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228653.4

(22)申请日 2019.12.04

(71)申请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地址 710055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路

13号

(72)发明人 孙昕　杨晴　解岳　许振威　

詹紫薇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通大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61200

代理人 闵岳峰

(51)Int.Cl.

E03F 5/10(2006.01)

E03F 5/14(2006.01)

E03F 3/02(2006.01)

C02F 9/14(2006.01)

C02F 101/3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雨水综合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雨水综合处理系统，包括

除砂装置、雨水花园、砂滤池和蓄水池。雨水首先

通过管道进入除砂装置。利用除砂装置的独特结

构设计，使得进入除砂装置的雨水产生水力旋流

作用，实现雨水中泥沙和水的分离，使泥沙沉淀

在除砂装置底部。在除砂装置中设有悬浮物(SS)

探头，用来检测水中SS含量，如果超过设定值，则

控制器会启动电动蝶阀，将雨水排入市政污水管

网。除砂装置出水再进入雨水花园，当雨水量小

时，经左侧的横向层级结构渗透和净化；当雨水

量大时，雨水流经左侧层级结构的顶部，再同时

经右侧的垂向层级结构渗透和净化。雨水花园出

水再经过砂滤池进一步净化。通过除砂装置、雨

水花园、砂滤池的协同作用实现雨水综合处理和

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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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雨水综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除砂装置、雨水花园、砂滤池(14)和蓄水

池(17)；其中，

除砂装置包括除砂装置(1)，设置在除砂装置(1)中的SS探头(2)，设置在除砂装置(1)

底部出水口处的电动阀门，以及与SS探头(2)的输出端连接的控制器(3)，该控制器(3)的输

出端与电动阀门的控制端连接，用于控制电动阀门的启动和关闭，电动阀门的出水口连通

至市政污水管网；除砂装置(1)的上部出水口处由内至外依次为第一覆盖层(4)、第一填料

层(5)、第一砾石层(6)和集水渠(7)；

雨水花园包括自上而下依次设置的蓄水层(8)、第二覆盖层(9)、种植土层(10)、第二填

料层(11)和第二砾石层(12)，集水渠(7)与蓄水层(8)相连通，且蓄水层(8)的上部出水口通

过溢流管(13)连通至市政污水管网；

第二砾石层(12)的出水口连通至砂滤池(14)，砂滤池(14)内设置有滤层(15)，砂滤池

(14)与蓄水池(17)之间形成水循环回路，且砂滤池(14)的上部出水口连通至市政污水管

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雨水综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电动阀门采用电动蝶

阀。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雨水综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砂滤池(14)内设置有承

托层(16)，滤层(15)设置在该承托层(16)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雨水综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砂滤池(14)与蓄水池

(17)连通的管道上设置有水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雨水综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除砂装置(1)的底部宽

度同上部分宽度之比为1:2，除砂装置(1)右侧上部到底部之间的距离与底部宽度之比为

4.8: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雨水综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除砂装置(1)的底部为

锥形段，其倾角为80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雨水综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第二砾石层(12)是由直

径不超过50mm的砾石组成，厚度200～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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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雨水综合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资源利用与保护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雨水综合处理系统，适用于处

理轻度污染的雨水。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不透水路面比例的增加，雨水在降落和冲刷路面的过程中，易携带大气中及

