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2079569.X

(22)申请日 2021.08.31

(73)专利权人 邓海鹏

地址 075000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市府

西大街3号财富中心C座3楼50号

    专利权人 杨晓雪

(72)发明人 邓海鹏　杨晓雪　

(74)专利代理机构 石家庄隆康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13140

代理人 李慧

(51)Int.Cl.

E04D 13/064(2006.01)

E04D 13/07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

置，包括：墙体；固定柱，所述固定柱固定连接于

所述墙体正面的两侧；盛水斗，所述盛水斗固定

安装于所述固定柱的正面，所述盛水斗的顶部固

定安装有拦截网；滑动辅助结构，所述滑动辅助

结构固定安装于所述盛水斗顶部的正面和背面；

螺纹杆，螺纹杆设置于滑动辅助结构的内部，螺

纹杆的右端固定安装有电机；铲斗，铲斗固定安

装于滑动辅助结构的底部；水管，水管固定安装

于盛水斗的底部，水管的底部固定安装有收集水

箱。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

置，能够提高收集效率，且收集雨水方便不需要

使用水桶、盆等物体，从而在使用雨水是不需要

手动的去除。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4页

CN 215594655 U

2022.01.21

CN
 2
15
59
46
55
 U



1.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墙体；

固定柱，所述固定柱固定连接于所述墙体正面的两侧；

盛水斗，所述盛水斗固定安装于所述固定柱的正面，所述盛水斗的顶部固定安装有拦

截网；

滑动辅助结构，所述滑动辅助结构固定安装于所述盛水斗顶部的正面和背面；

螺纹杆，所述螺纹杆设置于所述滑动辅助结构的内部，所述螺纹杆的右端固定安装有

电机；

铲斗，所述铲斗固定安装于所述滑动辅助结构的底部；

水管，所述水管固定安装于所述盛水斗的底部，所述水管的底部固定安装有收集水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辅助结构

包括滑槽，所述滑槽的内部滑动连接有滑块，所述滑块的顶部固定安装有螺纹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的顶部且

位于所述盛水斗的顶部固定安装有防护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盛水斗的左侧

固定安装有引导斗。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水箱内侧

的两侧均通过L形连接杆固定安装有固定箱，所述固定箱的底部开设有透水孔。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箱的内部

设置有滤网。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箱顶部的

两侧固定安装有防溅板，所述收集水箱内部的顶部两侧固定安装有消毒灯。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水箱两侧

的顶部均固定安装有超量排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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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设计领域，尤其涉及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设计是指建筑物在建造之前，设计者按照建设任务，把施工过程和使用过程

中所存在的或可能发生的问题，事先作好通盘的设想，拟定好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方案，

用图纸和文件表达出来。

[0003] 在进行施工修建建筑前，需要设计建筑图纸，考虑全方面的问题，其中就要考虑到

雨水的去向问题。

[0004] 雨水天气是常见的，对于雨水为了提高雨水的使用率，传统的方式都是通过水桶、

盆等能够进行盛装收集的物体进行收集雨水，但是不方便进行收集，收集效率不高，且收集

的雨水中会参杂一些树叶等杂物只能通过手动去除。

[0005] 因此，有必要提供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解决了，传统的方式都是通过水桶、

盆等能够进行盛装收集的物体进行收集雨水，但是不方便进行收集，收集效率不高，且收集

的雨水中会参杂一些树叶等杂物只能通过手动去除的问题。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包括：墙

体；

[0008] 固定柱，所述固定柱固定连接于所述墙体正面的两侧；

[0009] 盛水斗，所述盛水斗固定安装于所述固定柱的正面，所述盛水斗的顶部固定安装

有拦截网；

[0010] 滑动辅助结构，所述滑动辅助结构固定安装于所述盛水斗顶部的正面和背面；

[0011] 螺纹杆，所述螺纹杆设置于所述滑动辅助结构的内部，所述螺纹杆的右端固定安

装有电机；

[0012] 铲斗，所述铲斗固定安装于所述滑动辅助结构的底部；

[0013] 水管，所述水管固定安装于所述盛水斗的底部，所述水管的底部固定安装有收集

水箱。

[0014] 优选的，所述滑动辅助结构包括滑槽，所述滑槽的内部滑动连接有滑块，所述滑块

的顶部固定安装有螺纹块。

[0015] 优选的，所述机的顶部且位于所述盛水斗的顶部固定安装有防护罩。

[0016] 优选的，所述盛水斗的左侧固定安装有引导斗。

[0017] 优选的，所述收集水箱内侧的两侧均通过L形连接杆固定安装有固定箱，所述固定

箱的底部开设有透水孔。

[0018] 优选的，所述固定箱的内部设置有滤网。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5594655 U

