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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

屋顶，其特征在于：包括集水场和沉淀池，集水场

包括安装组件和储水组件，沉淀池安装在安装组

件的下方，储水组件安装在安装组件上；采用上

述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屋顶的组装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1)屋面板的组装；2)沉淀池与安

装组件的组装；3)储水组件与安装组件的组装；

既能为使用者如厕提供一个私密的空间，同时能

够将雨水收集和储存在一体化公厕内部，并通过

设置的沉淀池对雨水起到静置作用，使得静置后

的清洁雨水能够用于对一体化公厕的清洁和马

桶冲洗，节约了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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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屋顶，其特征在于：包括集水场和沉淀池，所述集水场包

括安装组件和储水组件，所述沉淀池安装在所述安装组件的下方，所述储水组件安装在所

述安装组件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屋顶，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组件包

括左护板、右护板、侧护板和底板，所述侧护板的两端分别与所述左护板和所述右护板固定

连接，所述侧护板共设置有两片，两片所述侧护板平行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屋顶，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组件包

括屋面板、导流板组件和汇集槽，所述汇集槽安装在所述底板的左下方，所述屋面板的左侧

设置有第一凸起，所述第一凸起的宽度为所述屋面板宽度的1/4，所述第一凸起的下方设置

有第二凸起，所述第二凸起的宽度为所述第一凸起宽度的1/4，所述第二凸起的底部与所述

屋面板的底部相平齐，所述屋面板的右侧设置有第一安装槽和第二安装槽，相邻的所述第

一凸起安装在所述第一安装槽中，所述第二凸起安装在相邻左侧的所述第二安装槽中，所

述屋面板上均匀设置有下水孔。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屋顶，其特征在于：所述左护板上设

置有第三安装槽，位于最左侧的所述第一凸起的端部伸入所述第三安装槽中，所述右护板、

所述侧护板的内侧壁上均设置有挡板，所述屋面板放置在所述挡板上。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屋顶，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板组件

包括导流板、条状挡板和固定杆，所述条状挡板安装在所述导流板的两侧，所述固定杆的两

侧与所述条状挡板的端部固定连接，所述导流板的长度与小于所述条状挡板的长度，所述

导流板、所述条状挡板和所述固定杆之间形成汇集口。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屋顶，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板的上

表面向所述固定杆方向呈20°倾斜，所述导流板的端部呈弧形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屋顶，其特征在于：所述汇集槽安装

在所述汇集口的下方，所述汇集槽包括顶板和槽体，所述顶板分别与所述导流板、所述条状

挡板和所述固定杆固定密封连接，所述顶板的底部与所述槽体固定连接，所述顶板的中部

设置有下水口，所述槽体的底部连接有导水管。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屋顶，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池设置

在所述汇集槽的左侧，所述沉淀池固定安装在所述底板的底部，所述导水管的端部延伸至

所述沉淀池的内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屋顶，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池的左

侧设置有溢流管和排水管，所述排水管安装在所述溢流管的下方，所述沉淀池的底部设置

有清砂口。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屋顶的组装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步骤：

1)屋面板的组装：

首先根据一体化公厕的设计尺寸选用屋面板，然后将屋面板反面放置在安装平台上，

然后依次将屋面板的第一凸起和第二凸起安装在旁边屋面板中的第一安装槽和第二安装

槽中，再从反面用固定片和紧固螺母将相连两组屋面板的连接处固定；

2)沉淀池与安装组件的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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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设计尺寸在底板上开设沉淀安装槽，然后分别将左护板和右护板固定且垂直

