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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减少城市内涝的节能建筑

墙壁装置，包括雨水收集部件、水体处理部件和

灌溉部件。通过对各个部件进行了具体设置，实

现了在暴雨时候能够将雨水抽取到建筑物墙体

侧壁上的腔体内，并对雨水进行储存的时候通过

慢速处理后形成中水，这些中水可以供建筑物内

部使用，同时多余的中水可以通过处理后通过外

设的具体的灌溉装置在需要对园林进行灌溉的

时候实现高效灌溉。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1页

CN 110761499 B

2020.12.08

CN
 1
10
76
14
99
 B



1.一种减少城市内涝的节能建筑墙壁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雨水收集部件、水体处理

部件和灌溉部件；

所述雨水收集部件包括储水腔体、储水腔入口、楼顶排水通道、雨水抽水管、雨水抽水

泵、抽水软管、太阳能板和电力分配盒；所述储水腔体设置在建筑物墙体外，储水腔体的顶

部开设形成所述储水腔入口，所述储水腔入口与所述楼顶排水通道连通，所述楼顶排水通

道与建筑物楼顶连通并对建筑物楼顶的雨水进行收集，所述雨水抽水管竖直贯穿所述储水

腔体，雨水抽水管的顶部开设并与储水腔入口连通，雨水抽水管的底部连通所述抽水软管，

所述抽水软管的另一端设置在建筑物外部的地面上，在雨水抽水管上设置有所述雨水抽水

泵，所述雨水抽水泵用于将地面上的雨水通过抽水软管和雨水抽水管抽取到储水腔入口

处；在储水腔体的外壁上设置有密排的太阳能板，在太阳能板下方的储水腔体的外壁上设

有所述电力分配盒，所述电力分配盒用于对太阳能板产生的电能进行分配，在电力分配盒

内还设置有蓄电池；

所述水体处理部件包括石英砂过滤层、絮凝剂喷射部件、挡絮网、倾斜多孔板、沉淀槽、

活性炭处理腔、室内中水排放口和灌溉中水排放口；所述石英砂过滤层横置在储水腔入口

下方的储水腔体内，所述石英砂过滤层为上下两层的不锈钢网中间夹持有石英砂颗粒，在

石英砂过滤层下方设置有所述絮凝剂喷射部件，所述絮凝剂喷射部件包括絮凝主转管、絮

凝支管、絮凝剂储存盒、转杆和絮凝转管驱动电机，所述絮凝主转管横置在石英砂过滤层下

方，在絮凝主转管外壁上联通有多排絮凝支管，所述絮凝支管一端与絮凝主转管内连通另

一端开放设置，在储水腔体外部设置有所述絮凝剂储存盒，所述絮凝主转管一端与絮凝剂

储存盒连通，另一端封闭，在絮凝主转管内横置有所述转杆，所述絮凝转管驱动电机通过联

轴器与所述转杆固接，所述转杆的另一端与絮凝主转管封闭一端的内壁固接，所述絮凝转

管驱动电机通过驱动所述转杆继而带动所述絮凝主转管和所述絮凝支管转动；所述挡絮网

横置在絮凝剂喷射部件的下方，在挡絮网下方设置有使储水腔体空间宽度向下逐渐缩小的

所述倾斜多孔板，所述倾斜多孔板一端和储水腔体的内壁固接另一端与储水腔体的底壁固

接，在倾斜多孔板的下方设置有用于收集沉淀物的所述沉淀槽，在倾斜多孔板与储水腔体

的内壁之间充设有活性炭颗粒形成活性炭处理腔，在靠近建筑物墙体一端的活性炭处理腔

的底端设置有所述室内中水排放口，在远离建筑物墙体一端的活性炭处理腔的底端设置有

所述灌溉中水排放口；

所述灌溉部件包括灌溉部件外壳、灌溉入水软管、药液加入箱、搅拌轴、搅拌叶片、搅拌

电机、分隔板、分割排水管、挡杂囊、灌溉抽水泵、灌溉抽水管、喷洒腔、喷洒头和行走轮；所

述分隔板竖直设置在灌溉部件外壳的内部并将灌溉部件分割为搅拌区和灌溉区，所述灌溉

入水软管一端与所述灌溉中水排放口连通，另一端设置在灌溉部件外壳的一侧壁上并与灌

溉部件外壳的内部的搅拌区连通，所述药液加入箱设置在灌溉部件外壳外部并与搅拌区连

通，在搅拌区内竖直设置有所述搅拌轴，在搅拌轴上设置有多排的搅拌叶片，所述搅拌电机

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与所述搅拌轴固接并对搅拌轴的转动进行驱动，在所述分隔板上设置

