕过第二定滑轮（29），第二拉线（33）左端连接在第二滑块（31）的右侧，雨水收

集池（2）的左壁上部连接有第一软管（34），第一软管（34）与雨水收集池（2）连通；还包括有

排污装置（35），雨水收集池（2）的左壁上设有排污装置（35），排污装置（35）包括有第三定滑

轮（353）、第五弹簧（355）、橡胶塞（356）、第四定滑轮（357）、第五定滑轮（358）、拉环（359）和

第三拉线（3510），雨水收集池（2）的左壁开有腔体（351），雨水收集池（2）的左侧上部开有第

二通孔（352），第二通孔（352）与腔体（351）连通，腔体（351）内左侧上部的雨水收集池（2）上

连接有第三定滑轮（353），雨水收集池（2）的左壁下部开有排污口（354），雨水收集池（2）内

底部左侧连接有第五弹簧（355），第五弹簧（355）的末端连接有橡胶塞（356），橡胶塞（356）

位于排污口（354）和腔体（351）内，橡胶塞（356）与腔体（351）配合，第一连接板（12）的左侧

下部连接有第四定滑轮（357），第一连接板（12）的顶部连接有第五定滑轮（358），第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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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15）的顶部设有拉环（359），拉环（359）上连接有第三拉线（3510），第三拉线（3510）绕过

第五定滑轮（358）、第四定滑轮（357）和第三定滑轮（353），第三拉线（3510）底端连接在橡胶

塞（356）的顶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市政的雨水收集后浇灌花圃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有第二软管（36）和电控阀（37），第一软管（34）的底部左侧连接有第二软管（36），第二软

管（36）与第一软管（34）连通，第二软管（36）上设有电控阀（37），第二软管（36）的末端通向

河流。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市政的雨水收集后浇灌花圃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有第三滑轨（38）、第三滑块（39）、浮板（40）、卡环（42）、第四拉线（43）、第二按钮（44）、拉

球（45）和喇叭（46），雨水收集池（2）的右壁嵌有第三滑轨（38），第三滑轨（38）上滑动式连接

有第三滑块（39），第三滑块（39）的左侧设有浮板（40），第一安装板（3）的右部开有第三通孔

（41），雨水收集池（2）内右侧上部设有卡环（42），第三滑块（39）的顶部连接有第四拉线

（43），第四拉线（43）穿过第三通孔（41），第四拉线（43）穿过卡环（42），卡环（42）的顶部设有

第二按钮（44），第四拉线（43）的顶端连接有拉球（45），拉球（45）底部与第二按钮（44）接触，

第二滑轨（30）的顶部设有喇叭（46），喇叭（46）与第二按钮（44）有电路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市政的雨水收集后浇灌花圃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有支杆（47）、第二导套（48）和第六定滑轮（49），地面（1）上右侧设有支杆（47），支杆（47）

位于第二滑轨（30）和花圃（6）之间，支杆（47）的顶部设有第二导套（48），第二拉线（33）穿过

第二导套（48），第二导套（48）的左侧连接有第六定滑轮（49），第二拉线（33）绕过第六定滑

轮（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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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市政的雨水收集后浇灌花圃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浇灌花圃设备，尤其涉及一种用于市政的雨水收集后浇灌花圃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市政工程是指市政设施建设工程。在我国，市政设施是指在城市区、镇(乡)规划建

设范围内设置、基于政府责任和义务为居民提供有偿或无偿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各种建筑

物、构筑物、设备等。城市生活配套的各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都属于市政工程范畴，比如常

见的城市道路，桥梁，地铁，比如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各种管线：雨水，污水，上水，中水，电力，

电信，热力，燃气等，还有广场，园林等的建设，都属于市政工程范畴。市政工程研究和教学

内容包括工程流体力学、给排水理论、技术和设施、城市废水处理和回用、污泥资源化技术

等等。

[0003] 为了城市的绿化和美化，都会在一些特殊的地点种植花圃，为了让花圃更好的成

长，就需要对花圃进行浇水，现在一般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地下水对雨水进行浇灌，这样就浪

费了水资源，雨水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财富，但是雨水却没有得到好的利用，就那样的浪费掉

了。

[0004] 综上，目前需要研发一种合理利用雨水、节约用水的用于市政的雨水收集后浇灌

花圃设备。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没有合理利用雨水、浪费了水资源的缺点，要解决的技术问

题为：提供一种合理利用雨水、节约用水的用于市政的雨水收集后浇灌花圃设备。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用于市政的雨水收集后浇灌花圃设备，包括有第一安

