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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控净化和自动补水的集雨洗车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自控净化和自动补水

的集雨洗车装置，属于水处理技术领域，包括自

控雨水过滤装置、自助洗车装置和基于水位控制

的雨水自动补给装置三部分，自控雨水过滤装置

通过雨量传感器感知降雨情况，降雨时自动开启

过滤器实现雨水净化，降雨结束后自动对过滤器

反冲洗；采用大容积的地下集雨池收集雨水，采

用轻便的小容积储水桶提供洗车用水，并通过液

位继电器控制自动从集雨池向储水桶供水。本发

明提出的集雨洗车装置能够实现雨水的自动净

化和洗车用水的自动补给，既能有效地实现城市

雨水的回收利用，又能显著地方便城市居民的自

助洗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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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自控净化和自动补水的集雨洗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集雨洗车装置包括

自控雨水过滤装置(2)、自助洗车装置、集雨池(7)与储水桶(10)相结合的自动供水装置三

部分，集雨池(7)上方盖有集雨池盖板(6)；降雨过程中，集雨屋面(1)收集雨水，初雨通过初

雨弃流器(3)排除，其余雨水经自控雨水过滤装置(2)过滤后，通过集雨管(4)汇入集雨池

(7)；

所述的自控雨水过滤装置(2)包括过滤器、自控电路及排水管网；所述的过滤器包括过

滤桶(2-1)、滤料(2-2)以及滤板(2-3)；所述的自控电路包括常闭电磁阀(2-4)、常开电磁阀

(2-6)、雨量传感器(2-9)，用于自动控制雨水的过滤和滤料(2-3)的反冲洗；所述的排水管

网包括气泵(2-5)、集水管(2-7)、反冲泵(2-8)、排污管(2-10)、电路盒(2-11)，用于雨水的

收集和过滤器的冲洗，电路盒(2-11)内设有延时继电器(2-12)和插座(2-13)；自控雨水过

滤装置(2)通过雨量传感器(2-9)感知降雨情况，降雨时自动开启自控雨水过滤装置(2)，对

雨水进行过滤实现雨水净化，降雨结束后自动对过滤器进行反冲洗；

所述的滤板(2-3)和滤料(2-2)预装在过滤桶(2-1)中部位置，用于清除雨水中的污染

物，滤料(2-2)分层布置，各层滤料(2-2)之间通过滤板(2-3)隔开；所述的过滤桶(2-1)顶部

用于接收从集雨屋面(1)收集的雨水；过滤桶(2-1)侧面安装排污管(2-10)，排污管(2-10)

与市政下水管道(5)连通，排污管(2-10)位置位于滤料(2-2)和滤板(2-3)上方；过滤桶(2-

1)位于滤料(2-2)和滤板(2-3)下方的位置安装两个管路：一个管路与泵2-5连接，气泵(2-

5)用于过滤器反冲洗过程中向过滤桶(2-1)内冲入气体，该管路上设有常闭电磁阀(2-4)；

另一管路与集雨池(7)底部的反冲泵(2-8)连接，反冲泵(2-8)抽取集雨池(7)内的水对滤板

(2-3)和滤料(2-2)进行反冲洗；过滤桶(2-1)底部中心位置安装集水管(2-7)，集水管(2-7)

