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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内排水广告灯箱结构，所述

广告灯箱结构设置在商铺朝外的墙面上，包括固

定连接在墙面顶部的外挑板，所述外挑板顶部与

商铺顶面齐平，所述外挑板上沿其长度方向开设

有预留安装槽，所述预留安装槽内预埋有排水

管，所述排水管上螺纹连接有若干落水管，所述

外挑板底面处连接有“L”形的广告灯箱外壳，所

述广告灯箱外壳包括竖直的外壳立面和水平的

外壳安装面，所述墙面上开设有人孔，所述落水

管过外壳安装面设置且与市政排水通道连通，所

述广告灯箱外壳内部安装有沿外挑板长度方向

设置的灯管。本发明具有方便维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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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内排水广告灯箱结构，所述广告灯箱结构设置在商铺朝外的墙面(1)上，其特征

在于：包括固定连接在墙面(1)顶部的外挑板(2)，所述外挑板(2)顶部与商铺顶面齐平，所

述外挑板(2)上沿其长度方向开设有预留安装槽(21)，所述预留安装槽(21)内预埋有排水

管(4)，所述排水管(4)上螺纹连接有若干落水管(5)，所述外挑板(2)底面处连接有“L”形的

广告灯箱外壳(7)，所述广告灯箱外壳(7)包括竖直的外壳立面(71)和水平的外壳安装面

(72)，所述墙面(1)上开设有人孔(11)，所述落水管(5)过外壳安装面(72)设置且与市政排

水管(4)道连通，所述广告灯箱外壳(7)内部安装有沿外挑板(2)长度方向设置的灯管(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排水广告灯箱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商铺顶层上铺设

有渗水砖(12)，所述渗水砖(12)下层设置有与排水管(4)连通的排水通道(13)，所述排水通

道(13)下方设置有吸水层(14)，所述吸水层(14)下方设置有隔水板(15)，所述排水通道

(13)与预留安装槽(21)的连接处设置有过滤层(13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内排水广告灯箱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渗水砖(12)上沿

外挑板(2)长度方向开设有进水开口(22)，所述排水管(4)上端开口并与进水开口(22)相

连，所述进水开口(22)处设置有过滤网(221)，所述预留安装槽(21)内壁与排水管(4)的抵

接处设置有棉布吸水层(211)，所述外挑板(2)顶层上设置有丝状杂物收集结构(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内排水广告灯箱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丝状杂物收集结

构(3)包括设置在商铺顶层的一级安装块(31)、位于一级安装块(31)上方的二级安装块

(32)和与二级安装块(32)连接的收集线(33)，所述一级安装块(31)和二级安装块(32)之间

形成纽扣式连接结构，所述收集线(33)包括与二级安装块(32)固定连接的连接段(331)和

经过过滤网(221)伸入至排水管(4)内的收集段(332)，所述收集段(332)上设置有若干呈散

射状的辅助凸条(3321)，所述辅助凸条(3321)沿收集段(332)的长度方向均匀分布。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内排水广告灯箱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渗水砖(12)向进

水开口(22)倾斜设置，所述渗水砖(12)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1至5度，所述外挑板(2)远离

墙面(1)的边沿处竖直向上延伸形成有挡水段(23)，所述挡水段(23)的高度为100至200毫

米。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内排水广告灯箱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水段(23)靠近

预留安装槽(21)的一侧设置有一级水位感应器(231)和二级水位感应器(232)，所述一级水

位感应器(231)至渗水砖(12)表面的距离为90至110毫米，所述二级水位感应器(232)至渗

水砖(12)表面的距离为180至200毫米，所述一级水位感应器(231)和二级水位感应器(232)

均电连接有PLC控制器(16)，所述PLC控制器(16)电连接有警示灯(17)，所述警示灯(17)设

置在商铺内。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内排水广告灯箱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广告灯箱外壳