装板、水泵、进水管、网板、第一弹簧、第一挡板、第二挡板、第一连接板、第一滑轨、第一滑

块、第二连接板、第二安装板、第二弹簧、第一按钮、电动绕线轮、第一拉线、第一导套、压杆、

第三弹簧、伸缩水管、喷头、第四弹簧、第一定滑轮、第二定滑轮、第二滑轨、第二滑块、第三

挡板、第二拉线和第一软管，花圃左侧的地面上挖有雨水收集池，雨水收集池内右壁上部设

有第一安装板，第一安装板的顶部安装有水泵，水泵的左侧连接有进水管，进水管位于雨水

收集池内，雨水收集池的顶部左侧铰接连接有网板，网板的底部右侧与雨水收集池的顶部

右侧接触，雨水收集池的右壁上部开有凹槽，凹槽底部的雨水收集池与网板的底部右侧之

间连接有第一弹簧，第一弹簧处于压缩状态，网板的右侧上部设有第一挡板，网板的顶部左

侧设有第二挡板，地面的左侧设有第一连接板，第一连接板的右侧上部嵌有第一滑轨，第一

滑轨上滑动式连接有第一滑块，第一滑块的右侧设有第二连接板，第一滑轨的右侧下部设

有第二安装板，第二安装板的顶部与第二连接板的底部之间连接有第二弹簧，第二安装板

的顶部右侧设有第一按钮，第一按钮与水泵有电路连接，第一连接板的右侧下部连接有电

动绕线轮，电动绕线轮位于第一滑轨的下方，电动绕线轮上绕有第一拉线，第一拉线顶端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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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在第二连接板底部右侧，地面上左侧设有第一导套，第一导套位于第一连接板和网板之

