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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雨水收集利用装置，有效解

决雨水收集利用问题，内桶垂直置于外桶内底部

的中心上，内桶上口部低于外桶上口部，内桶中

部外壁和外桶内壁间装有密封隔离板，将外桶与

内桶间隔置成第一初期雨水存储区和第二初期

雨水存储区，外桶上口部装有周边密封中心向下

凹的弧面，弧面下部中心的通孔上装有周边密封

向下倾斜置于内桶上口部的第一水管，外桶的上

部侧壁上装有进水管，进水管与第一水管相连

通，并与置于外桶和内桶上部之间的集水管的进

水口相连通，集水管下端喇叭状的出水口正下方

吊装有第一浮球，内桶上口内的侧壁上装有过滤

器，过滤器经水管与集水管相连通，本实用新型

使用方便，无需另设外力，易维修，成本低，经济

效益高，节能环保。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212881422 U

2021.04.06

CN
 2
12
88
14
22
 U



1.一种雨水收集利用装置，包括内桶、外桶和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内桶（9）垂直置于

外桶（1）内底部的中心上，内桶上口部低于外桶上口部，内桶中部外壁和外桶内壁间装有密

封隔离板（13），将外桶与内桶间隔置成第一初期雨水存储区（A）和第二初期雨水存储区

（B），外桶（1）上口部装有周边密封中心向下凹的弧面（2），弧面（2）下部中心开有通孔（3），

通孔上装有周边密封向下倾斜置于内桶上口部的第一水管（20），外桶（1）的上部侧壁上装

有进水管（4），进水管（4）与第一水管（20）相连通，并与置于外桶和内桶上部之间的集水管

（5）的进水口相连通，集水管（5）下端喇叭状的出水口（18）正下方吊装有第一浮球（6），内桶

上口内的侧壁上装有过滤器（8），过滤器（8）经第二水管（7）与集水管（5）相连通，密封隔离

板（13）一边上开有与第一初期雨水存储区（A）、第二初期雨水存储区（B）相连通的通孔，通

孔上装有周边密封向下的喇叭状出水管（19），内桶上口部一侧装有滑轮（14），滑轮上装有

滑绳（21），滑绳置于内桶上部内的一端上装有浮块（16），滑绳（21）另一端穿过密封隔离板

（13）上的通孔，伸入喇叭状出水管（19）上口内，吊装有第二浮球（15），内桶（9）中经第三浮

球（11）装有垂直向上穿过内桶和外桶上口部杆孔的水量刻度杆（10），外桶下底部装有带阀

门的第一出水管（17），内桶下部侧壁上装有伸出外桶带阀门的第二出水管（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雨水收集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过滤器（8）是由器体

以及装在器体上下部的上层滤网（8‑1）、下层滤网（8‑3）和两层滤网之间装的石英砂过滤层

（8‑2）构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雨水收集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水管（7）是由PVC

塑料制成的空心拱形圆管，拱状向上，进水管（4）是由PVC塑料制成的空心L形圆管，第一水

管（20）是由PVC塑料制成的空心弧形圆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雨水收集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弧面（2）是由PVC制成

的漏斗形圆弧曲面体。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雨水收集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浮球（6）的直径

比集水管（5）的直径大，用两根软体细绳悬挂在出水口（18）正下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雨水收集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浮球（15）呈球

形，直径为6c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雨水收集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浮块（16）为方形，浮

块（16）、第一浮球（6）、第二浮球（15）的比重均小于水的比重，以利于漂浮水面。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雨水收集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外桶（1）、内桶（9）均

为相对应的圆形或方形。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雨水收集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浮块（16）的重量大于

第二浮球（15的重量。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雨水收集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进水管（4）、集水管

（5）、第一水管（20）、第二水管（7）构成通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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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雨水收集利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海绵城市建设雨水分离净化领域，特别是家用和社区使用的一种

雨水收集利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面对国家水资源短缺、城区内涝频现等现状，我国提出新一代城市雨水雨洪管理

概念，重塑城市“海绵体”恢复自然水生态系统。目前随着海绵城市深入建设，各项技术不断

革新，低影响开发技术（LID）成为海绵城市建设领域研究的热点。而作为海绵城市建设的重

要一环，社区和家庭的雨水利用情况尚不理想，制约了海绵城市最后一百米的建设。

[0003] 雨水收集装置作为低影响开发技术的一类措施，旨在实现雨水的直接利用，具有

低成本、高效率和操作简便等优点。目前少有装置应用于收集屋顶雨水和场地雨水收集方

面，大多雨水经下水道直接排出。

[0004] 初期雨水中悬浮颗粒等污染物含量较多，污染严重，直接收集不可利用，当前雨水

收集装置难以实现对初期雨水的自动分离，而且装置还存在制造成本高、维护复杂、不宜推

广应用等问题。

[0005] 因此如何多途径收集、自动分离初期雨水和后期雨水净化利用，是需要认真开发

改进的技术关键，但至今未见有该领域有收集利用设备的公开报道。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针对上述情况，为解决现有技术缺陷，本实用新型目的就是提供一种雨水收集利

