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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落水斗的膜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具有落水斗的膜结

构，属于膜结构建筑技术领域，包括：支撑柱、落

水斗、安装座以及膜体，所述落水斗设置在所述

支撑柱上，所述落水斗上设置有排水管，所述安

装座位于所述落水斗内，并且所述安装座与所述

支撑柱连接，所述膜体的边缘与所述安装座连

接，所述膜体上的液体落入至所述落水斗内并通

过所述排水管排出。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具有落水斗，膜体上的雪水或者积水能够通过落

水斗排出，避免膜体积雪或者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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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落水斗的膜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柱、落水斗、安装座以及膜体，所

述落水斗设置在所述支撑柱上，所述落水斗上设置有排水管，所述安装座位于所述落水斗

内，并且所述安装座与所述支撑柱连接，所述膜体的边缘与所述安装座连接，所述膜体上的

液体落入至所述落水斗内并通过所述排水管排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落水斗的膜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落水斗上穿设有融

雪热水管，所述融雪热水管的端部弯折后朝向所述落水斗内，所述融雪热水管用于将热水

引导至所述落水斗内从而使积雪融化，积雪融化后形成的水通过所述排水管排出。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落水斗的膜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落水斗的内壁上设

置有若干呈环绕设置的肋板，所述安装座包括环形基座、安装环以及若干连接管，所述环形

基座与所述肋板连接，各所述连接管呈环绕设置在所述支撑柱上，并且所述连接管的一端

与所述支撑柱连接且另一端与所述环形基座连接，所述安装环与所述环形基座连接并且所

述膜体与所述安装环连接。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落水斗的膜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管包括横管以

及斜管，所述横管呈水平设置，所述斜管呈倾斜设置，并且所述横管与所述斜管的一端均与

所述环形基座连接并且另一端均与所述支撑柱连接，所述横管、所述斜管以及所述支撑柱

形成三角形结构。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落水斗的膜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落水斗包括底板，

所述底板上设置有通孔，所述排水管与所述通孔连接。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落水斗的膜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上设置有过滤

罩，所述过滤罩覆盖在所述通孔上，积雪融化后形成的水通过所述过滤罩后从所述排水管

内排出。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落水斗的膜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通孔的数量为多个

且呈环形排列，所述底板上设置有若干隔板，所述隔板位于相邻两个所述通孔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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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落水斗的膜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膜结构建筑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具有落水斗的膜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膜结构是一种新型的建筑结构，一般应用于建筑结构上，例如张拉膜、网格膜、充

气膜等膜结构，其能够起到美观、挡雨、遮阳等作用，并且相对于传统的屋顶结构而言，膜体

结构质量轻，强度高，安全性高，抗震性能好。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化建设越

来越快，现有的城市公园以及城市广场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夏季时，城市公园和城市广场