安装在底板的左右两侧，并将侧护板安装在左护板和右护板之间；

(2)然后将组装好的安装组件倒置，并将沉淀池的上边缘固定在底板的底部，并将沉淀

池与底板的连接处密封固定；

3)储水组件与安装组件的组装：

(1)首先将两组条状挡板沿导流板的倾斜角度固定在导流板上平面的两侧，然后将固

定杆的两侧分别与两组条状挡板的端部固定；

(2)然后将组装好的安装组件和沉淀池的正置过来，使沉淀池的底部向下平稳放置，然

后将步骤1中组装好的导流板放置在安装组件的底板上，调整使导流板的左端紧贴在左护

板的内壁上，然后将导流板与安装组件的各连接处密封固定；

(3)再将汇集槽安装在沉淀池右侧的底板上，并确保汇集槽的顶板从下部将导流板、条

状挡板和固定杆之间形成的汇集口覆盖，接着将导水管的竖直段的端部安装在汇集槽的底

部，并使导水管的水平段的端部伸入沉淀池的中下段；

(4)最后将组装好的屋面板移至安装组件的上方，先将最左侧屋面板的第一安装槽伸

入左护板中的第三安装槽中，然后再向下按压屋面板，使屋面板的底部与挡板相接触，并用

第一螺钉从左护板的上方将屋面板与左护板固定连接，用第二螺钉将屋面板分别与挡板固

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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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屋顶及其组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给水器材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屋顶及其组装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小厕所，大民生，农村“厕所革命”不仅是一项重要基础工程，更是一项文明工程，

“厕所革命”是建设美丽乡村、提成旅游业品质的明智且务实之举。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相较

于城市落后，公厕肮脏、臭气熏天、细菌滋生，随着建设的发展进步，如今的公共厕所有了很

大的进步，通过在农村实行一体化厕所能够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提高农民生活环境质量，同

时能够通过对厕所中的粪便进行统一的无害化处理，能够杀灭粪便中寄生的虫卵和细菌，

能够预防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为农民的身体健康提供保障。

[0003] 但是由于农村地形复杂，很多地区的自来水管道并未覆盖完全，为了能够向一体

化公厕内提供清洁水，需要从水源处引入清洁水或安装水箱，从水源处引入清洁水需要修

设取水管道，这势必会产生较大的施工成本，并且安装复杂，耗费的时间较长，而在一体化

公厕外搭建水箱需要人为补水，这会造成人力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不足而提供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

屋顶及其组装方法的技术方案，本发明能够提供一种整装屋顶，既能为使用者如厕提供一

个私密的空间，同时能够将雨水收集和储存在一体化公厕内部，并通过设置的沉淀池对雨

水起到静置作用，使得静置后的清洁雨水能够用于对一体化公厕的清洁和马桶冲洗，节约

了水资源，又节约了一体化公厕的施工成本，有助于解决未通自来水的偏远山区的无公厕

问题。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

屋顶，其特征在于：包括集水场和沉淀池，集水场包括安装组件和储水组件，沉淀池安装在

安装组件的下方，储水组件安装在安装组件上；通过集水场对雨水进行收集并导流至沉淀

池中进行静置，安装组件是本整装屋顶的主体，能够与一体化公厕的侧墙连接固定能够为

一体化公厕遮风挡雨，提供一个私密的空间，同时安装组件也为储水组件和沉淀池的安装

提供载体，使得本整装屋顶的功能更具多样化，能够对雨水起到收集、储存和静置的作用，

并为一体化公厕提供清洁用水，节约了水资源。

[0006] 进一步，安装组件包括左护板、右护板、侧护板和底板，侧护板的两端分别与左护

板和右护板固定连接，侧护板共设置有两片，两片侧护板平行设置；通过左护板、右护板和

侧护板的连接形成闭合的框架结构，为储水组件和沉淀池的安装提供载体，有益于整体装

置保持稳定。

[0007] 进一步，储水组件包括屋面板、导流板组件和汇集槽，汇集槽安装在底板的左下

方，屋面板的左侧设置有第一凸起，第一凸起的宽度为屋面板宽度的1/4，第一凸起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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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第二凸起，第二凸起的宽度为第一凸起宽度的1/4，第二凸起的底部与屋面板的底部

