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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多功能智能软体蓄水设备

(57)摘要

多功能智能软体蓄水设备，本发明涉及蓄水

设备技术领域，集水面上开的开口上设有检修

盖，检修盖的一侧边与开口一侧边为一体式结

构，其余三边利用防爆拉链与开口另外三边连接

固定；检修盖中插接固定有法兰，抽水管插设在

法兰内，抽水管的上端与抽水泵的进水端连接，

抽水泵的出水端连接顶面出液管；所述的液体传

感器与控制器连接，控制器固定在太阳能光伏组

件中的电控箱内，控制器与抽水泵连接，上述液

体传感器、抽水泵以及控制器均与太阳能光伏组

件电连接，太阳能光伏组件固定在池体的外侧；

位于池体外围的集水面中嵌设有数个拉环。其能

够应用于多种环境之下的蓄水，且节能环保，降

低投入和后期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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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功能智能软体蓄水设备，其特征在于：它包含池体(1)、集水面(2)、进水装置(3)、

抽水管(4)、法兰(5)、抽水泵(6)、液体传感器(7)、太阳能光伏组件(8)、防爆拉链(9)、检修

盖(10)、扣眼夹片(11)；池体(1)的内壁固定有液体传感器(7)，池体(1)的上端开口与集水

面(2)的下表面连接固定，且连接处的四个顶角均利用扣眼夹片(11)上下扣合连接固定，集

水面(2)中开设有数个进水装置(3)，集水面(2)上开的开口上设有检修盖(10)，检修盖(10)

的一侧边与开口一侧边为一体式结构，其余三边利用防爆拉链(9)与开口另外三边连接固

定；检修盖(10)中插接固定有法兰(5)，抽水管(4)插设在法兰(5)内，抽水管(4)的上端与抽

水泵(6)的进水端连接，抽水泵(6)的出水端连接顶面出液管(6-1)；所述的液体传感器(7)

与控制器(15)连接，控制器(15)固定在太阳能光伏组件(8)中的电控箱内，控制器(15)与抽

水泵(6)连接，上述液体传感器(7)、抽水泵(6)以及控制器(15)均与太阳能光伏组件(8)电

连接，太阳能光伏组件(8)固定在池体(1)的外侧；位于池体(1)外围的集水面(2)中嵌设有

数个拉环(2-1)；

其中，所述进水装置(3)包括一圆筒形的壳体(301)，在所述壳体(301)的顶部边缘位置

处注塑形成有一挡边(302)，在所述壳体(301)的外壁处、位于所述挡边(302的下方设置有

外螺纹(303)，通过该外螺纹(303)配合有一压紧圈(304)，在所述壳体(301)的外部套设有

一密封圈(305)，所述密封圈(305)位于所述挡边(302)的下方，在所述壳体(301)的内底部

位置处注塑形成有一内管(306)，所述内管(306)向上设置，内管(306)的下端具有开口

(307)，内管(306)的上端设置有一小孔(308)，小孔(308)的孔径小于所述内管(306)的内

径，在所述内管(306)的外壁处环形设置有多个进水孔(309)，所述内管(306)的外部螺纹连

接有一活动管(310)，所述活动管310的外壁处注塑形成有第一盘体(311)和第二盘体

(312)，第一盘体(311)位于所述第二盘体(312)的上方，在所述第二盘体(312)的底部上凸

后形成一个定位凹槽(313)，在所述定位凹槽(313)内装配有PP棉滤芯(314)，所述PP棉滤芯

(314)的下端被挤压在所述壳体(301)的内底面上，所述进水孔(309)位于所述PP棉滤芯

(314)的内侧，所述第一盘体(311)和第二盘体(312)