地面上的悬浮物(SS)、氮、磷等污染物质而进入受纳水体或排水管网。

[0003] 对雨水进行收集和净化是水资源综合利用的一种新途径。目前对雨水的人工处理

普遍采用传统处理工艺，主要的工艺单元包括筛网和格栅，混凝，沉淀，过滤；其中混凝、沉

淀，过滤等装置占地面积较大，运行成本较高。

[0004] 对雨水的自然处理主要是采用雨水花园，现有雨水花园基本都是从上到下垂向层

级结构，依次是植被，蓄水层，覆盖层，种植土层，填料层和砾石层。通过土壤渗滤和生态滞

留等作用，雨水花园可以有效削减雨洪流量，多地雨洪监测结果显示，雨水花园平均减少

75％～80％的地面雨水径流量。

[0005] 雨水花园除了能够有效地进行雨水渗透之外，还具有多方面功能；能够有效去除

径流中的悬浮物，有机污染物以及重金属离子，病原体等有害物质；通过合理的植物配置，

利用植物的蒸腾作用可以调节环境中空气的湿度与温度，改善小气候环境。此外，与传统的

草坪景观相比，雨水花园的建造成本较低，且维护管理较为简单，能够给人以新的景观感知

与视觉感受。但如果地面雨水径流中的泥沙等悬浮物含量过大，或者长时间流经雨水花园，

会不断沉积在雨水花园表层，不易清理，严重影响雨水花园的削减雨洪水量和污染负荷功

能的发挥。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更好地对轻度污染雨水进行综合处理的系统。该系统的

处理工艺流程为除砂装置，雨水花园，过滤器，蓄水池，依次通过这些结构单元的协同除污

染作用，对雨水中的污染物进行处理，净化雨水。以此来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

[0007]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8] 一种雨水综合处理系统，包括除砂装置、雨水花园、砂滤池和蓄水池；其中，

[0009] 除砂装置包括除砂装置，设置在除砂装置中的SS探头，设置在除砂装置底部出水

口处的电动阀门，以及与SS探头的输出端连接的控制器，该控制器的输出端与电动阀门的

控制端连接，用于控制电动阀门的启动和关闭，电动阀门的出水口连通至市政污水管网；除

砂装置的上部出水口处由内至外依次为第一覆盖层、第一填料层、第一砾石层和集水渠；

[0010] 雨水花园包括自上而下依次设置的蓄水层、第二覆盖层、种植土层、第二填料层和

第二砾石层，集水渠与蓄水层相连通，且蓄水层的上部出水口通过溢流管连通至市政污水

管网；

[0011] 第二砾石层的出水口连通至砂滤池，砂滤池内设置有滤层，砂滤池与蓄水池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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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水循环回路，且砂滤池的上部出水口连通至市政污水管网。

[0012]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电动阀门采用电动蝶阀。

[0013]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砂滤池内设置有承托层，滤层设置在该承托层上。

[0014]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砂滤池与蓄水池连通的管道上设置有水泵。

[0015]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除砂装置的底部宽度同上部分宽度之比为1:2，除砂装

置右侧上部到底部之间的距离与底部宽度之比为4.8:1。

[0016]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除砂装置的底部为锥形段，其倾角为80度。

[0017]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第二砾石层是由直径不超过50mm的砾石组成，厚度200

～300mm。

[0018]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19] 本发明提供的雨水综合处理系统，首先雨水经过沉沙池，利用沉沙池独特的水力