有多个用于连通搅拌区和灌溉区的所述分割排水管，在灌溉区一端的分割排水管上套设有

所述挡杂囊，所述挡杂囊为一层或多层柔性织物形成的囊包状结构，所述灌溉抽水泵设置

在灌溉区内的底部，所述灌溉抽水管底端与灌溉抽水泵连通，顶部贯穿所述灌溉部件外壳

并与所述喷洒腔连通，在所述喷洒腔上设置有多个喷洒头，所述行走轮设置在所述灌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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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外壳的外底部，用于灌溉部件的行进；

所述活性炭处理腔设置有两个，其中一个靠近建筑物墙体，另外一个远离建筑物墙体；

所述沉淀槽设置于相邻的两个活性炭处理腔之间；

所述挡絮网为表面粗糙化处理了的不锈钢网；

在储水腔体内还设置有电阻加热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城市内涝的节能建筑墙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抽水软

管能够多级拼接延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城市内涝的节能建筑墙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灌溉入

水软管能够多级拼接延长并具有弹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城市内涝的节能建筑墙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行走轮

上设置有转动半轴，使得所述灌溉部件能够直行和转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城市内涝的节能建筑墙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洒头

包括设置在喷洒腔顶部的喷洒头和设置在喷洒腔前端的喷洒头，且每个喷洒头上均设置有

开闭阀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城市内涝的节能建筑墙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室内中

水排放口与室内中水使用设备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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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减少城市内涝的节能建筑墙壁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减灾、建筑和园林灌溉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减少城市内涝的节能建筑

墙壁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内涝成为很多城市逐渐凸显出来的问题，由于短时瞬时大量雨水降落到城市

内，而城市内无法在短时间内将这些雨水处理，从而在城市道路和硬化区域造成了大量水

体的蓄积，从而造成城市内涝。城市内涝给城市带来了非常大的损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看，这部分雨水长时间的存在于城市街区，从而会对水体造成进一步的污染，这部分水体如

果重新被人类利用则需要耗费更多的成本。降低内涝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其一为减

少落到地面上的水体，第二为将落到地面上的水体在短时间内处理掉。目前有一些对海绵

城市的研究，主要关注水体落到地面后，通过强化下水道的蓄水量而减少内涝。同时目前还

有一些关于直接在楼体上对雨水进行收集的研究，这些都可以减少城市内涝，但是单纯的

楼体收集雨水对于总水量贡献的力度有限，而海绵城市的建设，需要的周期相对较长，如果

有一种能集二者之所长的暂时蓄水装置的设置，则会大大减少内涝对城市的伤害。

[0003] 在内涝过程中，城市植物很多都会被过量的水体冲刷而造成一定程度的腐烂，但

是在雨水天气过后的晴天，则需要城市园林部门专门对城市植物进行浇灌，如何将二者进

行一定的平衡需要研究人员进行更多的研究。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减少城市内涝，又能在降雨天气结束之后对

植物进行灌溉，同时还能对楼宇进行温度调节的节能建筑墙壁装置。

[0005] 通过如下技术手段实现：

[0006] 一种减少城市内涝的节能建筑墙壁装置，包括雨水收集部件、水体处理部件和灌

溉部件。

[0007] 所述雨水收集部件包括储水腔体、储水腔入口、楼顶排水通道、雨水抽水管、雨水

抽水泵、抽水软管、太阳能板和电力分配盒；所述储水腔体设置在建筑物墙体外，储水腔体

的顶部开设，形成所述储水腔入口，所述储水腔入口与所述楼顶排水通道连通，所述楼顶排

水通道与建筑物楼顶连通并对建筑物楼顶的雨水进行收集，所述雨水抽水管竖直贯穿所述

储水腔体，雨水抽水管的顶部开设并与储水腔入口连通，雨水抽水管的底部连通所述抽水

软管，所述抽水软管的另一端设置在建筑物外部的地面上，在雨水抽水管上设置有所述雨

水抽水泵，所述雨水抽水泵用于将地面上的雨水通过抽水软管和雨水抽水管抽取到储水腔

入口处；在储水腔体的外壁上设置有密排的太阳能板，在太阳能板下方的储水腔体的外壁

上设有所述电力分配盒，所述电力分配盒用于对太阳能板产生的电能进行分配，在电力分

配盒内还设置有蓄电池。

[0008] 所述水体处理部件包括石英砂过滤层、絮凝剂喷射部件、挡絮网、倾斜多孔板、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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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槽、活性炭处理腔、室内中水排放口和灌溉中水排放口；所述石英砂过滤层横置在储水腔