之间形成一个操作间隙(315)，在所述第一盘体(311)内填充有麦饭石颗粒(321)，在所

述第二盘体(312)内填充有活性炭颗粒(322)；在所述第一盘体(311)的上方支撑有一挡网

(316)，在所述挡网(316)的上方支撑有混合滤材(323)，在所述小孔(308)内穿插有一塑料

材质的活动杆(317)，所述活动杆(317)的下端注塑形成有一限位板(318)，在所述活动杆

(317)的下端螺纹连接有一空心的浮球(319)，浮球(319)的上端抵住所述限位板(318)，所

述活动杆(317)的上端延伸至所述壳体(301)的外部后螺纹连接有一挡流罩(320)，所述挡

流罩(320)的外直径小于所述挡边(302)的外直径，所述挡流罩(320)的外直径大于所述壳

体(301)的内径，在所述活动杆(317)上螺纹连接有一限位罩(331)，所述限位罩(331)套设

在所述内管(306)的上端；所述集水面(2)上开设安装壳体(301)用的安装孔位，所述集水面

(2)被夹设在所述挡边(302)和所述压紧圈(304)之间，所述密封圈(305)密封在所述挡边

(302)和所述集水面(2)之间；在所述第一盘体(311)和第二盘体(312)的底部均设置有向下

渗水用的渗水孔(388)；在所述限位板(318)的上方支撑有一橡胶材质的密封垫(39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智能软体蓄水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器(15)设

置在移动设备上，所述的液体传感器(7)通过无线传输模块与移动设备上的控制器(15)进

行信号传输连接，控制器(15)再利用无线传输模块与抽水泵(6)电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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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智能软体蓄水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太阳能光伏组

件(8)上固定并电连接有警示灯(1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智能软体蓄水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太阳能光伏组

件(8)上固定并电连接有照明灯(17)。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智能软体蓄水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集水面(2)的

周边高于进水装置(3)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智能软体蓄水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池体(1)的外

部套设有支架(12)，池体(1)的侧壁底部贯通连接有自动溢水管道(13)；上述支架(12)由池

体框架(12-1)、集水面框架(12-2)、立杆(12-3)、″L″形脚撑(12-4)、铁支(12-5)构成；数个

池体框架(12-1)上下堆叠设置，且利用立杆(12-3)连接固定，最上层的池体框架(12-1)抵

设在位于池体(1)上端口处的集水面(2)的下表面；上述集水面框架(12-2)套设在集水面

(2)的外围，且利用固定绑带(14)与拉环(2-1)的配合，连接固定；上述集水面框架(12-2)的

四角利用″L″形脚撑(12-4)与最底层的池体框架(12-1)的四角连接固定，每个″L″形脚撑

(12-4)的上端均连接有数个铁支(12-5)；上述自动溢水管道(13)由底面出液管(13-1)、排

水阀(13-2)、溢水立管(13-3)、溢水横管(13-4)构成；底面出液管(13-1)贯通连接在池体

(1)的侧壁底部，底面出液管(13-1)上贯通连接有排水阀(13-2)，位于排水阀(13-2)与池体

(1)之间的底面出液管(13-1)上贯通连接有溢水立管(13-3)，溢水立管(13-3)的上端贯通

连接有溢水横管(13-4)，溢水横管(13-4)高于集水面(2)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智能软体蓄水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滤材(323)

为麦饭石颗粒、活性炭颗粒、石英砂、无烟煤颗粒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智能软体蓄水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压紧圈(304)

的外壁处环形设置有三个以上的受力端(334)，每个受力端(334)均具有一个受力孔(335)。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智能软体蓄水设备，其特征在于：它的工作原理：将池

体(1)埋在预先挖好的地坑中，并将集水面(2)的周边利用固定绑带(14)连接固定在地坑上

部周边上的固定物上；或者将池体(1)利用支架(12)架设在地面上，集水面(2)对雨水进行

收集，雨水经过集水面(2)倾斜设置的周边流入进水装置(3)，经过进水装置(3)的过滤，阻

隔一些较大的杂质进入池体(1)中，池体(1)中设置的液体传感器(7)实时感测池体(1)内的

集水量，当集水量超过预设定值时，触发控制器(15)，控制器(15)启动抽水泵(6)，将池体

(1)内的集水抽出外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雨水中存在的灰尘物质会在池体(1)的底部积