均暴晒在阳光下，需要一个给人们提供乘凉的设施。

[0003] 所以目前在广场上，会用立柱将膜拉伸形成遮阳结构，这种膜结构建筑适用于广

场或户外场地使用，多数这种膜结构也存在无法融雪的缺点，尤其是在冬天的北方地区，一

旦下雪后，积雪融化后产生的水流到地面上容易产生地面积水，影响建筑的正常使用。

[0004] 总之，在现有的倒伞型膜结构中，少有用于将膜体上的雪水或者积水收集后使用

或排出的功能，导致膜结构上一旦因下雨或者下雪产生积水时，无法将膜体上的积水或者

积雪安全可靠的排出，一旦积水滴落到地面上，就会导致地面积水，所以具有一定的改进空

间。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具有落水斗的膜

结构。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具有落水斗的膜结构，包括：

支撑柱、落水斗、安装座以及膜体，所述落水斗设置在所述支撑柱上，所述落水斗上设置有

排水管，所述安装座位于所述落水斗内，并且所述安装座与所述支撑柱连接，所述膜体的边

缘与所述安装座连接，所述膜体上的液体落入至所述落水斗内并通过所述排水管排出。

[0007] 较佳的，所述落水斗上穿设有融雪热水管，所述融雪热水管的端部弯折后朝向所

述落水斗内，所述融雪热水管用于将热水引导至所述落水斗内从而使积雪融化，积雪融化

后形成的水通过所述排水管排出。

[0008] 较佳的，所述落水斗的内壁上设置有若干呈环绕设置的肋板，所述安装座包括环

形基座、安装环以及若干连接管，所述环形基座与所述肋板连接，各所述连接管呈环绕设置

在所述支撑柱上，并且所述连接管的一端与所述支撑柱连接且另一端与所述环形基座连

接，所述安装环与所述环形基座连接并且所述膜体与所述安装环连接。

[0009] 较佳的，所述连接管包括横管以及斜管，所述横管呈水平设置，所述斜管呈倾斜设

置，并且所述横管与所述斜管的一端均与所述环形基座连接并且另一端均与所述支撑柱连

接，所述横管、所述斜管以及所述支撑柱形成三角形结构。

[0010] 较佳的，所述落水斗包括底板，所述底板上设置有通孔，所述排水管与所述通孔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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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较佳的，所述底板上设置有过滤罩，所述过滤罩覆盖在所述通孔上，积雪融化后形

成的水通过所述过滤罩后从所述排水管内排出。

[0012] 较佳的，所述通孔的数量为多个且呈环形排列，所述底板上设置有若干隔板，所述

隔板位于相邻两个所述通孔之间。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4] 1、具有落水斗，膜体上的雪水或者积水能够通过落水斗排出，避免膜体积雪或者

积水。

[0015] 2、融雪热水管能将热水引导至所述落水斗内从而使积雪融化，积雪融化后形成的

水通过所述排水管排出，避免落水斗被积雪堵住。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具有落水斗的膜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安装座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落水斗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00、支撑柱；200、落水斗；210、肋板；220、底板；230、通孔；240、过滤罩；250、

隔板；300、排水管；410、环形基座；420、安装环；430、连接管；431、横管；432、斜管；500、膜

体；600、融雪热水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是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

的描述，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1] 如图1、图2、图3所示，一种具有落水斗的膜结构，包括：支撑柱100、落水斗200、安

装座以及膜体500，所述落水斗200设置在所述支撑柱100上，所述落水斗200上设置有排水

管300，所述安装座位于所述落水斗200内，并且所述安装座与所述支撑柱100连接，所述膜

体500的边缘与所述安装座连接，所述膜体500上的液体落入至所述落水斗200内并通过所

述排水管300排出。

[0022] 在现有的膜结构建筑中，例如在露天场合的遮阳避雨的膜结构建筑中，一旦遇到

下雪天或者下雨天，冰雪或者雨水很容易堆积在膜体500上，而雪水以及雨水从膜体500上

滴落下来后，会使地面产生积水，所以需要设置落水斗200来收集膜体500上的积水或者积

雪。

[0023] 其中，支撑柱100呈固定设置；落水斗200可以为桶状结构或者斗状结构，其用于承

接膜体500上落下来的水或者积雪，一旦遇到下雨天或者下雪天，落到膜体500上的雨水或

者雪花会汇集到落水斗200内，然后从排水管300中排出。

[0024] 安装座实际上与支撑柱100以及落水斗200连接，并且安装座还是位于落水斗200

内的，安装座的主要作用就是固定膜体500边缘，从而将膜体500拉紧，在实际的结构中，膜

体500的边缘具有绳边，夹具夹住绳边并与安装座固定在一起，从而使膜体500被安装座拉

住，此时膜体500的边缘是朝向落水斗200内的，使得落水斗200能够承接住膜体500上滑落

下来的积雪或者雨水，此处还值得说明的是，一般情况下，膜体500上有积雪的话，一旦积雪

融化成水，就会沿着膜体500滴落到地面上，造成地面湿滑，而设置了落水斗200后，能够收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1369039 U

4



集积雪融化后的水，并将其排出。

[0025] 如图1、图2、图3所示，在上述实施方式的基础上，所述落水斗200上穿设有融雪热

水管600，所述融雪热水管600的端部弯折后朝向所述落水斗200内，所述融雪热水管600用

于将热水引导至所述落水斗200内从而使积雪融化，积雪融化后形成的水通过所述排水管

300排出。

[0026] 在下雪天遇到积雪时，落水斗200内会积聚大量的积雪，使得落水斗200承受很大

的重量，并且还会导致落水斗200堵塞。

[0027] 一旦融雪热水管600喷洒热水后，热水能够融化堆积在落水斗200内的积雪，从而

起到融雪目的，保证落水斗200不被积雪堵住，并且，操作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只需要使热水