结构产生旋流，达到雨水和泥沙分离的目的。将沉沙池1的结构尺寸定为；沉沙池底部宽度

同上部分宽度之比为1:2，沉沙池右侧上部到底部之间的距离与底部宽度之比为4.8:1，其

中沉沙池底部锥形段的倾角为80度。在沉沙池中设有SS控制装置，利用SS探头可以检测进

水的SS值，当SS值超过设定值时，控制装置会控制阀门的开启，使得雨水通过排水管流入市

政污水管网；当检测到的SS值低于设定值，则控制装置会控制阀门关闭，雨水在具有独特结

构的沉沙池中。除砂装置建于地下，后接雨水花园。

[0020] 发明中将雨水花园的左侧一部分的层级结构，依次从左到右横向设计有覆盖层，

填料层，砾石层，集水渠。将雨水花园右侧部分的层级结构，依次从上到下垂向设计有蓄水

层，覆盖层，种植土层，填料层，砾石层。当雨水量较少时，雨水首先进入左侧横向层级结构，

完成一系列入渗和净化过程，然后经过雨水花园底部的集水管流入系统的下一个单元。当

雨水量较大时，通过旋流沉砂的雨水除通过雨水花园的左侧层级结构渗透进入雨水花园以

外，还从左侧层级结构顶部进入雨水花园右侧层级结构，完成一系列的渗透和净化过程。最

终通过雨水花园底部的集水管流入到下一个装置。雨水花园中的右侧部分设有溢流装置，

当雨水量超过雨水花园的负载量时，多余的雨水可以通过溢流管流入市政污水管网。

[0021] 雨水花园中的蓄水层为暴雨提供暂时的储存空间，使得泥沙等部分悬浮物在此层

沉淀，促使附着在悬浮物表面的有机物和金属离子得以去除，其高度可取100～250mm，具体

根据周边地形和当地降雨特性等因素而定。覆盖层一般采用树皮覆盖，可以保持土壤的湿

度，避免表层土壤板结而造成渗透性降低；在树皮与土壤层界面上营造了一个微生物环境，

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和有机物的降解，也有助于减少径流雨水的侵蚀。覆盖层最大深度可

取50～80mm。植被以及种植土层，为植物根系吸附以及微生物降解氮，磷，有机物，金属离子

等污染物提供了良好场所，有较好的过滤、吸附和生物降解作用。一般选用渗透系数较大的

砂质土壤，其主要成分中砂子含量为60％～85％，有机成分含量为5％～10％，粘土含量不

超过5％，种植土层厚度根据植物类型而定，当采用草本植物时一般厚度为250mm左右。雨水

花园种植多年生植物，植物可以短时间耐水涝。填料层选用渗透性较强的天然或人工材料，

其厚度应根据当地的降雨特性，雨水花园的服务面积等确定，多为0.5～1.2m。当选用砂质

土壤时，其主要成分与种植土层一致。砾石层是由直径不超过50mm的砾石组成，厚度200～

300mm。雨水花园的后续系统单元为滤池，滤池可以进一步实现对雨水的净化。

[0022] 最后经过滤池的雨水流入蓄水池，达到雨水处理的最终目的。利用反冲洗装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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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成对滤料的清洗工作，反冲洗的水来自于蓄水池，反冲洗之后的水流入到市政污水管