聚，此时先排出池体(1)内的集水，再拉开防爆拉链(9)，打开检修盖(10)，检修人员即可从

开口进入池体(1)内，将内部的淤泥清理干净，当池体(1)架设于地面上时，在池体(1)侧壁

下方设置的自动溢水管道(13)即实现底部排水的目的，当池体(1)内的集水液面高于溢水

横管(13-4)的高度时，此时多余的集水即可沿着溢水横管(13-4)自行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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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智能软体蓄水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蓄水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多功能智能软体蓄水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水是生命的源泉，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由于自然和地理原因，极度缺水。坡地种植，

牲畜用水几乎全靠有限的降雨蓄水。为了帮助那里的人们摆脱因为农业资源匮乏带来的贫

困和损失，为更好的收集有限资源，优化混凝土水窖。混泥土水窖造价高、防渗差、土壤破

坏、施工困难、建筑垃圾多等问题突出。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和不足，提供一种设计合理的多功能智能

软体水箱，其能够应用于多种环境之下的蓄水，且节能环保，降低投入和后期维护成本。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下列技术方案：它包含池体、集水面、进水装置、抽

水管、法兰、抽水泵、液体传感器、太阳能光伏组件、防爆拉链、检修盖、扣眼夹片；池体的内

壁固定有液体传感器，池体的上端开口与集水面的下表面连接固定，且连接处的四个顶角

均利用扣眼夹片上下扣合连接固定，集水面中开设有数个进水装置，集水面上开的开口上

设有检修盖，检修盖的一侧边与开口一侧边为一体式结构，其余三边利用防爆拉链与开口

另外三边连接固定；检修盖中插接固定有法兰，抽水管插设在法兰内，抽水管的上端与抽水

泵的进水端连接，抽水泵的出水端连接顶面出液管；所述的液体传感器与控制器连接，控制

器固定在太阳能光伏组件中的电控箱内，控制器与抽水泵连接，上述液体传感器、抽水泵以

及控制器均与太阳能光伏组件电连接，太阳能光伏组件固定在池体的外侧；位于池体外围

的集水面中嵌设有数个拉环。

[0005] 进一步地，所述的控制器设置在移动设备上，所述的液体传感器通过无线传输模

块与移动设备上的控制器进行信号传输连接，控制器再利用无线传输模块与抽水泵电控连

接。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的太阳能光伏组件上固定并电连接有警示灯。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的太阳能光伏组件上固定并电连接有照明灯。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集水面的周边高于进水装置设置。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进水装置包括一圆筒形的壳体，在所述壳体的顶部边缘位置处注

塑形成有一挡边，在所述壳体的外壁处、位于所述挡边的下方设置有外螺纹，通过该外螺纹

配合有一压紧圈，在所述壳体的外部套设有一密封圈，所述密封圈位于所述挡边的下方，在

所述壳体的内底部位置处注塑形成有一内管，所述内管向上设置，内管的下端具有开口，内

管的上端设置有一小孔，小孔的孔径小于所述内管的内径，在所述内管的外壁处环形设置

有多个进水孔，所述内管的外部螺纹连接有一活动管，所述活动管的外壁处注塑形成有第

一盘体和第二盘体，第一盘体位于所述第二盘体的上方，在所述第二盘体的底部上凸后形

成一个定位凹槽，在所述定位凹槽内装配有PP棉滤芯，所述PP棉滤芯的下端被挤压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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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体的内底面上，所述进水孔位于所述PP棉滤芯的内侧，所述第一盘体和第二盘体之间形

