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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农田灌溉的雨水收

集回用系统，属于农田灌溉技术领域,包括排水

沟和蓄水池，排水沟的一端设置有蓄水池，另一

端设置有收集槽，收集槽的内部设置有卵石过滤

块用来过滤从排水沟流入收集槽的水，排水沟还

与灯芯管相通，灯芯管内设置有灯芯吸水棉，灯

芯管还与回流管道相通，回流管道的末端与调蓄

池连通，通过灯芯管内的灯芯吸水棉可将排水沟

内的多余水分吸收存储，在缺水的情况下，又可

将调蓄池内的水输送到排水沟。极大的节约了用

水，有利于节能环保的进行，实现无能耗的氮磷

的直接利用，调蓄池的底部还设置有沉降格，能

够在实际的使用中通过沉降格防止泥沙堵塞，同

时还能够添加秸秆，既能够替换利用还能够降解

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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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农田灌溉的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排水沟(3)和蓄水池(4)；

所述排水沟(3)沿农作物(1)方向呈行或者列分布，排水沟(3)的一端设置有蓄水池(4)，另

一端设置有收集槽(6)，收集槽(6)的内部设置有卵石过滤块(9)用来过滤从排水沟(3)流入

收集槽(6)的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农田灌溉的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沟

(3)还与灯芯管(14)相通，灯芯管(14)内设置有灯芯吸水棉(15)，灯芯管(14)还与回流管道

(13)相通，回流管道(13)的末端与调蓄池(12)连通，通过灯芯管(14)内的灯芯吸水棉(15)

可将排水沟(3)内的多余水分吸收存储，在缺水的情况下，又可将调蓄池(12)内的水输送到

排水沟(3)。

3.根据权利要求1或者2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农田灌溉的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回流管道(13)与排水沟(3)平行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农田灌溉的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灯芯管

(14)有数根，灯芯管(14)设置在排水沟(3)的下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农田灌溉的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槽

(6)后端与溢流堰(7)连通，经收集槽(6)过滤后的水基于连通器的原理流入溢流堰(7)，溢

流堰(7)的内部设置有微小颗粒过滤块(10)。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农田灌溉的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溢流堰

(7)内经过处理后的水通过连通器的原理进入沉淀池(8)，沉淀池(8)内部设置有微生物吸

附块(1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农田灌溉的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蓄池

(12)的底部还设置有沉降格(16)。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农田灌溉的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槽

(6)、溢流堰(7)和沉淀池(8)的顶端均设置有清理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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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农田灌溉的雨水收集回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田灌溉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到一种用于农田灌溉的雨水收集回用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灌溉，即用水浇地。灌溉原则是灌溉量、灌溉次数和时间要根据药用植物需水特

性、生育阶段、气候、土壤条件而定，要适时、适量，合理灌溉。其种类主要有播种前灌水、催

苗灌水、生长期灌水及冬季灌水等，为地补充作物所需水分的技术措施。为了保证作物正常

生长，获取高产稳产，必须供给作物以充足的水分。在自然条件下，往往因降水量不足或分

布的不均匀，不能满足作物对水分要求，而雨水径流中含有大量氮磷等营养物质，需要回收

利用

[0003] 因此，必须人为地进行灌溉，以补天然降雨之不足，但由于漫灌比较浪费水资源，

需要较多的劳动力，并且容易造成地下水位抬高，因此使土壤盐碱化，在发达国家已经逐渐

被淘汰。但由于只需要少量的资金和技术，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中仍然被广泛使用。喷灌是由