(7)内设置有供灯管(8)安装的灯管卡件(73)，所述外挑板(2)远离墙面(1)的边沿处竖直向

下延伸形成有与外壳立面(71)连接的外壳安装段(24)，所述灯管卡件(73)与外壳安装段

(24)靠近落水管(5)的竖直侧面固定连接，所述灯管卡件(73)沿外挑板(2)长度方向均布有

若干个，所述灯管卡件(73)为圆形且由弹性材料制成，所述灯管卡件(73)靠近落水管(5)的

一侧形成有灯管安装开口(731)，所述灯管安装开口(731)的宽度为灯管(8)直径的2/5至3/

5，所述落水管(5)与灯管卡件(73)之间设置有竖直的灯管挡板(26)，所述灯管挡板(26)于

与外挑板(2)之间螺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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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排水广告灯箱结构，其特征在于：单个所述落水管(5)

设置有一级管(51)和二级管(52)，所述一级管(51)和二级管(52)之间设置有缓冲管(53)，

所述缓冲管(53)位于人孔(11)处，所述一级管(51)与缓冲管(53)之间、所述二级管(52)与

缓冲管(53)之间通过塑料螺母(54)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排水广告灯箱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外挑板(2)远离

预留安装槽(21)的一面设置有扇形的遮阳雨棚(25)，所述遮阳雨棚(25)的内侧设置有电热

丝层(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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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内排水广告灯箱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商业街外墙设计，尤其是涉及一种内排水广告灯箱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广告牌是一种常用的用于户外信息传递的媒介，现代都市中的广告牌种类

繁多，在进行商业街的建造时，广告灯箱的设计要求也更加偏向于多样化和实用化。

[0003] 现有技术中，公告号为CN107068019A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隐藏式广告

牌，具体涉及一种新型传媒隐藏式广告牌，主要适用于商业街、小区、车道等适宜广告宣传

的场所，包括埋置于路表下的底座桶，所述底座桶包括相互独立的外筒和内筒，所述内筒内

部设有倒置的动力组件，内筒外周设有广告牌升降伸缩机构，升降伸缩机构包括升降装置

和伸缩装置，伸缩装置在升降装置上下滑动的带动下打开、收回广告牌，当升降收缩机构处

于收缩状态时可以容纳在外筒内部，此装置采用电动控制，广告牌设计成自动升降模式，不

使用时可以埋在地表内，给行人或者车辆腾出同行空间，还可以在内筒顶部安装照明灯或

者装饰灯，给过往行人或车辆指示道路，也为城市夜景增添色彩，当广告牌升到地面时可悬

挂多方位的广告。

[0004] 上述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在广告灯箱的实际使用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商

铺顶的墙面排水问题，为提高广告灯箱立面的美观程度，一般将排水方式设置成内落水式，

但是这样的设置容易造成后期漏水，且维修较为不方便，给业主带来经济损失。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内排水广告灯箱结构，具有方便维修的优点。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内排水广告灯箱结构，所述广告灯箱结构设置在商铺朝外的墙面上，包括固定连

接在墙面顶部的外挑板，所述外挑板顶部与商铺顶面齐平，所述外挑板上沿其长度方向开

设有预留安装槽，所述预留安装槽内预埋有排水管，所述排水管上螺纹连接有若干落水管，

所述外挑板底面处连接有“L”形的广告灯箱外壳，所述广告灯箱外壳包括竖直的外壳立面

和水平的外壳安装面，所述墙面上开设有人孔，所述落水管过外壳安装面设置且与市政排

水通道连通，所述广告灯箱外壳内部安装有沿外挑板长度方向设置的灯管。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外壳立面用于显示广告内容，外壳安装面用于实现广告

灯箱外壳在墙面上的固定，灯管开启后即可打开广告灯箱，使得行人看到广告灯箱外壳上

的宣传内容。当发生降雨时，外界雨水经预留安装槽进入到排水管中，最终经过落水管进入

到市政排水通道中，以实现商铺顶层的排水功能，入驻商家无需再额外建造排水设施，节约

了入驻商家的建造开支。预留安装槽与排水管之间为分离式设置，排水管与落水管之间为

可拆卸式设置，可以方便工作人员对排水管和落水管进行拆卸检修，墙面上人孔的设置可

以方便工作人员通过对落水管进行拆卸和维修的工作。

[000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商铺顶层上铺设有渗水砖，所述渗水砖下层设置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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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管连通的排水通道，所述排水通道下方设置有吸水层，所述吸水层下方设置有隔水板，

