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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雨水自动收集系统的房车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雨水自动收集系统

的房车，包括车体、自带水箱，车体顶部设置雨水

自动收集装置，雨水自动收集装置包括：收集部，

触发部，触发部包括：进水管，膨胀橡胶球，联动

部。进水管中雨水接触膨胀橡胶球后，膨胀橡胶

球使联动部活动将收集部打开收集雨水，膨胀橡

胶失水后，收集部重新关闭。通过膨胀橡胶球与

移动杆配合，通过左滑杆和右滑杆与收集部配

合，通过收集部与滑条配合，通过进水槽将过滤

杂质通过进水槽上缺口排出车体外，整体的结构

简单，自动收集雨水过滤后进行清理，对收集的

雨水和自带的水进行充分利用，解决旅途中的能

够及时补水的问题，避免造成行驶过程颠簸造成

的瓶口反复打开现象，对水进行分类并充分利

用，避免了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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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雨水自动收集系统的房车，包括车体（1）、自带水箱（12），其特征在于：所述

车体（1）顶部设置雨水自动收集装置，所述雨水自动收集装置包括：

收集部（7），所述收集部（7）为左右两部分组合形成，打开后用于收集雨水；

触发部，接触到雨水后开始触发；

所述触发部包括：

进水管（3），雨水进入所述触发部的通道；

膨胀橡胶球（13），一种遇水膨胀，失水恢复的橡胶；

联动部，将所述触发部触发的效果传递至所述收集部（7）使其打开；

所述进水管（3）内雨水接触所述膨胀橡胶球（13）后，所述膨胀橡胶球（13）膨胀并使所

述联动部活动将所述收集部（7）打开收集雨水，所述膨胀橡胶球（13）失水后，所述收集部

（7）重新关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雨水自动收集系统的房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触发部

还包括与所述进水管（3）相连接的进水槽（2），所述进水槽（2）底部形状为倾斜状，所述进水

槽（2）底部设置有第一弹簧（14），所述膨胀橡胶球（13）设置在所述第一弹簧（14）上方且紧

密贴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雨水自动收集系统的房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联动部

包括与所述第一弹簧（14）一端相连接的移动杆（4），所述移动杆（4）为直角形，所述移动杆

（4）通过条形槽穿过所述进水槽（2），在所述移动杆（4）另一端转动设置有左滑杆（6）和右滑

杆（5），所述左滑杆（6）与所述右滑杆（5）分别滑动嵌入设置在所述收集部（7）的左部分与右

部分。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雨水自动收集系统的房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槽

（2）上设置有滑槽（11）与滑条（10），所述滑槽（11）内设置固定第二弹簧（17）并连接与所述

滑条（10）上，所述滑条（10）上设置有固定杆（15）与所述收集部（7）相连接，所述滑条（10）初

始状态为不接触所述收集部（2）内底部。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雨水自动收集系统的房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槽

（2）的底部还设置有出水管（8），所述出水管（8）另一端连接在所述收集部（7）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雨水自动收集系统的房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部

（7）的底部还设置有过滤装置（16），所述过滤装置（16）将过滤后的水从所述收集部（7）内传

递至雨水收集箱（9）中。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雨水自动收集系统的房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收

集箱（9）与所述自带水箱（12）形成两种给水通道，其中所述雨水收集箱（9）中收集得到的雨

水通过过滤后先通过洗手池，随后通过管道对所述车体（1）的底盘进行冲洗，还设置有分支

管道与所述车体（1）内的马桶相连接用于冲刷排泄物，另一种为所述自带水箱（12）中的自

来水，可直接通过连接在厨房中的给水槽内并用以水壶加热后饮用，设置有其中分支连接

与洗手池及淋浴管道，其中淋浴后的水和洗手池使用后的水相混合在一起，随后相同是的

通过底盘处管道对所述车体（1）的底盘进行冲洗，相同的通过分支管道对所述车体（1）内的

马桶进行排泄物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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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雨水自动收集系统的房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房车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具有雨水自动收集系统的房车。

