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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市政排水系统，涉及排水

管道的技术领域，其技术方案的要点是：包括，排

水管道：包括外管以及转动连接在外管内部的内

管，所述内管以及外管上均设置有渗水孔，所述

外管与内管经过转动后能够将外管与内管上的

渗水孔重合并连通；管道驱动模块：包括驱动内

管转动的转动单元以及用于控制转动单元开启

的驱动单元；水量控制模块：用于检测水管内的

水流量是否超出预设值并向驱动单元发出水流

超量信号，所述驱动单元耦接于水量控制模块并

接收水量超量信号后控制内管相对外管转动并

连通渗水孔。本发明解决了排水管道排水量不够

的技术问题，具有提高排水管的排水效率的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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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市政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一种市政排水系统包括，

排水管道(1)：包括外管(10)以及转动连接在外管(10)内部的内管(11)，所述内管(11)

以及外管(10)上均设置有渗水孔(12)，所述外管(10)与内管(11)经过转动后能够将外管

(10)与内管(11)上的渗水孔(12)重合并连通；

管道驱动模块(2)：包括驱动内管(11)转动的转动单元(20)以及用于控制转动单元

(20)开启的驱动单元(21)；

水量控制模块(3)：用于检测水管内的水流量是否超出预设值并向驱动单元(21)发出

水流超量信号，

所述驱动单元(21)耦接于水量控制模块(3)并接收水量超量信号后控制内管(11)相对

外管(10)转动并连通渗水孔(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市政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量控制模块(3)包括，检测

管道内水流量并发出水量信号的水量检测单元(30)；提供水量最大值并发出基准信号的基

准单元(31)；耦接于水量检测单元(30)以及基准单元(31)并发出水量超量信号的水量比较

单元(3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市政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准单元(31)包括分压电阻

以及串联在分压电阻上的电位器(310)，分压电阻与电位器(310)之间电性连接在比较单元

(32)上，并向比较单元(32)发出基准信号。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市政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单元(21)包括电性连接

在水量比较单元(32)输出端的信号放大器以及连接在放大器输出端的控制继电器(4)，所

述控制继电器(4)的常开触点串联在转动单元(20)上，用于控制转动单元(20)转动内管

(1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市政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单元(20)包括固定在内

管(11)外壁上的磁性杆(5)，以及固定在外管(10)内壁上两个电磁铁(6)，两个电磁铁(6)分

别位于磁性杆(5)两侧，所述控制继电器(4)的常开触点以及常闭触点分别串联在两个电磁

铁(6)上，当磁性杆(5)贴在其中一个电磁铁(6)上时内管(11)的渗水管与外管(10)上的渗

水孔(12)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市政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磁性杆(5)为永磁铁，两个电

磁铁(6)中其中一个电磁铁(6)与该永磁铁吸附、另一个电磁铁(6)与永磁铁排斥，所述控制

继电器(4)的常开触点以及常闭触点用于切换电磁铁(6)的极性。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市政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比较单元(32)为比较器，所

述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电性连接在水量检测单元(30)上，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电性连接在

基准单元(31)上比较器的输出端电性连接在驱动单元(2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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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排水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排水管道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市政排水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市政排水是指排水的收集、输送、水质的处理和排放等设施以一定方式组合成的

总体。  用以除涝、防渍、防盐的各级排水沟（管）道及建筑物的总称。它主要由田间排水调节

网、各级排水沟、蓄涝湖泊、排水闸、抽排泵站和排水容泄区等组成。排水区的多余水量首先

汇入田间排水调节网，然后经各级排水沟或经湖泊滞蓄后再由排水闸或抽排站排至容泄

区。

[0003] 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在于：通过调节水阀进行排水疏通需要较多的排

