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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雨水净化处理系统，包括本

体、过滤装置、支撑架和排污阀；本体包括筒体、

设置于筒体底部的锥体、设置于锥体底部的排污

口、贯穿筒体侧壁并伸入筒体内部的进水管以及

贯穿筒体侧壁并与过滤装置连通的出水管；过滤

装置收容于筒体内；还包括虹吸管，虹吸管包括

虹吸上升管、虹吸下降管和虹吸排出口；虹吸上

升管的虹吸进水口伸入锥体，虹吸进水口设置在

虹吸上升管的管壁，并在虹吸管管壁上包覆有过

滤膜，虹吸上升管穿过设置在浮球连杆上的圆

孔，通过设置在圆孔内的刷毛对过滤膜进行刷

洗，能够有效防止沉积的杂质堵住虹吸管，能够

方便的清洗过滤层，雨水中的杂质沉积在锥体

内，方便冲洗，使用方便，提高了雨水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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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雨水净化处理系统，包括本体（1）、过滤装置（2）、支撑架（3）和排污阀（6）；本体

（1）包括筒体（11）、设置于筒体（11）底部的锥体（12）、设置于锥体（12）底部的排污口（14）、

贯穿筒体（11）侧壁并伸入筒体（11）内部的进水管（15）以及贯穿筒体（11）侧壁并与过滤装

置（2）连通的出水管（16）；进水管（15）分为水平段和竖直段，进水管（15）水平段与雨水收集

装置连接，进水管（15）伸入筒体（11）内部的管口处设置有截面为L型的导流板（152）；出水

管（16）分为水平段和竖直段，出水管（16）水平段伸入筒体（11）内并与过滤装置（2）连通；过

滤装置（2）收容于筒体（11）内；排污阀（6）收容于锥体（12）内；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净化处

理系统还包括虹吸管（5）和鼓气装置（4），虹吸管（5）包括虹吸上升管（51）、虹吸下降管（52）

和虹吸排出口（53），在虹吸上升管（51）下部的侧壁上设置有虹吸进水口（511），虹吸上升管

（51）的虹吸进水口（511）伸入锥体（12）内，虹吸上升管（51）和虹吸下降管（52）的顶部通过

倒置的U型管连通，倒置U型管的顶部水平高度高于出水管（16）的水平段的最高高度，倒置U

型管的顶部水平高度低于进水管（15）水平段的最低高度；虹吸排出口（53）的水平高度低于

虹吸进水口（511）的水平高度；过滤装置（2）包括圆柱形的过滤框，在过滤框的底壁上设有

若干滤水孔（21），在过滤框内部从下至上依次设有初级过滤网（22）、固定板（23）、纤维束

（25）和浮动板（24），初级过滤网（22）与固定板（23）之间留有间隙，固定板（23）和浮动板

（24）上均设有过水孔，纤维束（25）分别与固定板（23）的上表面和浮动板（24）的下表面固定

连接；鼓气装置（4）包括进气管（41）和布气管（43），布气管（43）设在固定板（23）与初级过滤

网（22）之间的间隙内，进气管（41）的出气端穿过过滤框顶壁、浮动板（24）和固定板（23）后

与布气管（43）连通；布气管（43）管壁上设有若干竖直向上的喷气孔（431）；排污阀（6）为浮

球阀，排污阀（6）包括球塞（61）、浮球（62）以及支架（63）；球塞（6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球塞

连杆（611），球塞连杆（611）的顶部设有第一凹槽（612）；浮球（62）的中轴线上贯穿有浮球连

杆（621），浮球连杆（621）的一端伸入第一凹槽（612）内并与球塞连杆（611）转轴连接，浮球

连杆（621）的另一端设有圆孔（622），圆孔（622）的内壁固定设有刷毛（623）；支架（63）为Z型

支架，支架（63）的竖杆顶部设有第二凹槽（631）；浮球连杆（621）跨过第二凹槽（631）并与支

架（63）转轴连接；虹吸上升管（51）穿过圆孔（622），虹吸进水口（511）设置在虹吸上升管

（51）的管壁上，虹吸上升管（51）的管壁上包覆有过滤膜（512），圆孔（622）的直径大于过滤

膜（512）的外径，刷毛（623）为柔性刷毛并抵靠在过滤膜（512）的外表面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雨水净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控制箱（7）和收容于筒

