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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资源收集廊架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装配式资源收集廊架，该

廊架包括基座、设置在基座中部的支撑立柱、以

及设置在支撑立柱顶部的顶棚，所述顶棚由四周

向中心逐渐下凹形成集水导流槽。所述顶棚包括

外框架、内框架以及多根用于连接外框架和内框

架的连接梁；所述内框架设置在外框架内侧的正

下方，多根所述连接梁分别连接外框架和内框架

对应的四个角并向内延伸与支撑立柱的顶部固

定。所述顶棚上相邻的两根连接梁之间覆盖安装

有若干块太阳能板，所述太阳能板的横向两端分

别与相邻两根连接梁固定连接。本发明的装配式

资源收集廊架能够将雨水收集再利用，还能将光

能转化为电能，实现了资源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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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配式资源收集廊架，其特征在于：包括基座(1)、设置在基座(1)中部的支撑立

柱(2)、以及设置在支撑立柱(2)顶部的顶棚(3)，所述顶棚(3)由四周向中心逐渐下凹形成

集水导流槽(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资源收集廊架，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棚(3)包括外框架

(3.1)、内框架(3.2)以及多根用于连接外框架(3.1)和内框架(3.2)的连接梁(3.3)；

所述内框架(3.2)设置在外框架(3.1)内侧的正下方，多根所述连接梁(3.3)分别连接

外框架(3.1)和内框架(3.2)对应的四个角并向内延伸与支撑立柱(2)的顶部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配式资源收集廊架，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棚(3)上相邻的两

根连接梁(3.3)之间覆盖安装有若干块太阳能板(3.4)，所述太阳能板(3.4)的横向两端分

别与相邻两根连接梁(3.3)固定连接，所述太阳能板(3.4)通过电源线与埋设在地下的蓄电

池(5)电连接和/或与国家电网接入并网。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装配式资源收集廊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外框架(3.1)由四根

主梁(3.11)首尾相连组成，相邻两根主梁(3.11)之间通过第一连接板(3.12)连接；所述内

框架(3.2)为四根次梁(3.21)组成的框架结构，每根所述次梁(3.21)的横向两端分别通过

第二连接板(3.22)与相邻的连接梁(3.3)的中部固定连接；所述连接梁(3.3)的顶端通过第

三连接板(3.31)与对应布置的主梁(3.11)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装配式资源收集廊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立柱(2)包括中

空的立柱本体(2 .1)，所述立柱本体(2 .1)的顶端设置有雨水进口(2 .2)，所述雨水进口

(2.2)上安装有雨水斗(2.3)；所述立柱本体(2.1)的顶部外壁设置有若干块用于与连接梁

(3.3)固定连接的翼板(2.4)；

所述立柱本体(2.1)的下部设置有用于与基座(1)装配的立柱腹板(2.5)，位于所述立

柱腹板(2.5)的下方依次设置有立柱出水口(2.6)和立柱溢流口(2.7)，所述立柱溢流口

(2.7)位于立柱出水口(2.6)的下方。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装配式资源收集廊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1)包括顶部开

口的基座本体(1.1)和安装在基座本体(1.1)顶部的座凳板(1.2)；

所述基座本体(1.1)的中部设置有用于安装支撑立柱(2)的安装筒(1.3)，所述安装筒

(1.3)的外圈环绕设置有若干个雨水收集池(1.4)，相邻两个所述雨水收集池(1.4)之间通

过连通口(1.5)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装配式资源收集廊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筒(1.3)上设置

有若干个与立柱出水口(2.6)连通的基座进水口(1.6)、若干个与立柱溢流口(2.7)连通的

基座溢流口(1.7)；所述立柱出水口(2.6)与基座进水口(1.6)之间设置有雨水管(6)，所述

立柱溢流口(2.7)与基座溢流口(1.7)之间设置有溢流管(7)。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装配式资源收集廊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腹板(2.5)上开

设有若干个螺孔(2.8)，所述立柱腹板(2.5)通过安装在螺孔(2.8)上的螺栓与安装筒(1.3)

固定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所述的装配式资源收集廊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立柱(2)

中部设置有环形音响(8)；所述顶棚(3)上设置有用于监测空气温度的温度传感器(9)和用

于监测空气湿度的湿度传感器(10)，所述温度传感器(9)和湿度传感器(10)的信号输出端

与外界气象监测站的信号输入端连接。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080568 A

2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所述的装配式资源收集廊架，其特征在于：所述蓄电池(5)通

过供电线分别与环形音响(8)、温度传感器(9)和湿度传感器(10)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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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资源收集廊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景观廊架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装配式资源收集廊架。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园林景观廊架设计常用于将园林