网中。

[0023] 因此，本发明提供的是一种将兼具横向和垂向层级结构的雨水花园与具有水力构

造的沉沙池结合的雨水综合处理系统。雨水综合处理系统可以节约成本，达到防止雨水溢

流，有效处理雨水的效果，实现雨水的再利用。本系统将传统水处理方法与新兴的雨水花园

结合，充分发挥除砂装置的独特旋流除砂作用，削减后续雨水花园和滤池的处理负荷，巧妙

利用雨水花园独特的渗透和净水能力，有效削减雨洪流量和污染负荷；再通过后续滤池的

把关过滤作用，最终净化雨水，通过发挥除砂装置、雨水花园和滤池的协同除污染作用，实

现雨水再利用。具有降低雨洪风险的显著功效，并减少工艺环节，减小占地面积等优点。

[0024] 本发明除砂装置利用独特的水力结构产生旋流条件，可以减少动力设备的使用，

降低成本。相比于普通的雨水花园，该种雨水综合处理系统中的雨水花园有其独特的构造，

除了设置普通的从上到下的垂向层级结构以外，还在雨水花园的左侧设置从左到右的横向

层级结构，水量大时候，水会通过除砂装置上部排水管流入雨水花园右侧层级过滤结构。在

雨水花园中设有溢流装置，当遇大雨量时，多余的雨水可以通过溢流装置流入市政污水管

网，如此可以达到对雨水很好的处理效果。再者，通过该系统处理过的雨水，可以用于绿化

景观等。考虑到雨水从沉砂装置渗透到雨水花园的时候，部分雨水会从雨水花园的下部分

结构中直接流入到雨水花园底部的集水管，使得部分雨水没有得到雨水花园的处理，发明

中，将与沉砂装置结合的雨水花园左侧部分的结构重新设置，为了以上弊端的出现，将雨水

花园做的层级结构，覆盖层，填料层，砾石层依次从左向右横向设计，并且在雨水花园左侧

与右侧部分之间设置一个集水渠，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

[0025] 本发明中利用产生旋流的除砂装置，以及引入人工景观雨水花园，不仅可以减小

过滤装置的规模，增加过滤的速度。而且利用雨水处理系统的协同作用能够达到更好的处

理雨水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一种雨水综合处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除砂装置，2-SS探头，3-控制器，4-第一覆盖层，5-第一填料层，6-第一砾

石层，7-集水渠，8-蓄水层，9-第二覆盖层，10-种植土层，11-第二填料层，12-第二砾石层，

13-溢流管，14-砂滤池，15-滤层，16-承托层，17-蓄水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0029] 如图1所述，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雨水综合处理系统，包括除砂装置、雨水花园、砂滤

池14和蓄水池17；其中，除砂装置包括除砂装置1，设置在除砂装置1中的ss探头2，设置在除

砂装置1底部出水口处的电动阀门，以及与ss探头2的输出端连接的控制器3，该控制器3的

输出端与电动阀门的控制端连接，用于控制电动阀门的启动和关闭，电动阀门的出水口连

通至市政污水管网；除砂装置1的上部出水口处由内至外依次为第一覆盖层4、第一填料层

5、第一砾石层6和集水渠7；雨水花园包括自上而下依次设置的蓄水层8、第二覆盖层9、种植

土层10、第二填料层11和第二砾石层12，集水渠7与蓄水层8相连通，且蓄水层8的上部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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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通过溢流管13连通至市政污水管网；第二砾石层12的出水口连通至砂滤池14，砂滤池14

内设置有滤层15，砂滤池14与蓄水池17之间形成水循环回路，且砂滤池14的上部出水口连

通至市政污水管网。

[0030] 其中，电动阀门采用电动蝶阀。砂滤池14内设置有承托层16，滤层15设置在该承托

层16上。

[0031] 工作时，雨水通过管道进入除砂装置1。利用除砂装置1的结构设计，使得进入除砂

装置1的雨水产生旋流作用，使得泥砂可以分离出来，沉淀在除砂装置1底部。在除砂装置1

中设有ss探头2，用来检测水中ss含量，如果超过设定值，则控制器3会启动电动蝶阀，将雨

水排入到市政污水管网。

[0032] 除砂之后的雨水通过渗透作用，从除砂装置1的上部渗透进入雨水花园，考虑到水

量小和水量大的情况，在雨水花园左侧过滤结构采用横向设计，这样可以使得过滤比较充

分，当水量比较小的时候，雨水通过除砂装置1上部排水管流入雨水花园的右侧结构。利用

雨水花园的生态功能进一步对雨水处理。考虑到雨水花园的蓄水和处理能力有限，在雨水

花园中设有溢流装置，当遇到大雨量时，超过雨水花园处理负荷，多余的雨水会经过溢流装

置流入到市政污水管网中去。在雨水花园的最深一层砾石层12，设有收集管道，将雨水引入

下一个水处理装置。

[0033] 经过雨水花园的雨水需要进行过滤作用方能达到处理要求，滤层15需要进行反冲

洗，反冲洗的水是滤后水，反冲洗废水流入市政污水管网。反冲洗要设置反冲洗水泵。

[0034] 处理之后的水可以流入蓄水池17，用于景观绿化等。

[0035] 水资源和水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根基，当前我国城市迅速扩大和不断发展，给水资

源和水环境带来数量和水质上的要求，应该开发雨水这一新型水利资源，形成改善水质，处

理雨水的措施，使得城市发展的水资源更为丰富。

[0036] 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不透水地面和屋面的增加，使得雨季时的雨水由于得不