间，第一导套内滑动式连接有压杆，压杆的底部与网板的顶部相接触，第一拉线的另一端连

接在压杆的左侧上部，压杆的左侧中部与第一连接板的右侧下部之间连接有第三弹簧，水

泵的右侧连接有伸缩水管，伸缩水管穿过雨水收集池的右壁上部，伸缩水管的另一端穿过

花圃，伸缩水管的末端连接有喷头，喷头的底部右侧与地面之间连接有第四弹簧，伸缩水管

的左侧上部连接有第一定滑轮，花圃的左壁上部开有第一通孔，花圃的左侧上部连接有第

二定滑轮，地面上右侧设有第二滑轨，第二滑轨位于花圃和网板之间，第二滑轨上滑动式连

接有第二滑块，第二滑块的左侧设有第三挡板，第三挡板的顶部与第一挡板的底部接触，喷

头的底部左侧连接有第二拉线，第二拉线绕过第一定滑轮，第二拉线穿过第一通孔，第二拉

线绕过第二定滑轮，第二拉线左端连接在第二滑块的右侧，雨水收集池的左壁上部连接有

第一软管，第一软管与雨水收集池连通。

[0007] 可选地，还包括有排污装置，雨水收集池2的左壁上设有排污装置，排污装置包括

有第三定滑轮、第五弹簧、橡胶塞、第四定滑轮、第五定滑轮、拉环和第三拉线，雨水收集池

的左壁开有腔体，雨水收集池的左侧上部开有第二通孔，第二通孔与腔体连通，腔体内左侧

上部的雨水收集池上连接有第三定滑轮，雨水收集池的左壁下部开有排污口，雨水收集池

内底部左侧连接有第五弹簧，第五弹簧的末端连接有橡胶塞，橡胶塞位于排污口和腔体内，

橡胶塞与腔体配合，第一连接板的左侧下部连接有第四定滑轮，第一连接板的顶部连接有

第五定滑轮，第二连接板的顶部设有拉环，拉环上连接有第三拉线，第三拉线绕过第五定滑

轮、第四定滑轮和第三定滑轮，第三拉线底端连接在橡胶塞的顶部。

[0008] 可选地，还包括有第二软管和电控阀，第一软管的底部左侧连接有第二软管，第二

软管与第一软管连通，第二软管上设有电控阀，第二软管的末端通向河流。

[0009] 可选地，还包括有第三滑轨、第三滑块、浮板、卡环、第四拉线、第二按钮、拉球和喇

叭，雨水收集池的右壁嵌有第三滑轨，第三滑轨上滑动式连接有第三滑块，第三滑块的左侧

设有浮板，第一安装板的右部开有第三通孔，雨水收集池内右侧上部设有卡环，第三滑块的

顶部连接有第四拉线，第四拉线穿过第三通孔，第四拉线穿过卡环，卡环的顶部设有第二按

钮，第四拉线的顶端连接有拉球，拉球底部与第二按钮接触，第二滑轨的顶部设有喇叭，喇

叭与第二按钮有电路连接。

[0010] 可选地，还包括有支杆、第二导套和第六定滑轮，地面上右侧设有支杆，支杆位于

第二滑轨和花圃之间，支杆的顶部设有第二导套，第二拉线穿过第二导套，第二导套的左侧

连接有第六定滑轮，第二拉线绕过第六定滑轮。

[0011] 在下雨时，雨水通过网板过滤后进入雨水收集池储存起来，当用户需要使用本设

备进行浇灌花圃时，首先控制电动绕线轮顺时针转动，电动绕线轮通过第一拉线带动第二

连接板向下运动，第二连接板通过第一滑块在第一滑轨上向下运动，第二弹簧被压缩，当第

二连接板向下运动至与第一按钮接触时，第一按钮会启动水泵，水泵将雨水收集池内通过

进水管和伸缩水管注入到喷头中，与此同时，电动绕线轮通过第一拉线带动压杆向左移动，

第三弹簧被压缩，当压杆向左移动至不与网板接触时，第一弹簧恢复原位，并推动网板向上

运动，网板带动第一挡板向上运动，第二拉线放松，此时第四弹簧恢复原位，并推动喷头向

上运动，喷头向花圃远处喷水，当不需要向花圃喷水时，用户再控制电动绕线轮逆时针转

动，电动绕线轮放松第一拉线，第二弹簧恢复原位，并推动第二连接板向上运动，当第二连

说　明　书 2/10 页

5

CN 108797778 B

5



接板不与第一按钮接触时，第一按钮关闭水泵，与此同时，第三弹簧恢复原位，并推动压杆

向右运动，压杆向右压住网板，进而使网板向下运动，第一弹簧被压缩，网板带动第一挡板

向下运动，第一挡板压住第三挡板向下运动，第三挡板带动第二滑块在第二滑轨上向下运

动，第二滑块通过第二拉线拉住喷头向下运动，第四弹簧被压缩，当雨水收集池内的雨水量

不足时，用户可以将第一软管的末端连在水龙头上，然后往雨水收集池内注水，在网板的作

用下，大垃圾不会进入雨水收集池内，当网板右部向上运动时，网板上的垃圾会集中滑到第

二挡板的右侧，由此方便用户收集垃圾。

[0012] 因为还包括有排污装置，雨水收集池2的左壁上设有排污装置，排污装置包括有第

三定滑轮、第五弹簧、橡胶塞、第四定滑轮、第五定滑轮、拉环和第三拉线，雨水收集池的左

壁开有腔体，雨水收集池的左侧上部开有第二通孔，第二通孔与腔体连通，腔体内左侧上部

的雨水收集池上连接有第三定滑轮，雨水收集池的左壁下部开有排污口，雨水收集池内底

部左侧连接有第五弹簧，第五弹簧的末端连接有橡胶塞，橡胶塞位于排污口和腔体内，橡胶

塞与腔体配合，第一连接板的左侧下部连接有第四定滑轮，第一连接板的顶部连接有第五

定滑轮，第二连接板的顶部设有拉环，拉环上连接有第三拉线，第三拉线绕过第五定滑轮、

第四定滑轮和第三定滑轮，第三拉线底端连接在橡胶塞的顶部，所以当雨水收集池内右淤

泥沉积时，用户可以将第三拉线系在拉环上，当第二连接板向下运动时，第二连接板会带动

拉环向下运动，拉环通过第三拉线带动橡胶塞向上运动，第五弹簧被拉伸，橡胶塞不再堵住

排污口，雨水收集池内的淤泥可以通过排污口排出，当雨水收集池内的淤泥排出后，用户再

把第三拉线从拉环上解开，第五弹簧恢复原位，并拉住橡胶塞向下运动，橡胶塞堵住排污

口。

[0013] 因为还包括有第二软管和电控阀，第一软管的底部左侧连接有第二软管，第二软

管与第一软管连通，第二软管上设有电控阀，第二软管的末端通向河流，所以当雨水收集池

内的水过满时，用户可以打开电控阀，雨水收集池内的水会通过第一软管和第二软管通向

小河，这样可以帮助排解城市的洪涝。

[0014] 因为还包括有第三滑轨、第三滑块、浮板、卡环、第四拉线、第二按钮、拉球和喇叭，

雨水收集池的右壁嵌有第三滑轨，第三滑轨上滑动式连接有第三滑块，第三滑块的左侧设

有浮板，第一安装板的右部开有第三通孔，雨水收集池内右侧上部设有卡环，第三滑块的顶

部连接有第四拉线，第四拉线穿过第三通孔，第四拉线穿过卡环，卡环的顶部设有第二按

钮，第四拉线的顶端连接有拉球，拉球底部与第二按钮接触，第二滑轨的顶部设有喇叭，喇

叭与第二按钮有电路连接，所以当雨水收集池内的逐渐减少时，浮板会逐渐向下运动，浮板

通过第三滑块在第三滑轨上向下运动，第三滑块拉紧第四拉线，第四拉线拉住拉球向卡环

处靠近，当第三滑块向下运动至第三滑轨的最低处时，拉球与第二按钮接触，第二按钮启动

喇叭，喇叭提醒用户关闭水泵，这样可以防止水泵烧坏。

[0015] 因为还包括有支杆、第二导套和第六定滑轮，地面上右侧设有支杆，支杆位于第二

滑轨和花圃之间，支杆的顶部设有第二导套，第二导套套在第二拉线上，第二导套的左侧连

接有第六定滑轮，第二拉线绕在第六定滑轮上，所以当第四弹簧向上运动时，第二拉线可以

为第四弹簧提供更高的距离，这样可以使喷头向上运动的更高，进而扩大喷头喷洒的范围。

[0016] 本发明通过将雨水收集起来，可以合理的利用雨水，达到了节约用水的目的，通过

设置了排污装置，可以将雨水收集池内的淤泥处理干净，防止进水管堵住，通过设置了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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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管和电控阀，可以防止雨水收集池水量过满，缓解城市洪涝，通过设置了喇叭，可以提醒

