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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涉及一种园林绿化雨水收集利用系

统，涉及雨水收集利用的技术领域，其包括依次

连通的雨水收集装置、雨水过滤装置、蓄水装置

和雨水利用装置；雨水收集装置包括排水渠和植

被渗水装置，排水渠沿道路方向设置与道路的两

侧，植被渗水装置设置于植被的下方，植被渗水

装置与排水渠连通；雨水过滤装置包括过滤筒

体，多个排水渠汇聚于过滤筒体的顶部，过滤筒

体内设有过滤网；蓄水装置包括蓄水池，蓄水池

埋于地底，过滤筒体的底部与蓄水池的顶部连

通。本申请解决了现有技术中雨水无法得到利

用，造成水资源大量浪费的问题，具有收集、处

理、储蓄园林内的雨水，减少雨水的浪费，并将雨

水加以利用，减少园林用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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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园林绿化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连通的雨水收集装置(1)、

雨水过滤装置(2)、蓄水装置(3)和雨水利用装置；

所述雨水收集装置(1)包括排水渠(12)和植被(13)渗水装置(11)，所述排水渠(12)沿

道路方向设置与道路的两侧，所述植被(13)渗水装置(11)设置于植被(13)的下方，所述植

被(13)渗水装置(11)与所述排水渠(12)连通；

所述雨水过滤装置(2)包括过滤筒体(21)，多个所述排水渠(12)汇聚于过滤筒体(21)

的顶部，所述过滤筒体(21)内设有过滤网(22)；

所述蓄水装置(3)包括蓄水池(31)，所述蓄水池(31)埋于地底，所述过滤筒体(21)的底

部与所述蓄水池(31)的顶部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渠

(12)包括多个相互拼接的排水道(121)，所述排水道(121)沿竖直方向的截面为凹字形，所

述排水道(121)沿其长度方向的一端设有凸块(1211)，所述排水道(121)远离所述凸块

(1211)的一端设有与所述凸块(1211)相适配的凹槽(1212)，所述排水道(121)的顶部设有

排水盖(122)，所述排水盖(122)上沿其长度方向阵列有多个排水槽(1221)，所述排水道

(121)两侧壁的相对面上开设有供所述排水盖(122)卡入的卡槽(121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植被(13)

渗水装置(11)包括渗水层(112)和第一渗水膜(111)，所述第一渗水膜(111)设置于植被

(13)下方，所述渗水层(112)设置于所述第一渗水膜(111)的下方，所述渗水层(112)包括若

干相互拼接的矩形透水箱(113)，所述矩形透水箱(113)密布排列，所述矩形透水箱(113)内

部中空，且其表面密布有若干透水孔(1131)，所述透水箱至少设置一层。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道

(121)朝向所述渗水层(112)的侧壁开设有渗水槽(123)，所述渗水槽(123)内设置有过滤层

(124)，所述过滤层(124)包括金属网层(1241)、第二渗水膜(1242)和活性炭层(1243)，所述

金属网层(1241)相对设于所述第二渗水膜(1242)和活性炭层(1243)的两侧，所述渗水槽

(123)与所述渗水层(112)的顶部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滤网(22)

上开设有滤槽(221)，所述滤槽(221)内安装有滤盒(23)，所述滤网(22)的底部设有供所述

滤盒(23)滑动的滑轨(222)，所述过滤筒体(21)的侧壁上设有供所述滤盒(23)滑出的滑出

槽(211)，所述滤盒(23)朝向所述过滤筒体(21)外部的一端设有密封板(232)，所述密封板

(232)与所述滑出槽(211)密封连接，所述滤盒(23)的侧壁及底部均密布有滤孔(231)，所述

滤网(22)上设有将污染物推进所述滤盒(23)的清理装置(25)。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清理装置

(25)包括清理环(251)和驱动装置(252)，所述清理环(251)的内壁上沿其周向阵列有多个

刮板(2511)，多个刮板(2511)远离所述清理环(251)的一端相互连接；

所述驱动装置(252)包括内齿轮(2526)、转动轴(2521)和转轴(2524)，所述内齿轮

(2526)与所述清理环(251)固定连接，所述转动轴(2521)与所述过滤筒体(21)的侧壁转动

连接且穿出所述过滤筒，所述转动轴(2521)上固定有第一锥齿轮(2522)，所述转轴(2524)