3



[0019] 优选的，所述固定箱顶部的两侧固定安装有防溅板，所述收集水箱内部的顶部两

侧固定安装有消毒灯。

[0020] 优选的，所述收集水箱两侧的顶部均固定安装有超量排水管。

[0021]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具有如下有益

效果：

[0022] 本实用新型提供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雨水从屋檐上向下流进盛水斗中，

再通过盛水斗顶部所固定安装的拦截网将雨水中参杂的树叶等杂质进行过滤，促使树叶和

雨水分离，树叶停留在拦截网的表面，通过电机带动螺纹杆转动，促使滑动辅助结构带动铲

斗进行移动，将停留在拦截网表面的杂物向左侧推动，再通过引导斗向外排除，雨水再顺着

水管进入收集水箱中集中收集，能够提高收集效率，且收集雨水方便不需要使用水桶、盆等

物体，从而在使用雨水是不需要手动的去除。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的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

图；

[0024] 图2为图1所示的滑动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图1所示的外部立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的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

图。

[0027] 图中标号：1、墙体，2、固定柱，3、盛水斗，4、拦截网，

[0028] 5、滑动辅助结构，51、滑槽，52、滑块，53、螺纹块，

[0029] 6、螺纹杆，7、防护罩，8、铲斗，9、引导斗，10、水管，11、收集水箱，12、电机，

[0030] 13、固定箱，14、滤网，15、透水孔，16、防溅板，17、消毒灯，18、超量排水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32] 第一实施例

[0033] 请结合参阅图1、图2和图3，其中，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

装置的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图2为图1所示的滑动结构的结构示意图；图3为图1所示

的外部立体的结构示意图。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包括：墙体1；

[0034] 固定柱2，所述固定柱2固定连接于所述墙体1正面的两侧；

[0035] 盛水斗3，所述盛水斗3固定安装于所述固定柱2的正面，所述盛水斗3的顶部固定

安装有拦截网4；

[0036] 拦截网4的材质为不锈钢等不会因为雨水为生锈的材质，且不会因为长期有杂物

的堆积，而导致变形，从而能够降低使用和维护成本。

[0037] 滑动辅助结构5，所述滑动辅助结构5固定安装于所述盛水斗3顶部的正面和背面；

[0038] 螺纹杆6，所述螺纹杆6设置于所述滑动辅助结构5的内部，所述螺纹杆6的右端固

定安装有电机12；

[0039] 电机23的左侧固定安装有连接座，连接座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固定板，固定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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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与盛水斗3顶部的右侧固定安装。