用户及时关闭水泵，进而延长水泵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第一种部分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的第二种部分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的第三种部分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的第四种部分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零部件名称及序号：1、地面，2、雨水收集池，3、第一安装板，4、水泵，5、进水

管，6、花圃，7、网板，8、凹槽，9、第一弹簧，10、第一挡板，11、第二挡板，12、第一连接板，13、

第一滑轨，14、第一滑块，15、第二连接板，16、第二安装板，17、第二弹簧，18、第一按钮，19、

电动绕线轮，20、第一拉线，21、第一导套，22、压杆，23、第三弹簧，24、伸缩水管，25、喷头，

26、第四弹簧，27、第一定滑轮，28、第一通孔，29、第二定滑轮，30、第二滑轨，31、第二滑块，

32、第三挡板，33、第二拉线，34、第一软管，35、排污装置，351、腔体，352、第二通孔，353、第

三定滑轮，354、排污口，355、第五弹簧，356、橡胶塞，357、第四定滑轮，358、第五定滑轮，

359、拉环，3510、第三拉线，36、第二软管，37、电控阀，38、第三滑轨，39、第三滑块，40、浮板，

41、第三通孔，42、卡环，43、第四拉线，44、第二按钮，45、拉球，46、喇叭，47、支杆，48、第二导

套，49、第六定滑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因此而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4] 实施例1

[0025] 一种用于市政的雨水收集后浇灌花圃设备，如图1-5所示，包括有第一安装板3、水

泵4、进水管5、网板7、第一弹簧9、第一挡板10、第二挡板11、第一连接板12、第一滑轨13、第

一滑块14、第二连接板15、第二安装板16、第二弹簧17、第一按钮18、电动绕线轮19、第一拉

线20、第一导套21、压杆22、第三弹簧23、伸缩水管24、喷头25、第四弹簧26、第一定滑轮27、

第二定滑轮29、第二滑轨30、第二滑块31、第三挡板32、第二拉线33和第一软管34，花圃6左

侧的地面1上挖有雨水收集池2，雨水收集池2内右壁上部设有第一安装板3，第一安装板3的

顶部安装有水泵4，水泵4的左侧连接有进水管5，进水管5位于雨水收集池2内，雨水收集池2

的顶部左侧铰接连接有网板7，网板7的底部右侧与雨水收集池2的顶部右侧接触，雨水收集

池2的右壁上部开有凹槽8，凹槽8底部的雨水收集池2与网板7的底部右侧之间连接有第一

弹簧9，第一弹簧9处于压缩状态，网板7的右侧上部设有第一挡板10，网板7的顶部左侧设有

第二挡板11，地面1的左侧设有第一连接板12，第一连接板12的右侧上部嵌有第一滑轨13，

第一滑轨13上滑动式连接有第一滑块14，第一滑块14的右侧设有第二连接板15，第一滑轨

13的右侧下部设有第二安装板16，第二安装板16的顶部与第二连接板15的底部之间连接有

第二弹簧17，第二安装板16的顶部右侧设有第一按钮18，第一按钮18与水泵4有电路连接，

第一连接板12的右侧下部连接有电动绕线轮19，电动绕线轮19位于第一滑轨13的下方，电

动绕线轮19上绕有第一拉线20，第一拉线20顶端连接在第二连接板15底部右侧，地面1上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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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设有第一导套21，第一导套21位于第一连接板12和网板7之间，第一导套21内滑动式连接