管道将水送到位于田地中的喷头中喷出，有高压和低压的区别，也可以分为固定式和移动

式。固定式喷头安装在固定的地方，有的喷头安装在地表面高度，主要用于需要美观的地

方，如高尔夫球场、跑马场草地灌溉、公园、墓地等，喷头的压力一般不能超过200巴，过高会

产生水雾，影响灌溉效益，喷头有可以转动的，转动可以是360度回转也可以是转动一定角

度。也有喷枪式。可以在275-900巴的压力下工作，喷射较远，流量达到3-76升/秒。喷枪还可

以用于工业防尘，如果将喷头和水源用管子连接，使得喷头可以移动，为移动式喷灌，将塑

料管卷到一个卷筒上，可以随着喷头移动放出，也可以人工移动喷头，喷灌的缺点是由于蒸

发也会损失许多水，尤其在有风的天气时，而且不容易均匀地灌溉整个灌溉面积，水存留在

叶面上容易造成霉菌的繁殖，如果灌溉水中有化肥的话，在炎热阳光强烈的天气会造成叶

面灼伤。漫灌要挖沟渠，以前用人工，后来用牲畜、拖拉机，后来最先进的用激光测距的先进

机械，取决于经济和地理条件，例如需要灌溉的地域面积大小，有什么可用的技术，人工费

用等。植物在畦和陇沟中排成行或在苗床上生长，水沿着渠道进入农田，顺着陇沟或苗床边

沿流入。也可以在田中用硬塑料管或铝管引水，在管上间隔距离开孔灌溉，用虹吸管连接渠

道，应用管道可以控制水流量，由于温度、风速、土壤、渗透能力等不同，漫灌容易造成有的

地方水多，有的地方水不足的现象，管道可以移动，因此可以控制不产生这种不均的现象。

尤其是如果采用自动阀门更可以增加效率，微喷灌是利用折射、旋转、或辐射式微型喷头将

水均匀地，喷洒到作物枝叶等区域的灌水形式，隶属于微灌范畴。微喷灌的工作压力低，流

量小，既可以定时定量的增加土壤水分，又能提高空气湿度，调节局部小气候，广泛应用于

蔬菜、花卉、果园、药材种植场所，以及扦插育苗、饲养场所等区域的加湿降温，滴灌是将水

一滴一滴地、均匀而又缓慢地滴入植物根系附近土壤中的灌溉形式，滴水流量小，水滴缓慢

入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蒸发损失，如果再加上地膜覆盖，可以进一步减少蒸发，滴灌条

件下除紧靠滴头下面的土壤水分处于饱和状态外，其它部位的土壤水分均处于非饱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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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土壤水分主要借助毛管张力作用入渗和扩散，但如果滴灌时间太长，根系下面可能发生

浸透现象，因此滴灌一般都是由高技术的计算机操纵完成，也有由人工操作的。滴灌水压

低，节水，可以用于对生长不同植物的地区，对每棵植物分别灌溉，但对坡地需要有压力补

偿，用计算机可以依靠调节不同地段的阀门来控制，关键是控制调节压力和从水中去除颗

粒物，以防堵塞滴灌孔。水的输送一般用塑料管，应该是黑色的，或覆盖在地膜下面，防止生

长藻类，也防止管道由于紫外线的照射而老化。滴灌也可以用埋在地下的多孔陶瓷管完成，

但费用较高，只有时用于草皮和高尔夫球场。

[0004] 渗灌技术已经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应用许多年了，是人工将地下水位抬高，直

接从底下为植物根系供水的方法，渗灌常用于商业温室产品，如对盆花进行灌溉，还可以施

肥，用含有肥料的水溶液从底部浸泡花盆10到20分钟，然后水可以回收，这种运作需要高技

术自动操作，设备费用贵，但节省人力、水和化肥，同时维护和操作费用也很低，原理和地下

滴灌一样。雨水收集系统可以有效地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合理利用雨水资源的价值，既增

加水资源，又可以节约自来水；同时，通过雨水收集回用系统的广泛应用，雨水被留住或回

渗地下，减少了排水量，减轻农村区域洪水灾害威胁。因此，地下水得以回补，水环境得以改

善，生态环境得以修复，雨水收集回用系统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措施之一。

发明内容

[0005] 现有技术中的农作物灌溉主要是采用水渠、地下水或者滴灌的方式进行，从节水

环保方面来说显然还有待改进，如果能够将雨水收集再利用其进行灌溉，农业雨水径流中

含有大量氮磷等营养物质被回收利用，将能够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环保效应，基于此，我