竖直设置且通过支架(2527)固定于所述过滤筒体(21)的内壁上，所述转轴(2524)与所述支

架(2527)转动连接，所述转轴(2524)上固定有与所述第一锥齿轮(2522)啮合的第二锥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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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3)，所述转轴(2524)上还固定有齿轮，所述齿轮与所述内齿轮(2526)相啮合，所述内齿

轮(2526)的外侧壁与所述过滤筒体(21)的内壁转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筒的

底部设有过滤管(26)，所述过滤管(26)包括连接管(261)和动力管(262)，所述连接管(261)

相对设置与所述动力管(262)的两端，两个所述连接管(261)分别与所述过滤筒的底部和所

述蓄水池(31)的顶部连通；

所述动力管(262)的侧壁上设有驱动腔(263)，所述驱动腔(263)与所述动力管(262)的

交界处转动连接有驱动轴(2631)，所述驱动轴(2631)上沿其周向阵列有多个驱动叶片

(2632)，所述驱动轴(2631)与所述转动轴(2521)穿出所述过滤筒体(21)的部分固定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滑轨

(222)内还滑动连接有临时网(2221)，所述临时网(2221)与所述滤盒(23)远离所述密封板

(232)的一端可拆卸连接，所述滤盒(23)被抽出所述过滤筒体(21)时，所述滤槽(221)沿竖

直方向的投影位于所述临时网(2221)内。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筒体

(21)的外侧壁上沿竖直方向滑动连接有挡板(24)，所述挡板(24)位于所述滑出槽(211)的

下方，所述过滤筒体(21)的外侧壁上设有供所述挡板(24)滑动的滑道(241)，所述挡板(24)

的尺寸为所述滑出槽(211)尺寸的1.5倍，所述挡板(24)朝向过滤筒体(21)的侧壁与所述过

滤筒体(21)的侧壁相适配，所述挡板(24)的底部螺纹连接有锁紧螺栓(242)。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池

(31)包括池体和支撑部，所述池体的底部设有基层，所述支撑部设于所述池体内，所述支撑

部包括若干个相互拼接的蓄水模块(313)和连接件(314)，所述蓄水模块(313)包括底板

(3131)和支持部(3132)，所述底板(3131)与所述支撑部均镂空设置，所述底板(3131)相对

设置于所述支持部(3132)的两端，两个所述底板(3131)相背侧壁的角落处开设有连接槽

(3133)，所述连接槽(3133)的槽底沿所述底板(3131)的厚度方向开设有连接孔(3134)，所

述连接件(314)包括相互连接的连接板(3141)和连接销(3142)，所述连接板(3141)的厚度

与两个连接槽(3133)的深度一致，所述连接板(3141)放置于所述连接槽(3133)内，连接销

(3142)沿所述连接板(3141)的厚度方向相对设置，所述连接销(3142)数量等于与同一所述

连接件(314)连接的底板(3131)的数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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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园林绿化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雨水收集利用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园林绿化雨水收集利用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园林在都市建筑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己经成为衡量都市是否宜居的重要标准，

现阶段大多数的城市都在加紧建设园林，用以提升都市形象。园林绿化是园林建设中的重

要一环，而为了匹配园林中的绿化带，通常需要增设相应的给水管路，现有的园林绿化给水

过程，通常是将水源输入，通过喷洒、浇灌等方式为植物供水，大部分的水不能被植物有效

吸收，从排水管道流入公共设施的排水系统中，这就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

[0003] 下雨时，尤其是夏天接连暴雨时，较多的雨水降下，植物来不及吸收，也来不及在

土壤下沉中融入地下水，无法得到有效的利用，只能随排水管道流入排水系统，再次造成水

资源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相关技术存在的不足，本申请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园林绿化雨水收集利用系

统，其具有收集、处理、储蓄园林内的雨水，减少雨水的浪费，并将雨水加以利用，减少园林

用水的效果。

[0005] 本申请的上述申请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园林绿化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包括依次连通的雨水收集装置、雨水过滤装置、蓄水

装置和雨水利用装置；

所述雨水收集装置包括排水渠和植被渗水装置，所述排水渠沿道路方向设置与道路的

两侧，所述植被渗水装置设置于植被的下方，所述植被渗水装置与所述排水渠连通；

所述雨水过滤装置包括过滤筒体，多个所述排水渠汇聚于过滤筒体的顶部，所述过滤

筒体内设有过滤网；

所述蓄水装置包括蓄水池，所述蓄水池埋于地底，所述过滤筒体的底部与所述蓄水池

的顶部连通。

[000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植被渗水装置和排水渠收集园林内的雨水，并将雨水导