相平齐，屋面板的右侧设置有第一安装槽和第二安装槽，相邻的第一凸起安装在第一安装

槽中，第二凸起安装在相邻左侧的第二安装槽中，屋面板上均匀设置有下水孔；通过将第一

凸起伸入第一安装槽中，使得相邻两组屋面板直接能够连接在一起，再通过第二凸起和第

二安装槽的设置使得相邻两组屋面板之间的接触面积更大，有利于维持相邻两组屋面板之

间的连接。

[0008] 进一步，左护板上设置有第三安装槽，位于最左侧的第一凸起的端部伸入第三安

装槽中，右护板、侧护板的内侧壁上均设置有挡板，屋面板放置在挡板上；通过在左护板上

设置第三安装槽，能够使最左侧的屋面板上的第一凸起伸入第三安装槽中，并且将第一凸

起与左护板固定连接，能够保证屋面板与左护板固定连接，通过在右护板和侧护板上设置

挡板，能够使组装后的屋面板放置在挡板上，并通过屋面板与挡板固定连接从而实现屋面

板与右护板和侧护板的固定连接，防止屋面板与下方的导流板接触，影响导流板对雨水的

导流作用。

[0009] 进一步，导流板组件包括导流板、条状挡板和固定杆，条状挡板安装在导流板的两

侧，固定杆的两侧与条状挡板的端部固定连接，导流板的长度与小于条状挡板的长度，导流

板、条状挡板和固定杆之间形成汇集口；屋面板上汇集的雨水从下水孔中流入下方的导流

板上，并在导流板的导流作用下流至导流板左侧的汇集口处，条状挡板安装在导流板的两

侧，能够对流经导流板的雨水起到阻挡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雨水溅至其他部位，底板

上设置有汇集槽安装缺口，使得汇集槽能与汇集口处连通，保证了汇集口处的雨水能够穿

过底板流至汇集槽中。

[0010] 进一步，导流板的上表面向固定杆方向呈20°倾斜，导流板的端部呈弧形结构。屋

面板承接的雨水从下水孔中落入导流板上，由于导流板倾斜设置，使得掉落至导流板上的

雨水沿导流板向下运动至汇集口处，而不会滞留在导流板上，导流板的端部设置为弧形结

构，能够使雨水从导流板流至汇集口时能够不脱离导流板，从而对汇集口处产生更小的冲

击力。

[0011] 进一步，汇集槽安装在汇集口的下方，汇集槽包括顶板和槽体，顶板分别与导流

板、条状挡板和固定杆固定密封连接，顶板的底部与槽体固定连接，顶板的中部设置有下水

口，槽体的底部连接有导水管；导流板导流的雨水进入汇集槽中，汇集槽能够削弱雨水的动

能，能够将相对柔和的雨水引流至沉淀池中，能够防止雨水直接跌落至沉淀池中对沉淀池

底部淤积的杂质进行冲击，影响沉淀池的沉淀效果和澄清度。

[0012] 进一步，沉淀池设置在汇集槽的左侧，沉淀池固定安装在底板的底部，导水管的端

部延伸至沉淀池的内部；通过将沉淀池固定在底板上，使得沉淀池能够在一定的重力范围

内安全的挂设在安装组件上，能够节约一体化公厕的内部空间，并且使得储蓄的水具有一

定的高度，从而具有一定的势能作用于对马桶或蹲坑的清洁，通过将导水管的底端伸入沉

淀池中，从而能够将汇集槽中的雨水引流至沉淀池中。

[0013] 进一步，沉淀池的左侧设置有溢流管和排水管，排水管安装在溢流管的下方，沉淀

池的底部设置有清砂口；通过在沉淀池设置溢流管能够对沉淀池内的最高水位进行限定，

当收集的雨量过大时，雨水能够经过溢流管排出，防止沉淀池容量饱和而造成屋面板雨水

不能及时排出，而出现积水现象，通过在沉淀池的底部设置清砂口，能够定期对沉淀池内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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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固体颗粒杂质进行清洁，保证了沉淀池中的水质相对清洁。

[0014] 根据如上述的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屋顶的组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步骤：

