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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环保雨水口，涉及市

政工程排水技术领域，该环保雨水口包括进水箅

和井筒，还包括：过滤组件，其包括边框和过滤

网，边框设置于井筒内壁，并位于进水箅下方；滤

水板，其设置于井筒内壁；溢流组件，其包括溢流

管、定位杆和设置于溢流管上方的浮板，定位杆

设有至少两个，其一端固定于溢流管内壁，其另

一端穿过浮板，并在端部设置限制浮板脱出的限

位件，浮板与定位杆滑动连接，且浮板面积不小

于溢流管截面面积；当过滤网表面的积水高于溢

流管顶端时，浮板漂浮于水面；当过滤网表面的

积水未高于溢流管顶端时，浮板位于溢流管顶

端。本实用新型，针对雨水过滤效果好，可有效降

低雨水管系统的堵塞，且清污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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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雨水口，包括进水箅(1)和井筒(2)，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过滤组件(3)，其包括边框(31)和设置于边框(31)内的过滤网(32)，所述边框(31)设置

于井筒(2)内壁，并位于进水箅(1)下方；

滤水板(4)，其设置于所述井筒(2)内壁，并位于过滤组件(3)下方；

溢流组件(5)，其包括溢流管(51)、定位杆(52)和设置于溢流管(51)上方的浮板(53)，

所述溢流管(51)一端穿设于所述滤水板(4)，另一端穿过所述过滤网(32)并延伸至过滤网

(32)上方，所述定位杆(52)设有至少两个，其一端固定于溢流管(51)内壁，其另一端穿过浮

板(53)，并在端部设置限制浮板(53)脱出的限位件(521)，所述浮板(53)与定位杆(52)滑动

连接，且浮板(53)面积不小于溢流管(51)截面面积；

当所述过滤网(32)表面的积水高于溢流管(51)顶端时，所述浮板(53)漂浮于水面；当

所述过滤网(32)表面的积水未高于溢流管(51)顶端时，所述浮板(53)位于所述溢流管(51)

顶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雨水口，其特征在于：所述井筒(2)内壁设有至少两个相对

设置的凸棱(21)，所述凸棱(21)内侧设有挡板(211)，所述边框(31)外边缘设有与凸棱(21)

适配的槽口，所述边框(31)可通过槽口卡合所述凸棱(21)，并固定于挡板(211)上方。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环保雨水口，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水板(4)固定设置于凸棱(21)，

且位于挡板(211)下方。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环保雨水口，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水板(4)上设有吸附料包(41)，

且所述吸附料包(41)位于所述挡板(211)下方。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环保雨水口，其特征在于：所述井筒(2)内壁为砖砌墙体，所述凸

棱(21)设有四个，四个凸棱(21)对称固定于井筒(2)内壁。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雨水口，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网(32)为半椭球型的钢丝网

片，并开设有供溢流管(51)穿过的孔洞，所述边框(31)、滤水板(4)和溢流管(51)均采用铝

合金材料。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雨水口，其特征在于：所述溢流管(51)顶面高出其与所述过

滤网(32)连接处5cm。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雨水口，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箅(1)设有长条形的过水孔

(11)，所述进水箅(1)下方位于过水孔(11)处设有隔片(12)，所述隔片(12)一侧通过第二合

页铰接于过水孔(11)内侧边缘，另一侧通过弹簧连接过水孔(11)另一内侧边缘。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雨水口，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箅(1)一端通过第一合页铰

接安装于井筒(2)处，所述进水箅(1)另一端设有第一耳型提手。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雨水口，其特征在于：所述边框(31)上设有第二耳型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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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雨水口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市政工程排水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环保雨水口。

背景技术

[0002] 雨水口是在雨水管渠或河流管渠上收集雨水的构筑物，是城市道路排水的重要组

成部分。目前市政道路的雨水口多采用砖砌井身形式，设置在街区内、广场上、街道交叉口

和街道边沟的一定距离处，用于收集地面上、街道路面上的雨水，并在雨水口处放置铁铸篦

子。雨水口为城市道路排水系统中重要的构筑物，路面雨水首先必须经过雨水口收集后才

能进入雨水管道系统。

[0003] 雨水中较大尺寸的树叶、树枝、塑料袋等污染物可通过雨水篦加以拦截，但是尺寸

小的颗粒污染物均随雨水进入雨水管道系统。有相关研究指出，市政道路雨水污染严重，尤

其是初期雨水往往携带有大量的颗粒污染物，这些雨水若不经任何处置直接排入雨水口长

此以往将造成污染物在雨水井和雨水管道中沉积，甚至堵塞雨水管道，影响雨水的正常排

出，造成路面积水。特别是针对雨水量较大的地区，当雨水口排水能力不足，在路表面形成

的积水范围较大时，还会造成道路或低洼地区积水而妨碍交通或者损坏道路。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环保雨水口，针对