有压杆22，压杆22的底部与网板7的顶部相接触，第一拉线20的另一端连接在压杆22的左侧

上部，压杆22的左侧中部与第一连接板12的右侧下部之间连接有第三弹簧23，水泵4的右侧

连接有伸缩水管24，伸缩水管24穿过雨水收集池2的右壁上部，伸缩水管24的另一端穿过花

圃6，伸缩水管24的末端连接有喷头25，喷头25的底部右侧与地面1之间连接有第四弹簧26，

伸缩水管24的左侧上部连接有第一定滑轮27，花圃6的左壁上部开有第一通孔28，花圃6的

左侧上部连接有第二定滑轮29，地面1上右侧设有第二滑轨30，第二滑轨30位于花圃6和网

板7之间，第二滑轨30上滑动式连接有第二滑块31，第二滑块31的左侧设有第三挡板32，第

三挡板32的顶部与第一挡板10的底部接触，喷头25的底部左侧连接有第二拉线33，第二拉

线33绕过第一定滑轮27，第二拉线33穿过第一通孔28，第二拉线33绕过第二定滑轮29，第二

拉线33左端连接在第二滑块31的右侧，雨水收集池2的左壁上部连接有第一软管34，第一软

管34与雨水收集池2连通。

[0026] 实施例2

[0027] 一种用于市政的雨水收集后浇灌花圃设备，如图1-5所示，包括有第一安装板3、水

泵4、进水管5、网板7、第一弹簧9、第一挡板10、第二挡板11、第一连接板12、第一滑轨13、第

一滑块14、第二连接板15、第二安装板16、第二弹簧17、第一按钮18、电动绕线轮19、第一拉

线20、第一导套21、压杆22、第三弹簧23、伸缩水管24、喷头25、第四弹簧26、第一定滑轮27、

第二定滑轮29、第二滑轨30、第二滑块31、第三挡板32、第二拉线33和第一软管34，花圃6左

侧的地面1上挖有雨水收集池2，雨水收集池2内右壁上部设有第一安装板3，第一安装板3的

顶部安装有水泵4，水泵4的左侧连接有进水管5，进水管5位于雨水收集池2内，雨水收集池2

的顶部左侧铰接连接有网板7，网板7的底部右侧与雨水收集池2的顶部右侧接触，雨水收集

池2的右壁上部开有凹槽8，凹槽8底部的雨水收集池2与网板7的底部右侧之间连接有第一

弹簧9，第一弹簧9处于压缩状态，网板7的右侧上部设有第一挡板10，网板7的顶部左侧设有

第二挡板11，地面1的左侧设有第一连接板12，第一连接板12的右侧上部嵌有第一滑轨13，

第一滑轨13上滑动式连接有第一滑块14，第一滑块14的右侧设有第二连接板15，第一滑轨

13的右侧下部设有第二安装板16，第二安装板16的顶部与第二连接板15的底部之间连接有

第二弹簧17，第二安装板16的顶部右侧设有第一按钮18，第一按钮18与水泵4有电路连接，

第一连接板12的右侧下部连接有电动绕线轮19，电动绕线轮19位于第一滑轨13的下方，电

动绕线轮19上绕有第一拉线20，第一拉线20顶端连接在第二连接板15底部右侧，地面1上左

侧设有第一导套21，第一导套21位于第一连接板12和网板7之间，第一导套21内滑动式连接

有压杆22，压杆22的底部与网板7的顶部相接触，第一拉线20的另一端连接在压杆22的左侧

上部，压杆22的左侧中部与第一连接板12的右侧下部之间连接有第三弹簧23，水泵4的右侧

连接有伸缩水管24，伸缩水管24穿过雨水收集池2的右壁上部，伸缩水管24的另一端穿过花

圃6，伸缩水管24的末端连接有喷头25，喷头25的底部右侧与地面1之间连接有第四弹簧26，

伸缩水管24的左侧上部连接有第一定滑轮27，花圃6的左壁上部开有第一通孔28，花圃6的

左侧上部连接有第二定滑轮29，地面1上右侧设有第二滑轨30，第二滑轨30位于花圃6和网

板7之间，第二滑轨30上滑动式连接有第二滑块31，第二滑块31的左侧设有第三挡板32，第

三挡板32的顶部与第一挡板10的底部接触，喷头25的底部左侧连接有第二拉线33，第二拉

线33绕过第一定滑轮27，第二拉线33穿过第一通孔28，第二拉线33绕过第二定滑轮29，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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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线33左端连接在第二滑块31的右侧，雨水收集池2的左壁上部连接有第一软管34，第一软