到及时有效的排放和处理，由于雨水在降落过程中和冲刷路面时，雨水会携带各种污染物，

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本发明是在符合现代城市发展理念，在传统

的雨水处理基础上加以改造创新了一种新型的地下雨水处理工艺。其中主要引用了具有独

特结构的除砂装置和雨水花园。

[0037] 本发明节约用地，结构简单，工艺单元的结合能充分发挥水处理的能力。其大致流

程为：首先雨水经过除砂装置，利用除砂装置独特的水力结构产生旋流，可以达到雨水和泥

砂分离的目的。将除砂装置1的结构尺寸定为；除砂装置底部宽度同上部分宽度之比为1:2，

除砂装置1右侧上部到底部之间的距离与底部宽度之比为4.8:1，其中除砂装置底部锥形段

的倾角为80度。在除砂装置中设有控制装置，利用SS探头可以检测进水的SS值，当SS值超过

设定值，控制装置会控制阀门的开启，使得雨水通过排水管流入市政污水管网，当检测到的

SS值低于设定值，则控制装置会控制阀门关闭，雨水在具有独特结构的除砂装置中，通过旋

流达到雨水与泥砂分离的目的。下一步的系统单元是被称之为海绵城市主力军的雨水花

园，发明中将雨水花园的左侧层级结构，覆盖层，填料层，砾石层，集水渠依次横向设计。雨

水花园右侧部分的层级结构，蓄水层，覆盖层，种植土层，填料层，砾石层依次从上到下设

计。在除砂装置与雨水花园结合的上部分边壁具有渗透功能，当雨水量比较少的时候，雨水

通过渗透进入到雨水花园左侧，完成一系列净水过程，最后经过雨水花园底部的集水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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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系统的下一个装置。当雨水量较大的时候，通过旋流除砂装置的雨水可以通过左侧层级

结构的顶部流入雨水花园的右侧，完成一系列的净水过程。最终通过雨水花园底部的集水

管流入到下一个装置。雨水花园中的右侧部分设有溢流装置，当雨水量超过雨水花园的负

载量时，多余的雨水可以通过溢流管流入市政污水管网。雨水花园中的蓄水层为暴雨提供

暂时的储存空间，使得部分泥沙等悬浮物在此层沉淀，促使附着在悬浮物上的有机物和金

属离子得以去除，其高度根据周边地形和当地降雨特性等因素而定。一般多为100～250mm。

覆盖层一般采用树皮覆盖，可以保持土壤的湿度，避免表层土壤板结而造成渗透性降低。在

树皮与土壤层界面上营造了一个微生物环境，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和污染物的降解，也有

助于减少径流雨水的侵蚀。其最大深度一般为50～80mm。植被以及种植土层，种植土层为植

物根系吸附以及微生物降解氮，磷，有机物，金属离子等污染物提供了良好场所，有较好的

过滤和吸附作用。一般选用渗透系数较大的砂质土壤，其主要成分中砂子含量为60％～

85％，有机成分含量为5％～10％，粘土含量不超过5％，种植土层厚度根据植物类型而定，

当采用草本植物时一般厚度为250mm左右。雨水花园种植多年生植物，可以短时间耐水涝。

填料层多选用渗透性较强的天然或人工材料，其厚度应根据当地的降雨特性，雨水花园的

服务面积等确定，多为0.5～1.2m。当选用砂质土壤时，其主要成分与种植土层一致。砾石层

是由直径不超过50mm的砾石组成，厚度200～300mm。雨水花园的后续系统装置为滤池，滤池

可以进一步实现对雨水的净化，最后经过滤池的雨水流入到蓄水池，达到雨水处理的最终

目的。考虑到滤层中滤料的堵塞问题，利用反冲洗装置完成对滤料的清洗工作，反冲洗的水

来自于蓄水池，反冲洗之后的水流入到市政污水管网。通过这种雨水综合处理系统处理后

的雨水可以用于景观绿化，喷洒道路等，控制雨水径流污染，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经济

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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