位于集雨池(7)内；

所述的雨量传感器(2-9)位于地面上，用于感知降雨情况，并与电路盒(2-11)内的延时

继电器(2-12)通信，控制气泵(2-5)、反冲泵(2-8)、常闭电磁阀(2-4)、

常开电磁阀(2-6)的开闭，电路盒(2-11)内的插座(2-13)与电源连接，对其进行供电；

所述的自助洗车装置位于地面上，包括储水桶(10)、门禁控制电源开关(11)和洗车泵

(12)；洗车泵(12)通过管路与储水桶(10)底部连接，用于抽取储水桶(10)中的雨水，冲洗待

洗车辆(13)，门禁控制电源开关(11)用于控制洗车泵(12)的启、闭；

雨水自动补给装置包括集雨池(7)、储水桶(10)、供水泵(8)，集雨池(7)位于地下，储水

桶(10)位于地上；液位继电器(9)的下限水位探头(9-1)和上限水位探头(9-2)安装在储水

桶(10)中，并与供水泵(8)连接，用于自动控制供水泵(8)的开、关；储水桶(10)的顶部通过

输水管路与供水泵(8)连接，供水泵(8)位于集雨池(7)内部，储水桶(10)通过供水泵(8)从

集雨池(7)提取存储的雨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自控净化和自动补水的集雨洗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液位继电器(9)的下限水位探头(9-1)和上限水位探头(9-2)分别安装在储水桶(10)中存

储雨水的最低水位和最高水位的位置，当储水桶(10)中水位位于下限水位探头的位置时，

储水桶(10)中雨水与下限水位探头(9-1)脱离接触，液位继电器(9)启动供水泵(8)，为储水

桶(10)补水；当储水桶(10)中水位位于水池上限水位探头(9-2)的位置时，储水桶(10)中雨

水与上限水位探头(9-2)接触，液位继电器(9)关闭供水泵(8)，停止供水。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基于自控净化和自动补水的集雨洗车装置，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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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门禁控制电源开关(11)内有插卡器，用于插放识别洗车人员的身份卡，若门禁控制

电源开关(11)通过了洗车人员的身份辨识，则该电源开启，洗车泵(12)启动，洗车者冲洗待

洗车辆(13)；若拔出身份卡，或未通过洗车人员身份辨识，则该电源关闭，洗车泵(12)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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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控净化和自动补水的集雨洗车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处理技术领域，涉及到自然降水的分质、净化和回用装置，特别涉及

到一种能够实现雨水无动力净化和雨水自动补给的集雨洗车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居民汽车保有量不断上升。据调查，我国民用汽车保有量

已从2000年的1千6百万辆，提升至2016年末的2亿9千万辆，位居世界第二位。机动车辆的增

加带动了洗车行业的快速发展，洗车行业的用水、节水问题也因此成为公共生活用水管理

的重要部分。将城市雨水利用与停车场建设相结合，既能节约有限的水资源、缓解城市化造

成的城市雨洪问题，又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收益，从而提高雨水利用投资者的积极性。然而，

目前国内外的停车场生态建设中，多集中在透水路面的铺装、绿化植被的种植、排水设施的

通畅等方面，关于雨水集蓄利用规划设计较少。日本、澳大利亚一些建筑物的雨水利用设施

均是以家庭为单位将收集到的雨水作为生活杂用水，包括洗车(杨文磊.雨水利用在日本

[J].水利天地，2001(8):30；童国庆，译.澳大利亚的城市雨水利用设计[J].水利水电快报，

2007，28(15):4-5)。德国的Ludwigshafen市(李俊奇，车武.德国城市雨水利用技术考察分

析[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2002，15(1):47-49)、我国的北京市(北京出现首家雨水洗车