[0015] 1)屋面板的组装：

[0016] 首先根据一体化公厕的设计尺寸选用屋面板，然后将屋面板反面放置在安装平台

上，然后依次将屋面板的第一凸起和第二凸起安装在旁边屋面板中的第一安装槽和第二安

装槽中，再从反面用固定片和紧固螺母将相连两组屋面板的连接处固定；通过在相连两组

屋面板的连接处用固定片固定，能够使屋面板两两直接固定，通过将第一凸起、第二凸起分

别安装在第一安装槽和第二安装槽中，能够使两组屋面板之间的连接面积更大，从而保证

了屋面板两两直接的固定牢靠；

[0017] 2)沉淀池与安装组件的组装：

[0018] (1)根据设计尺寸在底板上开设沉淀安装槽，然后分别将左护板和右护板固定且

垂直安装在底板的左右两侧，并将侧护板安装在左护板和右护板之间；

[0019] (2)然后将组装好的安装组件倒置，并将沉淀池的上边缘固定在底板的底部，并将

沉淀池与底板的连接处密封固定；能够保证沉淀池与安装组件的固定连接，使得沉淀池在

具有较重的重力的前提下也能够被固定在屋顶上而不掉落，同时将沉淀池与底板的连接处

密封能够保证两者的连接处不漏水；

[0020] 3)储水组件与安装组件的组装：

[0021] (1)首先将两组条状挡板沿导流板的倾斜角度固定在导流板上平面的两侧，然后

将固定杆的两侧分别与两组条状挡板的端部固定；先将导流板与条状挡板安装能够使导板

与条状挡板作为一个整体再与安装组件安装，能够降低安装难度，通过将条状挡板安装在

导流板上，能够实现条状挡板对流经导流板的雨水起到阻挡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雨

水溅至其他部位；

[0022] (2)然后将组装好的安装组件和沉淀池的正置过来，使沉淀池的底部向下平稳放

置，然后将步骤1中组装好的导流板放置在安装组件的底板上，调整使导流板的左端紧贴在

左护板的内壁上，然后将导流板与安装组件的各连接处密封固定；将导流板与安装组件密

封固定保证了雨水只能在导流板的导流作用下进入左下方的汇集槽中，而不会在导流板与

安装组件连接的部位渗漏至下方；

[0023] (3)再将汇集槽安装在沉淀池右侧的底板上，并确保汇集槽的顶板从下部将导流

板、条状挡板和固定杆之间形成的汇集口覆盖，接着将导水管的竖直段的端部安装在汇集

槽的底部，并使导水管的水平段的端部伸入沉淀池的中下段；通过顶板将汇集口覆盖，使得

顶板能够将汇集口处的雨水阻挡住，从而保证导流板导流的雨水只能通过顶板上设置的下

水口进入汇集槽的内部，并经由汇集槽底部的导流管进入沉淀池中；

[0024] (4)最后将组装好的屋面板移至安装组件的上方，先将最左侧屋面板的第一安装

槽伸入左护板中的第三安装槽中，然后再向下按压屋面板，使屋面板的底部与挡板相接触，

并用第一螺钉从左护板的上方将屋面板与左护板固定连接，用第二螺钉将屋面板分别与挡

板固定连接。通过将屋面板与左护板和挡板固定连接，能够防止在大风的吹动的情况下屋

面板与安装组件分离，造成危害；

[0025] 本发明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通过集水场对雨水进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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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并导流至沉淀池中进行静置，安装组件是本整装屋顶的主体，能够与一体化公厕的侧墙

