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1164396.0

(22)申请日 2020.06.22

(73)专利权人 天津环奇智慧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00000 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街凌奥

创意产业园三期A栋511室

(72)发明人 赵学东　

(74)专利代理机构 天津市宗欣专利商标代理有

限公司 12103

代理人 马倩

(51)Int.Cl.

F21S 9/03(2006.01)

F21V 33/00(2006.01)

B01D 47/06(2006.01)

B01D 29/03(2006.01)

F21W 131/103(2006.01)

F21Y 115/10(201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喷雾路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喷雾路灯，包括路灯

主体和设备箱，所述路灯主体包括主灯杆和通过

支杆与主灯杆连接的灯具，灯具包括壳体和设置

于壳体底部的多个LED灯组，所述壳体上设置多

个喷嘴；所述设备箱内设置储水箱和高压水泵，

且两者通过主管路连通，高压水泵通过设置于主

灯杆和支杆内的输送管路与喷嘴连通。本实用新

型使单纯照明功能的路灯具有喷雾除尘功能，有

效的代替城市雾炮车、洒水车实现喷洒作业，防

止喷洒作业可能产生的交通堵塞；传感器的设

置，实现对周边环境的实时智能监测，可实现即

时喷雾，迅速处理，与车载喷洒的作业方式相比

处理及时、处理效率高且减少人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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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喷雾路灯，包括路灯主体和设备箱(4)，所述路灯主体包括主灯杆(1)和通过支

杆(3)与主灯杆(1)连接的灯具(2)，灯具包括壳体(21)和设置于壳体(21)底部的多个LED灯

组(22)，其特征在于：

所述壳体(21)上设置多个喷嘴(23)；

所述设备箱(4)内设置储水箱(5)和高压水泵(6)，且两者通过主管路(7)连通，高压水

泵(6)通过设置于主灯杆(1)和支杆(3)内的输送管路与喷嘴(23)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喷雾路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控制机构，所述控制机构包括

单片机(18)、设置于支杆(3)或主灯杆(1)上的传感器(14)、与高压水泵(6)电性连接的继电

器(15)，所述继电器(15)和传感器(14)均与单片机(18)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喷雾路灯，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器(14)为温度传感器或粉尘

传感器之一或两者的组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喷雾路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箱(5)设置进水口，进水口通

过管路接入市政供水系统，且管路上设置电磁阀(17)，电磁阀(17)与单片机(18)电性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喷雾路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箱(5)内设置水位传感器

(16)，水位传感器(16)与单片机(18)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喷雾路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21)上设置多个散热孔

(24)。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喷雾路灯，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管路(7)与高压水泵(6)的连接

端设置滤网。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喷雾路灯，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灯杆(1)顶部设置光伏板(8)。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喷雾路灯，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杆(3)上固定集水槽(9)，集水

槽(9)为上大下小的梯形结构，内底面呈圆锥面，内底面最低点设置出水孔，出水孔通过设

置于主灯杆(1)和支杆(3)内的集水管路与储水箱(5)连通。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喷雾路灯，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槽(9)顶部设置粗滤网

(10)，集水管路与储水箱(5)的连接端设置细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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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喷雾路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道路照明器具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喷雾路灯。

背景技术

[0002]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各行业工业化水平的迅猛提高，国家在稳步发展经

济的同时越来越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于2017年被李克强总理亲自写入

报告。

[0003] 雾霾天气是一种大气污染状态，雾霾是对大气中各种悬浮颗粒物含量超标的笼统

表述，尤其是PM2.5被认为是造成雾霾天气的"元凶"，随着空气质量的恶化，阴霾天气现象

出现增多，危害加重，中国不少地区把阴霾天气现象并入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报。

目前，针对雾霾天气的处理方式一般采用城市雾炮车、洒水车等车载喷洒方式进行，车载喷

洒的方式只可根据行进路线对周围环境进行降尘处理，工作效率低且车辆的投入增加经济

成本，同时，城市雾炮车、洒水车等在作业时还会引进周边交通的堵塞。

[0004] 路灯作为安装在道路旁的照明工作，现有的开发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供电方式的

改进，节能是研究的主流，而利用其安装位置发挥其它作用的可能性有待开发。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其目的是提供一种喷雾

路灯。

[0006]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喷雾路灯，包括路灯主体和设备箱，所述路灯主体包括主灯杆和通过支杆与

主灯杆连接的灯具，灯具包括壳体和设置于壳体底部的多个LED灯组，所述壳体上设置多个

喷嘴；所述设备箱内设置储水箱和高压水泵，且两者通过主管路连通，高压水泵通过设置于

主灯杆和支杆内的输送管路与喷嘴连通。

[0008]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还包括控制机构，所述控制机构包括单片机、设置于支杆或主

灯杆上的传感器、与高压水泵电性连接的继电器，所述继电器和传感器均与单片机连接。

[0009]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传感器为温度传感器或粉尘传感器之一或两者的组合。

[0010]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储水箱设置进水口，进水口通过管路接入市政供水系统，

且管路上设置电磁阀，电磁阀与单片机电性连接。

[0011]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储水箱内设置水位传感器，水位传感器与单片机连接。

[0012]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壳体上设置多个散热孔。

[0013]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主管路与高压水泵的连接端设置滤网。

[0014]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主灯杆顶部设置光伏板。

[0015]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支杆上固定集水槽，集水槽为上大下小的梯形结构，内底

面呈圆锥面，内底面最低点设置出水孔，出水孔通过通过设置于主灯杆和支杆内的集水管

路与储水箱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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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集水槽顶部设置粗滤网，集水管路与储水箱的连接端设