行[J]，城市管理与科技，2004，6(4):181)曾出现过专门使用集蓄雨水的洗车点。如何将雨

水集蓄利用技术与停车场的建设发展相结合，提高雨水利用的综合效益，是一个亟待解决

的问题。

[0003] 在实际降雨过程中，雨水径流具有明显的初期冲刷作用，污染物主要集中在初期

的数毫米雨量中，而且初期雨水污染程度高，处理难度大；同时结果表明，在许多雨水汇流

面中屋面雨水水质相对较好，便于收集利用(车伍,张炜,李俊奇，等.城市雨水径流污染的

初期弃流控制[J].中国给水排水，2007，23(6):2-4)。目前国内外已有部分雨水集蓄利用装

置，这些装置先将初期雨水弃流，然后对中后期雨水进行净化处理和回收利用。

[0004] 中后期雨水的净化处理方法有很多种，一般采用物理法。沈志昌根据雨水贴壁流

淌的特性设计了双重过滤雨水回用系统(沈志昌.一种双重过滤的雨水回收系统[P].中国

专利：200510026935.8，2006-12-27)。该装置虽然实现了雨水的二次过滤，使水质实现了一

定改善，但当降雨量较大时，无法使雨水达到全部贴壁流入截水台中的要求，大部分雨水都

从落水管中流走，降低了雨水集蓄利用率。近年来许多学者对用于雨水过滤的新型滤料进

行了研究。如王甜甜对扬州市屋面雨水水质和砂滤柱直接过滤效果进行了研究，认为处理

后的水质可满足生活杂用水标准(王甜甜.扬州市屋面雨水径流水质分析及处理试验研究

[D].扬州大学，2013)。传统的过滤器滤料一般为石英砂，近些年一些新型滤料被不断研发，

权洁等研究了彗星式纤维滤料过滤性能，发现其与石英砂相比过滤精度高，截污量大，滤速

快，反冲洗耗水量小(权洁，孟庆睿，侯友夫，等.彗星式纤维滤料过滤器的研究[J].液压与

气动，2012，(04):73-75)。谷唯实利用一种简易雨水过滤装置对几种滤料组合的过滤效果、

滤料高度及最大工作时间进行了试验，发现“矿石滤料+纤维球+石英砂”的组合过滤效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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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但过滤装置连续工作10h以后需反冲洗后才可继续使用(谷唯实.一种简易的新型雨水

过滤装置的小试实验分析[J].环境科学导刊，2015，(06):55-62.)。现有的净化装置都是根

据压力和时间来控制反冲洗的启动，这种方法仅适用于连续工作的净化装置，如污水处理

厂的过滤池(白敬中.气水反冲洗滤池自控系统设计[J].电脑与电信，2015，(07):77-79+

91)、滴灌系统过滤装置(刘旋峰，陈发，王学农，等.新型双罐式“砂石+网式”全自动自洁式

过滤器研制[J].新疆农机化，2009，(05):19-21)等，而降雨事件是不确定的，所以上述装置

并不适用于雨水净化。当一次降雨过后滤料上截留了一部分污染物却还未达到预定压力值

时，经过下一次降雨来临之前的这段时间的发酵，这些污染物会产生恶臭，影响人们对雨水

收集装置的使用，所以这些污染物必须在每次降雨后及时清理。因此，亟待研究一种能够实

现单次降雨后就能自动反冲洗的过滤装置。

[0005] 合理的调蓄容积是在城市雨水利用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一般来讲，雨水利用

工程调蓄容积愈大，可收集水量也愈多。但雨水利用工程的规模受场地制约，而且随着工程

规模的增大，初期投入也越大。因此在进行雨水集蓄利用工程设计时，如何对工程规模进行

优化设计，合理确定雨水集蓄利用的经济规模，以期获得系统最优，是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

问题。近年来随着对雨水利用工程调蓄容积设计的深入研究，优化设计时综合考虑的因素

越来越多，调蓄容积设计也更趋合理。如张迪根据平均降雨量，采用技术经济分析法计算了

雨水蓄水池池容的最优解(张迪.西安城市雨水资源化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9)。

范静利根据日水量平衡模型的模拟计算，提出了屋面雨水利用系统调蓄设施容积的优化设

计方法(范静利.屋面雨水利用系统调蓄容积优化设计研究[D].河北工程大学，2016)。另

外，随着雨水利用系统设计趋于生态化，工程设计时应尽量做到少开挖占地、简化施工过

程、降低工程投资，达到生态经济效益最大化。如成都市某雨水花园调蓄工程在保护城市原

有的水生生态系统、绿化城市的同时，实现了雨洪下渗和削减洪峰(庞逸筱.雨水花园径流

调蓄工况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7)。如北京市某合资汽车工厂利用地下蓄水库、景观