背景技术

[0002] 房车，又称“车轮上的家”，兼具“房”与“车”两大功能，但其属性还是车，是一种可

移动、具有居家必备的基本设施的车种。

[0003] 房车是由国外引进的时尚设施车种，其车上的居家设施有：卧具、炉具、冰箱、橱

柜、沙发、餐桌椅、盥洗设施、空调、电视、音响等家具和电器，可分为驾驶区域、起居区域、卧

室区域、卫生区域、厨房区域等，房车是集“衣、食、住、行”于一身，实现“生活中旅行，旅行中

生活”的时尚产品。

[0004] 但是在野外或者旅行途中用水量很大，在旅途中为房车加水存在不方便一直困扰

着房车的使用者，对于目前的房车，用水资源极其有限，人们直接往自带水箱内加水来供应

房车的用水，没有雨水的收集利用系统和对雨水及自带水箱中的自来水循环利用，导致资

源浪费。

[0005] 目前市场上现有的雨水简易收集装置为：瓶口分为左右两部分且左右部分为利用

扭簧转动设置，具有受力向下，不受力回弹的效果，在瓶口中间部分设置蓄水槽，当雨水到

达一定重量后使瓶口打开，蓄水槽内雨水倒入进收集部内。这种雨水简易收集存在的问题

为：1.汽车在行驶过程中遇到颠簸现象会使瓶口左右部分产生晃动，瓶口反复自动打开关

闭，收集受到限制。2.长时间的行驶过程使瓶口左右部分晃动会使扭簧的弹性受到极大的

损伤，装置的使用寿命时间变短。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雨水自动收集系统的房车，能够有效

解决上述房车供水不足以及目前市场上雨水简易收集装置存在的问题，整体结构简单，实

现自动化的对雨水进行收集，还设置有充分利用水资源的系统水路通道，实现了在旅途中

的能够及时补水的问题，在实现相同的功能上，避免造成行驶过程颠簸造成的瓶口反复打

开现象，还可对水进行充分利用，避免浪费。

[0007]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具有雨水自动收集系统的房

车，包括车体、自带水箱，所述车体顶部设置雨水自动收集装置，所述雨水自动收集装置包

括：

收集部，所述收集部为左右两部分组合形成，打开后用于收集雨水；

触发部，接触到雨水后开始触发；

所述触发部包括：

进水管，雨水进入所述触发部的通道；

膨胀橡胶球，一种遇水及膨胀，失水恢复的橡胶；

联动部，将所述触发部触发的效果传递至所述收集部使其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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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进水管内的遇水接触所述膨胀橡胶后，所述膨胀橡胶膨胀并使所述联动部活动将

所述收集部打开收集雨水，所述膨胀橡胶失水后，所述收集部重新关闭。

[0008] 上述技术方案中，进一步地，所述触发部还包括与所述进水管相连接的进水槽，所

述进水槽底部形状为倾斜状，所述进水槽底部设置有第一弹簧，所述膨胀橡胶球设置在所

述第一弹簧上方且紧密贴合。这样设置，所述膨胀橡胶球变化后能通过所述联动部及时反

馈至所述收集部。

[0009] 上述技术方案中，进一步地，所述联动部包括与所述第一弹簧一端相连接的移动

杆，所述移动杆为直角形，所述移动杆通过条形槽穿过所述进水槽，在所述移动杆另一端转

动设置有左滑杆和右滑杆，所述左滑杆与所述右滑杆分别滑动嵌入设置在所述收集部的左

部分与右部分。

[0010] 上述技术方案中，进一步地，所述进水槽上设置有滑槽与滑条，所述滑槽内设置固

定第二弹簧并连接与所述滑条上，所述滑条上设置有固定杆与所述收集部相连接，所述滑

条初始状态为不接触所述收集部内底部。

[0011] 上述技术方案中，进一步地，所述进水槽的底部还设置有出水管，所述出水管另一

端连接在所述收集部内。

[0012] 上述技术方案中，进一步地，所述收集部的底部还设置有过滤装置，所述过滤装置

将过滤后的水从所述收集部内传递至雨水收集箱中。

[0013] 上述技术方案中，进一步地，所述雨水收集箱与所述自带水箱形成两种给水通道，

其中所述雨水收集箱中收集得到的雨水通过过滤后先通过洗手池，随后通过管道对所述车

体的底盘进行冲洗，还设置有分支管道与所述车体内的马桶相连接用于冲刷排泄物，另一

种为所述自带水箱中的自来水，可直接通过连接在厨房中的给水槽内并用以水壶加热后饮

用，设置有其中分支连接与洗手池及淋浴管道，其中淋浴后的水和洗手池使用后的水相混

合在一起，随后相同是的通过底盘处管道对所述车体的底盘进行冲洗，相同的通过分支管

道对所述车体内的马桶进行排泄物冲刷。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膨胀橡胶球与移动杆配合，通过左滑杆和右滑杆与收