成一个操作间隙，在所述第一盘体内填充有麦饭石颗粒，在所述第二盘体内填充有活性炭

颗粒；在所述第一盘体的上方支撑有一挡网，在所述挡网的上方支撑有混合滤材，在所述小

孔内穿插有一塑料材质的活动杆，所述活动杆的下端注塑形成有一限位板，在所述活动杆

的下端螺纹连接有一空心的浮球，浮球的上端抵住所述限位板，所述活动杆的上端延伸至

所述壳体的外部后螺纹连接有一挡流罩，所述挡流罩的外直径小于所述挡边的外直径，所

述挡流罩的外直径大于所述壳体的内径，在所述活动杆上螺纹连接有一限位罩，所述限位

罩套设在所述内管的上端；所述集水面上开设安装壳体用的安装孔位，所述集水面被夹设

在所述挡边和所述压紧圈之间，所述密封圈密封在所述挡边和所述集水面之间；在所述第

一盘体和第二盘体的底部均设置有向下渗水用的渗水孔；在所述限位板的上方支撑有一橡

胶材质的密封垫；更换过滤材料的方式如下：首先，将挡流罩螺旋取下，清理掉位于挡网上

方的混合滤材，然后再将限位罩向上螺旋取下，用手把持住活动杆，避免活动杆向下掉落。

再将活动管螺旋取下，最后再将PP棉滤芯向上取出，取出操作完成后，将限位罩螺旋在活动

杆的上端，避免活动杆向下掉落。此时，再清洁掉第一盘体和第二盘体内麦饭石颗粒和活性

炭颗粒，替换新的麦饭石颗粒和活性炭颗粒，再替换一个新的PP棉滤芯。再重新装回即可。

上述操作方式，易于对过滤材料的替换。同时整体性较高。浮球的设计目的，是在本产品内

部蓄水满了之后，浮球向上浮动，通过密封垫对内管进行密封，避免水的继续进入。避免由

于进水过多而导致的本产品的涨裂，我们通过改变限位罩的位置，可以改变浮球的位置，来

限定最大的进水容量，当限位罩沿着活动杆向上移动后，由于限位罩是通过内管支撑的，因

此浮球的高度会下降，使得而本产品的储存量下降。反之，则储存量上升。设计上述过滤结

构，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是对进水进行过滤，当储存的水用于饮用时，提高水的清洁性。

其二，是避免蜘蛛、青蛙等生物进入至本产品的内部，当有生物进入，并且死亡后，会导致水

质发臭。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混合滤材为麦饭石颗粒、活性炭颗粒、石英砂、无烟煤颗粒中的一

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0011] 进一步地，在所述压紧圈的外壁处环形设置有三个以上的受力端，每个受力端均

具有一个受力孔。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池体的外部套设有支架，池体的侧壁底部贯通连接有自动溢水

管道；上述支架由池体框架、集水面框架、立杆、″L″形脚撑、铁支构成；数个池体框架上下堆

叠设置，且利用立杆连接固定，最上层的池体框架抵设在位于池体上端口处的集水面的下

表面；上述集水面框架套设在集水面的外围，且利用固定绑带与拉环的配合，连接固定；上

述集水面框架的四角利用″L″形脚撑与最底层的池体框架的四角连接固定，每个″L″形脚撑

的上端均连接有数个铁支；上述自动溢水管道由底面出液管、排水阀、溢水立管、溢水横管

构成；底面出液管贯通连接在池体的侧壁底部，底面出液管上贯通连接有排水阀，位于排水

阀与池体之间的底面出液管上贯通连接有溢水立管，溢水立管的上端贯通连接有溢水横

管，溢水横管高于集水面设置。

[001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将池体埋在预先挖好的地坑中，并将集水面的周边利用固定

绑带连接固定在地坑上部周边上的固定物上(或者直接利用地埋钉钉入地面)；或者将池体

利用支架架设在地面上，集水面对雨水进行收集，雨水经过集水面倾斜设置的周边流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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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装置，经过进水装置的过滤，阻隔一些较大的杂质进入池体中，池体中设置的液体传感器

实时感测池体内的集水量，当集水量超过预设定值时，触发控制器，控制器启动抽水泵，将

池体内的集水抽出外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雨水中存在的灰尘等物质会在池体的底部积

聚，此时先排出池体内的集水，再拉开防爆拉链，打开检修盖，检修人员即可从开口进入池

体内，将内部的淤泥清理干净，当池体架设于地面上时，在池体侧壁下方设置的自动溢水管

道即实现底部排水的目的，当池体内的集水液面高于溢水横管的高度时，此时多余的集水

即可沿着溢水横管自行排出。

[0014] 采用上述结构后，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了多功能智能软体蓄水设备，

其能够应用于多种环境之下的蓄水，且节能环保，降低投入和后期维护成本。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具体实施方式一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具体实施方式二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的电控框图；