用装置，可有效解决雨水收集利用问题。

[0007] 本实用新型解决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雨水收集利用装置，包括内桶、外桶和过滤装

置，内桶垂直置于外桶内底部的中心上，内桶上口部低于外桶上口部，内桶中部外壁和外桶

内壁间装有密封隔离板，将外桶与内桶间隔置成第一初期雨水存储区和第二初期雨水存储

区，外桶上口部装有周边密封中心向下凹的弧面（又称漏斗形曲面），弧面下部中心开有通

孔，通孔上装有周边密封向下倾斜置于内桶上口部的第一水管，外桶的上部侧壁上装有进

水管，进水管与第一水管相连通，并与置于外桶和内桶上部之间的集水管的进水口相连通，

集水管下端喇叭状的出水口正下方吊装有第一浮球，内桶上口内的侧壁上装有过滤器，过

滤器经第二水管与集水管相连通，密封隔离板一边上开有与第一初期雨水存储区、第二初

期雨水存储区相连通的通孔，通孔上装有周边密封向下的喇叭状出水管，内桶上口部一侧

装有滑轮，滑轮上装有滑绳，滑绳置于内桶上部内的一端上装有浮块，滑绳另一端穿过密封

隔离板上的通孔，伸入喇叭状出水管上口内，吊装有第二浮球，内桶中经第三浮球装有垂直

向上穿过内桶和外桶上口部杆孔的水量刻度杆，外桶下底部装有带阀门的第一出水管，内

桶下部侧壁上装有伸出外桶带阀门的第二出水管。

[0008]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新颖独特，易生产制造，使用方便，无需另设外力，易于维

修，成本低，经济效益高，可有效的分离初期雨水并对后期雨水进行利用，节能环保，是对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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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高效利用设备上的创新，开拓了雨水利用的新途径，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立体示意图。

[0010] 图2为本实用新型过滤系统结构示意图。

[0011] 图3为本实用新型分离系统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3] 由图1‑3所示，本实用新型一种雨水收集利用装置，包括内桶、外桶和过滤装置，内

桶9垂直置于外桶1内底部的中心上，内桶上口部低于外桶上口部，内桶中部外壁和外桶内

壁间装有密封隔离板13，将外桶与内桶间隔置成第一初期雨水存储区A和第二初期雨水存

储区B，外桶1上口部装有周边密封中心向下凹的弧面（又称漏斗形曲面）2，弧面2下部中心

开有通孔3，通孔上装有周边密封向下倾斜置于内桶上口部的第一水管20，外桶1的上部侧

壁上装有进水管4，进水管4与第一水管20相连通，并与置于外桶和内桶上部之间的集水管5

的进水口相连通，集水管5下端喇叭状的出水口18正下方吊装有第一浮球6，内桶上口内的

侧壁上装有过滤器8，过滤器8经第二水管7与集水管5相连通，密封隔离板13一边上开有与

第一初期雨水存储区A、第二初期雨水存储区B相连通的通孔，通孔上装有周边密封向下的

喇叭状出水管19，内桶上口部一侧装有滑轮14，滑轮上装有滑绳21，滑绳置于内桶上部内的

一端上装有浮块16，滑绳21另一端穿过密封隔离板13上的通孔，伸入喇叭状出水管19上口

内，吊装有第二浮球15，内桶9中经第三浮球11装有垂直向上穿过内桶和外桶上口部杆孔的

水量刻度杆10，外桶下底部装有带阀门的第一出水管17，内桶下部侧壁上装有伸出外桶带

阀门的第二出水管12。

[0014] 为了保证使用效果和使用方便，所述的过滤器8是由器体以及装在器体上下部的

上层滤网8‑1、下层滤网8‑3和两层滤网之间装的石英砂过滤层8‑2构成；

[0015] 所述的第二水管7是由PVC塑料制成的空心拱形圆管，拱状向上；

[0016] 所述的进水管4是由PVC塑料制成的空心L形圆管；

[0017] 所述的第一水管20是由PVC塑料制成的空心弧形圆管；

[0018] 所述的弧面2是由PVC制成的漏斗形圆弧曲面体；

[0019] 所述的第一浮球6的直径比集水管5的直径大，用两根软体细绳悬挂在出水口18正

下方；

[0020] 所述的第二浮球15呈球形，直径为6cm；

[0021] 所述的浮块16为方形，浮块16、第一浮球6、第二浮球15的比重均小于水的比重，以

利于漂浮水面；

[0022] 所述的外桶1、内桶9均为相对应的圆形或方形；

[0023] 所述的浮块16的重量大于第二浮球15的重量；

[0024] 所述的进水管4、集水管5、第一水管20、第二水管7构成通水结构。

[0025] 本实用新型根据实际需要，可制成容量大小不同的系列产品，以供在不同情况下

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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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本实用新型使用时，将本实用新型置于室外地面上或支架上，弧面2向上，将进水

