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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形态活动可变的软性雨水回收利用系

统

(57)摘要

一种形态活动可变的软性雨水回收利用系

统，解决城市旧区公共空间建设中不同时段中对

公共空间的灵活使用需求，实现雨水的收集、中

水转化及再利用。包括水箱组系统、固定杆机构、

张拉膜机构；水箱组系统包括若干组蓄水箱、导

水槽、沉淀池；导水槽输入端连接于沉淀池入口，

所述沉淀池通过溢流口连接于蓄水箱的入口；各

个蓄水箱之间通过连通管连通；所述张拉膜机构

包括张拉膜及附着于张拉膜上的若干软索；张拉

膜承接的雨水汇集进入导水槽，经组织后进入水

箱组系统；固定杆机构与水箱组系统围合，共同

支撑起所述的张拉膜机构；采用可拆装结合节点

系统完成张拉膜的快速搭建与收纳，完成张拉膜

承水与汇水，并将水导入水箱组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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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形态活动可变的软性雨水回收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水箱组系统、固定杆

机构、张拉膜机构；

所述水箱组系统包括若干组蓄水箱(7)、导水槽(1)、沉淀池(6)；导水槽(1)输入端连接

于沉淀池(6)入口，所述沉淀池(6)通过溢流口连接于蓄水箱(7)的入口；各个蓄水箱(7)之

间通过连通管(8)连通；

所述张拉膜机构包括张拉膜及附着于张拉膜上的若干软索；张拉膜承接的雨水汇集进

入导水槽(1)，经组织后进入水箱组系统；

所述固定杆机构与水箱组系统围合，共同支撑起所述的张拉膜机构；

采用可拆装结合节点系统完成张拉膜的快速搭建与收纳，完成张拉膜承水与汇水，并

将水导入水箱组蓄用；

所述可拆装结合  节点系统包括收纳节点、半永久性可活动拆装机构和分布于外沿的

分散节点，所述半永久性可活动拆装机构位于收纳节点处；

所述半永久性可活动拆装机构包括不锈钢圈(22)和若干限位支撑杆(40)，所述限位支

撑杆(40)限位连接于不锈钢圈(22)上，半永久性可活动拆装机构通过限位支撑杆(40)固定

于收纳节点处；张拉膜机构中的索(24)的端点汇集于不锈钢圈(22)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水箱组系统包括两组蓄水箱(7)，呈左右布

置，沉淀池(6)布置于其中间，整体构成一个墙体。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杆机构包括立杆(17)和上部横杆，

所述立杆(17)用于着地并支撑起上部横杆，所述上部横杆用于支撑张拉膜机构。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张拉膜机构包括膜(23)、若干索(24)，所

述膜(23)附着于索(24)上，通过索(24)实现附着固定于固定杆机构顶部；所述索(24)构成

整个张拉膜机构的软性骨架，呈辐射状，包括收纳节点和外射分散的快挂(25)，收纳时合并

积聚在收纳节点处，展开时通过各快挂(25)连接在所述固定杆机构的上部横杆上。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池(6)还包括入水口(2)、出水口、检

修孔特制附盖(5)，所述入水口(2)设置于沉淀池(6)顶部，用于将导水槽(1)汇集而来的水

收集并导入沉淀池(6)内；所述检修孔特制附盖(5)作为沉淀池(6)的盖子；所述沉淀池(6)

内部水流以U形路径原理，经底部沉淀后通过设置于沉淀池(6)上位的出水口溢入蓄水箱

(7)内。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支撑杆(40)包括竖杆(401)、水平杆

(402)、弹簧(403)，所述竖杆顶部设有凹槽(4011)，用于限制不锈钢圈(22)；所述水平杆

(402)整体固定于收纳节点所在的平面，竖杆(401)的底端与水平杆(402)一侧通过轴(404)

连接，竖杆(401)的腰部与水平杆(402)另一侧通过弹簧(403)呈张拉状态连接；如此，所述

竖杆构成杠杆式机构，底部的轴节点构成杠杆支点，与弹簧节点处的拉力、与限制不锈钢圈

(22)之间的拉力形成力平衡状态；当要拆卸时，施加与弹簧拉力相反的推力使竖杆在不锈

钢圈(22)内倾斜，使不锈钢圈(22)脱落，即可完成可拆卸件。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分布于外沿的分散节点包括若干限位器