所述排水通道与预留安装槽的连接处设置有过滤层。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发生降雨时，商铺顶层的雨水经过渗水砖渗入至排水

通道中，排水通道中的雨水经过过滤层后排至排水管中，过滤层的设置可以对下渗的雨水

中的小颗粒杂质进行过滤，吸水层的设置可以对排水通道中的漏水进行吸附收集，隔水板

可以对排水通道中的漏水进行隔离，吸水层和隔水板共同作用可以有效减少排水通道中的

漏水进入到商铺内部。

[001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渗水砖上沿外挑板长度方向开设有进水开口，所述排

水管上端开口并与进水开口相连，所述进水开口处设置有过滤网，所述预留安装槽内壁与

排水管的抵接处设置有棉布吸水层，所述外挑板顶层上设置有丝状杂物收集结构。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外界降水量较大时，过多的雨水会沿渗水砖进入到进水

开口中，随后雨水进入至排水管中，棉布吸水层的设置可以对从进水开口中漏出的雨水进

行吸附收集，减少雨水在外挑板内部的渗漏。过滤网的设置可以对雨水中的大颗粒杂物进

行过滤，减少杂物进入排水管和落水管而产生堵塞的情况发生。丝状杂物收集结构可以对

发丝、丝线等丝状杂物进行收集，进一步减少丝状杂物对排水管和落水管形成堵塞的可能

性。

[001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丝状杂物收集结构包括设置在商铺顶层的一级安装

块、位于一级安装块上方的二级安装块和与二级安装块连接的收集线，所述一级安装块和

二级安装块之间形成纽扣式连接结构，所述收集线包括与二级安装块固定连接的连接段和

经过过滤网伸入至排水管内的收集段，所述收集段上设置有若干呈散射状的辅助凸条，所

述辅助凸条沿收集段的长度方向均匀分布。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工作人员可以先将一级安装块固定在商铺顶层上，二级

安装块与一级安装块之间形成可拆卸式的纽扣式连接，收集线远离二级安装块的一端伸入

至排水管内，丝状杂物在受雨水的带动经过过滤网时，受到收集段和辅助凸条的阻挡，丝状

杂物会在收集段和辅助凸条上缠绕从而不易掉落至排水管内。工作人员可以定期将收集线

从排水管中取出，对其上缠绕的丝状杂物进行收集，随后将收集线放回至原位。

[001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渗水砖向进水开口倾斜设置，所述渗水砖与水平面之

间的夹角为1至5度，所述外挑板远离墙面的边沿处竖直向上延伸形成有挡水段，所述挡水

段的高度为100至200毫米。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倾斜设置的渗水砖可以对渗水砖表面的雨水起到引流作

用，使得雨水向进水开口方向流动，可以减少墙面和外挑板顶面积水的产生。当过滤网表面

杂物过多发生堵塞时，或是当雨水的流量大于排水管的排水流量时，外挑板顶面会产生积

水，挡水板可以对积水起到一定的遮挡作用，减少积水直接掉落至商铺外侧而对行人造成

影响的情况发生。

[0016]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挡水段靠近预留安装槽的一侧设置有一级水位感应器

和二级水位感应器，所述一级水位感应器至渗水砖表面的距离为90至110毫米，所述二级水

位感应器至渗水砖表面的距离为180至200毫米，所述一级水位感应器和二级水位感应器均

电连接有PLC控制器，所述PLC控制器电连接有警示灯，所述警示灯设置在商铺内。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外挑板上层的积水过多时，外挑板受到来自积水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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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影响较大，容易发生断裂。一级水位感应器和二级水位感应器可以对积水的深度进行测