连接固定能够为一体化公厕遮风挡雨，提供一个私密的空间，同时安装组件也为储水组件

和沉淀池的安装提供载体，使得本整装屋顶的功能更具多样化，能够对雨水起到收集、储存

和静置的作用，并为一体化公厕提供清洁用水，节约了水资源。

[002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屋顶及其组装方法的技术方案，本发明

能够提供一种整装屋顶，既能为使用者如厕提供一个私密的空间，同时能够将雨水收集和

储存在一体化公厕内部，并通过设置的沉淀池对雨水起到静置作用，使得静置后的清洁雨

水能够用于对一体化公厕的清洁和马桶冲洗，节约了水资源，又节约了一体化公厕的施工

成本，有助于解决未通自来水的偏远山区的无公厕问题。

附图说明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中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屋顶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中汇集槽与底板的连接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中导流板与固定杆的连接示意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中导流板与安装组件的连接示意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中屋面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6为本发明中屋面板的拼接背面示意图。

[0034] 图中：1-集水场；2-沉淀池；3-安装组件；4-第二螺钉；5-左护板；6-右护板；7-侧护

板；8-底板；9-屋面板；10-导流板组件；11-汇集槽；12-第一凸起；13-第二凸起；14-下水孔；

15-第一安装槽；16-第二安装槽；17-第三安装槽；18-挡板；19-导流板；20-条状挡板；21-固

定杆；22-汇集口；23-顶板；24-槽体；25-下水口；26-导水管；27-溢流管；28-排水管；29-清

砂口；30-固定片；31-紧固螺母；32-第一螺钉。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如图1至图6所示，为本发明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屋顶，包括集水场1和沉淀

池2，集水场1包括安装组件3和储水组件4，沉淀池2安装在安装组件3的下方，储水组件4安

装在安装组件3上；通过集水场1对雨水进行收集并导流至沉淀池2中进行静置，安装组件3

是本整装屋顶的主体，能够与一体化公厕的侧墙连接固定能够为一体化公厕遮风挡雨，提

供一个私密的空间，同时安装组件3也为储水组件4和沉淀池2的安装提供载体，使得本整装

屋顶的功能更具多样化，能够对雨水起到收集、储存和静置的作用，并为一体化公厕提供清

洁用水，节约了水资源。

[0036] 安装组件3包括左护板5、右护板6、侧护板7和底板8，侧护板7的两端分别与左护板

5和右护板6固定连接，侧护板7共设置有两片，两片侧护板7平行设置；通过左护板5、右护板

6和侧护板7的连接形成闭合的框架结构，为储水组件4和沉淀池2的安装提供载体，有益于

整体装置保持稳定。

[0037] 储水组件4包括屋面板9、导流板组件10和汇集槽11，汇集槽11安装在底板8的左下

方，屋面板9的左侧设置有第一凸起12，第一凸起12的宽度为屋面板9宽度的1/4，第一凸起

12的下方设置有第二凸起13，第二凸起13的宽度为第一凸起12宽度的1/4，第二凸起13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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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与屋面板9的底部相平齐，屋面板9的右侧设置有第一安装槽15和第二安装槽16，相邻的