各景区、景点、小区，但太多的廊架设计，隔离了人对阳光、空气、水以及自然生命的直接感

知，日益突出的环境污染和水资源短缺问题却时刻警惕着人们，优秀的园林景观廊架，应从

单纯的形式主义转向集约化、工业化、模块化的道路，将解决环境问题、效率问题、质量问题

作为今后设计的重点，现有廊架主要存在以下缺点：

[0003] (1)资源问题：无法将雨水、阳光这类清洁资源白白浪费，没有转换为其他形式的

能源，没有可持续发展意识。

[0004] (2)效率问题：大部分采用混凝土及石材、木材等传统材料，传统建设方法现场工

作量大，施工工期长；

[0005] (3)质量问题：工程行业，施工精度在实际使用现场把控不如工业机械加工产品，

且施工人员普遍施工水平不高，施工质量、精度难以控制；

[0006] (4)场地问题：受材料制约，梁柱所实际使用占面积比重大，对场地的面积提出了

一定的要求，影响了使用感受；

[0007] (5)客观因素：混凝土在凝结过程中受季节、温度、湿地的影响，施工周期难以保

证，且后期的养护难度比较大；

[0008] (6)环境问题：混凝土、砖石等材料，不可避免进行开山挖石、毁坏环境，且作业现

场会产生噪音污染、粉尘污染、泥浆污染、光污染及大量的建筑垃圾固体废弃物，对环境产

生一定挑战；

[0009] (7)回收问题：传统石材、混凝土等材料回收和资源化利用在市场条件下难以形成

产业链。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上述背景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装配式资源收集

廊架，该廊架能够将雨水收集再利用，还能将光能转化为电能，实现了资源可持续利用。

[0011]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装配式资源收集廊架，包括基座、

设置在基座中部的支撑立柱、以及设置在支撑立柱顶部的顶棚，所述顶棚由四周向中心逐

渐下凹形成集水导流槽。

[0012]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地，所述顶棚包括外框架、内框架以及多根用于连接外框架和

内框架的连接梁；

[0013] 所述内框架设置在外框架内侧的正下方，多根所述连接梁分别连接外框架和内框

架对应的四个角并向内延伸与支撑立柱的顶部固定。

[0014]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地，所述顶棚上相邻的两根连接梁之间覆盖安装有若干块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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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板，所述太阳能板的横向两端分别与相邻两根连接梁固定连接，所述太阳能板通过电源

线与埋设在地下的蓄电池电连接。

[0015]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地，所述外框架由四根主梁首尾相连组成，相邻两根主梁之间

通过第一连接板连接；所述内框架为四根次梁组成的框架结构，每根所述次梁的横向两端

分别通过第二连接板与相邻的连接梁的中部固定连接；所述连接梁的顶端通过第三连接板

与对应布置的主梁固定连接。

[0016]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地，所述支撑立柱包括中空的立柱本体，所述立柱本体的顶端

设置有雨水进口，所述雨水进口上安装有雨水斗；所述立柱本体的顶部外壁设置有若干块

用于与连接梁固定连接的翼板；

[0017] 所述立柱本体的下部设置有用于与基座装配的立柱腹板，位于所述立柱腹板的下

方依次设置有立柱出水口和立柱溢流口，所述立柱溢流口位于立柱出水口的下方。

[0018]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地，所述基座包括顶部开口的基座本体和安装在基座本体顶部

的座凳板；

[0019] 所述基座本体的中部设置有用于安装支撑立柱的安装筒，所述安装筒的外圈环绕

设置有若干个雨水收集池，相邻两个所述雨水收集池之间通过连通口连通。

[0020]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地，所述安装筒上设置有若干个与立柱出水口连通的基座进水

口、若干个与立柱溢流口连通的基座溢流口；所述立柱出水口与基座进水口之间设置有雨

水管，所述立柱溢流口与基座溢流口之间设置有溢流管。

[0021]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地，所述立柱腹板上开设有若干个螺孔，所述立柱腹板通过安

装在螺孔上的螺栓与安装筒固定连接。

[0022]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地，所述支撑立柱中部设置有环形音响；所述顶棚上设置有用

于监测空气温度的温度传感器和用于监测空气湿度的湿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和湿度

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与外界气象监测站的信号输入端连接。

[0023]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地，所述蓄电池通过供电线分别与环形音响、温度传感器和湿

度传感器电连接。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5] 其一，本发明的顶棚由四周向中心逐渐下凹形成集水导流槽，可以收集雨水，利用

收集到的雨水不仅缓解城市雨洪径流问题，还可以提供绿化灌溉、景观水体用水，以达到综

合利用雨水资源和节约用水的目的，可以有效扭转“逢雨必涝、雨后即旱”的不利现状，缓解

水资源短缺、水生态破坏等问题，此外还可以减少地表雨水径流量，还可以起到削减洪峰的

作用，从总量上减少排入市政管网的雨水量，减轻城市管网压力，减少洪涝灾害对城市造成

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0026] 其二，本发明的顶棚上设置有太阳能板，可以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储存到蓄电池