[0040] 铲斗8，所述铲斗8固定安装于所述滑动辅助结构5的底部；

[0041] 水管10，所述水管10固定安装于所述盛水斗3的底部，所述水管10的底部固定安装

有收集水箱11。

[0042] 水管10的表面固定安装有固定环，固定环的背面和墙体的正面固定安装。

[0043] 所述滑动辅助结构5包括滑槽51，所述滑槽51的内部滑动连接有滑块52，所述滑块

52的顶部固定安装有螺纹块53。

[0044] 螺纹块53套设在螺纹杆6的表面，螺纹杆6的表面设置有螺纹，螺纹与螺纹块53相

适配。

[0045] 所述电机12的顶部且位于所述盛水斗3的顶部固定安装有防护罩7。

[0046] 通过防护罩7对电机12进行防护，从而能够避免雨水落在电机12上导致电机12损

坏，增加使用成本。

[0047] 所述盛水斗3的左侧固定安装有引导斗9。

[0048]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

[0049] 雨水从屋檐上向下流进盛水斗3中，再通过盛水斗3顶部所固定安装的拦截网4将

雨水中参杂的树叶等杂质进行过滤，促使树叶和雨水分离，树叶停留在拦截网4的表面。

[0050] 启动电机12，通过电机12的转动带动螺纹杆6进行转动，再通过螺纹杆6的转动带

动滑动辅助结构5中的螺纹块53进行转动，从而促使螺纹块53在螺纹杆6的表面进行向左侧

移动，再通过螺纹块53的移动带动滑块52在滑槽51的内部进行移动，同时通过滑块52滑动

连接在滑槽51的内部，从而促使螺纹杆6在转动时不会带动螺纹块53进行转动，再通过螺纹

块53的移动带动铲斗8进行移动，从而通过铲斗8将停留在拦截网4顶部的树叶等杂物进行

向左侧推动，直至推动铲斗8移动到拦截网4的最左侧，同时促使杂物被推到盛水斗3的最左

侧，从而再顺着引导斗9的方向促使杂物排除在拦截网4表面，再通过电机12的反转带动铲

斗8进行复位。

[0051] 通过拦截网4进行杂物和水分离后，杂物停留在拦截网4的表面，雨水顺着盛水斗3

流进水管10中，再顺着水管10进入到收集水箱11中集中收集。

[0052]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具有如下有益

效果：

[0053] 雨水从屋檐上向下流进盛水斗3中，再通过盛水斗3顶部所固定安装的拦截网4将

雨水中参杂的树叶等杂质进行过滤，促使树叶和雨水分离，树叶停留在拦截网4的表面，通

过电机12带动螺纹杆6转动，促使滑动辅助结构5带动铲斗8进行移动，将停留在拦截网4表

面的杂物向左侧推动，再通过引导斗9向外排除，雨水再顺着水管10进入收集水箱11中集中

收集，能够提高收集效率，且收集雨水方便不需要使用水桶、盆等物体，从而在使用雨水是

不需要手动的去除。

[0054] 第二实施例

[0055] 请结合参阅图4，基于本申请的第一实施例提供的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本

申请的第二实施例提出另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第二实施例仅仅是第一实施例优选

的方式，第二实施例的实施对第一实施例的单独实施不会造成影响。

[0056] 具体的，本申请的第二实施例提供的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的不同之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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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所述收集水箱11内侧的两侧均通过L形连接杆固定安装有

固定箱13，所述固定箱13的底部开设有透水孔15。

[0057] 所述固定箱13的内部设置有滤网14。

[0058] 所述固定箱13顶部的两侧固定安装有防溅板16，所述收集水箱11内部的顶部两侧

固定安装有消毒灯17。

[0059] 所述收集水箱11两侧的顶部均固定安装有超量排水管18.

[0060] 收集水箱11两侧的顶部开设有排水口，排水口的外侧与超量排水管18连通，通过

超量排水管18能够避免被排出的雨水因落在地面上的距离过长导致对地面造成影响。

[0061]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

[0062] 雨水进入到收集水箱11中首先进入到固定箱13中，通过固定箱13内部的滤网14进

行过滤，再通过透水孔15进入到收集水箱11中，通过防溅板16避免雨水在进入固定箱13中

飞溅导致消毒灯17被雨水浸湿。

[0063] 当收集的雨水量超出收集水箱11所能够收集的最大量时，且此时的水位线和超量

排水管18中的排水口的水位向持平，雨水通过排水口再顺着超量排水管18向外排出，当雨

水收集完成后，在未使用前为了避免雨水中滋生细菌，开启消毒灯17，通过消毒灯17对收集

水箱11中所收集的雨水进行消毒。

[0064]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建筑设计雨水收集除杂装置具有如下有益

效果：

[0065] 雨水进入到收集水箱11中首先进入到固定箱13中，通过固定箱13内部的滤网14进

行过滤，再通过透水孔15进入到收集水箱11中，从而能够在使用收集起来的雨水时，雨水不

会浑浊，能够保持清澈的状态，从而能够将其雨水的使用范围更广。

[0066]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它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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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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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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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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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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