入过滤装置，经过过滤后储存于蓄水池内，在雨水利用装置需要用水时，再从蓄水池内导

出，减少了雨水的浪费，同时减少了园林内的用水，实现了节水环保。

[0007] 本申请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排水渠包括多个相互拼接的排水

道，所述排水道沿竖直方向的截面为凹字形，所述排水道沿其长度方向的一端设有凸块，所

述排水道远离所述凸块的一端设有与所述凸块相适配的凹槽，所述排水道的顶部设有排水

盖，所述排水盖上沿其长度方向阵列有多个排水槽，所述排水道两侧壁的相对面上开设有

供所述排水盖卡入的卡槽。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多个相互可拆卸的排水道，便于运输和安装，同时当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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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出现损坏时也容易更换。

[0009] 本申请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植被渗水装置包括渗水层和第一

渗水膜，所述第一渗水膜设置于植被下方，所述渗水层设置于所述第一渗水膜的下方，所述

渗水层包括若干相互拼接的矩形透水箱，所述矩形透水箱密布排列，所述矩形透水箱内部

中空，且其表面密布有若干透水孔，所述透水箱至少设置一层。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渗水层储存水流，给水流足够的时间下沉融入地下水，矩

形透水箱则可对渗水层上方的植被土壤起到支撑作用，同时便于蓄水，第一渗水膜则可将

植被土壤挡住，仅供水流通过，减少植被土壤的流失。

[0011] 本申请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排水道朝向所述渗水层的侧壁开

设有渗水槽，所述渗水槽内设置有过滤层，所述过滤层包括金属网层、第二渗水膜和活性炭

层，所述金属网层相对设于所述第二渗水膜和活性炭层的两侧，所述渗水槽与所述渗水层

的顶部连通。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渗水槽与渗水层连通时，使得渗水层内水量较多时，多余

的水分进入排水道排出，过滤层则可对渗水层内的水进行过滤净化。

[0013] 本申请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滤网上开设有滤槽，所述滤槽内

安装有滤盒，所述滤网的底部设有供所述滤盒滑动的滑轨，所述过滤筒体的侧壁上设有供

所述滤盒滑出的滑出槽，所述滤盒朝向所述过滤筒体外部的一端设有密封板，所述密封板

与所述滑出槽密封连接，所述滤盒的侧壁及底部均密布有滤孔，所述滤网上设有将污染物

推进所述滤盒的清理装置。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滤网可对水流进行过滤，尤其过滤掉大颗粒污染物，并通

过清理装置将污染物推至滤盒，便于清除。

[0015] 本申请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清理装置包括清理环和驱动装

置，所述清理环的内壁上沿其周向阵列有多个刮板，多个刮板远离所述清理环的一端相互

连接；

所述驱动装置包括内齿轮、转动轴和转轴，所述内齿轮与所述清理环固定连接，所述转

动轴与所述过滤筒体的侧壁转动连接且穿出所述过滤筒，所述转动轴上固定有第一锥齿

轮，所述转轴竖直设置且通过支架固定于所述过滤筒体的内壁上，所述转轴与所述支架转

动连接，所述转轴上固定有与所述第一锥齿轮啮合的第二锥齿轮，所述转轴上还固定有齿

轮，所述齿轮与所述内齿轮相啮合，所述内齿轮的外侧壁与所述过滤筒体的内壁转动连接。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转动轴转动带动第一锥齿轮转动，第一锥齿轮再带动齿

轮转动，齿轮则带动内齿轮转动，进而使得刮板对滤网进行清理。

[0017] 本申请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过滤筒的底部设有过滤管，所述

过滤管包括连接管和动力管，所述连接管相对设置与所述动力管的两端，两个所述连接管

分别与所述过滤筒的底部和所述蓄水池的顶部连通；

所述动力管的侧壁上设有驱动腔，所述驱动腔与所述动力管的交界处转动连接有驱动

轴，所述驱动轴上沿其周向阵列有多个驱动叶片，所述驱动轴与所述转动轴穿出所述过滤

筒体的部分固定连接。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自过滤筒体流出的水流再经过连接管和动力管进入蓄水

池，经过动力管时，水流推动驱动叶片，带动驱动轴转动，进而带动转动轴转动，使得刮板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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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处于工作状态，减少滤网处出现堵塞的可能。