内，此外还可以通过《自动并入国家电网控制器》或者根据《关于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

工作的意见》就近与国家电网并网，就近转换，保证我国能源供应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选择。

[0027] 其三，本发明的顶棚采用装配式结构，由于机械参与程度大幅提高，节省了传统施

工中支模、浇筑、抹灰、铺贴等重复繁重的工作，施工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

[0028] 其四，本发明的基座设置有两块雨水收集池，形成雨水调蓄设施，缓解径流，是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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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海绵城市”的具体措施。

[0029] 其五，本发明的廊架结构可以适用在不同的特殊场地，以正方形组成的基本单元，

可自由地拼接组合，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带来了更大的灵活度，且实现可拆卸并

再重新拼装、模块化、可批量定制的建造。使其具有更长的生命周期。

[0030] 其六，本发明的廊架与其他亭、廊相比，除了满足最基本的遮阳避雨和休憩的需

求，在造型上采用向内聚拢的造型，相比传统常规坡屋面造型围合成的封闭空间，整体拥有

更开放的视角和轻盈的姿态。

[0031] 其七，本发明的廊架与传统建、构物相比，克服了基础的埋置深度、基础检查和加

固问题，将独立基础承重结构模块化，可自由移动的景观坐凳，实用功能上更加灵活，且为

后期灵活组合带来了有利的支撑。

[0032] 其八，本发明的廊架后期维护灵活，相比传统材料本发明的各主要部件组成均在

外部可视范围之内，模块化的处理方式不仅保留的检修的必要条件，必要时还能随时拆卸，

方便检查各类问题，打破了传统隐蔽工程的检修缺陷。

[0033] 其九，本发明的廊架的施工作业效率高、施工周期短，在现场作业时，不需现场浇

筑梁、板、柱等结构，大幅度减少了作业现场等待混凝土现浇到达强度所用时间；全部构件

均可在工厂模块化定制生产，制作过程机械参与度非常高，标注化、批量化、精细化程度远

高于人工，提高作业精度，提高质量；现场作业，无钢筋绑扎、现浇混凝土等工序，通过安装

工程即可完成，有效的避免了噪音污染、粉尘污染、泥浆污染、光污染及大量的建筑垃圾固

体废弃物，将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降至最低，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0034] 其十，本发明的廊架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雨水收集削减了市政灌溉用水量，继而

就削减了市政的用水开支，太阳能板与廊架完美结合，既可发电又能作为建筑材料和装饰

材料，使物质资源充分利用发挥多种功能，不但有利于降低建设费用，并且还使建筑物功能

多样化。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本发明的装配式资源收集廊架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2为图1所示装配式资源收集廊架在装配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3为主梁与连接梁之间的装配节点结构示意图；

[0038] 图4为次梁与连接梁之间的装配节点结构示意图；

[0039] 图5为翼板与连接梁之间的装配节点结构示意图；

[0040] 图6为太阳能板与连接梁之间的装配节点结构示意图；

[0041] 图7为支撑立柱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42] 图8为基座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43] 图9为本发明的装配式资源收集廊架的电路连接示意图；

[0044] 图中：1-基座、1.1-基座本体、1.2-座凳板、1.3-安装筒、1.4-雨水收集池、1.5-连

通口、1.6-基座进水口、1.7-基座溢流口、2-支撑立柱、2.1-立柱本体、2.2-雨水进口、2.3-

雨水斗、2.4-翼板、2.5-立柱腹板、2.6-立柱出水口、2.7-立柱溢流口、2.8-螺孔、3-顶棚、

3.1-外框架、3.11-主梁、3.12-第一连接板、3.2-内框架、3.21-次梁、3.22-第二连接板、

3.3-连接梁、3.31-第三连接板、3.4-太阳能板、4-集水导流槽、5-蓄电池、6-雨水管、7-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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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8-环形音响、9-温度传感器、10-湿度传感器、11-国家电网、12-气象监测站、13-连接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便于清楚地了解本发

