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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雨水收集浇灌装置，尤其涉

及一种市政道路绿化用可防水冻结的雨水收集

浇灌装置。本发明提供一种实现自动喷洒雨水、

自动融化冻结的雨水和能读取水位度数的市政

道路绿化用可防水冻结的雨水收集浇灌装置。一

种市政道路绿化用可防水冻结的雨水收集浇灌

装置，包括：第一支架，第一支架上设有储水箱；

第二支架，储水箱上部两侧均设有第二支架；太

阳能板，两个第二支架顶端之间连接有太阳能

板，太阳能板与储水箱连接。本发明通过雨水洒

落在草地上，从而对草地上的植物进行浇灌，实

现雨水浇灌植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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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市政道路绿化用可防水冻结的雨水收集浇灌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支架

（1），第一支架（1）上设有储水箱（2）；

第二支架（3），储水箱（2）上部两侧均设有第二支架（3）；

太阳能板（4），两个第二支架（3）顶端之间连接有太阳能板（4），太阳能板（4）与储水箱

（2）连接；

管道（5），太阳能板（4）上设有管道（5），管道（5）与储水箱（2）连接；

加热管（6），储水箱（2）内部中间设有加热管（6），加热管（6）与管道（5）连接；

出水机构（7），储水箱（2）上设有出水机构（7）；

摆动机构（8），储水箱（2）内部设有摆动机构（8）。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绿化用可防水冻结的雨水收集浇灌装置，其特

征在于，出水机构（7）包括：

圆管（71），储水箱（2）下部设有圆管（71），圆管（71）数量为六根；

软管（72），六根圆管（71）上均设有软管（72）；

出水管（73），六根软管（72）上均设有出水管（73）；

滑套（74），六根圆管（71）上两侧均设有滑套（74）；

第一滑杆（76），十二个滑套（74）上均滑动式设有第一滑杆（76）；

堵塞块（75），同侧的两根第一滑杆（76）之间连接有堵塞块（75），堵塞块（75）与圆管

（71）配合；

第一弹簧（77），十二根第一滑杆（76）上均绕有第一弹簧（77），第一弹簧（77）两端分别

与滑套（74）和第一滑杆（76）连接。

3.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绿化用可防水冻结的雨水收集浇灌装置，其特

征在于，摆动机构（8）包括：

储存罐（81），储水箱（2）内部两侧均设有储存罐（81）；

第二滑杆（82），储水箱（2）内部两侧均设有第二滑杆（82）；

升降块（84），两根第二滑杆（82）之间滑动式连接有升降块（84），升降块（84）与储存罐

（81）连接；

第二弹簧（83），两根第二滑杆（82）上均绕有第二弹簧（83），第二弹簧（83）两端分别与

第二滑杆（82）和升降块（84）连接；

第三支架（85），储水箱（2）内部设有第三支架（85），第三支架（85）数量为六个；

支撑块（86），六个堵塞块（75）上均设有支撑块（86）；

第一摆杆（87），六个第三支架（85）上均转动式设有第一摆杆（87），第一摆杆（87）与支

撑块（86）滑动式连接；

扭力弹簧（88），六个第三支架（85）上两侧均绕有扭力弹簧（88），扭力弹簧（88）两端分

别与第三支架（85）和第一摆杆（87）连接。

4.按照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绿化用可防水冻结的雨水收集浇灌装置，其特

征在于，还包括有遮挡机构（9），遮挡机构（9）包括：

滑轨（91），太阳能板（4）上两侧均设有滑轨（91）；

遮挡板（93），两个滑轨（91）之间滑动式连接有遮挡板（93）；

第三弹簧（92），遮挡板（93）与滑轨（91）之间连接有第三弹簧（92），第三弹簧（92）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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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根；