们设计一种用于农田灌溉的雨水收集回用系统，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用于农田灌溉的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用于农田灌溉的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包括排水沟和蓄水池；所述排水沟沿农

作物方向呈行或者列分布，排水沟的一端设置有蓄水池，另一端设置有收集槽，收集槽的内

部设置有卵石过滤块用来过滤从排水沟流入收集槽的水。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排水沟还与灯芯管相通，灯芯管内设置有灯芯吸水棉，灯芯管还与

回流管道相通，回流管道的末端与调蓄池连通，通过灯芯管内的灯芯吸水棉可将排水沟内

的多余水分吸收存储，在缺水的情况下，又可将调蓄池内的水输送到排水沟。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回流管道与排水沟平行设置。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灯芯管有数根，灯芯管设置在排水沟的下方。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收集槽后端与溢流堰连通，经收集槽过滤后的水基于连通器的原

理流入溢流堰，溢流堰的内部设置有微小颗粒过滤块。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溢流堰内经过处理后的水通过连通器的原理进入沉淀池，沉淀池

内部设置有微生物吸附块。

[0014] 进一步的，所述调蓄池的底部还设置有沉降格。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收集槽、溢流堰和沉淀池的顶端均设置有清理口。

[0016] 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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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1.本发明通过收集槽的内部设置有卵石过滤块，溢流堰的内部设置有微小颗粒过

滤块，沉淀池的内部设置有微生物吸附块，卵石过滤块、微小颗粒过滤块和微生物吸附块，

卵石过滤块、微小颗粒过滤块和依次位于收集槽、溢流堰和沉淀池的底部阶段，能够将外部

的流进来的含有杂质的水进行逐个的过滤净化，能够使得流入调蓄池的水具有一定的纯净

度，方便后续灯芯吸水棉的吸附，防止灯芯棉系统堵塞；

[0018] 2.通过将收集槽、溢流堰和沉淀池的顶端均设置有清理口，能够及时的将其中的

杂质进行彻底的清理，保证了后续工作的进行，沉淀池远离溢流堰的一端连接有调蓄池，调

蓄池的一端连接有回流管道，回流管道与排水沟平行设置，回流管道的侧依次连接有若干

灯芯管，灯芯管相互之间为平行设置且远离回流管道的一端分别与排水沟连接，灯芯管的

内部填充有灯芯吸水棉，能够将蓄池内部的水分吸附并且带入至第一通道中，并通过第一

通道侧壁的蓄水通孔对农作物进行灌溉，极大的节约了用水，有利于节能环保的进行，调蓄

池的底部还设置有沉降格，能够在实际的使用中通过沉降格防止泥沙堵塞，同时还能够添

加秸秆，既能够替换利用，还能够降解微生物；

[0019] 3.农业雨水径流中含有大量氮磷等营养物质，为了实现无能耗的氮磷直接利用，

采用毛细作用的灯芯吸水棉，能够将蓄池内部的水分吸附并且带入至第一通道中，并通过

第一通道侧壁的蓄水通孔对农作物进行灌溉，极大的节约了用水，有利于节能环保的进行；

[0020] 4.为了防止灯芯棉系统堵塞，设置了过滤净化系统，主要包括卵石过滤块、微小颗

粒过滤块、微生物吸附块去除径流中的颗粒污染物；

[0021] 5.蓄水池将实现完整的水量的收集且由于采用将管道埋设于地下，还不影响地面

种植，且覆盖有渗透薄膜，能够挡住泥土且还能够渗水；

[0022] 6.调蓄塘底部设置沉降格，一可以防泥沙，二是加秸秆，既可以替换利用，又可以

降解微生物。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涉及到的用于农田灌溉的雨水收集回用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图1中的灯芯管与灯芯吸水棉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图1中涉及到的调蓄池中设置沉降格的结构示意图。