调蓄湖对大面积的工业区进行雨水调蓄利用(寇伯村.大型汽车工业厂区雨水利用系统的

设计[J].中国给水排水，2017，(04):37-42)。地下蓄水库不占用住宅、绿化等城市用地，可

以获得较大的集雨库容，但受建设地点等限制，存在库水取用不方便等问题。如何将大库容

的地下蓄水库和小容积取用方便的地面储水设施相结合，是集雨洗车装置研究中另一个亟

待研究的课题。

[0006] 本专利的发明人之一徐向舟曾指导学生在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停车场建

设了集雨洗车装置，通过收集教学楼屋面的雨水，为本单位的教工提供自助洗车服务(张艳

娟，徐向舟，舒利明，等.停车场集雨洗车现场试验[J] .中国水土保持科学，2014，12(1):

109-113)。该装置自2010年建立以来，一直运行至今，受到了广泛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生态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张艳娟，徐向舟.城市雨水集蓄利用工程的效益分析与激励措

施——以某校园内集雨洗车装置为例[J].中国水土保持科学，2014，12(2):78-83)。但该装

置采用两个容积均为2m3的塑料桶为集雨容器，容量偏小，不能满足洗车需求。而且该装置

的过滤袋式雨水过滤装置，需要人工定期清理，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装置的推广使用。因

此，发明一种能够实现雨水自动过滤、集雨效益高且取用方便的新型集雨洗车装置，是有巨

大市场潜力和重要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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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提供一种能够实现雨水自控过滤和雨水自动补给的集雨洗车装置，该装置

与建筑物的落水管相接，将经过初雨弃流和过滤器过滤的洁净雨水纳入大容积的地下集雨

池中，并通过供水泵陆续输入到容积较小、直接为洗车泵提供洗车用水的地上储水桶中。然

后，通过能够辨识洗车人员身份的门禁电源开关开启洗车泵，实现自助洗车。

[0008]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9] 基于自控净化和自动补水的集雨洗车装置，包括自控雨水过滤装置2、自助洗车装