第四支架（94），储水箱（2）顶部两侧均设有第四支架（94）；

转动块（95），两个第四支架（94）之间转动式连接有转动块（95）；

第四弹簧（96），转动块（95）上两侧均绕有第四弹簧（96），第四弹簧（96）两端分别与第

四支架（94）和转动块（95）连接；

空心管（97），转动块（95）上两侧均设有空心管（97）；

滑块（98），两根空心管（97）上均滑动式设有滑块（98），滑块（98）与遮挡板（93）转动式

连接。

5.按照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绿化用可防水冻结的雨水收集浇灌装置，其特

征在于，还包括有拉动机构（10），拉动机构（10）包括：

接触块（101），中部两侧的堵塞块（75）上两侧均设有接触块（101）；

楔形杆（102），储水箱（2）内部滑动式设有楔形杆（102），楔形杆（102）与接触块（101）配

合；

第五弹簧（103），楔形杆（102）上绕有四根第五弹簧（103），第五弹簧（103）两端分别与

储水箱（2）和楔形杆（102）连接；

第三滑杆（104），楔形杆（102）顶部中间设有第三滑杆（104）；

第二摆杆（105），第三滑杆（104）上部转动式设有第二摆杆（105）；

连接块（106），转动块（95）中部设有连接块（106），连接块（106）与第二摆杆（105）转动

式连接。

6.按照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绿化用可防水冻结的雨水收集浇灌装置，其特

征在于，还包括有推动机构（11），推动机构（11）包括：

第四滑杆（111），储水箱（2）外壁两侧均设有两根第四滑杆（111）；

螺纹杆（112），储水箱（2）底部中间螺纹式设有螺纹杆（112）；

手柄（113），螺纹杆（112）底端设有手柄（113）；

螺纹座（114），螺纹杆（112）上螺纹式设有螺纹座（114）；

滑动块（115），同侧的两根第四滑杆（111）之间滑动式连接有滑动块（115），滑动块

（115）与螺纹座（114）连接，滑动块（115）与出水管（73）配合。

7.按照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绿化用可防水冻结的雨水收集浇灌装置，其特

征在于，还包括有测量机构（12），测量机构（12）包括：

度数杆（121），储水箱（2）内部滑动式设有度数杆（121）；

浮块（122），度数杆（121）顶端设有浮块（122）；

第六弹簧（123），度数杆（121）上绕有第六弹簧（123），第六弹簧（123）两端分别与度数

杆（121）和浮块（122）连接。

8.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绿化用可防水冻结的雨水收集浇灌装置，其特

征在于，软管（72）材质为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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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市政道路绿化用可防水冻结的雨水收集浇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雨水收集浇灌装置，尤其涉及一种市政道路绿化用可防水冻结的

雨水收集浇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绿化是栽种植物以改善环境的活动，主要指的是栽植防护林、路旁树木、农作物以

及居民区和公园内的各种植物等，绿化包括国土绿化、城市绿化、四旁绿化和道路绿化等，

可改善环境卫生并在维持生态平衡方面起多种作用，绿化的植物栽种后同样需要水资源的

灌溉和培养，但由于现有水资源短缺，若都使用人们的日常生活用水进行灌溉和培养，对水

资源是一种极大的消耗，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0003] 雨水是自然界中非常优质的淡水资源，将雨水用于绿化植物的灌溉培养，可减少

人们日常生活用水的使用，节约水资源，种植的绿化植物需要工作人员定期对其进行浇水

来保证绿化植物的健康生长，对绿化植物定期浇水的工作操作起来十分繁琐，长期进行下

去耗费了大量精力，增大了市政工程建设的成本，而且对绿化植物进行逐个浇水需要消耗

大量水资源，难以迎合节约用水的现代理念。

[0004] 为此，我们设计了一种实现自动喷洒雨水、自动融化冻结的雨水和能读取水位度

数的市政道路绿化用可防水冻结的雨水收集浇灌装置。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传统雨水收集浇灌装置无法实现自动喷洒雨水、无法自动融化冻结的雨