[0018] 图4是进水装置的主视图；

[0019] 图5是进水装置的剖视图；

[0020] 图6是活动管的剖视图；

[0021] 图7是活动管的立体图；

[0022] 图8是挡网的立体图。

[0023] 附图标记说明：

[0024] 池体1、集水面2、拉环2-1、进水装置3、抽水管4、法兰5、抽水泵6、顶面出液管6-1、

液体传感器7、太阳能光伏组件8、防爆拉链9、检修盖10、扣眼夹片11、支架12、池体框架12-

1、集水面框架12-2、立杆12-3、″L″形脚撑12-4、铁支12-5、自动溢水管道13、底面出液管13-

1、排水阀13-2、溢水立管13-3、溢水横管13-4、固定绑带14、控制器15、警示灯16、照明灯17。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6] 实施例1：

[0027] 如图1和图3所示，本具体实施方式为地下蓄水设备，它包含池体1、集水面2、进水

装置3、抽水管4、法兰5、抽水泵6、液体传感器7、太阳能光伏组件8、防爆拉链9、检修盖10、扣

眼夹片11；池体1的内壁胶黏固定有液体传感器7，池体1的上端开口与集水面2的下表面连

接固定，且连接处的四个顶角均利用扣眼夹片11上下扣合连接固定(池体1与集水面2为一

体式结构，均采用高强复合材料制成，当池体1内蓄水到一定量后，超过了池体1原有的承载

重量，池体1容易与集水面2之间发生撕裂甚至脱落，导致池体1被破坏，因此，利用扣眼夹片

11对池体1与集水面2的连接处的四角进行受力加固)，集水面2中开设有三个进水装置3(开

口中嵌设过滤网而成)，集水面2上开的开口上设有检修盖10，检修盖10的一侧边与开口一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10747980 B

6



侧边为一体式结构，其余三边利用防爆拉链9与开口另外三边连接固定；检修盖10中插接并

利用法兰盘连接固定有法兰5，抽水管4插设在法兰5内，抽水管4的上端与抽水泵6的进水端

连接，抽水泵6的出水端连接顶面出液管6-1(抽水泵6设置在集水面2上的周边)；所述的液

体传感器7与控制器15连接，控制器15固定在太阳能光伏组件8中的电控箱内，控制器15与

抽水泵6连接，上述液体传感器7、抽水泵6以及控制器15均与太阳能光伏组件8电连接，太阳

能光伏组件8固定在池体1的外侧；位于池体1外围的集水面2中嵌设有数个拉环2-1。

[0028] 进一步地，所述的太阳能光伏组件8上固定并电连接有警示灯16。

[0029] 进一步地，所述的太阳能光伏组件8上固定并电连接有照明灯17。

[0030] 进一步地，所述的集水面2的周边高于进水装置3设置，便于雨水的汇集。

[0031]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工作原理：将池体1埋在预先挖好的地坑中，并将集水面2的周

边利用固定绑带14连接固定在地坑上部周边上的固定物上(或者直接利用地埋钉钉入地

面)；集水面2对雨水进行收集，雨水经过集水面2倾斜设置的周边流入进水装置3，经过进水

装置3的过滤，阻隔一些较大的杂质进入池体1中，池体1中设置的液体传感器7实时感测池

体1内的集水量，当集水量超过预设定值时，触发控制器15，控制器15启动抽水泵6，将池体1

内的集水抽出外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雨水中存在的灰尘等物质会在池体1的底部积聚，