[0019] 本申请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滑轨内还滑动连接有临时网，所

述临时网与所述滤盒远离所述密封板的一端可拆卸连接，所述滤盒被抽出所述过滤筒体

时，所述滤槽沿竖直方向的投影位于所述临时网内。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临时网用于在滤盒被拉出时，将滤槽封住，减少清理滤盒

时，污染物自滤槽通过的可能。

[0021] 本申请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过滤筒体的外侧壁上沿竖直方向

滑动连接有挡板，所述挡板位于所述滑出槽的下方，所述过滤筒体的外侧壁上设有供所述

挡板滑动的滑道，所述挡板的尺寸为所述滑出槽尺寸的1.5倍，所述挡板朝向过滤筒体的侧

壁与所述过滤筒体的侧壁相适配，所述挡板的底部螺纹连接有锁紧螺栓。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挡板用于在滤盒抽出后，将滑出槽封住，减少水流自滑出

槽泄露的可能。

[0023] 本申请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蓄水池包括池体和支撑部，所述池体

的底部设有基层，所述支撑部设于所述池体内，所述支撑部包括若干个相互拼接的蓄水模

块和连接件，所述蓄水模块包括底板和支持部，所述底板与所述支撑部均镂空设置，所述底

板相对设置于所述支持部的两端，两个所述底板相背侧壁的角落处开设有连接槽，所述连

接槽的槽底沿所述底板的厚度方向开设有连接孔，所述连接件包括相互连接的连接板和连

接销，所述连接板的厚度与两个连接槽的深度一致，所述连接板放置于所述连接槽内，连接

销沿所述连接板的厚度方向相对设置，所述连接销数量等于与同一所述连接件连接的底板

的数量一致。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支撑部用于支撑池体，同时镂空设置，便于蓄水，连接件

则便于蓄水模块的拼接，提升支撑部整体的连接强度。

[0025]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1.通过雨水收集装置、雨水过滤装置、蓄水装置和雨水利用装置的设置，收集、过滤、储

蓄园林内的雨水，减少雨水的浪费，并将雨水加以利用，减少园林用水，实现节水环保；

2.通过动力管、驱动轴、驱动叶片、驱动装置、清理环和刮板的设置，具有持续对滤网表

面进行清理，减少滤网出现堵塞的可能。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实施例中体现整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实施例中体现雨水收集装置的剖切示意图。

[0028] 图3是本实施例用于体现矩形透水箱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是本实施例用于体现排水道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是本实施例用于体现雨水过滤装置和蓄水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6是本实施例用于体现清理装置和驱动装置的剖切结构示意图。

[0032] 图7是图6中A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33] 图8是图7中C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34] 图9是图6中B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35] 图10是本实施例用于体现蓄水模块和连接件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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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图中，1、雨水收集装置；11、植被渗水装置；111、第一渗水膜；112、渗水层；113、矩

形透水箱；1131、透水孔；12、排水渠；121、排水道；1211、凸块；1212、凹槽；1213、卡槽；122、

排水盖；1221、排水槽；123、渗水槽；124、过滤层；1241、金属网层；1242、第二渗水膜；1243、

活性炭层；13、植被；14、植被土壤；2、雨水过滤装置；21、过滤筒体；211、滑出槽；22、滤网；

221、滤槽；222、滑轨；2221、临时网；2222、卡孔；2223、横板；2224、竖板；23、滤盒；231、滤孔；

232、密封板；233、卡杆；24、挡板；241、滑道；242、锁紧螺栓；25、清理装置；251、清理环；

2511、刮板；252、驱动装置；2521、转动轴；2522、第一锥齿轮；2523、第二锥齿轮；2524、转轴；

2525、直齿轮；2526、内齿轮；2527、支架；26、过滤管；261、连接管；262、动力管；263、驱动腔；

2631、驱动轴；2632、驱动叶片；3、蓄水装置；31、蓄水池；313、蓄水模块；3131、底板；3132、支

持部；3133、连接槽；3134、连接孔；314、连接件；3141、连接板；3142、连接销。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8] 实施例：

参照图1，为本申请公开的一种园林绿化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包括依次连通的雨水收集