管34与雨水收集池2连通。

[0028] 还包括有排污装置35，雨水收集池2的左壁上设有排污装置35，排污装置35包括有

第三定滑轮353、第五弹簧355、橡胶塞356、第四定滑轮357、第五定滑轮358、拉环359和第三

拉线3510，雨水收集池2的左壁开有腔体351，雨水收集池2的左侧上部开有第二通孔352，第

二通孔352与腔体351连通，腔体351内左侧上部的雨水收集池2上连接有第三定滑轮353，雨

水收集池2的左壁下部开有排污口354，雨水收集池2内底部左侧连接有第五弹簧355，第五

弹簧355的末端连接有橡胶塞356，橡胶塞356位于排污口354和腔体351内，橡胶塞356与腔

体351配合，第一连接板12的左侧下部连接有第四定滑轮357，第一连接板12的顶部连接有

第五定滑轮358，第二连接板15的顶部设有拉环359，拉环359上连接有第三拉线3510，第三

拉线3510绕过第五定滑轮358、第四定滑轮357和第三定滑轮353，第三拉线3510底端连接在

橡胶塞356的顶部。

[0029] 实施例3

[0030] 一种用于市政的雨水收集后浇灌花圃设备，如图1-5所示，包括有第一安装板3、水

泵4、进水管5、网板7、第一弹簧9、第一挡板10、第二挡板11、第一连接板12、第一滑轨13、第

一滑块14、第二连接板15、第二安装板16、第二弹簧17、第一按钮18、电动绕线轮19、第一拉

线20、第一导套21、压杆22、第三弹簧23、伸缩水管24、喷头25、第四弹簧26、第一定滑轮27、

第二定滑轮29、第二滑轨30、第二滑块31、第三挡板32、第二拉线33和第一软管34，花圃6左

侧的地面1上挖有雨水收集池2，雨水收集池2内右壁上部设有第一安装板3，第一安装板3的

顶部安装有水泵4，水泵4的左侧连接有进水管5，进水管5位于雨水收集池2内，雨水收集池2

的顶部左侧铰接连接有网板7，网板7的底部右侧与雨水收集池2的顶部右侧接触，雨水收集

池2的右壁上部开有凹槽8，凹槽8底部的雨水收集池2与网板7的底部右侧之间连接有第一

弹簧9，第一弹簧9处于压缩状态，网板7的右侧上部设有第一挡板10，网板7的顶部左侧设有

第二挡板11，地面1的左侧设有第一连接板12，第一连接板12的右侧上部嵌有第一滑轨13，

第一滑轨13上滑动式连接有第一滑块14，第一滑块14的右侧设有第二连接板15，第一滑轨

13的右侧下部设有第二安装板16，第二安装板16的顶部与第二连接板15的底部之间连接有

第二弹簧17，第二安装板16的顶部右侧设有第一按钮18，第一按钮18与水泵4有电路连接，

第一连接板12的右侧下部连接有电动绕线轮19，电动绕线轮19位于第一滑轨13的下方，电

动绕线轮19上绕有第一拉线20，第一拉线20顶端连接在第二连接板15底部右侧，地面1上左

侧设有第一导套21，第一导套21位于第一连接板12和网板7之间，第一导套21内滑动式连接

有压杆22，压杆22的底部与网板7的顶部相接触，第一拉线20的另一端连接在压杆22的左侧

上部，压杆22的左侧中部与第一连接板12的右侧下部之间连接有第三弹簧23，水泵4的右侧

连接有伸缩水管24，伸缩水管24穿过雨水收集池2的右壁上部，伸缩水管24的另一端穿过花

圃6，伸缩水管24的末端连接有喷头25，喷头25的底部右侧与地面1之间连接有第四弹簧26，

伸缩水管24的左侧上部连接有第一定滑轮27，花圃6的左壁上部开有第一通孔28，花圃6的

左侧上部连接有第二定滑轮29，地面1上右侧设有第二滑轨30，第二滑轨30位于花圃6和网

板7之间，第二滑轨30上滑动式连接有第二滑块31，第二滑块31的左侧设有第三挡板32，第

三挡板32的顶部与第一挡板10的底部接触，喷头25的底部左侧连接有第二拉线33，第二拉

线33绕过第一定滑轮27，第二拉线33穿过第一通孔28，第二拉线33绕过第二定滑轮29，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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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线33左端连接在第二滑块31的右侧，雨水收集池2的左壁上部连接有第一软管34，第一软