水和无法读取水位度数的缺点，本发明提供一种实现自动喷洒雨水、自动融化冻结的雨水

和能读取水位度数的市政道路绿化用可防水冻结的雨水收集浇灌装置。

[0006]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市政道路绿化用可防水冻结的雨水收集浇灌装置，包

括：

第一支架，第一支架上设有储水箱；

第二支架，储水箱上部两侧均设有第二支架；

太阳能板，两个第二支架顶端之间连接有太阳能板，太阳能板与储水箱连接；

管道，太阳能板上设有管道，管道与储水箱连接；

加热管，储水箱内部中间设有加热管，加热管与管道连接；

出水机构，储水箱上设有出水机构；

摆动机构，储水箱内部设有摆动机构。

[0007] 进一步的是，出水机构包括：

圆管，储水箱下部设有圆管，圆管数量为六根；

软管，六根圆管上均设有软管；

出水管，六根软管上均设有出水管；

滑套，六根圆管上两侧均设有滑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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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滑杆，十二个滑套上均滑动式设有第一滑杆；

堵塞块，同侧的两根第一滑杆之间连接有堵塞块，堵塞块与圆管配合；

第一弹簧，十二根第一滑杆上均绕有第一弹簧，第一弹簧两端分别与滑套和第一

滑杆连接。

[0008] 进一步的是，摆动机构包括：

储存罐，储水箱内部两侧均设有储存罐；

第二滑杆，储水箱内部两侧均设有第二滑杆；

升降块，两根第二滑杆之间滑动式连接有升降块，升降块与储存罐连接；

第二弹簧，两根第二滑杆上均绕有第二弹簧，第二弹簧两端分别与第二滑杆和升

降块连接；

第三支架，储水箱内部设有第三支架，第三支架数量为六个；

支撑块，六个堵塞块上均设有支撑块；

第一摆杆，六个第三支架上均转动式设有第一摆杆，第一摆杆与支撑块滑动式连

接；

扭力弹簧，六个第三支架上两侧均绕有扭力弹簧，扭力弹簧两端分别与第三支架

和第一摆杆连接。

[000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遮挡机构包括：

滑轨，太阳能板上两侧均设有滑轨；

遮挡板，两个滑轨之间滑动式连接有遮挡板；

第三弹簧，遮挡板与滑轨之间连接有第三弹簧，第三弹簧数量为两根；

第四支架，储水箱顶部两侧均设有第四支架；

转动块，两个第四支架之间转动式连接有转动块；

第四弹簧，转动块上两侧均绕有第四弹簧，第四弹簧两端分别与第四支架和转动

块连接；

空心管，转动块上两侧均设有空心管；

滑块，两根空心管上均滑动式设有滑块，滑块与遮挡板转动式连接。

[001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拉动机构包括：

接触块，中部两侧的堵塞块上两侧均设有接触块；

楔形杆，储水箱内部滑动式设有楔形杆，楔形杆与接触块配合；

第五弹簧，楔形杆上绕有四根第五弹簧，第五弹簧两端分别与储水箱和楔形杆连

接；

第三滑杆，楔形杆顶部中间设有第三滑杆；

第二摆杆，第三滑杆上部转动式设有第二摆杆；

连接块，转动块中部设有连接块，连接块与第二摆杆转动式连接。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推动机构包括：

第四滑杆，储水箱外壁两侧均设有两根第四滑杆；

螺纹杆，储水箱底部中间螺纹式设有螺纹杆；

手柄，螺纹杆底端设有手柄；

螺纹座，螺纹杆上螺纹式设有螺纹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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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块，同侧的两根第四滑杆之间滑动式连接有滑动块，滑动块与螺纹座连接，滑

动块与出水管配合。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测量机构包括：

度数杆，储水箱内部滑动式设有度数杆；

浮块，度数杆顶端设有浮块；

第六弹簧，度数杆上绕有第六弹簧，第六弹簧两端分别与度数杆和浮块连接。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软管材质为橡胶。

[001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市政道路绿化用可防水冻结的雨水收集浇灌装置。具备以下有