明，但它们不对本发明构成限定。

[0046] 如图1所示的本发明的一种装配式资源收集廊架，包括基座1、设置在基座1中部的

支撑立柱2、以及设置在支撑立柱2顶部的顶棚3，所述顶棚3由四周向中心逐渐下凹形成集

水导流槽4，所述集水导流槽4的横截面呈“V”形结构，在满足常规景观小品遮阴避雨的需求

同时，利用其特殊“V”字造型，让雨水充分顺着斜面流下，更容易组织雨水收集，汇入集中区

域。

[0047] 如图2所示，所述顶棚3包括外框架3.1、内框架3.2以及多根用于连接外框架3.1和

内框架3.2的连接梁3.3；所述内框架3.2设置在外框架3.1内侧的正下方，多根所述连接梁

3.3分别连接外框架3.1和内框架3.2对应的四个角并向内延伸与支撑立柱2的顶部固定。所

述顶棚3上相邻的两根连接梁3.3之间覆盖安装有若干块太阳能板3.4，所述太阳能板3.4的

横向两端分别与相邻两根连接梁3.3固定连接。如图6所示，太阳能板3.4的底部嵌置有连接

件13，连接件13通过螺栓与连接梁3.3固定连接。所述太阳能板3.4通过电源线与埋设在地

下的蓄电池5电连接和/或与国家电网11接入并网，在晴天时，太阳能板3.4能更加均匀吸收

太阳能，当太阳光照到太阳能板上的光电二极管时，光电二极管就会把太阳的光能变成电

能，将转化的电能储存在蓄电池并给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及环形音响供电，此外还可以

将电量通过《自动并入国家电网控制器》或者根据《关于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的意

见》就近与国家电网并网，就近转换，保证我国能源供应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0048] 如图3～5所示，所述外框架3.1由四根主梁3.11首尾相连组成，相邻两根主梁3.11

之间通过第一连接板3.12连接，第一连接板3.12与相邻两根主梁3.11通过铆接固定；所述

内框架3.2为四根次梁3.21组成的框架结构，每根所述次梁3.21的横向两端分别通过第二

连接板3.22与相邻的连接梁3.3的中部固定连接，第二连接板3.22与次梁3.21、连接梁3.3

通过铆接固定；所述连接梁3.3的顶端通过第三连接板3.31与对应布置的主梁3.11固定连

接，第三连接板3.31与连接梁3.3、主梁3.11通过铆接固定。主梁3.11、次梁3.21、以及连接

梁3.3采用H型截面钢结构，钢结构相比传统材料使得梁、柱截面更小，从而可获得更多的使

用面积，加工好的模块被运输至现场后，只需按序装配、固定即可。

[0049] 如图7所示，所述支撑立柱2由钢结构材料构成，包括中空的立柱本体2.1，所述立

柱本体2.1的顶端设置有雨水进口2.2，所述雨水进口2.2上安装有雨水斗2.3；所述立柱本

体2.1的顶部外壁设置有若干块用于与连接梁3.3固定连接的翼板2.4；所述立柱本体2.1的

下部设置有用于与基座1装配的立柱腹板2.5，位于所述立柱腹板2.5的下方依次设置有立

柱出水口2.6和立柱溢流口2.7，所述立柱溢流口2.7位于立柱出水口2.6的下方。支撑立柱2

利用中空的结构特点，形成竖直雨水收集管，从顶棚收集的雨水的流下经过雨水斗引流入

支撑立柱2内，然后通过设置在支撑立柱2的进水口，排入雨水收集池或市政雨水管。

[0050] 如图8所示，所述基座1包括顶部开口的基座本体1.1和安装在基座本体1.1顶部的

座凳板1.2；基座本体1.1由钢筋混凝土砼预制一块六边形柱体结构，置于地面，无需基础埋

深及回填，直接至于场地完成面，顶部裸露的预制砼结合座凳板1.2需要，利用防腐木对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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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铺，形成防腐、防潮的座凳板1.2，基座本体1.1高度为450mm，满足人体工程学座椅的高度

需求。所述基座本体1.1的中部设置有用于安装支撑立柱2的安装筒1.3，所述安装筒1.3的

外圈环绕设置有若干个雨水收集池1.4，相邻两个所述雨水收集池1.4之间通过连通口1.5

连通。

[0051] 所述安装筒1.3上设置有若干个与立柱出水口2.6连通的基座进水口1.6、若干个

与立柱溢流口2.7连通的基座溢流口1.7；所述立柱出水口2.6与基座进水口1.6之间设置有

雨水管6，所述立柱溢流口2.7与基座溢流口1.7之间设置有溢流管7。所述立柱腹板2.5上开

设有若干个螺孔2.8，所述立柱腹板2.5通过安装在螺孔2.8上的螺栓与安装筒1.3固定连

接。

[0052] 所述支撑立柱2中部设置有环形音响8，如遇特殊极端天气，收到广播信号，通接音

响发出灾害预警信息，提醒人们采取应急措施，降低财产损失。所述顶棚3上设置有用于监

测空气温度的温度传感器9和用于监测空气湿度的湿度传感器10，如图9所示，所述温度传

感器9和湿度传感器10的信号输出端与外界的气象监测站12的信号输入端连接，蓄电池5通

过供电线分别与环形音响8、温度传感器9和湿度传感器10电连接。温度传感器9和湿度传感

器10把温度、湿度转换为可用输出信号发送给气象监测站，便于气象监测站监测温度变化、

湿度大小等精细化气象数据。

[0053]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其余未详细说明的为现有技术，任

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所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

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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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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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11

CN 110080568 A

11



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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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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