装置1、雨水过滤装置2、蓄水装置3和雨水利用装置。

[0039] 参照图2和图3，雨水收集装置1包括植被渗水装置11和排水渠12，园林内设有植被

13，植被13的下方设有植被土壤14，植被渗水装置11包括渗水层112和第一渗水膜111，第一

渗水膜111设置于植被土壤14的下方，渗水层112设置于第一渗水膜111的下方。渗水层112

包括若干相互拼接的矩形透水箱113，矩形透水箱113密布排列，且至少设置一层，用于储

水。矩形透水箱113内部中空，且其表面密布有若干透水孔1131，最大可能地实现蓄水。矩形

透水箱113采用PP再生塑料制成，第一渗水膜111采用反滤土工膜制成，仅可供水穿过，减少

植被土壤的流失。渗水层112可储蓄植被13所无法吸收的水流，并使其慢慢下沉融入地下

水。

[0040] 参照图2和图4，排水渠12沿园林的道路方向开设于园林道路的边缘处，可以开设

一边，也可以开设两边。排水渠12包括多个相互拼接的排水道121，排水道121沿竖直方向的

截面为凹字形，排水道121沿其长度方向的一端一体成型有凸块1211，排水道121远离凸块

1211的一端则一体成型有与凸块1211相适配的凹槽1212，便于相邻的排水道121进行拼接，

提升相邻排水道121间的连接强度。排水道121两侧壁的相对面上开设有卡槽1213，卡槽

1213内卡有排水盖122，排水盖122上沿其长度方向阵列有多个排水槽1221，供水流入排水

道121。

[0041] 参照图2，排水道121朝向渗水层112的侧壁上开设有渗水槽123，渗水槽123内包括

过滤层124，过滤层124包括金属网层1241、第二渗水膜1242和活性炭层1243，渗水槽123与

渗水层112的顶部连通。金属网层1241相对设于第二渗水膜1242和活性炭层1243的两侧，提

供一定的强度，减少过滤层124被破坏的可能。第二渗水膜1242采用反滤土工布，用于减少

土壤进入排水道121的可能，活性炭层1243则可吸附水中污染物。渗水槽123用于在渗水层

112内水量过多时，将多余的水流排入排水道121。渗水槽123的底壁略高于渗水层112高度

的四分之三，即渗水层112内的水位高度超过其高度的四分之三的水流会进入排水道121。

排水道121的底部圆弧设置，减少水流流动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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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参照图5和图6，雨水过滤装置2包括过滤筒体21，过滤筒体21竖直设置，园林内的