管34与雨水收集池2连通。

[0031] 还包括有排污装置35，雨水收集池2的左壁上设有排污装置35，排污装置35包括有

第三定滑轮353、第五弹簧355、橡胶塞356、第四定滑轮357、第五定滑轮358、拉环359和第三

拉线3510，雨水收集池2的左壁开有腔体351，雨水收集池2的左侧上部开有第二通孔352，第

二通孔352与腔体351连通，腔体351内左侧上部的雨水收集池2上连接有第三定滑轮353，雨

水收集池2的左壁下部开有排污口354，雨水收集池2内底部左侧连接有第五弹簧355，第五

弹簧355的末端连接有橡胶塞356，橡胶塞356位于排污口354和腔体351内，橡胶塞356与腔

体351配合，第一连接板12的左侧下部连接有第四定滑轮357，第一连接板12的顶部连接有

第五定滑轮358，第二连接板15的顶部设有拉环359，拉环359上连接有第三拉线3510，第三

拉线3510绕过第五定滑轮358、第四定滑轮357和第三定滑轮353，第三拉线3510底端连接在

橡胶塞356的顶部。

[0032] 还包括有第二软管36和电控阀37，第一软管34的底部左侧连接有第二软管36，第

二软管36与第一软管34连通，第二软管36上设有电控阀37，第二软管36的末端通向河流。

[0033] 实施例4

[0034] 一种用于市政的雨水收集后浇灌花圃设备，如图1-5所示，包括有第一安装板3、水

泵4、进水管5、网板7、第一弹簧9、第一挡板10、第二挡板11、第一连接板12、第一滑轨13、第

一滑块14、第二连接板15、第二安装板16、第二弹簧17、第一按钮18、电动绕线轮19、第一拉

线20、第一导套21、压杆22、第三弹簧23、伸缩水管24、喷头25、第四弹簧26、第一定滑轮27、

第二定滑轮29、第二滑轨30、第二滑块31、第三挡板32、第二拉线33和第一软管34，花圃6左

侧的地面1上挖有雨水收集池2，雨水收集池2内右壁上部设有第一安装板3，第一安装板3的

顶部安装有水泵4，水泵4的左侧连接有进水管5，进水管5位于雨水收集池2内，雨水收集池2

的顶部左侧铰接连接有网板7，网板7的底部右侧与雨水收集池2的顶部右侧接触，雨水收集

池2的右壁上部开有凹槽8，凹槽8底部的雨水收集池2与网板7的底部右侧之间连接有第一

弹簧9，第一弹簧9处于压缩状态，网板7的右侧上部设有第一挡板10，网板7的顶部左侧设有

第二挡板11，地面1的左侧设有第一连接板12，第一连接板12的右侧上部嵌有第一滑轨13，

第一滑轨13上滑动式连接有第一滑块14，第一滑块14的右侧设有第二连接板15，第一滑轨

13的右侧下部设有第二安装板16，第二安装板16的顶部与第二连接板15的底部之间连接有

第二弹簧17，第二安装板16的顶部右侧设有第一按钮18，第一按钮18与水泵4有电路连接，

第一连接板12的右侧下部连接有电动绕线轮19，电动绕线轮19位于第一滑轨13的下方，电

动绕线轮19上绕有第一拉线20，第一拉线20顶端连接在第二连接板15底部右侧，地面1上左

侧设有第一导套21，第一导套21位于第一连接板12和网板7之间，第一导套21内滑动式连接

有压杆22，压杆22的底部与网板7的顶部相接触，第一拉线20的另一端连接在压杆22的左侧

上部，压杆22的左侧中部与第一连接板12的右侧下部之间连接有第三弹簧23，水泵4的右侧

连接有伸缩水管24，伸缩水管24穿过雨水收集池2的右壁上部，伸缩水管24的另一端穿过花

圃6，伸缩水管24的末端连接有喷头25，喷头25的底部右侧与地面1之间连接有第四弹簧26，

伸缩水管24的左侧上部连接有第一定滑轮27，花圃6的左壁上部开有第一通孔28，花圃6的

左侧上部连接有第二定滑轮29，地面1上右侧设有第二滑轨30，第二滑轨30位于花圃6和网

板7之间，第二滑轨30上滑动式连接有第二滑块31，第二滑块31的左侧设有第三挡板32，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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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挡板32的顶部与第一挡板10的底部接触，喷头25的底部左侧连接有第二拉线33，第二拉