置和地下大的集雨池7与地上小的储水桶10相结合的自动供水装置三部分，集雨池7上方盖

有集雨池盖板6。降雨过程中，通过集雨屋面1收集雨水，污染物浓度很高的初雨通过初雨弃

流器3排除，其余雨水经自控雨水过滤装置2过滤后，通过集雨管4汇入集雨池7。

[0010] 所述的自控雨水过滤装置2包括过滤器、自控电路及排水管网。所述的过滤器包括

过滤桶2-1、滤料2-2以及滤板2-3；所述的自控电路包括常闭电磁阀2-4、常开电磁阀2-6、雨

量传感器2-9，用于自动控制雨水的过滤和滤料的反冲洗；所述的排水管网包括气泵2-5、集

水管2-7、反冲泵2-8、排污管2-10、电路盒2-11，用于雨水的收集和过滤器的冲洗，电路盒2-

11内设有延时继电器2-12和插座2-13。自控雨水过滤装置通过雨量传感器2-9感知降雨情

况，降雨时自动开启自控雨水过滤装置2，对雨水进行过滤实现雨水净化，降雨结束后自动

对过滤器进行反冲洗。

[0011] 所述的滤板2-3和滤料2-2预装在过滤桶2-1中部位置，用于清除雨水中的污染物，

滤料2-2分层布置，各层滤料2-2之间用滤板2-3分开，滤料2-2分层布置，各层滤料2-2之间

用滤板2-3分开，以保证滤料2-2的孔隙度、加强雨水过滤效果；所述的过滤桶2-1顶部开有

一开口，用于接收从集雨屋面1收集的雨水；过滤桶2-1侧面设有另一开孔，用于安装排污管

2-10，排污管2-10与市政下水管道5连通，通至市政排水管，该开孔位于滤料2-2和滤板2-3

上方；过滤桶2-1位于滤料2-2和滤板2-3下方的位置开有两通孔：一通孔处通过管路与气泵

2-5连接，气泵2-5位于地面上，用于过滤器反冲洗过程中向过滤桶2-1内冲入气体，该管路

上设有常闭电磁阀2-4；另一通孔处通过管路与集雨池7底部的反冲泵2-8连接，反冲泵2-8

抽取集雨池7内的水对滤板2-3和滤料2-2进行反冲洗；过滤桶2-1底部中心位置设有一开

孔，集水管2-7位于集雨池7内，穿过集雨池盖板6与该开孔连通。所述的雨量传感器2-9位于

地面集雨池盖板6上，用于感知降雨情况，并与电路盒2-11内的延时继电器2-12通信，控制

气泵2-5、反冲泵2-8、常闭电磁阀2-4、常开电磁阀2-6的开闭，电路盒2-11内的插座2-13与

电源连接，对其进行供电。

[0012] 所述的自助洗车装置位于地面上，包括储水桶10、门禁控制电源开关11和洗车泵

12；洗车泵12通过管路与储水桶10底部连接，用于抽取储水桶10中的雨水，冲洗待洗车辆

13，门禁控制电源开关11用于控制洗车泵12的启、闭。所述的门禁控制电源开关内有插卡

器，用于插放识别洗车人员的身份卡，若门禁控制电源开关11通过了洗车人员的身份辨识，

则该电源开启，洗车泵12启动，洗车者冲洗待洗车辆13；若拔出身份卡，或未通过洗车人员

身份辨识，则该电源关闭，洗车泵12停机。

[0013] 雨水自动补给装置包括大容积的集雨池7、轻便的小容积的储水桶10以及由液位

继电器控制的供水泵8，集雨池7位于地下，储水桶10位于地上。液位继电器9的下限水位探

头9-1和上水位探头9-2放置于储水桶10内，其中，下限水位探头9-1和上限水位探头9-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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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安装在储水桶10中存储雨水的最低水位和最高水位的位置，液位继电器9与供水泵8连

接，用于自动控制供水泵8的开、关，如图5所示；储水桶10的顶部通过输水管路与供水泵8连

接，供水泵8位于集雨池7内部，储水桶10通过供水泵8从集雨池7提取存储的雨水。当储水桶

10中水位位于下限水位探头的位置时，储水桶10中雨水与下限水位探头脱离接触，液位继

电器9启动供水泵8，为储水桶10补水；当储水桶10中水位位于水池上限水位探头的位置时，

储水桶10中雨水与上限水位探头接触，液位继电器9关闭供水泵8，停止供水。

[0014] 本发明的效果和益处是：自控雨水过滤装置通过雨量传感器感知降雨情况，在降

雨时，自动打开常开电磁阀打开，实现雨水净化；当降雨结束时，自动打开继电器，对进行过

滤器反冲洗，经过一定的时间后，继电器自动断电，反冲洗结束；自控雨水过滤装置中滤料

分层布置且各层滤料之间用滤板分开，可保证滤料的孔隙度、加强雨水过滤效果；采用大容

积的地下集雨池收集雨水，采用轻便的小容积储水桶提供洗车用水，并采用液位继电器自

动控制储水桶中的洗车用水供应，当储水桶中雨水达到下限水位时，液位继电器启动供水

泵为储水桶补水；当储水桶中雨水达到上限水位时，液位继电器关闭供水泵，停止供水。

[0015] 因此，本装置能够实现雨水的自动净化和洗车用水的自动补给，既能有效地实现

城市雨水的回收利用，又能方便城市居民自助洗车的管理。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集雨洗车装置中集雨系统的示意图。

[0017] 图2是集雨洗车装置中洗车系统的示意图。

[0018] 图3是自控雨水过滤装置。

[0019] 图4是自控雨水过滤装置的电路图。

[0020] 图5是基于水位控制的雨水自动补给装置。

[0021] 图中：1集雨屋面；2自控雨水过滤装置；3初雨弃流器；4集雨管；5市政下水管道；6

集雨池盖板；7集雨池；8供水泵；9液位继电器；10储水桶；11门禁控制电源开关；12洗车泵；

13待洗车辆；

[0022] 2-1过滤桶；2-2滤料；2-3滤板；2-4常闭电磁阀；2-5气泵；2-6常开电磁阀；2-7集水

管；2-8反冲泵；2-9雨量传感器；2-10排污管；2-11电路盒；2-12延时继电器；2-13插座；

[0023] 9-1下限水位探头；9-2上限水位探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技术方案和附图详细叙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本发明的集雨洗车装置如图1、图2所示，本装置由集雨系统和洗车系统两部分组