排水渠12内的水流均汇聚于过滤筒内。过滤筒体21内水平固定有滤网22，滤网22为刚性滤

网22，可采用不锈钢。过滤筒的底部设有过滤管26，过滤管26包括两个连接管261和一个竖

直设置的动力管262，两个连接管261相对设置于动力管262的两端，其中一个连接管261与

过滤筒的底部连通。

[0043] 参照图7和图8，滤网22上开设有滤槽221，滤槽221内安装有滤盒23，滤网22的底部

设有供滤盒23滑动的滑轨222，过滤筒体21的侧壁上设有供滤盒23滑出的滑出槽211，滤盒

23朝向过滤筒体21外部的一端设有密封板232，密封板232与滑出槽211密封连接，滤盒23的

侧壁及底部均密布有滤孔231。滑轨222内还滑动连接有临时网2221，临时网2221的截面呈

匚字形，且开口朝向下方，临时网2221包括一体成型的两个竖板2224和一个横板2223，两个

竖板2224滑动于滑轨222内。滤盒23上一体成型有竖直设置的卡杆233，横板2223上则开设

有供卡杆233卡入的卡孔2222，滤盒23位于过滤筒体21内时，卡杆233位于卡孔2222内。滤盒

23被抽出过滤筒体21时，滤槽221沿竖直方向的投影位于临时网2221内，此时将卡杆233拉

出卡孔2222，即可使滤盒23与临时网2221脱离连接。

[0044] 过滤筒体21的外侧壁上沿竖直方向滑动连接有挡板24，挡板24位于滑出槽的下

方，过滤筒体21的外侧壁上设有供挡板24滑动的滑道241，挡板24的尺寸为滑出槽尺寸的

1.5倍，挡板24朝向过滤筒体21的侧壁与过滤筒体21的侧壁相适配，挡板24的底部螺纹连接

有锁紧螺栓。挡板24用于滤盒23取出时，将滑出槽211封住，减少泄露的可能。

[0045] 参照图9，滤网22上设有将污染物推进滤盒23的清理装置25，清理装置25包括清理

环251和驱动装置252，清理环251的内壁上沿其周向阵列有多个刮板2511，刮板2511与清理

环251一体成型，多个刮板2511远离清理环251的一端相互一体成型，刮板2511与滤网22表

面抵接。驱动装置252包括内齿轮2526、转动轴2521和转轴2524，内齿轮2526与清理环251一

体成型，转动轴2521与过滤筒体21的侧壁转动连接且穿出过滤筒，转动轴2521上固定有第

一锥齿轮2522，转轴2524竖直设置且通过支架2527固定于过滤筒体21的内壁上，转轴2524

与支架2527转动连接，转轴2524上固定有与第一锥齿轮2522啮合的第二锥齿轮2523。转轴

2524上还固定有直齿轮2525，直齿轮2525与内齿轮2526相啮合，内齿轮2526的外侧壁与过

滤筒体21的内壁转动连接。

[0046] 参照图5和图9，动力管262的侧壁上一体成型有驱动腔263，驱动腔263与动力管

262的交界处转动连接有驱动轴2631，驱动轴2631上沿其周向阵列有多个驱动叶片2632，驱

动轴2631与转动轴2521穿出过滤筒体21的部分固定连接。水流穿过滤网22进入动力管262

时，推动驱动叶片2632转动，连续被推动的多个驱动叶片2632带动驱动轴2631转动，驱动轴

2631则带动转动轴2521转动，转动轴2521再带动第一锥齿轮2522转动，第一锥齿轮2522通

过与第二锥齿轮2523的啮合带动转轴2524转动，转轴2524则通过直齿轮2525带动内齿轮

2526转动，进而带动清理环251转动，使刮板2511对滤网22表面进行清洁，减少滤网22表面

出现堵塞的可能。

[0047] 参照图5，蓄水装置3包括蓄水池31，蓄水池31埋于地底，蓄水池31的顶部与远离过

滤筒体21的连接管261连通。蓄水池31包括池体和支撑部，池体的底部设有基层，蓄水池31

建造时需先挖出基坑，基层安装于基坑的底部，可采用PP再生塑料板。蓄水池31的周向均采

用防渗材料包覆，如防渗土工膜等，并在防渗材料外再添加一层保护板，保护板也可采用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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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塑料板。排水渠12内水流进入过滤筒体21处的高度高于蓄水池31的高度，使得水流可

穿过动力管262进入蓄水池31。

[0048] 参照图10，支撑部设于池体内，支撑部包括若干个相互拼接的蓄水模块313和连接

件314，蓄水模块313包括一体成型的两个底板3131和支持部312，底板3131与支撑部均镂空

设置，其蓄水空间可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两个底板3131相对设置于支持部312的两端，两

个底板3131相背侧壁的角落处均开设有连接槽3133，连接槽3133的槽底沿底板3131的厚度

方向开设有连接孔3134。连接件314包括一体成型的连接板3141和连接销3142，连接板3141

的厚度与两个连接槽3133的深度一致，连接板3141放置于连接槽3133内，连接销3142沿连

接板3141的厚度方向相对设置，连接销3142数量等于与同一连接件314连接的底板3131的

数量一致，本实施例中底板3131和连接板3141均为矩形块。

[0049] 雨水利用装置可以是用于观赏的喷泉装置，也可以是植被13上用于浇灌的喷淋装

置，可通过排空泵将水流自蓄水池31抽出，输入雨水利用装置内。

[0050] 本实施例的实施过程为：下雨后，园林内的水流汇入排水渠12或植被13，进入植被

13的水流逐渐穿过植被土壤和第一渗水膜111进入渗水层112，当渗水层112内水流高度达

到渗水槽123底壁的高度时，水流自渗水层112汇入排水渠12。

[0051] 排水渠12内的水流流入过滤筒体21，穿过滤网22经过连接管261和动力管262进入

蓄水池31。水流穿过动力管262时，推动驱动叶片2632转动，连续被推动的多个驱动叶片

2632带动驱动轴2631转动，驱动轴2631则带动转动轴2521转动，转动轴2521再带动第一锥

齿轮2522转动，第一锥齿轮2522通过与第二锥齿轮2523的啮合带动转轴2524转动，转轴

2524则通过直齿轮2525带动内齿轮2526转动，进而带动清理环251转动，使刮板2511对滤网

22表面进行清洁，减少滤网22表面出现堵塞的可能。

[0052] 蓄水池31内的水流再通过排空泵，将水流导入雨水利用装置，实现雨水的再利用。

[0053]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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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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