入口下方的储水腔体内，所述石英砂过滤层为上下两层的不锈钢网中间夹持有石英砂颗

粒，在石英砂过滤层下方设置有所述絮凝剂喷射部件，所述絮凝剂喷射部件包括絮凝主转

管、絮凝支管、絮凝剂储存盒、转杆和絮凝转管驱动电机，所述絮凝主转管横置在石英砂过

滤层下方，在絮凝主转管外壁上联通有多排絮凝支管，所述絮凝支管一端与絮凝主转管内

连通另一端开放设置，在储水腔体外部设置有所述絮凝剂储存盒，所述絮凝主转管一端与

絮凝剂储存盒连通，另一端封闭，在絮凝主转管内横置有所述转杆，所述絮凝转管驱动电机

通过联轴器与所述转杆固接，所述转杆的另一端与絮凝主转管封闭一端的内壁固接，所述

絮凝转管驱动电机通过驱动所述转杆继而带动所述絮凝主转管和所述絮凝支管转动；所述

挡絮网横置在絮凝剂喷射部件的下方，在挡絮网下方设置有使储水腔体空间宽度向下逐渐

缩小的所述倾斜多孔板，所述倾斜多孔板一端和储水腔体的内壁固接另一端与储水腔体的

底壁固接，在倾斜多孔板的下方设置有用于收集沉淀物的所述沉淀槽，在倾斜多孔板与储

水腔体的内壁之间充设有活性炭颗粒形成活性炭处理腔，在靠近建筑物墙体一端的活性炭

处理腔的底端设置有所述室内中水排放口，在远离建筑物墙体一端的活性炭处理腔的底端

设置有所述灌溉中水排放口。

[0009] 所述灌溉部件包括灌溉部件外壳、灌溉入水软管、药液加入箱、搅拌轴、搅拌叶片、

搅拌电机、分隔板、分割排水管、挡杂囊、灌溉抽水泵、灌溉抽水管、喷洒腔、喷洒头和行走

轮；所述分隔板竖直设置在灌溉部件外壳的内部并将灌溉部件分割为搅拌区和灌溉区，所

述灌溉入水软管一端与所述灌溉中水排放口连通，另一端设置在灌溉部件外壳的一侧壁上

并与灌溉部件外壳的内部的搅拌区连通，所述药液加入箱设置在灌溉部件外壳外部并与搅

拌区连通，在搅拌区内竖直设置有所述搅拌轴，在搅拌轴上设置有多排的搅拌叶片，所述搅

拌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与所述搅拌轴固接并对搅拌轴的转动进行驱动，在所述分隔板

上设置有多个用于连通搅拌区和灌溉区的所述分割排水管，在灌溉区一端的分割排水管上

套设有所述挡杂囊，所述挡杂囊为一层或多层柔性织物形成的囊包状结构，所述灌溉抽水

泵设置在灌溉区内的底部，所述灌溉抽水管底端与灌溉抽水泵连通，顶部贯穿所述灌溉部

件外壳并与所述喷洒腔连通，在所述喷洒腔上设置有多个喷洒头，所述行走轮设置在所述

灌溉部件外壳的外底部，用于灌溉部件的行进。

[0010] 作为优选，所述抽水软管能够多级拼接延长。

[0011] 作为优选，所述挡絮网为表面粗糙化处理了的不锈钢网。

[0012] 作为优选，所述活性炭处理腔设置有两个，其中一个靠近建筑物墙体，另外一个远

离建筑物墙体。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沉淀槽设置于相邻的两个活性炭处理腔之间。

[0014] 作为优选，所述灌溉入水软管能够多级拼接延长并具有弹性。

[0015] 作为优选，所述行走轮上设置有转动半轴，使得所述灌溉部件能够直行和转弯。

[0016] 作为优选，所述喷洒头包括设置在喷洒腔顶部的喷洒头和设置在喷洒腔前端的喷

洒头，且每个喷洒头上均设置有开闭阀门。

[0017] 作为优选，所述室内中水排放口与室内中水使用设备（例如抽水马桶、清洗水管

等）连通。

[0018] 作为优选，在储水腔体内还设置有电阻加热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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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在于：