益效果：

1、本发明通过雨水洒落在草地上，从而对草地上的植物进行浇灌，实现雨水浇灌

植物效果；

2、本发明通过遮挡板向左运动到太阳能板上方，使得遮挡板盖住太阳能板，实现

遮挡板遮挡太阳能板效果；

3、本发明通过第三弹簧被拉伸，遮挡板向左运动到太阳能板上方，遮挡板对太阳

能板进行遮挡，实现遮挡板自动遮挡太阳能板效果；

4、本发明通过螺纹座带动滑动块向上运动，滑动块向上运动与出水管接触配合，

从而使得出水管和软管呈现倾斜状态，实现出水管调节效果。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第一种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的第二种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出水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摆动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遮挡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发明拉动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本发明推动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8为本发明测量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中各零部件的标记如下：1、第一支架，2、储水箱，3、第二支架，4、太阳能板，5、

管道，6、加热管，7、出水机构，71、圆管，72、软管，73、出水管，74、滑套，75、堵塞块，76、第一

滑杆，77、第一弹簧，8、摆动机构，81、储存罐，82、第二滑杆，83、第二弹簧，84、升降块，85、第

三支架，86、支撑块，87、第一摆杆，88、扭力弹簧，9、遮挡机构，91、滑轨，92、第三弹簧，93、遮

挡板，94、第四支架，95、转动块，96、第四弹簧，97、空心管，98、滑块，10、拉动机构，101、接触

块，102、楔形杆，103、第五弹簧，104、第三滑杆，105、第二摆杆，106、连接块，11、推动机构，

111、第四滑杆，112、螺纹杆，113、手柄，114、螺纹座，115、滑动块，12、测量机构，121、度数

杆，122、浮块，123、第六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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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5] 请参阅图1‑图8，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市政道路绿化用可防水冻结的雨