(20)，所述限位器(20)分散布置于固定机构的上横杆上，张拉膜机构中的索(24)通过其快

挂(25)挂在限位器(20)上。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收纳节点设置于检修孔特制附盖(5)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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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维修系统，包括检修孔附盖(4)，设置于

蓄水箱(7)上，

还包括检修踏步(28)，通过该检修踏步(28)，设计呈阶梯状，供专业人员方便对蓄水箱

(7)进行日常的维修及保养。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维修系统还包括检修门(27)，仅供专业

人员进入和作业；所述检修门(27)作为检修踏步(28)的入口，使得对蓄水箱(7)进行维修时

必须通过检修门(27)唯一通道进入，形成管理上的界限。

11.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维修系统附还包括不锈钢景观墙网

(26)，布置于检修门(27)以及蓄水箱(7)外侧。

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水箱基础(15)，底部设计用于找平，

上部设计用于配合固定蓄水箱(7)，抬高了水箱组系统建立流动水的势能，通过水箱基础

(15)底部直接置于所选场地地面之上，构建活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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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形态活动可变的软性雨水回收利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雨水回收利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水箱的技术已经较成熟，通常用于建筑的备用及消防供水使用，受到功能定位的

影响，使用场所往往仅限于建筑屋顶或地下室等辅助部分，外观形体较笨重，无法用于公共

空间，更与普通人日常的生活无法发生关系。

[0003] 张拉膜同样作为经过发展的技术，是较为普遍的公共空间轻质覆盖解决方案，但

是其往往采用无组织排水，因此其在遮蔽了下方空间的同时往往造成周边区域积水无法排

除，因此影响通行与景观效果。

[0004] 在传统的公共空间中，亭子被较多用于营造一个空间。然而一方面其所提供功能

较为有限，另一方面一旦建成，由于其永久性结构易与现行违章搭建管理法规相冲突，因此

较难被应用于城市旧区中的改造项目当中。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首次公开一套完整的形态活动可变的软性雨水回收利用系统，解决城市旧

区公共空间建设中不同时段中对公共空间的灵活使用需求，实现雨水的收集、中水转化及

再利用。

[0006] 为此，需要保护的结构技术方案表征为：

[0007] 一种形态活动可变的软性雨水回收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水箱组系统、固定

杆机构、张拉膜机构；所述水箱组系统包括若干组蓄水箱7、导水槽1、沉淀池6；导水槽1输入

端连接于沉淀池6入口，所述沉淀池6通过溢流口连接于蓄水箱7的入口；各个蓄水箱7之间

通过连通管8连通；所述张拉膜机构包括张拉膜及附着于张拉膜上的若干软索；张拉膜承接

的雨水汇集进入导水槽1，经组织后进入水箱组系统；所述固定杆机构与水箱组系统围合，

共同支撑起所述的张拉膜机构；采用可拆装结合节点系统完成张拉膜的快速搭建与收纳，

完成张拉膜承水与汇水，并将水导入水箱组蓄用。

[0008] 解决城市旧区公共空间建设中不同时段中对公共空间的灵活使用需求，实现雨水

的收集、中水转化及再利用。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整体结构示意图(未安装张拉膜膜机构)。

[0010]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整体结构示意图(安装张拉膜膜机构后)。

[0011]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位于收纳节点处的半永久性可活动拆装机构示意图。

[0012]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限位支撑杆结构示意图(主视图、右视图)。

[0013] 部分数字标记：

[0014] 连通管：图中未示意，在检修门27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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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出水阀：太小，图中未示意；

[0016] 消防接合器：太小，图中未示意；

[0017] 检修孔特制附盖5；

[0018] 防尘(虫)罩：图中未示意，设置于入水口2的上面

[0019] 液位计9；

[0020] 保温防护层14：设置于水箱表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通过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技术方案做进一步说明。