置细滤网。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8]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喷雾路灯，使单纯照明功能的路灯具有喷雾除尘功能，有

效的代替城市雾炮车、洒水车实现喷洒作业，防止喷洒作业可能产生的交通堵塞；传感器的

设置，实现对周边环境的实时智能监测，可实现即时喷雾，迅速处理，与车载喷洒的作业方

式相比处理及时、处理效率高且减少人力操作。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喷雾路灯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灯具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设备箱内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单片机的电路图；

[0023]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中继电器的驱动电路图。

[0024] 其中：

[0025] 1   主灯杆             2   灯具

[0026] 3   支杆               4  设备箱

[0027] 5   储水箱             6  高压水泵

[0028] 7   主管路             8   光伏板

[0029] 9  集水槽             10  粗滤网

[0030] 11   加强筋            12   底座

[0031] 13   加强肋            14   传感器

[0032] 15  继电器            16  水位传感器

[0033] 17  电磁阀            18  单片机

[0034] 21  壳体              22   LED灯组

[0035] 23  喷嘴              24   散热孔

[0036]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可以

[0037] 根据以上附图获得其他的相关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

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一种喷雾路灯的技术方案。

[0039] 如图1～5所示，一种喷雾路灯，包括路灯主体、设备箱4和控制系统；

[0040] 所述路灯主体包括主灯杆1和通过支杆3与主灯杆1连接的灯具2，灯具2包括壳体

21和设置于壳体21底部的多个LED灯组22，所述壳体21上设置多个喷嘴23和多个散热孔24。

[0041] 为了实现多角度全方位的喷雾喷射，扩大喷雾覆盖面积，壳体21的两侧壁和底面

均设置多个喷嘴23。

[0042] 所述设备箱4内设置储水箱5和高压水泵6，且两者通过主管路7连通，主管路7与高

压水泵6的连接端设置滤网，高压水泵6通过设置于主灯杆1和支杆3内的输送管路与喷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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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为喷嘴23喷射喷雾提供水源。

[0043] 所述控制机构包括单片机18、设置于支杆3或主灯杆1上的传感器14、与高压水泵6

电性连接的继电器15。控制机构的设置，实现路灯的智能喷雾功能，控制系统根据传感器传

输的数据控制喷雾的开启，所述传感器为温度传感器和粉尘传感器两者的组合。温度传感

器实现对温度的监控，可以在监测到高温时，开启喷雾实现路面降温；粉尘传感器可以有效

监控空气中PM2.5的数据，当出现雾霾时，开启喷雾实现降尘。

[0044] 所述继电器15与单片机的输出引脚连接。

[0045] 所述传感器14与单片机18之间的通过485接口进行连接。

[0046] 所述储水箱5设置进水口，进水口通过管路接入市政供水系统，且管路上设置电磁

阀17，电磁阀17与单片机18电性连接。储水箱5内设置水位传感器16，水位传感器16与单片

机18连接。水位传感器16的设置实现对储水箱内储水量的监控，当低于设定值时，水位传感

器16传输数据至单片机18，单片机18控制电磁阀17打开，对储水箱5进行注水，当达到最高

设定值时，水位传感器16传输数据至单片机18，单片机18控制电磁阀17关闭，停止注水。

[0047] 所述单片机18采用采用高性能的STM32F107单片机，基于ARM  Cortex-M3内核，运

行频率72MHz，具有MAC、UART、SPI、ADC等多种外设接口。

[0048] 所述单片机18可以通过RJ45网络接口以及GPRS模块与智慧城市服务平台进行连

接，采用TCP/IP通信方式。

[0049] 实施例2

[0050] 以实施例1为基础，为了实现海绵城市雨水回收功能，所述支杆上固定集水槽，集

水槽为上大下小的梯形结构，内底面呈圆锥面，内底面最低点设置出水孔，出水孔通过通过

设置于主灯杆和支杆内的集水管路与储水箱连通。集水槽顶部设置粗滤网，集水管路与储

水箱的连接端设置细滤网。粗滤网的设置有效阻挡树叶等杂物进入集水槽堵塞出水孔，细

滤网实现对进入储水箱的水源进一步过滤，保证水源的清洁性，避免含有杂质的水堵塞喷

嘴23。

[0051] 实施例3

[0052] 以实施例1为基础，为了充分利用自然能源，所述主灯杆顶部设置光伏板，光伏板

接入灯具的供电系统，将光伏板吸收的太阳能转化为灯具2的电能，为其供电。

[0053] 实施例4

[0054] 以实施例1为基础，为了进一步保证主灯杆安装的稳定性，主灯杆下端设置底座，

主灯杆与底座之间设置多个加强肋。

[0055] 为了进一步保证支杆与主灯杆之间连接的稳定性，有效支撑集水槽9，支杆与主灯

杆之间设置加强筋。

[0056]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喷雾路灯，使单纯照明功能的路灯具有喷雾除尘功能，有

效的代替城市雾炮车、洒水车实现喷洒作业，防止喷洒作业可能产生的交通堵塞；传感器的

设置，实现对周边环境的实时智能监测，可实现即时喷雾，迅速处理，与车载喷洒的作业方

式相比处理及时、处理效率高且减少人力操作。

[0057]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

以相互组合。

[0058]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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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

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

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

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

或暗示相对重要性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等

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隐含地包括一个或者更多个该特征。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除非另

有说明，“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

[0059]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

装”、“相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

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

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通过具体情况理解上

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60] 申请人声明，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并不局限于此，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明了，任何属于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

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均落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和公开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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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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