水收集浇灌装置，包括有第一支架1、储水箱2、第二支架3、太阳能板4、管道5、加热管6、出水

机构7和摆动机构8，第一支架1上设有储水箱2，储水箱2上部前后两侧均设有第二支架3，两

个第二支架3顶端之间连接有太阳能板4，太阳能板4与储水箱2连接，太阳能板4上设有管道

5，管道5与储水箱2连接，储水箱2内部中间设有加热管6，加热管6与管道5连接，储水箱2上

设有出水机构7，储水箱2内部设有摆动机构8。

[0026] 出水机构7包括有圆管71、软管72、出水管73、滑套74、堵塞块75、第一滑杆76和第

一弹簧77，储水箱2下部设有圆管71，圆管71数量为六根，六根圆管71上均设有软管72，六根

软管72上均设有出水管73，六根圆管71左右两侧均设有滑套74，十二个滑套74上均滑动式

设有第一滑杆76，同侧的两根第一滑杆76之间连接有堵塞块75，堵塞块75与圆管71配合，十

二根第一滑杆76上均绕有第一弹簧77，第一弹簧77两端分别与滑套74和第一滑杆76连接。

[0027] 摆动机构8包括有储存罐81、第二滑杆82、第二弹簧83、升降块84、第三支架85、支

撑块86、第一摆杆87和扭力弹簧88，储水箱2内部前后两侧均设有储存罐81，储水箱2内部左

右两侧均设有第二滑杆82，两根第二滑杆82之间滑动式连接有升降块84，升降块84与储存

罐81连接，两根第二滑杆82上均绕有第二弹簧83，第二弹簧83两端分别与第二滑杆82和升

降块84连接，储水箱2内部设有第三支架85，第三支架85数量为六个，六个堵塞块75上均设

有支撑块86，六个第三支架85上均转动式设有第一摆杆87，第一摆杆87与支撑块86滑动式

连接，六个第三支架85左右两侧均绕有扭力弹簧88，扭力弹簧88两端分别与第三支架85和

第一摆杆87连接。

[0028] 还包括有遮挡机构9，遮挡机构9包括有滑轨91、第三弹簧92、遮挡板93、第四支架

94、转动块95、第四弹簧96、空心管97和滑块98，太阳能板4前后两侧均设有滑轨91，两个滑

轨91之间滑动式连接有遮挡板93，遮挡板93与滑轨91之间连接有第三弹簧92，第三弹簧92

数量为两根，储水箱2顶部前后两侧均设有第四支架94，两个第四支架94之间转动式连接有

转动块95，转动块95前后两侧均绕有第四弹簧96，第四弹簧96两端分别与第四支架94和转

动块95连接，转动块95前后两侧均设有空心管97，两根空心管97上均滑动式设有滑块98，滑

块98与遮挡板93转动式连接。

[0029] 还包括有拉动机构10，拉动机构10包括有接触块101、楔形杆102、第五弹簧103、第

三滑杆104、第二摆杆105和连接块106，中部前后两侧的堵塞块75左右两侧均设有接触块

101，储水箱2内部滑动式设有楔形杆102，楔形杆102与接触块101配合，楔形杆102上绕有四

根第五弹簧103，第五弹簧103两端分别与储水箱2和楔形杆102连接，楔形杆102顶部中间设

有第三滑杆104，第三滑杆104上部转动式设有第二摆杆105，转动块95中部设有连接块106，

连接块106与第二摆杆105转动式连接。

[0030] 还包括有推动机构11，推动机构11包括有第四滑杆111、螺纹杆112、手柄113、螺纹

座114和滑动块115，储水箱2外壁前后两侧均设有两根第四滑杆111，储水箱2底部中间螺纹

式设有螺纹杆112，螺纹杆112底端设有手柄113，螺纹杆112上螺纹式设有螺纹座114，同侧

的两根第四滑杆111之间滑动式连接有滑动块115，滑动块115与螺纹座114连接，滑动块115

与出水管73配合。

[0031] 还包括有测量机构12，测量机构12包括有度数杆121、浮块122和第六弹簧123，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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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箱2内部右侧滑动式设有度数杆121，度数杆121顶端设有浮块122，度数杆121上绕有第六

弹簧123，第六弹簧123两端分别与度数杆121和浮块122连接。

[003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当人们想要对雨水进行收集浇灌时，可使用这种市政道路