量，当积水到达一级水位感应器时，一级水位感应器将积水的水位信号传递至PLC控制器，

随后PLC控制器控制警示灯启动，提醒此时的积水水位已经较高；当积水到达二级水位感应

器时，二级水位感应器将积水的水位信号传递至PLC控制器，随后PLC控制器控制警示灯启

动，提醒此时的积水水位已经达到警戒位置，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警示灯发出的信号及时对

排水管进行检修排查，清理过滤网上的杂物以提高其排水效率。

[001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广告灯箱外壳内设置有供灯管安装的灯管卡件，所述

外挑板远离墙面的边沿处竖直向下延伸形成有与外壳立面连接的外壳安装段，所述灯管卡

件与外壳安装段靠近落水管的竖直侧面固定连接，所述灯管卡件沿外挑板长度方向均布有

若干个，所述灯管卡件为圆形且由弹性材料制成，所述灯管卡件靠近落水管的一侧形成有

灯管安装开口，所述灯管安装开口的宽度为灯管直径的2/5至3/5，所述落水管与灯管卡件

之间设置有竖直的灯管挡板，所述灯管挡板于与外挑板之间螺纹连接。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灯管卡件用于实现灯管的快速安装，灯管卡件由弹性材

料制成，在安装灯管时，工作人员将灯管从灯管安装开口处插入至灯管卡件内，灯管安装开

口的宽度设置可以使得灯管不易从灯管卡件中脱离，灯管挡板可以将落水管和灯管之间实

现隔离，减少灯管受到水流影响而发生短路的可能性。

[002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单个所述落水管设置有一级管和二级管，所述一级管和二

级管之间设置有缓冲管，所述缓冲管位于人孔处，所述一级管与缓冲管之间、所述二级管与

缓冲管之间通过塑料螺母连接。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落水管中的水流过大或者落水管中发生堵塞时，缓冲

管的设置可以对积水起到暂时的储存收集作用，提高落水管短时间内的积水储存能力。同

时工作人员在进行检修时，可以将缓冲管与一级管和二级管之间脱离，以方便工作人员对

管道内部实施实施检修工作。

[002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外挑板远离预留安装槽的一面设置有扇形的遮阳雨

棚，所述遮阳雨棚的内侧设置有电热丝层。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遮阳雨棚一方面可以对阳光进行遮挡，同时也可以为行

人提供避雨的空间。冬天碰到雨雪天气时，遮阳雨棚上层可能会产生大量积雪，容易使得遮

阳雨棚受到过大压力而发生垮塌的情况，电热丝层启动后可以对遮阳雨棚上的积雪进行加

热，从而使得积雪消融，以减少遮阳雨棚受到的压力。

[0024]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通过人孔、预留安装槽、排水管、一级管、二级管和缓冲管的设置，能够起到方便工作

人员对排水管和落水管进行维修的效果；

2.通过过滤层、过滤网和丝状杂物收集结构的设置，能够起到的效果；

3.通过吸水层、隔水板和棉布吸水层的设置，能够起到减少漏水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一实施例中广告灯箱结构的整体结构剖面示意图。

[0026] 图2是图1中A部的放大示意图。

[0027] 图3是图1中B部的放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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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中，1、墙面；11、人孔；12、渗水砖；13、排水通道；131、过滤层；14、吸水层；15、隔

水板；16、PLC控制器；17、警示灯；2、外挑板；21、预留安装槽；211、棉布吸水层；22、进水开

口；221、过滤网；23、挡水段；231、一级水位感应器；232、二级水位感应器；24、外壳安装段；

25、遮阳雨棚；251、电热丝层；26、灯管挡板；3、丝状杂物收集结构；31、一级安装块；32、二级

安装块；33、收集线；331、连接段；332、收集段；3321、辅助凸条；4、排水管；5、落水管；51、一

级管；52、二级管；53、缓冲管；54、塑料螺母；6、市政排水通道；7、广告灯箱外壳；71、外壳立

面；72、外壳安装面；73、灯管卡件；731、灯管安装开口；8、灯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0] 参照图1，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内排水广告灯箱结构，该种广告灯箱结构设置在商