体（11）内的液位计（8）；进水管（15）上设置有电磁流量计（151），出水管（16）上设置有第一

电磁阀（161），进气管（41）上设有第二电磁阀（42），控制箱（7）为PLC控制箱，液位计（8）为红

外探测液位计；控制箱（7）分别与电磁流量计（151）、第一电磁阀（161）、第二电磁阀（42）以

及液位计（8）电性连接，并分别与电源电性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雨水净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筒体（11）的顶部设有检修口

（17），检修口（17）上设置有顶盖（13）；液位计（8）位于检修口（17）的下方。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雨水净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虹吸排出口（53）穿出锥体（12）

的侧壁并伸入出水管（16）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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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雨水净化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雨水收集回收利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雨水净化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建设中解决雨水排放是通过地面雨水口收集，并通过市政雨水管网系统引流

至自然流域，这种处理方法并未考虑雨水的收集再利用，浪费了自然资源，并且未设置调蓄

和净化设施，在强降雨环境下，容易对自然水域造成环境污染。

[0003] 公开号CN105692948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雨水净化过滤装置，其采用双层壁结

构，内腔壁所包围的腔室为过滤腔，过滤腔内设置有过滤部件，过滤部件上方设置有收集

口，内腔壁与外腔壁间的腔室为引流腔，内腔壁底部设置有通孔，将过滤腔与引流腔贯通，

外腔壁上方设置有与引流腔贯通的入水口，装置底部设置有与过滤腔贯通的排污口。其采

用逆向过滤方案，雨水过滤水质好，同时有效地解决了过滤残渣的自动清洗排放问题，过滤

净化效率高，便于维护。但是其在球塞上设置漏液口，该漏液口容易被沉积下来的沉积物堵

住，使得其过滤残渣不容易被排除。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了一种能够方便排除过滤残渣并对过滤网进行

清洗的雨水净化处理系统。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雨水净化处理系统，包括本体、过滤装置、支撑架和排污阀；本

体包括筒体、设置于筒体底部的锥体、设置于锥体底部的排污口、贯穿筒体侧壁并伸入筒体

内部的进水管以及贯穿筒体侧壁并与过滤装置连通的出水管；进水管分为水平段和竖直

段，进水管水平段与雨水收集装置连接；出水管分为水平段和竖直段，出水管的水平段伸入

筒体内并与过滤装置连通；过滤装置收容于筒体内；排污阀收容于锥体内；

[0007] 其结构特征为：雨水净化处理系统还包括收容于本体内的虹吸管，虹吸管包括虹

吸上升管、虹吸下降管和虹吸排出口，在虹吸上升管下部的侧壁上设置有虹吸进水口；虹吸

上升管的虹吸进水口伸入锥体内，虹吸上升管和虹吸下降管的顶部通过倒置的U型管连通，

倒置U型管的顶部水平高度高于出水管的水平段的最高高度，倒置U型管的顶部水平高度低

于进水管水平段的最低高度；虹吸排出口的水平高度低于虹吸进水口的水平高度。

[0008] 进一步的，排污阀为浮球阀，排污阀包括球塞、浮球以及支架；球塞的上表面固定

连接球塞连杆，球塞连杆的顶部设有第一凹槽；浮球的中轴线上贯穿有浮球连杆，浮球连杆

的一端伸入第一凹槽内并与球塞连杆转轴连接，浮球连杆的另一端设有圆孔，圆孔的内壁

固定设有刷毛；支架为Z型支架，支架的竖杆顶部设有第二凹槽；浮球连杆跨过第二凹槽并

与支架转轴连接。

[0009] 进一步的，虹吸上升管穿过圆孔，虹吸进水口设置在虹吸上升管的侧壁上，虹吸上

升管的外侧壁包覆有过滤膜，圆孔的直径大于过滤膜的外径，刷毛为柔性刷毛并抵靠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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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膜的外表面上。