第一凸起12安装在第一安装槽15中，第二凸起13安装在相邻左侧的第二安装槽16中，屋面

板9上均匀设置有下水孔14；通过将第一凸起12伸入第一安装槽15中，使得相邻两组屋面板

9直接能够连接在一起，再通过第二凸起13和第二安装槽16的设置使得相邻两组屋面板9之

间的接触面积更大，有利于维持相邻两组屋面板9之间的连接。

[0038] 左护板5上设置有第三安装槽17，位于最左侧的第一凸起12的端部伸入第三安装

槽17中，右护板6、侧护板7的内侧壁上均设置有挡板18，屋面板9放置在挡板18上；通过在左

护板5上设置第三安装槽17，能够使最左侧的屋面板9上的第一凸起12伸入第三安装槽17

中，并且将第一凸起12与左护板5固定连接，能够保证屋面板9与左护板5固定连接，通过在

右护板6和侧护板7上设置挡板18，能够使组装后的屋面板9放置在挡板18上，并通过屋面板

9与挡板18固定连接从而实现屋面板9与右护板6和侧护板7的固定连接，防止屋面板9与下

方的导流板19接触，影响导流板19对雨水的导流作用。

[0039] 导流板组件10包括导流板19、条状挡板20和固定杆21，条状挡板20安装在导流板

19的两侧，固定杆21的两侧与条状挡板20的端部固定连接，导流板19的长度与小于条状挡

板20的长度，导流板19、条状挡板20和固定杆21之间形成汇集口22；屋面板9上汇集的雨水

从下水孔14中流入下方的导流板19上，并在导流板19的导流作用下流至导流板19左侧的汇

集口22处，条状挡板20安装在导流板19的两侧，能够对流经导流板19的雨水起到阻挡作用，

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雨水溅至其他部位，底板8上设置有汇集槽安装缺口，使得汇集槽11能

与汇集口22处连通，保证了汇集口22处的雨水能够穿过底板8流至汇集槽11中。

[0040] 导流板19的上表面向固定杆21方向呈20°倾斜，导流板19的端部呈弧形结构。屋面

板9承接的雨水从下水孔14中落入导流板19上，由于导流板19倾斜设置，使得掉落至导流板

19上的雨水沿导流板19向下运动至汇集口22处，而不会滞留在导流板19上，导流板19的端

部设置为弧形结构，能够使雨水从导流板19流至汇集口22时能够不脱离导流板19，从而对

汇集口22处产生更小的冲击力。

[0041] 汇集槽11安装在汇集口22的下方，汇集槽11包括顶板23和槽体24，顶板23分别与

导流板19、条状挡板20和固定杆21固定密封连接，顶板23的底部与槽体24固定连接，顶板23

的中部设置有下水口25，槽体24的底部连接有导水管26；导流板19导流的雨水进入汇集槽

11中，汇集槽11能够削弱雨水的动能，能够将相对柔和的雨水引流至沉淀池2中，能够防止

雨水直接跌落至沉淀池2中对沉淀池2底部淤积的杂质进行冲击，影响沉淀池2的沉淀效果

和澄清度。

[0042] 沉淀池2设置在汇集槽11的左侧，沉淀池2固定安装在底板8的底部，导水管26的端

部延伸至沉淀池2的内部；通过将沉淀池2固定在底板8上，使得沉淀池2能够在一定的重力

范围内安全的挂设在安装组件3上，能够节约一体化公厕的内部空间，并且使得储蓄的水具

有一定的高度，从而具有一定的势能作用于对马桶或蹲坑的清洁，通过将导水管26的底端

伸入沉淀池2中，从而能够将汇集槽11中的雨水引流至沉淀池2中。

[0043] 沉淀池2的左侧设置有溢流管27和排水管28，排水管28安装在溢流管27的下方，沉

淀池2的底部设置有清砂口29；通过在沉淀池2设置溢流管27能够对沉淀池2内的最高水位

进行限定，当收集的雨量过大时，雨水能够经过溢流管27排出，防止沉淀池2容量饱和而造

成屋面板9雨水不能及时排出，而出现积水现象，通过在沉淀池2的底部设置清砂口29，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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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对沉淀池2内沉积的固体颗粒杂质进行清洁，保证了沉淀池2中的水质相对清洁。

[0044] 根据如上述的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屋顶的组装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5] 1)屋面板9的组装：