绿化用可防水冻结的雨水收集浇灌装置，首先，储水箱2内存在有冻结的雨水时，通过太阳

光的照射，太阳能板4对太阳光进行吸收，太阳能板4吸收的光能通过管道5传递到加热管6

中，使得加热管6产生热量，加热管6散发的热量对冻结的雨水进行融化，在加热管6对冻结

的雨水加热的过程中，加热管6散发的热量带动摆动机构8进行运转，使得摆动机构8向上运

动脱离出水机构7，储水箱2中的雨水通过出水机构7进行喷出，并洒落在草地上，对草地上

的植物进行浇灌，当太阳能板4停止吸收太阳光后，加热管6停止散发热量，使得摆动机构8

向下运动到恢复原位，摆动机构8对出水机构7进行阻挡，使得雨水无法通过出水机构7进行

喷出。

[0033] 加热管6对冻结的雨水加热完成后，使用者向内侧拉动堵塞块75，堵塞块75带动第

一滑杆76向内侧运动，第一弹簧77被压缩，堵塞块75向内侧运动脱离圆管71通道后，储水箱

2中的雨水通过圆管71流入软管72中，雨水再通过软管72流入出水管73中，并通过出水管73

进行喷出，使得雨水洒落在草地上，从而对草地上的植物进行浇灌，实现雨水浇灌植物效

果，植物浇灌完成后，使用者松开堵塞块75，第一弹簧77复位，从而带动堵塞块75和第一滑

杆76向外侧背向运动，堵塞块75向外侧背向运动到与圆管71接触，堵塞块75对圆管71进行

堵塞，使得雨水无法通过圆管71流出。

[0034] 使用者将惰性气体注入储存罐81后，当加热管6散发出热量后，热量会刺激惰性气

体，使得惰性气体变得活跃，从而带动储存罐81向上伸长，储存罐81带动升降块84向上运

动，第二弹簧83被压缩，升降块84向上运动到与第一摆杆87接触配合，从而带动第一摆杆87

摆动，扭力弹簧88扭转形变，第一摆杆87带动支撑块86向内侧运动，支撑块86带动堵塞块75

和第一滑杆76向内侧运动，第一弹簧77被压缩，使得堵塞块75打开圆管71通道，雨水通过圆

管71通道流出，实现支撑块86辅助堵塞块75打开圆管71通道效果，当热量逐渐消失后，惰性

气体变得平静，使得储存罐81向下缩短，储存罐81带动升降块84向下运动，第二弹簧83复

位，升降块84向下运动脱离第一摆杆87，扭力弹簧88复位，从而带动第一摆杆87反向摆动，

第一弹簧77复位，从而带动支撑块86、堵塞块75和第一滑杆76向外侧背向运动到恢复原位，

堵塞块75关闭圆管71通道。

[0035] 为了防止太阳能板4被雨水淋坏，使用者转动转动块95，第四弹簧96扭转形变，转

动块95带动空心管97转动，空心管97带动滑块98转动，滑块98带动遮挡板93向左运动，第三

弹簧92被拉伸，遮挡板93向左运动到太阳能板4上方，使得遮挡板93盖住太阳能板4，实现遮

挡板93遮挡太阳能板4效果，当太阳能板4想要吸收太阳光时，使用者松开转动块95，第四弹

簧96复位，从而带动转动块95、空心管97和滑块98反向转动，滑块98带动遮挡板93向右运

动，第三弹簧92复位。

[0036] 当堵塞块75向内侧运动时，堵塞块75带动接触块101向内侧运动，接触块101向内

侧运动到与楔形杆102接触配合，从而带动楔形杆102向下运动，第五弹簧103被拉伸，楔形

杆102带动第三滑杆104向下运动，第三滑杆104带动第二摆杆105向下摆动，第二摆杆105带

动连接块106转动，连接块106带动转动块95转动，第四弹簧96扭转形变，转动块95带动空心

管97和滑块98转动，滑块98带动遮挡板93向左运动，第三弹簧92被拉伸，遮挡板93向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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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太阳能板4上方，遮挡板93对太阳能板4进行遮挡，实现遮挡板93自动遮挡太阳能板4效

果，当堵塞块75向外侧背向运动时，堵塞块75带动接触块101向外侧背向运动，接触块101向

外侧背向运动脱离楔形杆102，第五弹簧103复位，从而带动楔形杆102和第三滑杆104向上

运动，第三滑杆104带动第二摆杆105向上摆动，第四弹簧96复位，从而带动连接块106、转动

块95、空心管97和滑块98反向转动，滑块98带动遮挡板93向右运动，第三弹簧92复位。

[0037] 为了能使雨水能喷洒得更远，使用者转动手柄113，手柄113带动螺纹杆112转动，

螺纹杆112带动螺纹座114向上运动，螺纹座114带动滑动块115向上运动，滑动块115向上运

动与出水管73接触配合，从而使得出水管73和软管72呈现倾斜状态，实现出水管73调节效

果，当使用者想要将出水管73调整恢复原位时，使用者反向转动手柄113，手柄113带动螺纹

杆112反向转动，螺纹杆112带动螺纹座114向下运动，螺纹座114带动滑动块115向下运动，

滑动块115向下运动脱离出水管73，从而使得出水管73和软管72恢复原位。

[0038] 当储水箱2中的雨水增加时，雨水带动浮块122向上运动，浮块122带动度数杆121

向上运动，第六弹簧123被拉伸，使用者可根据度数杆121上的数字，对雨水的水位进行读取

数值，实现读取雨水的水位效果，当储水箱2中的雨水减少时，雨水脱离浮块122，第六弹簧

123复位，从而带动度数杆121和浮块122向下运动到恢复原位。

[003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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