水管道才能够实现，排水管道一般设置在地下，由于地表承重需求的限制不易设置过多的

管道。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市政排水系统，它具有的

优点。

[0005] 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市政排水系统包括，

排水管道：包括外管以及转动连接在外管内部的内管，所述内管以及外管上均设置有

渗水孔，所述外管与内管经过转动后能够将外管与内管上的渗水孔重合并连通；

管道驱动模块：包括驱动内管转动的转动单元以及用于控制转动单元开启的驱动单

元；

水量控制模块：用于检测水管内的水流量是否超出预设值并向驱动单元发出水流超量

信号，

所述驱动单元耦接于水量控制模块并接收水量超量信号后控制内管相对外管转动并

连通渗水孔。

[0006]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外管与内管的配合，当外管与内管经过转动后将渗水孔

连通，能够让排水管道内的水从渗水孔内渗出，能够在管道内的水流比较大的时候通过渗

水孔将水从排水管道的侧壁流出，能够更快的将水排出，并且能够通过渗水孔对农田以及

植被进行灌溉。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水量控制模块包括，检测管道内水流量并发出水量信号的水量检

测单元；提供水量最大值并发出基准信号的基准单元；耦接于水量检测单元以及基准单元

并发出水量超量信号的水量比较单元。

[0008]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水量检测单元检测到管道内的水流量，通过基准单元预

先设置管道内水流量的最大值，通过水量比较单元对管道内的水流量与水流量的最大值进

行比较，当水量比较单元检测到水量信号大于基准信号时，发出水量超量信号，驱动单元接

收到水量超量信号后控制内管转动并将外管的渗水孔与内管的渗水孔连通让管道内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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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渗水孔将水量渗出，通过基准模块的设置能够让水量控制更加准确。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基准单元包括分压电阻以及串联在分压电阻上的电位器，分压电

阻与电位器之间电性连接在比较单元上，并向比较单元发出基准信号。

[0010]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通过电位器能够改变基准单元的基准值，在不同类型的管道

内设置不同的基准值，能够更加灵活使用，调节方便，方便了由于管道粗细不同、实际的管

道附近渗水能力的不同进行对管道渗水的极限值进行调节。

[0011] 进一步的，所述驱动单元包括电性连接在水量比较单元输出端的信号放大器以及

连接在放大器输出端的控制继电器，所述控制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串联在转动单元上，用于

控制转动单元转动内管。

[0012]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放大器对信号进行放大，能够更加容易对继电器进行控

制。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转动单元包括固定在内管外壁上的磁性杆，以及固定在外管内壁

上两个电磁铁，两个电磁铁分别位于磁性杆两侧，所述控制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以及常闭触

点分别串联在两个电磁铁上，当磁性杆贴在其中一个电磁铁上时内管的渗水管与外管上的

渗水孔连通。

[0014]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当控制继电器的常开触点闭合时，其中一个电磁铁得电后吸

引磁性杆，当控制继电器的常闭触点闭合时的一个电磁铁失电另一个电磁铁得电，将磁性

杆复位，能够控制内管相对外管转动，进而控制渗水孔的通断，将水管内的水从渗水孔渗

出，减少管道的排水压力。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磁性杆为永磁铁，两个电磁铁中其中一个电磁铁与该永磁铁吸附、

另一个电磁铁与永磁铁排斥，所述控制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以及常闭触点用于切换电磁铁的

极性。

[0016]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通过电磁铁的极性切换让一个电磁铁排斥永磁铁，另一个电

磁铁吸附永磁铁，能够更加容易驱动内管的转动，提高驱动力。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比较单元为比较器，所述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电性连接在水量检

测单元上，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电性连接在基准单元上比较器的输出端电性连接在驱动单

元上。

[0018]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比较器对水量检测单元以及基准单元发出的水量信号以