[0020] 通过在尽量多的楼宇外墙上使用本发明的储水腔体，可以将楼顶的雨水进行收

集，同时能将地面上的雨水进行抽取到楼体外墙上，只需合理设置腔体的厚度，可以实现水

体对建筑物外墙的温度调节，从而可以对建筑物室内的温度进行补充调节。通过对水体进

行特定的处理，可以直接对落地的雨水进行处理，由于雨水没有与地面上的大量污物进行

长时间的接触，因此处理难度相对较低，从而可以大大降低处理成本。在雨水落地的同时即

可实现将雨水直接处理为中水进行室内或室外利用，在水体在墙体外保持一定时间后在需

要的时候还可以作为灌溉用水进行灌溉操作，在降低内涝可能性的情况下，提高了雨水的

利用效率。

[0021] 通过设置石英砂层对进入到腔体内的水体进行了初级除杂后，通过对水体内排入

絮凝剂，将水体中的微尘进行了絮凝作用，继而通过在底部设置沉淀槽将水体中的颗粒物

聚集长大后实现沉淀，在对水体在储存的过程中，实现了水体的慢处理。水体在墙体外部的

腔体中可以滞留相对较长的时间，从而水体可以对建筑物内部实现温度调节。而通过对絮

凝剂添加部件进行具体设置，通过转杆与絮凝主转管与絮凝转管驱动电机进行动力传递，

实现了絮凝主转管的转动，然后通过絮凝支管将絮凝剂以旋转的方式喷出，实现了絮凝剂

可以以离心的方式添加到水体中，这样可以使得絮凝剂与水体实现高效的均匀接触，并且

避免水体反流到絮凝剂储存盒内，从而提高了絮凝剂的絮凝效果。通过设置特定结构的活

性炭处理处理腔，使得外部的絮状物等沉淀物沿着倾斜多孔板向下滚动到沉淀槽中，而活

性炭处理腔只需要主要处理有害可溶物即可，从而大大降低了活性炭的更换清洗频率，从

而降低了使用成本。

[0022] 现有灌溉设备并没有单独分区，其药液并不能均匀稳定的保持所需比例的与水体

混合的情况下即喷出，不仅会堵塞喷头，而且由于药液不均而造成对植物的伤害。本发明通

过将灌溉部件分割为搅拌区和灌溉区，实现了当需要添加药液的时候，充分的对水体混合

物进行搅拌而不对灌溉区的灌溉作业造成任何影响，当搅拌均匀后统一通过分割排水口排

入到灌溉区进行灌溉喷洒作业，而通过设置挡杂囊，将搅拌区可能存在的颗粒物进行了阻

挡，从而进一步的可以避免喷洒头的堵塞。通过设置顶部和前部两种类型的喷洒头，在不同

用途的时候可以灵活启用，提高了灌溉和施药的效率和效果。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减少城市内涝的节能建筑墙壁装置的内视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其中：11-储水腔入口，12-楼顶排水通道，13-雨水抽水管，14-雨水抽水泵，15-抽

水软管，21-太阳能板，22-电力分配盒，3-储水腔体，31-石英砂过滤层，321-絮凝主转管，

322-絮凝支管，323-絮凝剂储存盒，324-转杆，325-絮凝转管驱动电机，33-挡絮网，34-倾斜

多孔板，35-沉淀槽，36-活性炭颗粒，37-室内中水排放口，38-灌溉中水排放口，41-灌溉入

水软管，42-药液加入箱，43-搅拌轴，44-搅拌叶片，45-搅拌电机，51-分隔板，52-分割排水

管，53-挡杂囊，54-灌溉抽水泵，55-灌溉抽水管，56-喷洒腔，57-喷洒头，58-行走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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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结合附图进行进一步说明：如图1所示的减少城市内涝的节能建筑墙壁装置，图1