成；前者包括集雨屋面1、初雨弃流器3和自控雨水过滤装置2，后者包括自助洗车装置和基

于水位控制的雨水自动补给装置，基于水位控制的雨水自动补给装置即地下大的集雨池7

与地上小的储水桶10相结合的自动供水装置。集雨池7上方盖有集雨池盖板6。

[0026] 所述的自控雨水过滤装置2包括过滤器、自控电路及排水管网。过滤器包括过滤桶

2-1、滤料2-2以及滤板2-3；自控电路包括常闭电磁阀2-4、常开电磁阀2-6、雨量传感器2-9；

排水管网包括气泵2-5、集水管2-7、反冲泵2-8、排污管2-10、电路盒2-11，电路盒2-11内设

有延时继电器2-12和插座2-13。自控雨水过滤装置通过雨量传感器2-9感知降雨情况，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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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自动开启自控雨水过滤装置2，对雨水进行过滤实现雨水净化，降雨结束后自动对过滤器

进行反冲洗。所述的滤板2-3和滤料2-2预装在过滤桶2-1中部位置，用于清除雨水中的污染

物；所述的过滤桶2-1顶部用于接收从集雨屋面1收集的雨水；过滤桶2-1侧面安装与市政下

水管道5连通的排污管2-10，排污管2-10的位置位于滤料2-2和滤板2-3上方；过滤桶2-1位

于滤料2-2和滤板2-3下方位置安装两个管路，一个管路与气泵2-5连接，气泵2-5用于过滤

器反冲洗过程中向过滤桶2-1内冲入气体，该管路上设有常闭电磁阀2-4，另一管路与集雨

池7底部的反冲泵2-8连接，反冲泵2-8抽取集雨池7内的水对滤板2-3和滤料2-2进行反冲

洗；过滤桶2-1底部中心位置下方安装集水管2-7，集水管2-7位于集雨池7内。所述的雨量传

感器2-9位于地面集雨池盖板6上，用于感知降雨情况，并与电路盒2-11内的延时继电器2-

12通信，控制气泵2-5、反冲泵2-8、常闭电磁阀2-4、常开电磁阀2-6的开闭，电路盒2-11内的

插座2-13与电源连接，对其进行供电。

[0027] 所述的自助洗车装置位于地面上，包括储水桶10、门禁控制电源开关11和洗车泵

12；洗车泵12通过管路与储水桶10底部连接，用于抽取储水桶10中的雨水，冲洗待洗车辆

13，门禁控制电源开关11用于控制洗车泵10的启、闭。所述的门禁控制电源开关内有插卡

器，用于插放识别洗车人员的身份卡，若门禁控制电源开关11通过了洗车人员的身份辨识，

则该电源开启，洗车泵12启动，洗车者冲洗待洗车辆13；若拔出身份卡，或未通过洗车人员

身份辨识，则该电源关闭，洗车泵12停机。

[0028] 所述的雨水自动补给装置包括大容积的集雨池7、轻便的小容积的储水桶10以及

由液位继电器控制的供水泵8，集雨池7位于地下，储水桶10位于地上。所述的液位继电器9

的下限水位探头9-1和上限水位探头9-2分别安装在储水桶10中存储雨水的最低水位和最

高水位的位置，液位继电器9与供水泵8连接，用于自动控制供水泵8的开、关，如图5所示；储

水桶10的顶部通过输水管路与供水泵8连接，供水泵8位于集雨池7内部，储水桶10通过供水

泵8从集雨池7提取存储的雨水。当储水桶10中水位位于下限水位探头的位置时，储水桶10

中雨水与下限水位探头脱离接触，液位继电器9启动供水泵8，为储水桶10补水；当储水桶10

中水位位于水池上限水位探头的位置时，储水桶10中雨水与上限水位探头接触，液位继电

器9关闭供水泵8，停止供水。

[0029] 本集雨洗车装置的运行按以下2个阶段进行：

[0030] 步骤1：雨水的收集和净化

[0031] 本装置通过集雨屋面1收集雨水。每次降雨中，污染物浓度很高的初雨通过初雨弃