及基准信号进行比较，当水量超过基准值时发出比较信号给驱动单元，使驱动单元控制转

动单元让内管相对外管转动，进而让渗水孔连通，并让管道内的水从渗水孔流出，能够减缓

管道排水压力。

[0019]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技术效果：

1、通过外管与内管的配合，当外管与内管经过转动后将渗水孔连通，能够让排水管道

内的水从渗水孔内渗出，能够在管道内的水流比较大的时候通过渗水孔将水从排水管道的

侧壁流出，能够更快的将水排出，并且能够通过渗水孔对农田以及植被进行灌溉；

2、通过水量控制模块设置成、水量检测单元、基准单元以及比较单元能够更加准确的

在水量达到预设值时，进行通过渗水孔的排水；

3、通过电位器调节，能够控制基准值，方便对不同管道的使用。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0050668 A

4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实施例中排水管结构图；

图2为实施例中的部分电路图；

图3为实施例中的转动单元的电路图；

图4为实施例中的转动单元的结构图。

[0021] 附图标记：1、排水管道；10、外管；11、内管；12、渗水孔；2、管道驱动模块；20、转动

单元；21、驱动单元；3、水量控制模块；30、水量检测单元；31、基准单元；310、电位器；32、比

较单元；4、控制继电器；5、磁性杆；6、电磁铁。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实施例，参照图1，一种市政排水系统包括排水管道1，包括外管10以及内管11，外

管10与内管11之间转动连接，内管11与外管10上均开设有渗水孔12，转动内管11将内管11

上的渗水孔12以及外管10上的渗水孔12连通，当水量比较大，排水管道1的排水能力不足

时，能够通过渗水孔12排出，进而减少排水管道1的疏通压力。

[0023] 参照图2，市政排水系统还包括水量控制模块3，水流量控制模块包括水量检测单

元30、基准单元31、耦接于水量检测单元30以及基准单元31的比较单元32。

[0024] 水量检测单元30为固定在内管11内部的液体流量传感器，基准单元31为分压电阻

以及串联在分压电阻上的电位器310，比较单元32为比较器，比较单元32的正向输入端电性

连接在液体流量传感器上，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电性连接在电位器310与分压电阻之间，当

流量传感器检测到的携带水流量的水量信号输出给比较器，比较器将水量信号与基准单元

31预定的基准信号进行比较，当水量信号大于基准信号时，比较器发出水量超量信号。

[0025] 通过调节电位器310能够改变基准单元31的基准值，进而能够应用在不同粗细以

及不同位置的管道上，当管道比较细时可以选用比较底的基准值，当管道位置位于植被以

及农田下方时，可以选用比较低的基准值，当管道位于房屋底部、或者公路下方时，可以通

过调节电位器310，让基准值升高减少水量的渗出。

[0026] 控制模块耦接有驱动单元21，驱动单元21包括电性连接在比较器输出端用于接收

水量超量信号后控制内管11相对外管10转动。

[0027] 内管11上向外管10方向延伸有磁性杆5，磁性杆5为永磁铁制成，永磁铁的N极方向

以及S极方向均设置有固定连接在外管10内壁上的电磁铁6。

[0028] 参照图3、图4，位于永磁铁的N极方向的电磁铁6的N极朝向永磁铁，驱动单元21包

括电性连接在比较器输出端的控制继电器4，控制继电器4具有的两个常开触点以及两个常

闭触点，当继电器得电时，两个常开触点闭合，两个常闭触点断开，进而改变电磁铁6上线圈

的电流方向，进而改变电磁铁6的极性，通过两个电磁铁6的配合能够让与永磁铁相互吸引

的电磁铁6转换为相互排斥，让与永磁铁相互排斥的电磁铁6相互吸引，进而带动外管10与

内管11之间相对转动，进而控制渗水孔12的通断，两个电磁铁6以及永磁铁形成转动单元

20，控制内管11相对外管10的转动。

[0029] 具体实施过程，当水流量比较大时，液体流量传感器检测到水量信号，比较器将水

量信号与基准信号进行对比，当水量信号大于基准信号时，控制继电器4改变电磁铁6的极

性，进而控制内管11的转动，让渗水管能够将水量排出，通过电位器310的调节能够方便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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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基准值，进而适应不同类型以及不同位置的管道。

[0030]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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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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