[0022] 以近似矩形场地为例。水箱组沿场地一侧放置，固定杆沿场地另三侧放置，与水箱

组共同围合出公共空间范围。张拉膜通过不锈钢圈与水箱实现半永久性固定，并收纳于检

修门背后。检修踏步紧贴水箱、沿长向放置，其前为景观墙网。

[0023] 具体结构设计描述为：

[0024] 本发明系统包括水箱组系统、固定杆机构、张拉膜机构(如图1、图2所示)：

[0025] 所述水箱组系统包括由若干组蓄水箱7组成的水箱组系统(实施例设计为：包括布

置于左右两侧的蓄水箱7)、导水槽1，还包括布置于中间的沉淀池6，(蓄水箱7由若干水箱外

壳单元模块拼接而成，此已属现有技术)；导水槽1输入端连接于沉淀池6入口，所述沉淀池6

通过溢流口连接于蓄水箱7的入口；各个蓄水箱7之间通过连通管连通。

[0026] 所述张拉膜机构包括张拉膜及附着于张拉膜上的若干软索；张拉膜承接的雨水汇

集进入导水槽1，经组织后进入水箱组系统。

[0027] 所述固定杆机构与水箱组系统围合，共同支撑起所述的张拉膜机构。

[0028] 采用可拆装结合节点系统完成张拉膜的快速搭建与收纳，完成张拉膜承水与汇

水，并将水导入水箱组蓄用。该可拆装结合节点系统涉及：水箱组(沉淀池)顶半永久式节

点、收纳隐藏点、外部分布式的各锚固节点，此设计思路为本发明的创新点之一。

[0029] 进一步细化技术方案，所述固定杆机构包括立杆17和上部横杆，所述立杆17用于

着地并支撑起上部横杆，所述上部横杆用于支撑张拉膜机构。进一步限定技术方案，所述固

定杆机构还包括支架基础16，用于加强整个支撑体系。具体的，所述支架基础16可以设置于

地面以下，保证整个地面美观平整；也可以直接浇筑于地面以上，施工简单、快捷。

[0030] 进一步细化技术方案，所述张拉膜机构包括膜23、若干索24，所述膜23附着于索24

上，通过索24实现附着固定于固定杆机构顶部。所述索24构成整个张拉膜机构的软性骨架，

呈辐射状，包括收纳节点和外射分散的快挂25，收纳时合并积聚在收纳节点处，展开时通过

各快挂25连接在固定杆机构的上部横杆上。

[0031] 进一步细化技术方案，所述沉淀池6还包括入水口2、出水口(图中未示意)、检修孔

特制附盖5，所述入水口2设置于沉淀池6顶部，用于将导水槽1汇集而来的水收集并导入沉

淀池6内；所述检修孔特制附盖5作为沉淀池6的盖子，方便适时维护及保养，以及故障时的

维修；所述沉淀池6内部水流以U形路径原理，经底部沉淀后通过设置于沉淀池6上位的出水

口溢入蓄水箱7内(图中未示意)。

[0032] 进一步细化技术方案，所述蓄水箱7还包括出水阀11，设置于蓄水箱7的终端，完善

社区日常基础设施，方便用水。进一步的，还包括生活水池13，与所述出水阀11相配套，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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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完善社区日常基础设施，方便用水。所述蓄水箱7还包括消防接合器12，提供紧急状态下