铺朝外的墙面1上，包括固定连接再墙面1顶部的外挑板2，外挑板2顶部与商铺顶面齐平，外

挑板2远离商铺的边沿延伸设置有竖直向上的挡水段23和竖直向下的外壳安装段24（参照

图2）。外壳安装段24处固定连接有广告灯箱外壳7，广告灯箱外壳7包括与外壳安装段24固

定连接且竖直设置的外壳立面71和水平高的外壳安装面72，外壳安装面72与商铺墙面1顶

部固定连接。

[0031] 参照图2，广告灯箱外壳7内设置有灯管卡件73，灯管卡件73与外壳安装段24靠近

商铺墙面1的一侧固定连接，灯管卡件73沿外壳安装段24的长度方向均布有若干个，灯管卡

件73内卡接设置有灯管8。灯管卡件73为圆形且由弹性材料制成，灯管卡件73靠近墙面1（参

照图1）的一侧形成有灯管安装开口731，灯管安装开口731的宽度为灯管8直径的2/5至3/5，

本实施例中，灯管安装开口731的宽度为灯管8直径的3/5，灯管卡件73远离外壳安装段24的

一侧设置有竖直的灯管挡板26，灯管挡板26与外挑板2底面之间螺纹连接。灯管卡件73的设

置可以用于实现灯管8的快速安装，灯管卡件73由弹性材料制成，在进行灯管8的安装时，工

作人员先将灯管8从灯管安装开口731处插入至灯管卡件73内，灯管安装开口731的宽度设

置可以使得灯管8不易从灯管卡件73中脱离。

[0032] 参照图1和图3，外挑板2顶面上远离商铺墙面1的一侧沿外挑板2长度方向开设有

预留安装槽21，预留安装槽21内预埋设置有排水管4，排水管4上螺纹连接有若干穿设过外

壳安装的落水管5，预留安装槽21的顶部为进水开口22，排水管4的上端开口且与进水开口

22相连，预留安装槽21的内壁与排水管4的接触面均填充设置有棉布吸水层21114。外挑板2

顶层上设置有丝状杂物收集结构3，丝状杂物收集结构3包括设置在商铺顶层的一级安装块

31、位于一级安装块31上方的二级安装块32和与二级安装块32连接的收集线33，一级安装

块31和二级安装块32之间形成纽扣式连接结构。收集线33包括与二级安装块32固定连接的

连接段331和伸入至排水管4内的收集段332。收集线33可以用于收集雨水中的丝状杂物，毛

发、线材等丝状杂物在受雨水的带动而经过过滤网221时，受到收集线33的阻挡，丝状杂物

会在收集线33上缠绕从而不易直接掉落至排水管4内，工作人员可以定期的将收集线33从

排水管4中取出，对其上缠绕的丝状杂物进行收集，一级安装块31和二级安装块32之间的纽

扣式连接设置可以方便工作人员对二级安装块32进行拆卸，同时也便于对二级安装块32和

收集线33进行更换。为进一步提高收集线33对丝状杂物的收集效果，在收集段332上设置有

若干呈散射状的辅助凸条3321，辅助凸条3321沿收集段332的长度方向均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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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参照图1和图3，商铺顶层和外挑板2顶层设置有渗水砖12，渗水砖12的下层设置有

与排水管4连通的排水通道13，排水通道13的下方设置有吸水层14，吸水层14的下方设置有

隔水板1515，排水通道13与预留安装槽21的连接处设置有过滤层131。渗水砖12向进水开口

22倾斜设置，渗水砖12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1至5度，本实施例中，渗水砖12与水平面之间