中右侧为雨水收集部件和水体处理部件，左侧为灌溉部件。图1为一种去除了侧板的内视的

结构示意图。为了更加清晰的示出本发明各个部件的结构，对储水腔体的比例在图1中进行

了调整，正常的腔体较图1必然是更加细长。

[0027] 如图1所示，所述雨水收集部件包括储水腔体、储水腔入口、楼顶排水通道、雨水抽

水管、雨水抽水泵、抽水软管、太阳能板和电力分配盒；所述储水腔体设置在建筑物墙体外，

如图1中00附图标记的即为建筑物墙体，该储水腔体可以从下到上布满整个建筑物墙体，也

可以仅设置在建筑物腔体的下半部，本实施例设置为将储水腔体从上到下布满整个建筑物

墙体。储水腔体的顶部开设形成所述储水腔入口，所述储水腔入口与所述楼顶排水通道连

通，所述楼顶排水通道与建筑物楼顶连通并对建筑物楼顶的雨水进行收集，由于本实施例

的储水腔体布满整个建筑物墙体，因此本实施例的楼顶排水通道也即使直接在楼顶设置低

洼的管道与储水腔入口连通，在其他实施例中楼顶排水通道可以为管道直接从楼顶向下连

通到储水腔入口处。

[0028] 所述雨水抽水管竖直贯穿所述储水腔体，雨水抽水管的顶部开设并与储水腔入口

连通，雨水抽水管的底部连通所述抽水软管，所述抽水软管的另一端设置在建筑物外部的

地面上，在雨水抽水管上设置有所述雨水抽水泵，所述雨水抽水泵用于将地面上的雨水通

过抽水软管和雨水抽水管抽取到储水腔入口处；如图1所示该管道从建筑物底部的地面上

可以抽取水体并且软管抽取的范围可以扩展，无需人工抽取，只需开启雨水抽水泵即可。在

储水腔体的外壁上设置有密排的太阳能板，在太阳能板下方的储水腔体的外壁上设有所述

电力分配盒，所述电力分配盒用于对太阳能板产生的电能进行分配，在电力分配盒内还设

置有蓄电池。电力分配盒为市购常规现有太阳能类的电力分配盒，其将太阳能板转化为的

电能储存在蓄电池内，当装置启动后则从蓄电池中提取电能并对电能进行分配，同时该蓄

电池还与楼宇内部电网进行电连接以备电力不够时进行补充。

[0029] 在储水腔体内还设置有电阻加热棒，当冬天储水腔中有水或没水的时候都可以启

动电阻加热棒对楼体外表面进行加热，从而可以对室内的温度进行调节。

[0030] 如图1所示，所述水体处理部件包括石英砂过滤层、絮凝剂喷射部件、挡絮网、倾斜

多孔板、沉淀槽、活性炭处理腔、室内中水排放口和灌溉中水排放口；所述石英砂过滤层横

置在储水腔入口下方的储水腔体内，所述石英砂过滤层为上下两层的不锈钢网中间夹持有

石英砂颗粒，不锈钢网的网孔孔径小于石英砂颗粒的粒径，在石英砂过滤层下方设置有所

述絮凝剂喷射部件，所述絮凝剂喷射部件包括絮凝主转管、絮凝支管、絮凝剂储存盒（其中

絮凝剂为例如明矾等无毒无害的水用絮凝剂）、转杆和絮凝转管驱动电机，所述絮凝主转管

横置在石英砂过滤层下方，在絮凝主转管外壁上联通有多排絮凝支管（如图1，本实施例为3

排），所述絮凝支管一端与絮凝主转管内连通另一端开放设置，在储水腔体外部设置有所述

絮凝剂储存盒，所述絮凝主转管一端与絮凝剂储存盒连通，另一端封闭，在絮凝主转管内横

置有所述转杆，所述絮凝转管驱动电机通过联轴器与所述转杆固接，所述转杆的另一端与

絮凝主转管封闭一端的内壁固接，所述絮凝转管驱动电机通过驱动所述转杆继而带动所述

絮凝主转管和所述絮凝支管转动；所述挡絮网横置在絮凝剂喷射部件的下方，在挡絮网下

方设置有使储水腔体空间宽度向下逐渐缩小的所述倾斜多孔板，即如图1所示左侧的倾斜

板从左向右下倾斜，右侧的倾斜板从右向左下倾斜，所述倾斜多孔板一端和储水腔体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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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固接另一端与储水腔体的底壁固接，在倾斜多孔板的下方设置有用于收集沉淀物的所述