[0010] 更进一步的，过滤装置包括圆柱形的过滤框，过滤框的底壁上设有若干滤水孔，过

滤框内部从下至上依次设置有初级过滤网、固定板、纤维束以及浮动板；浮动板的侧壁通过

滑动密封圈与过滤框的内壁滑动密封，固定板和浮动板上均设有过水孔，纤维束分别与固

定板和浮动板固定连接。

[0011] 更进一步的，雨水净化处理系统还包括鼓气装置；鼓气装置包括进气管、设置于进

气管上的第二电磁阀以及布气管，进气管穿过过滤框顶壁、浮动板以及固定板与横向设置

在固定板下方的布气管连通；布气管管壁上设置有若干竖直向上的喷气孔。

[0012] 雨水净化处理系统还包括控制箱和液位计；进水管上设置有电磁流量计，出水管

上设置有第一电磁阀，控制箱为PLC控制箱，液位计为红外探测液位计，控制箱分别与电磁

流量计、第一电磁阀、第二电磁阀和液位计电性连接，并分别与电源电性连接。

[0013] 进一步的，筒体的顶部设有检修口，检修口上部设置有顶盖；液位计设置在检修口

的下方。

[0014] 更进一步的，进水管伸入筒体内部的管口处设置有截面为L型的导流板。

[0015] 更进一步的，虹吸排出口穿出锥体的侧壁并伸入出水管内。

[0016] 更进一步的，排污口的直径远小于进水管的直径。

[001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取得了如下有益效果：

[0018] 通过进水管连接现有雨水收集装置，无需再设置雨水收集装置；排污口的直径设

置为小于进水管直径，并通过浮球阀控制排污口的开闭，在最初雨水进入时能够对沉积在

锥体内的废渣进行冲洗，随着锥体内液位的上升，在浮球阀以及本体内水压的双重作用下，

排污口关闭，雨水经过滤后从出水管排出；当进水管停止进水时，鼓气装置向过滤装置内鼓

气，浮动板上下浮动，纤维束被清洗，并且过滤装置内气压增大，将过滤装置内的水被压出

至筒体内，虹吸管内液位上升，当液位与虹吸管顶部平齐时，发生虹吸现象，筒体内的雨水

迅速排出，浮球阀上下浮动，刷毛刷洗过滤膜，防止堵塞，排污口打开方便污水排出。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布气管俯视图；

[0021] 图3位本发明浮球阀与虹吸管配合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2] 图中：1-本体、11-筒体、12-锥体、13-顶盖、14-排污口、15-进水管、151-电磁流量

计、152-导流板、16-出水管、161-第一电磁阀、17-检修口、2-过滤装置、21-滤水孔、22-初级

过滤网、23-固定板、24-浮动板、25-纤维束、26-滑动密封圈、3-支撑架、4-鼓气装置、41-进

气管、42-第二电磁阀、43-布气管、431-喷气孔、5-虹吸管、51-虹吸上升管、511-虹吸进水

口、512-过滤膜、52-虹吸下降管、53-虹吸排出口、6-排污阀、61-球塞、611-球塞连杆、612-

第一凹槽、62-浮球、621-浮球连杆、622-圆孔、623-刷毛、63-支架、631-第二凹槽、7-控制

箱、8-液位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清楚的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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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技术方案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4] 参见附图1至附图3，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雨水净化处理系统包括本体1、收容于本体