供水接口。

[0033] 所述可拆装结合节点系统包括位于收纳节点处的半永久性可活动拆装机构和分

布于外沿的分散节点。

[0034] 所述半永久性可活动拆装机构包括不锈钢圈22和若干限位支撑杆40，所述限位支

撑杆40限位连接于不锈钢圈22上，半永久性可活动拆装机构通过限位支撑杆40固定于收纳

节点处。张拉膜机构中的索24的圆点汇集于不锈钢圈22上。进一步给出具体的结构设计，所

述限位支撑杆40包括竖杆401、水平杆402、弹簧403，所述竖杆顶部设有凹槽4011，用于限制

不锈钢圈22；所述水平杆402整体固定于收纳节点所在的平面(实施例技术方案中，所述水

平杆402整体固定于检修孔特制附盖5之上，此为本发明又一发明点)，竖杆401的底端与水

平杆402一侧通过轴404连接，竖杆401的腰部与水平杆402另一侧通过弹簧403呈张拉状态

连接。如此，所述竖杆构成杠杆式机构，底部的轴节点构成杠杆支点，与弹簧节点处的拉力、

与限制不锈钢圈22之间的拉力形成力平衡状态。当要拆卸时，施加与弹簧拉力相反的推力

就可以使竖杆在不锈钢圈22内倾斜，从而使不锈钢圈22脱落，即可完成可拆卸，必要时更换

配件。

[0035] 所述分布于外沿的分散节点包括若干限位器20，所述限位器20分散布置于固定机

构的上部横杆上；如此，张拉膜机构中的索24通过其快挂25挂在限位器20上。

[0036] 进一步优化技术方案，本发明还包括维修系统，包括检修孔特制附盖5，设置于蓄

水箱7上，用于维修、检测以及适时的维护及保养。再进一步优化技术方案，所述维修系统还

包括检修踏步28，通过该检修踏步28，设计呈阶梯状，供专业人员方便对蓄水箱7进行日常

的维修及保养。再进一步优化技术方案，所述维修系统还包括检修门27，仅供专业人员进入

和作业。所述检修门27作为修踏步28的入口，使得对蓄水箱7进行维修时必须通过检修门27

唯一通道进入，形成管理上的界限。进一步优化，所述沉淀池6、连通管、泄水阀10、消防接合

器12、收纳节点等可以设置于检修门27背后，形成视觉隔离。进一步优化，在所述维修系统

附加技术特征，还包括不锈钢景观墙网26，布置于检修门27以及蓄水箱7外侧，完善整体的

视觉隔离和管理上的界限，美观宜人，环境友好。

[0037] 进一步优化技术方案，还包括水箱基础15，底部设计用于找平，上部设计用于配合

固定蓄水箱7，抬高了水箱组系统建立流动水的势能，通过水箱基础15底部直接置于所选场

地地面之上，如此构建活动基础，不用破坏现有地面，适应性强，极富灵活优势且环境友好。

(本发明的创新点之一)

[0038] 如图1、图2所示，增加技术特征：所述沉淀池6还设置有防尘(虫)罩3，于入水口2的

前端对其进行保护，保证由外部导水槽1流入的水经初步过滤后再进入入水口2。所述沉淀

池6还设置有泄水阀10，设置于沉淀池6底部，必要时候(例如清洗、维修)进行泄空水后再操

作。所述沉淀池6还设置有液位计9，用于显示沉淀池6内的水位。系统还设置有保温防护层

14，设置于蓄水箱7外围用于防护及保温。

[0039] 为此，本发明可以实现的工作状态：

[0040] 一、晴天时，张拉膜仅通过不锈钢圈与水箱沉淀池顶部人孔检修附盖相连，膜、索

俱收纳于检修门后。检修门、消防接合器与检修孔均被锁住以管理。

[0041] 二、雨天时，使用者牵拉张拉膜的各条索，依次将索端的快挂固定于上部横杆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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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位器上，张拉膜被拉起。由于张拉膜张开方式被设计为周边高、中间低，且最低点被锚固

于水箱沉淀池上空，雨水自然由于重力作用被导向水箱顶部，经过过滤池滤去杂物，再将经

过沉淀的雨水存储于蓄水箱内，作为中水由出水阀排出共使用者日常使用，或由消防接合

器作为消防备用水源(需另行连接增压设施)。

[0042] 三、检修状态下，张拉膜状态同(一)。检修人员打开检修门，走上踏步向后打开导

水槽、打开人孔，对水箱内部进行检修与清洗。

[0043] 要实现上述工作方式，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技术要点：(1)水箱组与张拉膜的结合节

点。(2)张拉膜同固定杆机构的连接节点与操作方式。(3)将张拉膜用于承水与汇水，将水导

入水箱蓄用。(4)使用便于拆装的节点完成张拉膜的快速搭建与收纳。(5)商用与工业用水

箱的日常民用转化。以上技术要点的综合，采用可拆装结合节点系统完成张拉膜的快速搭

建与收纳，完成张拉膜承水与汇水，并将水导入水箱组蓄用。整体设计体现出本发明的创新

点。

[0044] 以上实施例的有益效果：

[0045] 由工业或后勤使用转为可供日常民用，扩展了适用人群与功能范围。

[0046] 将日常难以控制的雨水有效回收，并转化为日常使用的中水，是对自然资源的循

环再利用，同时具有生态环保与一定经济效益。

[0047] 可变的形态与较小的尺度，令其与相关管理规范相衔接，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0048] 作为城市旧区的公共空间与备用消防设施，是有效的空间品质提升解决方案。

[0049] 搭建快速、占地小、适用性高。

[0050] 使用方便、易于维护。

[0051] 综上，本发明技术方案同时还能提供社区日常基础设施、景观美化以及消防备用

水源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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