管4与屋顶排水管相连通，第一出水管17与地下管道排水管相连通，当降雨初期，屋顶降落

的雨水通过屋顶排水管道经进水管4流进外桶的第一初期雨水存储区A，场地雨水通过大面

积漏斗形曲面直接收集经进水管20流进外桶，两种方式同时收集的初期雨水都在外桶隔离

板上部暂时储存。随着外桶隔离板上部第一初期雨水存储区A储水量上升，达到一定水位，

第一浮球6上浮，堵住外桶漏斗状出水口18，收集的雨水开始改变流向，从拱形的第二水管7

管道流入内桶。随着内桶储水区水位上升，浮块16上浮，可从外部通过水量刻度杆10观测到

水位情况，内桶内的第二浮球15在水的浮力作用下逐渐上升，由于滑轮两侧经连接绳连接

着浮块16和第二浮球15（初始状态漂浮体在重力作用下连接绳索拉紧第二浮球15堵住隔板

圆孔下的漏斗状出水口），为了保持平衡，第二浮球15开始下降，外桶初期雨水暂存区排水

口19打开，初期雨水流入第二初期雨水存储区B，经外桶底部排水口流入地下污水管道，至

污水处理厂与其他污水一同处理。初期雨水分离后，后期雨水通过第二水管7进入封闭的置

于内桶中的过滤器8，首先通过上层滤网8‑1，再经过中间的石英砂滤料8‑2，最后再次通过

下层滤网8‑3完成净化过程，进入储水区待用。降雨停止后，可以通过手动开启第二出水管

12的阀门，放出内桶过滤后的雨水，该雨水可用于浇花等绿化用水、冲洗厕所或者洗车等日

常用水和消防灭火等。

[0027] 申请人要说明的是，以上是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并不是用于限

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凡任何以本实用新型为基础，为解决基本相同的技术问题，实现

基本相同的技术效果，所做出的简单变化，等同替换或修饰等，均属于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

[0028] 由上述结构可以看出，本实用新型包括双层桶、收集系统、分离系统、过滤系统和

水量观测系统，双层桶包括内桶9和外桶1，进水管4、第一水管20构成收集系统，第二水管7、

第一浮球6、密封隔离板13、浮块16、第二浮球15构成初期雨水分离系统，上下两层滤网、均

质滤料石英砂构成过滤系统，第三浮球11、水量刻度杆10构成水量观测系统，收集系统和分

离系统均由PVC材料制成，外桶顶部和侧面均有一个进水孔，顶部设有大面积漏斗形弧面2，

底部中央连接第一水管20，用于直接收集场地雨水，安装滤网以防发生堵塞，侧面进水管4

负责收集屋顶雨水，由弯管穿过，一同进入初期雨水分离系统，实现最大化利用雨水资源。

内桶9是装置的储水区，由PVC材料制成，上部设有过滤器8，完成对后期雨水的过滤处理，内

部设装有第三浮球11的水位观测水量刻度杆10，可随时观察内桶水量情况，下部设有带阀

门的第二出水管12，可实现桶内水源的随取随用。外桶被密封隔离板13分成上下两层，上层

在初期雨水的分离过程中起暂存初期雨水的作用，待内桶可用雨水达到一定量，上层初期

雨水进入下层，并通过下层设有的管道汇入城市排水系统，由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0029] 初期雨水分离系统主体是由微拱形管道、外桶两侧漂浮小球和带孔隔离板构成，

自然雨水由进水口流入外桶上层，上层储水量达到一定值时，通过一系列的浮力作用，使外

桶上层初期雨水暂存区排水口打开，初期雨水流入地下污水管道，实现初期雨水的分离，整

个分离过程不但能够提高收集水的水质，而且无须借助任何外部动力。过滤系统主体是双

层滤网和中间均质滤料，分离过的雨水通过滤网和均质滤料石英砂进行净化，过滤后的水

流入内桶储水区，打开阀门后便可使用。

[0030] 具体使用时，将本实用新型置于乡村或社区的室外，侧面进水口的管道连接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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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排水系统，当下雨时，装置通过两种途径同时收集雨水，雨水进入外桶上层，由于分离

装置中微拱形管道的设计，初期雨水并不会在外层水位达到规定高度前进入内桶，初期雨

水分离后，后期雨水进入内桶上部的过滤系统，过滤系统内结构简单，滤料可在使用一段时

间后打开外桶上盖人工更换，保证后期雨水的净化效果，过滤后的雨水进入内桶储水区，待

降雨停止后，可供家庭或社区居民浇花、洗车、炎热时冲洗路面降温或作为消防用水储存

等。

[0031] 本实用新型装置采用无需外接动力的方式设计，靠自身运行，维护方便，节能减

排；同时多途径收集雨水，实现了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雨水资源；初期雨水分离系统不仅实现

了自动分离，而且利用浮力完成了初期雨水的排放；装置采用低成本PVC塑料制造，且在我

国的家庭和社区中很少有类似的装置，有很大的发展和推广空间，是雨水收集利用上的创

新，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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