雨水过滤效果好，降低雨水管系统的堵塞，且清污方便。

[0005]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环保雨水口，包括进水箅和

井筒，还包括：

[0006] 过滤组件，其包括边框和设置于边框内的过滤网，上述边框设置于井筒内壁，并位

于进水箅下方；

[0007] 滤水板，其设置于上述井筒内壁，并位于过滤组件下方；

[0008] 溢流组件，其包括溢流管、定位杆和设置于溢流管上方的浮板，上述溢流管一端穿

设于上述滤水板，另一端穿过上述过滤网并延伸至过滤网上方，上述定位杆设有至少两个，

其一端固定于溢流管内壁，其另一端穿过浮板，并在端部设置限制浮板脱出的限位件，上述

浮板与定位杆滑动连接，且浮板面积不小于溢流管截面面积；

[0009] 当上述过滤网表面的积水高于溢流管顶端时，上述浮板漂浮于水面；当上述过滤

网表面的积水未高于溢流管顶端时，上述浮板位于上述溢流管顶端。

[0010]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井筒内壁设有至少两个相对设置的凸棱，上述凸棱内

侧设有挡板，上述边框外边缘设有与凸棱适配的槽口，上述边框可通过槽口卡合上述凸棱，

并固定于挡板上方。

[0011]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滤水板固定设置于凸棱，且位于挡板下方。

[0012]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滤水板上设有吸附料包，且上述吸附料包位于上述挡

板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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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井筒内壁为砖砌墙体，上述凸棱设有四个，四个凸棱对

称固定于井筒内壁。

[0014]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过滤网为半椭球型的钢丝网片，并开设有供溢流管穿

过的孔洞，上述边框、滤水板和溢流管均采用铝合金材料。

[0015]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上述溢流管顶面高出其与上述过滤网连接处5cm。

[0016]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进水箅设有长条形的过水孔，上述进水箅下方位于过

水孔处设有隔片，上述隔片一侧通过第二合页铰接于过水孔内侧边缘，另一侧通过弹簧连

接过水孔另一内侧边缘。

[0017]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上述进水箅一端通过第一合页铰接安装于井筒处，上

述进水箅另一端设有第一耳型提手。

[0018]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上述边框上设有第二耳型提手。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20] (1)本实用新型中的环保雨水口，针对雨水过滤效果好，通过进水箅可拦截树叶、

垃圾等大的废弃物，通过过滤组件和滤水板可拦截小的垃圾和污染物，降低雨水管系统的

堵塞；当需要清理雨水口内的垃圾时，打开进水箅，取出过滤组件进行清理或更换即可，清

污方便，有利于雨水口的维护管理。

[0021] (2)本实用新型中的环保雨水口，当雨水量较大，过滤组件出现堵塞现象或来不及

排水时，可通过溢流组件加快排水速度。

[0022] (3)本实用新型中的环保雨水口，不仅有效阻挡了非雨期的垃圾进入雨水口，还可

减少雨水口内的臭气外溢，提高雨水口周边环境。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环保雨水口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图1中A的放大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滤水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过滤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进水箅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1-进水箅，11-过水孔，12-隔片，2-井筒，21-凸棱，211-挡板，3-过滤组件，

31-边框，32-过滤网，4-滤水板，41-吸附料包，5-溢流组件，51-溢流管，52-定位杆，521-限

位件，53-浮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0]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环保雨水口的实施例，包括进水箅1和井筒2，进水篦1设置在

井筒2的井口处，用于拦截树叶、垃圾等大的废弃物。

[0031] 参见图1-3所示，本实施例的环保雨水口还包括过滤组件3、滤水板4和溢流组件5。

过滤组件3包括边框31和设置于边框31内的过滤网32，边框31设置于井筒2内壁，并位于进

水箅1下方，通过过滤网32可拦截小的垃圾和污染物，以降低雨水管系统的堵塞。其中，边框

31上设有第二耳型提手，通过第二耳型提手可快速放置和取出边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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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上述滤水板4设置在井筒2内壁，并位于过滤组件3下方。