[0026] 附图标记如下：

[0027] 1-农作物、2-土壤、3-排水沟、4-蓄水池、5-蓄水通孔、6-收集槽、7-溢流堰、8-沉淀

池、9-卵石过滤块、10-微小颗粒过滤块、11-微生物吸附块、12-调蓄池、13-回流管道、14-灯

芯管、15-灯芯吸水棉、16-沉降格、17-清理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至终

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考附

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旨在用于解释本发明，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9]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长度”、“宽度”、

“厚度”、“上”、“下”、“轴向”、“径向”、“竖直”、“水平”、“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

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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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

对本发明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

对重要性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的特征可以

明示或者隐含地包括一个或者更多个该特征。在本发明的描述中，“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

两个以上，除非另有明确具体的限定。

[0030] 在本发明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连”、“连接”、“固定”等

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

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

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

明中的具体含义。

[0031] 下面首先结合附图具体描述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

[0032] 结合附图1至3，一种用于农田灌溉的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包括农作物1、土壤2、排

水沟3、蓄水池4、蓄水通孔5、收集槽6、溢流堰7、沉淀池8、卵石过滤块9、微小颗粒过滤块10、

微生物吸附块11、调蓄池12、回流管道13、灯芯管14、灯芯吸水棉15、沉降格16和清理口17，

所述排水沟3的一端连接设置有蓄水池4，所述排水沟3上还开设有蓄水通孔5，所述排水沟3

远离蓄水池4的一端还设置有收集槽6、溢流堰7和沉淀池8，所述收集槽6、溢流堰7和沉淀池

8依次连接，所述排水沟3还与收集槽6连接。

[0033] 所述收集槽6的内部设置有卵石过滤块8，所述溢流堰7的内部设置有微小颗粒过

滤块9，所述沉淀池8的内部设置有微生物吸附块11，所述卵石过滤块8、微小颗粒过滤块9和

微生物吸附块11，所述卵石过滤块8、微小颗粒过滤块9和依次位于收集槽6、溢流堰7和沉淀

池8的底部阶段。

[0034] 所述收集槽6、溢流堰7和沉淀池8的顶端均设置有清理口17。

[0035] 所述沉淀池8远离溢流堰7的一端连接有调蓄池12，所述调蓄池12的一端连接有回

流管道13，所述回流管道13与排水沟3平行设置。

[0036] 所述回流管道13的侧依次连接有若干灯芯管14，所述灯芯管14相互之间为平行设

置且远离回流管道13的一端分别与排水沟3连接，所述灯芯管14的内部填充有灯芯吸水棉

15。

[0037] 所述调蓄池12的底部还设置有沉降格16。

[0038] 本发明中，使用时，首先对实施地进行改造，将排水沟3预先开设于土壤2中，在排

水沟3的一端设置有蓄水池4，另外一端连接有收集槽6、溢流堰7、沉淀池8，同时收集槽6、溢

流堰7、沉淀池8三者也连接，再在收集槽6、溢流堰7、沉淀池8的内部分别放置卵石过滤块9、

微小颗粒过滤块10和微生物吸附块11，当然还设置有调蓄池12，将沉淀池8与调蓄池12相互

连接，同时在调蓄池12上还连接二管道13，在二管道13的侧壁分别连接有若干灯芯管14，灯

芯管14的内部设置有灯芯吸水棉15，将灯芯管14远离二管道13的一端分解连接于排水沟3，

在下雨的时候首先将雨水储蓄至蓄水池4中，水存储在通过蓄水池4中再经过流淌和收集槽

6、溢流堰7、沉淀池8的过滤最终到达调蓄池12中，这时回流管道13中也将有水，这时连接于

回流管道13的灯芯管14内部的灯芯吸水棉15将会将回流管道13中的水吸附至排水沟3中，

并且通过蓄水通孔5将水分散发至土壤2中供农作物1生长使用。

[0039]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一些实施例”、“示例”、“具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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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或“一些示例”等的描述意指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

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

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何

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适的方式结合。

[0040] 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理解的是，上述实施例是示例

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宗旨

的情况下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可以对上述实施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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