流器3排除，其余雨水经自控雨水过滤装置2过滤后，汇入集雨池7，如图1所示。自控雨水过

滤装置如图3所示，该过滤装置由过滤器、自控管路及排水管网组成，降雨开始后，雨量传感

器9感应到降雨，向延时继电器2-12输出低电平信号，这时继电器不能触发，处于断电状态，

气泵2-5、反冲泵2-8、常闭电磁阀2-4关闭，常开电磁阀2-6打开，进入雨水净化阶段：雨水从

屋面流下，通过过滤桶2-1中的滤料2-2，雨水中污染物由于范德华力、静电引力的作用，粘

附在滤料2-2表面，从而使雨水得到净化，净化后的雨水由集水管2-7收集至地下集雨池2-

7。集雨屋面的面积为2500m2，集雨池长×宽×高＝9.0m×4.5m×3.6m即容积为145.8m3。当

发生次降雨量为60mm的大连地区典型降雨时，可将集雨池2-7蓄满。当降雨结束时，雨量传

感器9感应到降雨停止，向继电器输出高电平信号，电路盒中的继电器被触发，处于通电状

态，气泵2-5、反冲泵2-8、常闭电磁阀2-4打开，常开电磁阀2-6关闭，进入反冲洗阶段：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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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集流池7中收集的部分雨水同时向上冲洗滤料2-2，气体使粘附在滤料2-2上的小颗粒污

染物松动随水流一起向上运动，由排污管排入污水井；经过一定的时间后，继电器自动断

电，反冲洗结束，滤料2-2恢复通透状态，可继续使用。

[0032] 步骤2：洗车者身份的辨识和洗车用雨水的自动补给

[0033] 本发明的自助洗车装置如图2所示。由储水桶10、门禁控制电源开关11、洗车泵12

组成。储水桶10采用立式牛筋料圆桶，其直径为1.27m，总高为1.73，重量约40kg，占地少、挪

动方便。洗车者通过洗车泵抽取储水桶10中存储的雨水冲洗待洗车辆13。洗车人员在门禁

控制电源开关11中插入身份卡，如果门禁控制电源开关通过了洗车人员身份的辨识，则该

电源开启，洗车泵12启动，洗车者可以冲洗待洗车辆13。若拔出身份卡，电源关闭，洗车泵12

停机。通过门禁开关的软件管理，还将记录每次洗车用水量以及每天洗车次数，精确记录雨

水利用量，为本集雨洗车装置的效益评价提供可靠依据。

[0034] 当洗车用水不足时，集雨池7中的雨水将自动补给到储水桶10中。基于水位控制的

雨水自动补给装置由集雨池、供水泵8、液位继电器9和储水桶10组成。当储水桶10中水位位

于下限水位探头9-1的位置时，储水桶10中雨水与下限水位探头9-1脱离接触，液位继电器9

启动供水泵8为储水桶10补水；当储水桶10中水位位于上限水位探头9-2的位置时，储水桶

10中雨水与上限水位探头9-2接触，液位继电器9关闭供水泵8，停止供水。因此，本装置能控

制储水桶中的水位始终在一固定区间内浮动，水位低自动补水，水位高自动停止工作。本装

置将选用额定电压为220V的黑猫牌家用高压清洗机作为自助洗车泵。该洗车泵配有自动断

电保护，不会因为使用时洗车喷枪关闭而使洗车泵12损坏。即当门禁控制电源开关11保持

开启时：关闭洗车泵12喷枪，洗车泵12停机；开启喷枪，洗车泵12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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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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