集部配合，通过收集部与滑条配合，通过进水槽将过滤杂质通过进水槽上缺口排出车体外，

整体的结构简单，自动收集雨水过滤后进行清理，对收集的雨水和自带的水进行充分利用，

解决旅途中的能够及时补水的问题，避免造成行驶过程颠簸造成的瓶口反复打开现象，对

水进行分类并充分利用，避免了浪费。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房车正视图时雨水收集装置安装的位置。

[0017] 图2是本发明的房车左视图时雨水收集装置安装的位置。

[0018] 图3是本发明的房车右视图时雨水收集装置安装的位置。

[0019] 图4是本发明的雨水收集装置立体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的雨水收集装置左体图。

[0021] 图6是本发明的雨水收集装置初始时图5的A-A向剖视图。

[0022] 图7是本发明的雨水收集装置工作时图5的A-A向剖视图。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2248915 A

4



[0023] 图8是本发明的雨水收集装置的滑条与滑槽连接关系图。

[0024] 图9是本发明的储蓄水循环使用顺序图。

[0025] 图中，1.车体，2.进水槽，3.进水管，4.移动杆，5.右滑杆，6.左滑杆，7.收集部，8.

出水管，9.雨水收集箱，10.滑条，11.滑槽，12.自带水箱，13.膨胀橡胶球，14.第一弹簧，15.

固定杆，16.过滤装置，17.第二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参照图1-9所示，一种具有雨水自动收集系统的房车，包括车体1、自带水箱12，所