[0046] 首先根据一体化公厕的设计尺寸选用屋面板9，然后将屋面板9反面放置在安装平

台上，然后依次将屋面板9的第一凸起12和第二凸起13安装在旁边屋面板9中的第一安装槽

15和第二安装槽16中，再从反面用固定片30和紧固螺母31将相连两组屋面板9的连接处固

定；通过在相连两组屋面板9的连接处用固定片30固定，能够使屋面板9两两直接固定，通过

将第一凸起12、第二凸起13分别安装在第一安装槽15和第二安装槽16中，能够使两组屋面

板9之间的连接面积更大，从而保证了屋面板9两两直接的固定牢靠；

[0047] 2)沉淀池2与安装组件3的组装：

[0048] (1)根据设计尺寸在底板8上开设沉淀安装槽，然后分别将左护板5和右护板6固定

且垂直安装在底板8的左右两侧，并将侧护板7安装在左护板5和右护板6之间；

[0049] (2)然后将组装好的安装组件3倒置，并将沉淀池2的上边缘固定在底板8的底部，

并将沉淀池2与底板8的连接处密封固定；能够保证沉淀池2与安装组件3的固定连接，使得

沉淀池2在具有较重的重力的前提下也能够被固定在屋顶上而不掉落，同时将沉淀池2与底

板8的连接处密封能够保证两者的连接处不漏水；

[0050] 3)储水组件4与安装组件3的组装：

[0051] (1)首先将两组条状挡板20沿导流板19的倾斜角度固定在导流板19上平面的两

侧，然后将固定杆21的两侧分别与两组条状挡板20的端部固定；先将导流板19与条状挡板

20安装能够使导板与条状挡板20作为一个整体再与安装组件3安装，能够降低安装难度，通

过将条状挡板20安装在导流板19上，能够实现条状挡板20对流经导流板19的雨水起到阻挡

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雨水溅至其他部位；

[0052] (2)然后将组装好的安装组件3和沉淀池2的正置过来，使沉淀池2的底部向下平稳

放置，然后将步骤1中组装好的导流板19放置在安装组件3的底板8上，调整使导流板19的左

端紧贴在左护板5的内壁上，然后将导流板19与安装组件3的各连接处密封固定；将导流板

19与安装组件3密封固定保证了雨水只能在导流板19的导流作用下进入左下方的汇集槽11

中，而不会在导流板19与安装组件3连接的部位渗漏至下方；

[0053] (3)再将汇集槽11安装在沉淀池2右侧的底板8上，并确保汇集槽11的顶板23从下

部将导流板19、条状挡板20和固定杆21之间形成的汇集口22覆盖，接着将导水管26的竖直

段的端部安装在汇集槽11的底部，并使导水管26的水平段的端部伸入沉淀池2的中下段；通

过顶板23将汇集口22覆盖，使得顶板23能够将汇集口22处的雨水阻挡住，从而保证导流板

19导流的雨水只能通过顶板23上设置的下水口25进入汇集槽11的内部，并经由汇集槽11底

部的导流管进入沉淀池2中；

[0054] (4)最后将组装好的屋面板9移至安装组件3的上方，先将最左侧屋面板9的第一安

装槽15伸入左护板5中的第三安装槽17中，然后再向下按压屋面板9，使屋面板9的底部与挡

板18相接触，并用第一螺钉32从左护板5的上方将屋面板9与左护板5固定连接，用第二螺钉

4将屋面板9分别与挡板18固定连接。通过将屋面板9与左护板5和挡板18固定连接，能够防

止在大风的吹动的情况下屋面板9与安装组件3分离，造成危害。

[0055] 本发明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通过集水场1对雨水进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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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并导流至沉淀池2中进行静置，安装组件3是本整装屋顶的主体，能够与一体化公厕的侧

墙连接固定能够为一体化公厕遮风挡雨，提供一个私密的空间，同时安装组件3也为储水组

件4和沉淀池2的安装提供载体，使得本整装屋顶的功能更具多样化，能够对雨水起到收集、

储存和静置的作用，并为一体化公厕提供清洁用水，节约了水资源。

[005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一体化公厕的整装屋顶及其组装方法的技术方案，本发明

能够提供一种整装屋顶，既能为使用者如厕提供一个私密的空间，同时能够将雨水收集和

储存在一体化公厕内部，并通过设置的沉淀池2对雨水起到静置作用，使得静置后的清洁雨

水能够用于对一体化公厕的清洁和马桶冲洗，节约了水资源，又节约了一体化公厕的施工

成本，有助于解决未通自来水的偏远山区的无公厕问题。

[0057]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但本发明的技术特征并不局限于此。任何以本发

明为基础，为实现基本相同的技术效果，所作出地简单变化、等同替换或者修饰等，皆涵盖

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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