此时先排出池体1内的集水，再拉开防爆拉链9，打开检修盖10，检修人员即可从开口进入池

体1内，将内部的淤泥清理干净。

[0032] 采用上述结构后，本具体实施方式的有益效果如下：

[0033] 1、利用太阳能光伏组件8为整个蓄水设备进行供电，无须人工值守，可靠性高，节

能环保，同时大幅降低系统的建设和维护成本；

[0034] 2、太阳能光伏组件8适用于户外无电源配备下使用，也可适用于家用交流电使用，

充电蓄电，预留插电头，根据设备摆放的位置安装警示灯16及照明灯17，提高设备的使用

率，增强夜间周围安全性能；

[0035] 3、池体1内在具有一定高度的位置装有液体传感器7，池体1水位过高可能会带来

一定的危险，所以池体1内部的液体传感器7实时感测水位，超过预设定值后，启动抽水泵6

实现自动抽水排水，直接排到池体外用于灌溉农作物；

[0036] 4、抽水泵6设置在集水面2的上方，可解决因地理环境因素限制，解决底部出水难，

占地多，打水不方便，增加辅助坑开挖费用等问题；也可节省排水坑土地占用问题，减少土

地土壤破坏，让土地土壤更大利用率；

[0037] 5、抽水管4与集水面2之间采用法兰连接，法兰锁住集水面上的开口，防止开口因

拉力过大撕裂，法兰大于抽水管4的直径，抽水管4可以灵活上下提拉，每个家庭抽水设备和

用水量不一样，可以方便不同型号PVC管道的更换；

[0038] 6、大型蓄水池或底部没有安装排水管的窖体，由于长时间使用后，污水、泥、沙等

细微杂物沉淀于池内，影响池体内的水质，需要进入池体内进行杂物清理，在集水面上设置

了0.5m＊0.5m的开口，开口采用防爆拉链9连接，拉开可进出，拉上后可阻止污水及杂物渗

入；防爆拉链9强度高，可以防止因池面膜材料开口带来的撕裂危险，增强整体池面膜材料

的强度。

[0039] 实施例2：

[0040] 参看图2和图3，本具体实施方式为地面式蓄水设备，其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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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征在于：控制器15设置在移动设备上，所述的液体传感器7通过无线传输模块与移动

设备上的控制器15进行信号传输连接，控制器15再利用无线传输模块与抽水泵6电控连接

(远程遥控实现远距离控制抽水灌溉)；所述的池体1的外部套设有支架12，池体1的侧壁底

部贯通连接有自动溢水管道13；上述支架12由池体框架12-1、集水面框架12-2、立杆12-3、″

L″形脚撑12-4、铁支12-5构成；数个池体框架12-1上下堆叠设置，且利用立杆12-3连接固定

(立杆12-3垂直插设在堆叠设置的数个池体框架12-1中，且插接处均利用螺栓组件和连接

片可拆卸式铆接固定)，最上层的池体框架12-1抵设在位于池体1上端口处的集水面2的下

表面；上述集水面框架12-2套设在集水面2的外围，且利用固定绑带14与拉环2-1的配合，连

接固定；上述集水面框架12-2的四角利用″L″形脚撑12-4与最底层的池体框架12-1的四角

连接固定(″L″形脚撑12-4的两个端角与集水面框架12-2和最底层的池体框架12-1之间利

用螺栓组件可拆卸式连接)，每个″L″形脚撑12-4的上端均利用螺栓组件固定有两个铁支

12-5；上述自动溢水管道13由底面出液管13-1、排水阀13-2、溢水立管13-3、溢水横管13-4

构成；底面出液管13-1贯通连接在池体1的侧壁底部，底面出液管13-1上贯通连接有排水阀

13-2，位于排水阀13-2与池体1之间的底面出液管13-1上贯通连接有溢水立管13-3，溢水立

管13-3的上端贯通连接有溢水横管13-4，溢水横管13-4高于集水面2设置。

[0041]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工作原理：将池体1利用支架12架设在地面上，支架12中的池体

框架12-1对池体1具有一定的支撑力，有效抵御池体1内因为集水后产生的压强膨胀，集水

面2对雨水进行收集，雨水经过集水面2倾斜设置的周边流入进水装置3，经过进水装置3的

过滤，阻隔一些较大的杂质进入池体1中，池体1中设置的液体传感器7实时感测池体1内的

集水量，当集水量超过预设定值时，触发控制器15，控制器15启动抽水泵6，将池体1内的集

水抽出外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雨水中存在的灰尘等物质会在池体1的底部积聚，此时先