述车体1顶部设置雨水自动收集装置，所述雨水自动收集装置包括：

收集部7，所述收集部7开口为左右两部分组合形成，打开后用于收集雨水；

触发部，接触到雨水后开始触发；

所述触发部包括：

进水管3，雨水进入所述触发部的通道；

膨胀橡胶球13，一种遇水及膨胀，失水恢复的橡胶；

联动部，将所述触发部触发的效果传递至所述收集部7使其打开；

所述进水管3内的遇水接触所述膨胀橡胶球13后，所述膨胀橡胶球13膨胀并使所述联

动部活动将所述收集部7打开收集雨水，所述膨胀橡胶球13失水后，所述收集部7重新关闭。

[0027] 其中所述膨胀橡胶球材质为在公开号为CN104672524B中提及的一种雨水膨胀橡

胶，其具备有反复吸水，反复膨胀的效果。

[0028] 所述触发部还包括与所述进水管3连接在一起的进水槽2，所述进水槽2的形状可

设置为圆柱形，且所述进水槽2内底部形状为倾斜状，在所述进水槽2的底部固定连接设置

有第一弹簧14，所述第一弹簧14的大小略小于与所述进水槽2的内径，间隙配合。所述第一

弹簧14的上部分设置有所述膨胀橡胶球13，所述第一弹簧14的直径为所述膨胀橡胶球的

2.3倍，且当处于正常状态下的所述第一弹簧14长度加上未接触水的所述膨胀橡胶球13直

径恰好等于所述进水槽2的高度，所述进水管3的位置正好位于所述膨胀橡胶球13的正上方

并相接触。

[0029] 所述联动部包括有移动杆4、左滑杆6、右滑杆5，其中所述移动杆4一端连接在所述

第一弹簧14与所述膨胀橡胶球13接触的一端，在所述进水槽2的一侧设置有条形槽，所述移

动杆4穿过条形槽并在条形槽内移动，所述移动杆4呈直角状，在其另一端部分转动设置有

左滑杆6和右滑杆5，所述左滑杆6与所述右滑杆5分别滑动嵌入在所述收集部7的左右开盖

口上，且初始状态所述收集部7开盖口为紧闭状态，所述左滑杆6与所述右滑杆5相紧贴并处

于垂直状态嵌入在所述收集部7开盖口左右部分，在所述左滑杆6、右滑杆5嵌入在所述收集

部7左右部分上的端部处还设置有多组小滑轮，减小所述左滑杆6与所述右滑杆5在所述收

集部7上的摩擦力，所述移动杆4下压后，所述左滑杆6与所述右滑杆5分别向所述收集部7左

右两侧张开滑动，所述左滑杆6与所述右滑杆5产生夹角并具有向下作用力使所述收集部7

打开。

[0030] 为了使所述触发部中多余的雨水能重新得到利用，在所述进水槽2的底部设置有

出水管8，所述出水管8的另一端连接在所述收集部7内，使雨水得到充分利用，避免浪费。

[0031] 所述收集部7下方连接与雨水收集箱9，在所述收集部7与所述雨水收集箱9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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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设置有过滤装置16，所述过滤装置16设置为渐层式，共五层，其中第一层为聚丙烯纤维滤

芯，第二层为颗粒活性炭滤芯，第三层为压缩活性炭滤芯，第四层为反渗透膜滤芯，第五层

为T33后置活性炭滤芯，雨水通过所述过滤装置16将过滤后的雨水进入至所述雨水收集箱

9。

[0032] 为了保证所述过滤装置16产生的杂质能够自动清理干净，所述进水槽2上还设置

有滑条10与滑槽11，所述滑条10上设置有固定杆15，所述固定杆15另一端连接在所述收集

部7的左盖上，初始状态下的所述滑条10不与所述进水槽2的底端相连接，且在所述进水槽2

与所述滑条10接触的位置设置有密封圈，所述滑条10向下接触所述进水槽2底端后形成密

封效果，不易渗水。

[0033] 所述移动杆4下压使所述收集部7的左右部分向下打开，此时使所述固定杆15同步

产生相下的作用力，所述固定杆15推动所述滑条10在所述滑槽11内向下移动并抵住在所述

收集部7的内底面，所述滑槽11两侧设置有对称凸块，所述滑条10上设置有大于此凸块的缺

口，并在缺口与凸块上表面中间固定设置有所述第二弹簧17，所述滑条10下滑的过程中使

所述第二弹簧17变形，当所述固定杆15不再受力时，所述滑条10通过所述第二弹簧17的弹

性重新带动所述滑条10在所述滑槽11内向上移动。

[0034] 所述雨水收集箱9与所述自带水箱12形成两种给水通道，1.雨水水箱给水通道：过

滤后的雨水先行进入至洗手池，洗手后的雨水随后可通过流通管道进入所述车体1的底盘

位置进行冲刷，另外洗手池使用后的雨水还设置有分支管道通向所述车体1内的马桶装置

并对其排泄物进行冲刷。2.自带水箱通道：主要的通道为直接连通至厨房的给水管道并配

合电热水壶烧煮后直接饮用，同样在所述自带水箱12上设置分支通道连接与洗手池和淋浴

房管道，随后通过管道将处理后的水输送至底盘位置处用于冲洗，还可同样通过在洗手池

处设置分支通道用于对所述车体1内马桶装置的排泄物进行冲刷。

[0035]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初始状态下所述滑条10不接触所述进水槽2底部，雨水先通过

所述进水管3进入至所述进水槽2内，此时所述膨胀橡胶球13体积开始发生膨胀变化并压迫

所述第一弹簧14产生向下的作用力，所述第一弹簧14上固定设置的所述移动杆4向下发生

位移，所述移动杆4另一端转动连接的左滑杆6与所述右滑杆5开始在所述收集部7的左右部

分上滑动并使所述收集部7的左右部分下翻，此时所述左滑杆6上的所述固定杆15驱动所述

滑条10向下，所述滑条0与所述进水槽2配合完成所述进水槽2的密闭，当雨水停止向所述膨

胀橡胶球13持续给水后，所述膨胀橡胶球13收缩，所述收集部7瓶口处重新关闭，因为所述

进水槽2的底部为倾斜状，所述滑条10通过所述第二弹簧17重新升起后，所述进水槽2内剩

余的雨水将过滤的杂质通过所述进水槽2上的缺口排出所述车体外，通过过滤装置16的雨

水流入所述雨水收集箱9内，通过设定的水路通道路径依次对所述车体1内的各个部分进行

给水操作。

[0036] 以上所述，只是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作出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在不

脱离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基础上，所作出的简单修改、等同变化或修饰，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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