线33绕过第一定滑轮27，第二拉线33穿过第一通孔28，第二拉线33绕过第二定滑轮29，第二

拉线33左端连接在第二滑块31的右侧，雨水收集池2的左壁上部连接有第一软管34，第一软

管34与雨水收集池2连通。

[0035] 还包括有排污装置35，雨水收集池2的左壁上设有排污装置35，排污装置35包括有

第三定滑轮353、第五弹簧355、橡胶塞356、第四定滑轮357、第五定滑轮358、拉环359和第三

拉线3510，雨水收集池2的左壁开有腔体351，雨水收集池2的左侧上部开有第二通孔352，第

二通孔352与腔体351连通，腔体351内左侧上部的雨水收集池2上连接有第三定滑轮353，雨

水收集池2的左壁下部开有排污口354，雨水收集池2内底部左侧连接有第五弹簧355，第五

弹簧355的末端连接有橡胶塞356，橡胶塞356位于排污口354和腔体351内，橡胶塞356与腔

体351配合，第一连接板12的左侧下部连接有第四定滑轮357，第一连接板12的顶部连接有

第五定滑轮358，第二连接板15的顶部设有拉环359，拉环359上连接有第三拉线3510，第三

拉线3510绕过第五定滑轮358、第四定滑轮357和第三定滑轮353，第三拉线3510底端连接在

橡胶塞356的顶部。

[0036] 还包括有第二软管36和电控阀37，第一软管34的底部左侧连接有第二软管36，第

二软管36与第一软管34连通，第二软管36上设有电控阀37，第二软管36的末端通向河流。

[0037] 还包括有第三滑轨38、第三滑块39、浮板40、卡环42、第四拉线43、第二按钮44、拉

球45和喇叭46，雨水收集池2的右壁嵌有第三滑轨38，第三滑轨38上滑动式连接有第三滑块

39，第三滑块39的左侧设有浮板40，第一安装板3的右部开有第三通孔41，雨水收集池2内右

侧上部设有卡环42，第三滑块39的顶部连接有第四拉线43，第四拉线43穿过第三通孔41，第

四拉线43穿过卡环42，卡环42的顶部设有第二按钮44，第四拉线43的顶端连接有拉球45，拉

球45底部与第二按钮44接触，第二滑轨30的顶部设有喇叭46，喇叭46与第二按钮44有电路

连接。

[0038] 还包括有支杆47、第二导套48和第六定滑轮49，地面1上右侧设有支杆47，支杆47

位于第二滑轨30和花圃6之间，支杆47的顶部设有第二导套48，第二拉线33穿过第二导套

48，第二导套48的左侧连接有第六定滑轮49，第二拉线33绕过第六定滑轮49。

[0039] 在下雨时，雨水通过网板7过滤后进入雨水收集池2储存起来，当用户需要使用本

设备进行浇灌花圃6时，首先控制电动绕线轮19顺时针转动，电动绕线轮19通过第一拉线20

带动第二连接板15向下运动，第二连接板15通过第一滑块14在第一滑轨13上向下运动，第

二弹簧17被压缩，当第二连接板15向下运动至与第一按钮18接触时，第一按钮18会启动水

泵4，水泵4将雨水收集池2内通过进水管5和伸缩水管24注入到喷头25中，与此同时，电动绕

线轮19通过第一拉线20带动压杆22向左移动，第三弹簧23被压缩，当压杆22向左移动至不

与网板7接触时，第一弹簧9恢复原位，并推动网板7向上运动，网板7带动第一挡板10向上运

动，第二拉线33放松，此时第四弹簧26恢复原位，并推动喷头25向上运动，喷头25向花圃6远

处喷水，当不需要向花圃6喷水时，用户再控制电动绕线轮19逆时针转动，电动绕线轮19放

松第一拉线20，第二弹簧17恢复原位，并推动第二连接板15向上运动，当第二连接板15不与

第一按钮18接触时，第一按钮18关闭水泵4，与此同时，第三弹簧23恢复原位，并推动压杆22

向右运动，压杆22向右压住网板7，进而使网板7向下运动，第一弹簧9被压缩，网板7带动第

一挡板10向下运动，第一挡板10压住第三挡板32向下运动，第三挡板32带动第二滑块31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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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滑轨30上向下运动，第二滑块31通过第二拉线33拉住喷头25向下运动，第四弹簧26被

压缩，当雨水收集池2内的雨水量不足时，用户可以将第一软管34的末端连在水龙头上，然

后往雨水收集池2内注水，在网板7的作用下，大垃圾不会进入雨水收集池2内，当网板7右部

向上运动时，网板7上的垃圾会集中滑到第二挡板11的右侧，由此方便用户收集垃圾。

[0040] 因为还包括有排污装置35，雨水收集池2的左壁上设有排污装置35，排污装置35包

括有第三定滑轮353、第五弹簧355、橡胶塞356、第四定滑轮357、第五定滑轮358、拉环359和

第三拉线3510，雨水收集池2的左壁开有腔体351，雨水收集池2的左侧上部开有第二通孔

352，第二通孔352与腔体351连通，腔体351内左侧上部的雨水收集池2上连接有第三定滑轮

353，雨水收集池2的左壁下部开有排污口354，雨水收集池2内底部左侧连接有第五弹簧

355，第五弹簧355的末端连接有橡胶塞356，橡胶塞356位于排污口354和腔体351内，橡胶塞

356与腔体351配合，第一连接板12的左侧下部连接有第四定滑轮357，第一连接板12的顶部

连接有第五定滑轮358，第二连接板15的顶部设有拉环359，拉环359上连接有第三拉线

3510，第三拉线3510绕过第五定滑轮358、第四定滑轮357和第三定滑轮353，第三拉线3510

底端连接在橡胶塞356的顶部，所以当雨水收集池2内右淤泥沉积时，用户可以将第三拉线

3510系在拉环359上，当第二连接板15向下运动时，第二连接板15会带动拉环359向下运动，

拉环359通过第三拉线3510带动橡胶塞356向上运动，第五弹簧355被拉伸，橡胶塞356不再

堵住排污口354，雨水收集池2内的淤泥可以通过排污口354排出，当雨水收集池2内的淤泥

排出后，用户再把第三拉线3510从拉环359上解开，第五弹簧355恢复原位，并拉住橡胶塞

356向下运动，橡胶塞356堵住排污口354。

[0041] 因为还包括有第二软管36和电控阀37，第一软管34的底部左侧连接有第二软管

36，第二软管36与第一软管34连通，第二软管36上设有电控阀37，第二软管36的末端通向河

流，所以当雨水收集池2内的水过满时，用户可以打开电控阀37，雨水收集池2内的水会通过

第一软管34和第二软管36通向小河，这样可以帮助排解城市的洪涝。

[0042] 因为还包括有第三滑轨38、第三滑块39、浮板40、卡环42、第四拉线43、第二按钮

44、拉球45和喇叭46，雨水收集池2的右壁嵌有第三滑轨38，第三滑轨38上滑动式连接有第

三滑块39，第三滑块39的左侧设有浮板40，第一安装板3的右部开有第三通孔41，雨水收集

池2内右侧上部设有卡环42，第三滑块39的顶部连接有第四拉线43，第四拉线43穿过第三通

孔41，第四拉线43穿过卡环42，卡环42的顶部设有第二按钮44，第四拉线43的顶端连接有拉

球45，拉球45底部与第二按钮44接触，第二滑轨30的顶部设有喇叭46，喇叭46与第二按钮44

有电路连接，所以当雨水收集池2内的逐渐减少时，浮板40会逐渐向下运动，浮板40通过第

三滑块39在第三滑轨38上向下运动，第三滑块39拉紧第四拉线43，第四拉线43拉住拉球45

向卡环42处靠近，当第三滑块39向下运动至第三滑轨38的最低处时，拉球45与第二按钮44

接触，第二按钮44启动喇叭46，喇叭46提醒用户关闭水泵4，这样可以防止水泵4烧坏。

[0043] 因为还包括有支杆47、第二导套48和第六定滑轮49，地面1上右侧设有支杆47，支

杆47位于第二滑轨30和花圃6之间，支杆47的顶部设有第二导套48，第二导套48套在第二拉

线33上，第二导套48的左侧连接有第六定滑轮49，第二拉线33绕在第六定滑轮49上，所以当

第四弹簧26向上运动时，第二拉线33可以为第四弹簧26提供更高的距离，这样可以使喷头

25向上运动的更高，进而扩大喷头25喷洒的范围。

[004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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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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