通过融雪热水管600喷洒至落水斗200内，依靠热水的热量可以迅速融化落水斗200内的积

雪，在解决了落水斗200堵塞的同时，还能够使膜体500上的积雪以及积水顺利的落入至落

水斗200内，避免了膜结构因积雪产生的堵塞以及安全隐患。

[0028] 如图1、图2、图3所示，在上述实施方式的基础上，所述落水斗200的内壁上设置有

若干呈环绕设置的肋板210，所述安装座包括环形基座410、安装环420以及若干连接管430，

所述环形基座410与所述肋板210连接，各所述连接管430呈环绕设置在所述支撑柱100上，

并且所述连接管430的一端与所述支撑柱100连接且另一端与所述环形基座410连接，所述

安装环420与所述环形基座410连接并且所述膜体500与所述安装环420连接。

[0029] 优选的，落水斗200具有环形壁结构，并且在该环形壁状结构的内壁上具有多个肋

板210，多个肋板210呈环形排列，安装座具有环形基座410、安装环420以及若干连接管430，

支撑柱100穿过环形基座410，并且多个肋板210与环形基座410连接，使得环形基座410与落

水斗200连接在一起。

[0030] 优选的，连接管430位于环形基座410与支撑柱100之间，并且多个连接管430围绕

支撑柱100设置，连接管430的两端分别与环形基座410以及支撑座连接，使得环形基座410

与支撑柱100固定在一起。

[0031] 优选的，在环形基座410上还设置有若干固定板，安装环420穿过固定板，使得安装

环420固定在环形基座410上，安装环420能够用来固定夹具，夹具可以固定住膜体500边缘

的绳边，从而使膜体500的边缘被安装环420固定住。

[0032] 如图1、图2、图3所示，在上述实施方式的基础上，所述连接管430包括横管431以及

斜管432，所述横管431呈水平设置，所述斜管432呈倾斜设置，并且所述横管431与所述斜管

432的一端均与所述环形基座410连接并且另一端均与所述支撑柱100连接，所述横管431、

所述斜管432以及所述支撑柱100形成三角形结构。

[0033] 连接管430包括斜管432以及平管，斜管432呈倾斜设置，平管呈水平设置，斜管432

与平管的两端分别与支撑柱100以及环形基座410固定在一起，从而形成三角形结构，这样

能够极大的提高环形基座410连接的牢固程度。

[0034] 如图1、图2、图3所示，在上述实施方式的基础上，所述落水斗200包括底板220，所

述底板220上设置有通孔230，所述排水管300与所述通孔230连接。

[0035] 优选的，落水斗200实际上包括底板220以及围绕在底板220上的环形壁，其大致呈

桶状结构，并且在底板220上设置有圆孔，支撑柱100穿过圆孔从而与底板220固定在一起，

而底板220上还具有通孔230，排水管300穿设在通孔230内，使落水斗200内的水排入至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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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300内。

[0036] 如图1、图2、图3所示，在上述实施方式的基础上，所述底板220上设置有过滤罩

240，所述过滤罩240覆盖在所述通孔230上，积雪融化后形成的水通过所述过滤罩240后从

所述排水管300内排出。

[0037] 优选的，在通孔230上设置有过滤罩240，过滤罩240可以为球形结构，其能够避免

落水斗200内的杂物堵住排水管300，从而使排水效果更通畅。

[0038] 如图3所示，在上述实施方式的基础上，所述通孔230的数量为多个且呈环形排列，

所述底板220上设置有若干隔板250，所述隔板250位于相邻两个所述通孔230之间。

[0039] 优选的，为了能够提高排水效率，使得融化后的雪水迅速排出，避免雪水重新在落

水斗200内结冰，需要在底板220上设置多个通孔230，使得通孔230能够加快排水速度，而在

底板220上设置隔板250，通过隔板250分隔相邻的通孔230，这样能够避免落叶堆积在通孔

230上。

[0040]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实用新型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

的方式替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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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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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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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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