1内的过滤装置2，对本体1起支撑作用的支撑架3、鼓气装置4、收容于本体1内的虹吸管5、收

容于本体1内的排污阀6、固定在支撑架3上的控制箱7以及收容于本体1内的液位计8。

[0025] 本体1包括筒体11，设置于筒体11下方的锥体12，设置于筒体11上方的顶盖13、设

置于锥体12底部的排污口14、贯穿筒体11侧壁并伸入筒体11内部的进水管15、贯穿筒体11

侧壁并与过滤装置2连通的出水管16以及位于筒体11顶部的检修口17。筒体11为中空的圆

柱形筒体，筒体11的底部通过螺栓与锥体12的顶部固定连接，锥体12底部设有排污口14，排

污口14的直径小于进水管15的直径，筒体11顶部设有检修口17和顶盖13，顶盖13盖住检修

口17；进水管15分为水平段和竖直段，进水管15水平段上设有电磁流量计151，进水管15竖

直段伸入本体1内的管口处设置有导流板152，导流板152横截面呈L型；进水管15的进水端

连接常规雨水收集装置，例如常规的城市雨水井等；出水管16分为水平段和竖直段，出水管

16水平段设置有第一电磁阀161，出水管16水平段穿过筒体11侧壁并与过滤装置2连通。

[0026] 过滤装置2包括圆柱形的过滤框、设置在过滤框底壁上的若干滤水孔21、收容于过

滤框内并从下至上依次设置的初级过滤网22、固定板23、纤维束25以及浮动板24；初级过滤

网22与过滤网侧壁可拆卸连接，固定板23与初级过滤网22之间留有一定间隙，固定板23与

过滤网侧壁可拆卸的固定连接，浮动板24通过滑动密封圈26与过滤框侧壁实现滑动密封连

接，该滑动密封连接为高效纤维过滤器中的常规设置，在此不再赘述；固定板23和浮动板24

上均设有过水孔（图中未示出），纤维束25分别固定连接在固定板23的上表面和浮动板24的

下表面。

[0027] 支撑架3包括竖直支撑脚以及水平的固定杆，水平固定杆与筒体11外壁固定连接，

竖直支撑脚与水平固定杆固定连接。

[0028] 鼓气装置4包括进气管41、设置在进气管41上的第二电磁阀42以及设置在初级过

滤网22和固定板23之间的布气管43。进气管41的进气端与高压空气缓存罐连接，该连接方

式为常规技术，在此不再赘述；进气管41的出气端穿过过滤框顶壁、浮动板24以及固定板23

与布气管43连通，布气管43的管壁上设有若干竖直向上的喷气孔431。

[0029] 虹吸管5包括虹吸上升管51、虹吸下降管52以及虹吸排出口53。虹吸上升管51下部

的侧壁设有虹吸进水口511，虹吸进水口511伸入锥体12内，虹吸进水口511外包覆有过滤膜

512；虹吸上升管51的顶部通过倒置的U型管与虹吸下降管52的顶部连通；倒置U型管顶部的

水平高度高于出水管16水平段的最高水平高度，倒置U型管顶部的水平高度低于进水管15

水平段的最低水平高度；虹吸排出口53的水平高度低于虹吸进水口511的水平高度，虹吸排

出口53穿过锥体12的侧壁并伸入出水管16的竖直段内。

[0030] 排污阀6为浮球阀，排污阀6包括球塞61、浮球62以及支架63。球塞61的上表面固定

连接有球塞连杆611，球塞连杆611顶部设置有第一凹槽612；浮球62的中轴线上贯穿有浮球

连杆621，浮球连杆621一端伸入第一凹槽612内并与球塞连杆转轴连接；支架63为Z型支架，

支架63的竖直杆顶端设置有第二凹槽631，浮球连杆621跨过第二凹槽631并与支架63转轴

连接，支架63固定在锥体12的内表面上；浮球连杆621的另一端设有圆孔622，圆孔622的内

表面上固定设有刷毛623。虹吸上升管51穿过圆孔622，圆孔622的直径大于过滤膜512的外

径，使得浮球连杆621能够自由上下摆动，刷毛623为柔性刷毛，刷毛623抵靠在过滤膜512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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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

[0031] 控制箱7为PLC控制箱，控制箱7分别与电磁流量计151、第一电磁阀161以及第二电

磁阀42电性连接，并与电源电性连接，对电磁流量计151、第一电磁阀161和第二电磁阀42进

行控制。该连接方式和控制过程为水处理常规手段，在此不再赘述。

[0032] 液位计8为红外探测液位计，液位计8与控制箱7以及电源电性连接。

[0033] 本发明的具体使用过程是这样完成的：首先，将进水管15连接至常规雨水收集装

置，控制箱7内输入流量初始值，该设定的流量初始值应大于排污口14的排出流量，控制箱7

对电磁流量计151检测到的流量进行检测，当流量大于设定值时，控制箱7发出信号打开第

一电磁阀161，进水管15进入的雨水经导流板152导流后对锥体12内表面进行冲洗，并从排

污口14排出。锥体12内的雨水逐渐积累，浮球62上浮，球塞61堵住排污口14，在锥体12内水

压和浮球62的共同作用下，球塞61完全堵住排污口14，锥体12内的液位继续上升，经过滤水

孔21进入过滤装置2内并经过初级过滤网22和纤维束25的过滤后从出水管16排出，出水管

16连接至净水收集装置。当雨水逐渐减小，电磁流量计151测得流量小于设定值时，控制箱7

发出信号关闭第一电磁阀161，第一电磁阀161完全关闭后，控制箱7发出信号打开第二电磁

阀42，高压空气缓存罐内的空气经进气管41、布气管43，喷气孔431喷出，过滤框内的雨水以

及纤维束25被高压空气扰动，浮动板24上下浮动对纤维束25进行清洗，由于第一电磁阀161

关闭，过滤框内空气压力增大，将过滤框内的雨水与清洗出的杂质一起从滤水孔21压出到

筒体11内，筒体11内液位上升，当液面与倒置U型管顶部齐平时发生虹吸，筒体11和锥体12

内的部分雨水迅速从虹吸管内排出，浮球62上下浮动，刷毛623对过滤膜512进行刷洗，此时

球塞61被向上提起，排污口14打开，残余污水从排污口14排出。液位计对本体1内液位进行

检测，当检测到液位低于虹吸进水口511水平位置时，控制箱7发出信号关闭第二电磁阀42，

停止鼓气。至此，本发明使用过程描述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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