[0033] 上述溢流组件5包括溢流管51、定位杆52和设置于溢流管51上方的浮板53。溢流管

51一端穿设于滤水板4，另一端穿过过滤网32并延伸至过滤网32上方。因此，过滤网32和滤

水板4上均开设有供溢流管穿过的孔洞。定位杆52设有至少两个，每个定位杆52一端固定于

溢流管51内壁，其另一端延伸出溢流管51，并穿过浮板53，并在穿出浮板53的端部设置有限

制浮板53脱出的限位件521。优选地，可沿溢流管51内壁周向均匀布置三个定位杆52，以加

强对浮板53的限位。

[0034] 本实施例中，浮板53设有与定位杆52数量相同的通孔，且浮板53的面积不小于溢

流管51的截面面积，浮板53的通孔的面积大于定位杆52的截面面积，且小于限位件521的面

积。

[0035] 由于浮板53与定位杆52滑动连接，当雨水量较大，过滤网32出现堵塞现象或来不

及排水，过滤网32表面的积水高于溢流管51顶端时，浮板53由于水的浮力会离开溢流管51

的顶端，并漂浮于水面，以便于高于溢流管51顶端的雨水沿溢流管51排至排水系统，加快排

水速度，此时，由于限位件521的限制，浮板53仍处于溢流管51的正上方；当过滤网32表面的

积水低于溢流管51顶端或与溢流管51顶端齐平时，浮板53会随着水位的下降而下降，直至

回到溢流管51的顶端，并重新覆盖在到溢流管51的顶部。

[0036] 本实施例的环保雨水口，针对雨水过滤效果好，降低雨水管系统的堵塞；当需要清

理雨水口内的垃圾时，打开进水箅，取出过滤组件进行清理或更换即可，清污方便，有利于

雨水口的维护管理。

[0037] 参见图4所示，本实施例中，井筒2内壁设有至少两个相对设置的凸棱21。凸棱21内

侧设有挡板211，边框31外边缘设有与凸棱21适配的槽口，边框31可通过槽口卡合凸棱21，

并搁置固定在挡板211上方。上述边框31在凸棱21位于挡板211上方的部分可上下移动，以

便于边框31的放置、取出和清理。

[0038] 上述滤水板4固定设置于凸棱21，且位于挡板211下方，滤水板4上还开设有多个滤

水孔。滤水板4上设有便于更换的吸附料包41，且吸附料包41位于挡板211下方。该吸附料包

41为编织袋，其内装有粉煤灰和活性炭或碳化秸秆，通过吸附料包41对雨水中的氮磷元素

进行有效吸附，有效降低雨水对河道造成的污染。溢流管51位于过滤网32和滤水板4之间的

部分还设有透水孔，增加排水速度。

[0039] 本实施例中，过滤网32为半椭球型的钢丝网片，并开设有供溢流管51穿过的孔洞，

以增加滤水面积，边框31、滤水板4和溢流管51均采用铝合金材料。

[0040] 本实施例中，井筒2内壁为砖砌墙体，凸棱21设有四个，四个凸棱21对称固定于井

筒2内壁，以加强过滤组件3固定的稳定性。优选地，凸棱21还设置有预埋部，在井筒2施工

时，凸棱21通过预埋部预埋在井筒2内壁而固定。

[0041] 优选地，溢流管51顶面高出溢流管51与过滤网32连接处5cm，当雨水量不大时，雨

水可由过滤组件3过滤排放，而不会从溢流管51溢出。

[0042] 本实施例中，进水箅1一端通过第一合页铰接安装于井筒2处，进水箅1另一端设有

第一耳型提手。通过将进水箅1通过第一合页铰接安装于井筒2，可避免进水箅1轻易被盗，

通过第一耳型提手可方便进水箅1的打开和关闭。

[0043] 参见图5所示，进水箅1设有长条形的过水孔11，进水箅1下方位于过水孔11处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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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片12，隔片12一侧通过第二合页铰接于过水孔11内侧边缘，另一侧通过弹簧连接过水孔

11另一内侧边缘。通过隔片12不仅有效阻挡了非雨期的垃圾进入雨水口，还可减少雨水口

内的臭气外溢，提高雨水口周边环境。其中，隔片12的长度可略小于过水孔11的长度，使隔

片12与过水孔11之间存在空隙，以便于在有少量水时，水可通过空隙快速流入。

[0044] 本实用新型中的环保雨水口，不仅可对雨水进行过滤，降低雨水管系统的堵塞，而

且清污方便，有利于雨水口的维护管理。

[0045] 本实用新型不仅局限于上述最佳实施方式，任何人在本实用新型的启示下都可得

出其他各种形式的产品，但不论在其形状或结构上作任何变化，凡是具有与本实用新型相

同或相近似的技术方案，均在其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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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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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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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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