沉淀槽，在倾斜多孔板与储水腔体的内壁之间充设有活性炭颗粒形成活性炭处理腔，在靠

近建筑物墙体一端（即图中的右端）的活性炭处理腔的底端设置有所述室内中水排放口，在

远离建筑物墙体一端（即图中的左端）的活性炭处理腔的底端设置有所述灌溉中水排放口。

所述室内中水排放口与室内中水使用设备（例如抽水马桶、清洗水管等）连通。

[0031] 所述挡絮网为表面粗糙化处理了的不锈钢网。挡絮网不仅将絮状物进行了初期的

收集，同时还将上部搅拌产生的水体运动与下部的相对静止的水体进行了分割。

[0032] 所述沉淀槽设置于相邻的两个活性炭处理腔之间，即图1中的中下部。

[0033] 所述灌溉部件包括灌溉部件外壳、灌溉入水软管、药液加入箱、搅拌轴、搅拌叶片、

搅拌电机、分隔板、分割排水管、挡杂囊、灌溉抽水泵、灌溉抽水管、喷洒腔、喷洒头和行走

轮；所述分隔板竖直设置在灌溉部件外壳的内部并将灌溉部件分割为搅拌区（图1中的右

侧）和灌溉区（图1中的左侧），所述灌溉入水软管一端与所述灌溉中水排放口连通，另一端

设置在灌溉部件外壳的一侧壁上并与灌溉部件外壳的内部的搅拌区连通，本实施例在灌溉

入水软管上没有使用水泵，当腔体高度不足以将水体排入到灌溉腔内的时候，则可以设置

水泵。所述药液加入箱设置在灌溉部件外壳外部并与搅拌区连通，在搅拌区内竖直设置有

所述搅拌轴，在搅拌轴上设置有多排的搅拌叶片，所述搅拌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与所

述搅拌轴固接并对搅拌轴的转动进行驱动，在所述分隔板上设置有多个（图1中为3个）用于

连通搅拌区和灌溉区的所述分割排水管，在灌溉区一端的分割排水管上套设有所述挡杂

囊，所述挡杂囊为一层或多层柔性织物形成的囊包状结构（普通负有弹性的织物即可，例如

纺纱布，一端缝合在卡扣上，卡扣与分割排水口卡接，使用一段时间后反冲即可回用），所述

灌溉抽水泵设置在灌溉区内的底部，所述灌溉抽水管底端与灌溉抽水泵连通，顶部贯穿所

述灌溉部件外壳并与所述喷洒腔连通，在所述喷洒腔上设置有多个喷洒头，所述行走轮设

置在所述灌溉部件外壳的外底部，用于灌溉部件的行进。

[0034] 所述灌溉入水软管能够多级拼接延长并具有弹性。

[0035] 所述行走轮上设置有转动半轴，使得所述灌溉部件能够直行和转弯。

[0036] 如图1所示，所述喷洒头包括设置在喷洒腔顶部的喷洒头和设置在喷洒腔前端的

喷洒头，且每个喷洒头上均设置有开闭阀门，当需要向上喷洒的时候，只打开顶部的喷洒

头，当需要向前喷洒的时候，则只打开前端的喷洒头。

[0037] 具体的使用方法为：。

[0038] 在下雨的时候，通过楼顶排水通道将楼顶收集的雨水排入到储水腔体中，当短时

强降雨的时候，同时开启雨水抽水泵对地面上的积水进行抽取。水体从储水腔入口排入到

储水腔体中，通过石英砂过滤层后将水体中的杂物进行滤除，进行一定时间后，开启絮凝剂

储存盒并启动絮凝转管驱动电机，将絮凝剂以离心的方式均匀排入到腔体的水体中，转动1

~3min后停止转动并封闭絮凝剂储存盒。水体逐渐静置，较大的絮状物被挡絮网粘附，水体

中的沉淀颗粒物逐渐的在沉淀槽中沉淀，周期性的将挡絮网和沉淀槽进行更换清洗，对絮

凝剂储存盒进行药液补充，实现对装置的日常维护。由于倾斜多孔板的存在，颗粒物相对较

少的进入到活性炭处理区，因此活性炭处理区主要对水体中的有害可溶物进行吸附。通过

室内中水排放口实现对楼宇内部中水进行补充。当晴天的时候可以连接灌溉中水排放口和

灌溉入水软管实施灌溉操作。灌溉部件通过行走轮可以实现对建筑物周围一定范围内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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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进行灌溉、施药等操作。当仅需要灌溉的时候，只需将水体通过搅拌区后进入到灌溉区，

通过喷洒口喷洒出即可。当需要对植物进行施药处理的时候，可以通过药液加入箱将药液

剑入道搅拌区内，通过搅拌轴将水体和药液搅拌均匀，通过分割排水口将搅拌均匀的混合

液排入到灌溉区内，其中挡杂囊将其中可能存在的大颗粒杂物进行阻挡，避免颗粒物对抽

水泵和喷洒口造成损坏，然后通过前端的喷洒头即可实现药液的喷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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