的夹角为5度。倾斜设置的渗水砖12可以对渗水砖12表面的雨水起到引流作用，使得雨水向

进水开口22方向流动，以减少墙面1和外挑板2顶面积水的产生。

[0034] 参照图1和图3，挡水段23的高度为100至200毫米，本实施例中，挡水段23的高度为

200毫米，挡水段23靠近预留安装槽21的一侧分别设置有一级水位感应器231和二级水位感

应器232，一级水位感应器231至渗水砖12表面的距离为90至110毫米，本实施例中，一级水

位感应器231至渗水砖12表面的距离为100毫米。二级水位感应器232至渗水砖12表面的距

离为180至200毫米，本实施例中，二级水位感应器232至渗水砖12表面的距离为200毫米。一

级水位感应器231和二级水位感应器232均电连接有PLC控制器16，本实施例中，PLC控制器

16选用S7-200系列PLC控制器并放置在商铺内，PLC控制器16电连接有警示灯17，警示灯17

设置在商铺内。

[0035] 参照图1，单个落水管5包括依次相连的一级管51、缓冲管53和二级管52，商铺墙面

1上开设有供工作人员检修用的人孔11，缓冲管53的高度与人孔11的高度一致，一级管51与

缓冲管53之间、二级管52与缓冲管53之间通过塑料螺母54连接。当落水管5中的水流过大或

者落水管5中发生堵塞时，缓冲管53的设置可以对积水起到暂时的储存收集作用，提高落水

管5短时间内的积水储存能力。同时工作人员在进行检修时，可以将缓冲管53与一级管51和

二级管52之间脱离，以方便工作人员对管道内部实施实施检修工作。外挑板2远离预留安装

槽21的一面设置有扇形的遮阳雨棚25，遮阳雨棚25的内侧设置有电热丝层251。遮阳雨棚25

一方面可以对阳光进行遮挡，同时也可以为行人提供可避雨的空间。在冬天碰到降雪天气

时，遮阳雨棚25上可能会形成有大量的积雪，容易使得遮阳雨棚25受到过大压力而发生垮

塌的情况，电热丝层251启动后可以对遮阳雨棚25上的积雪进行加热，从而使得积雪消融，

以减少遮阳雨棚25受到的压力。

[0036]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外壳立面71用于显示广告内容，外壳安装面72用于实现

广告灯箱外壳7在墙面1上的固定，灯管8开启后即可打开广告灯箱，使得行人看到广告灯箱

外壳7上的宣传内容。当发生降雨时，外界雨水经预留安装槽21进入到排水管4中，最终经过

落水管5进入到市政排水通道13中，以实现商铺顶层的排水功能，入驻商家无需再额外建造

排水设施，节约了入驻商家的建造开支。预留安装槽21与排水管4之间为分离式设置，排水

管4与落水管5之间为可拆卸式设置，可以方便工作人员对排水管4和落水管5进行拆卸检

修，墙面1上人孔11的设置可以方便工作人员通过对落水管5进行拆卸和维修的工作。

[0037] 当发生降雨时，商铺顶层的雨水经过渗水砖12渗入至排水通道13中，排水通道13

中的雨水经过过滤层131后排至排水管4中，过滤层131的设置可以对下渗的雨水中的小颗

粒杂质进行过滤，吸水层14的设置可以对排水通道13中的漏水进行吸附收集，隔水板15可

以对排水通道13中的漏水进行隔离，吸水层14和隔水板15共同作用可以有效减少排水通道

13中的漏水进入到商铺内部。外界降水量较大时，过多的雨水会沿渗水砖12进入到进水开

口22中，随后雨水进入至排水管4中，棉布吸水层21114的设置可以对从进水开口22中漏出

的雨水进行吸附收集，减少雨水在外挑板2内部的渗漏。过滤网221的设置可以对雨水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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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颗粒杂物进行过滤，减少杂物进入排水管4和落水管5而产生堵塞的情况发生。

[0038] 当外挑板2上层的积水过多时，外挑板2受到来自积水的压力影响较大，容易发生

断裂。一级水位感应器231和二级水位感应器232可以对积水的深度进行测量，当积水到达

一级水位感应器231时，一级水位感应器231将积水的水位信号传递至PLC控制器16，随后

PLC控制器16控制警示灯17启动，提醒此时的积水水位已经较高；当积水到达二级水位感应

器232时，二级水位感应器232将积水的水位信号传递至PLC控制器16，随后PLC控制器16控

制警示灯17启动，提醒此时的积水水位已经达到警戒位置，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警示灯17发

出的信号及时对排水管4进行检修排查，清理过滤网221上的杂物以提高其排水效率。

[0039]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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