排出池体1内的集水，再拉开防爆拉链9，打开检修盖10，检修人员即可从开口进入池体1内，

将内部的淤泥清理干净，在池体1侧壁下方设置的自动溢水管道13即实现底部排水的目的，

当池体1内的集水液面高于溢水横管13-4的高度时，此时多余的集水即可沿着溢水横管13-

4自行排出。

[0042] 实施例3

[0043] 参阅图4～图8所示，所述进水装置3包括一圆筒形的壳体301，在所述壳体301的顶

部边缘位置处注塑形成有一挡边302，在所述壳体301的外壁处、位于所述挡边302的下方设

置有外螺纹303，通过该外螺纹303配合有一压紧圈304，在所述壳体301的外部套设有一密

封圈305，所述密封圈305位于所述挡边302的下方，在所述壳体301的内底部位置处注塑形

成有一内管306，所述内管306向上设置，内管306的下端具有开口307，内管306的上端设置

有一小孔308，小孔308的孔径小于所述内管306的内径，在所述内管306的外壁处环形设置

有多个进水孔309，所述内管306的外部螺纹连接有一活动管310，所述活动管310的外壁处

注塑形成有第一盘体311和第二盘体312，第一盘体311位于所述第二盘体312的上方，在所

述第二盘体312的底部上凸后形成一个定位凹槽313，在所述定位凹槽313内装配有PP棉滤

芯314，所述PP棉滤芯314的下端被挤压在所述壳体301的内底面上，所述进水孔309位于所

述PP棉滤芯314的内侧，所述第一盘体311和第二盘体312之间形成一个操作间隙315，在所

述第一盘体311内填充有麦饭石颗粒321，在所述第二盘体312内填充有活性炭颗粒322；在

所述第一盘体311的上方支撑有一挡网316，在所述挡网316的上方支撑有混合滤材323，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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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小孔308内穿插有一塑料材质的活动杆317，所述活动杆317的下端注塑形成有一限位

板318，在所述活动杆317的下端螺纹连接有一空心的浮球319，浮球319的上端抵住所述限

位板318，所述活动杆317的上端延伸至所述壳体301的外部后螺纹连接有一挡流罩320，所

述挡流罩320的外直径小于所述挡边302的外直径，所述挡流罩320的外直径大于所述壳体

301的内径，在所述活动杆317上螺纹连接有一限位罩331，所述限位罩331套设在所述内管

306的上端；所述集水面2上开设安装壳体301用的安装孔位(未图示)，所述集水面2被夹设

在所述挡边302和所述压紧圈304之间，所述密封圈305密封在所述挡边302和所述集水面2

之间；在所述第一盘体311和第二盘体312的底部均设置有向下渗水用的渗水孔388；在所述

限位板318的上方支撑有一橡胶材质的密封垫399，当浮球向上运动至极限位置处时，所述

密封垫接触所述壳体的下端面，并对内管的下端进行密封；更换过滤材料的方式如下：首

先，将挡流罩螺旋取下，清理掉位于挡网上方的混合滤材，然后再将限位罩向上螺旋取下，

用手把持住活动杆，避免活动杆向下掉落。再将活动管螺旋取下，最后再将PP棉滤芯向上取

出，取出操作完成后，将限位罩螺旋在活动杆的上端，避免活动杆向下掉落。此时，再清洁掉

第一盘体和第二盘体内麦饭石颗粒和活性炭颗粒，替换新的麦饭石颗粒和活性炭颗粒，再

替换一个新的PP棉滤芯。再重新装回即可。上述操作方式，易于对过滤材料的替换。同时整

体性较高。浮球的设计目的，是在本产品内部蓄水满了之后，浮球向上浮动，通过密封垫对

内管进行密封，避免水的继续进入。避免由于进水过多而导致的本产品的涨裂，我们通过改

变限位罩的位置，可以改变浮球的位置，来限定最大的进水容量，当限位罩沿着活动杆向上

移动后，由于限位罩是通过内管支撑的，因此浮球的高度会下降，使得而本产品的储存量下

降。反之，则储存量上升。设计上述过滤结构，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是对进水进行过滤，当

储存的水用于饮用时，提高水的清洁性。其二，是避免蜘蛛、青蛙等生物进入至本产品的内

部，当有生物进入，并且死亡后，会导致水质发臭。

[0044] 所述混合滤材323为石英砂和无烟煤颗粒混合物，混合比为1∶1。

[0045] 在所述压紧圈304的外壁处环形设置有4个受力端334，每个受力端334均具有一个

受力孔335。

[0046]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

同替换，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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