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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垂直绿化建筑的无动力雨水收集

利用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用于垂直绿化建筑的无

动力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包括屋顶弃流兼过滤模

块以及储水兼自冲洗模块，屋顶弃流兼过滤模块

包括格栅、卵石过滤槽、过滤网、电磁阀等，储水

兼自冲洗模块包括雨水管、储水罐、滴灌电磁阀、

排水电磁阀、连通管、滴灌管等，格栅位于卵石过

滤槽上方，与屋面齐平，过滤网位于卵石过滤槽

底部，过滤网插入雨水管，电磁阀安装在雨水管

上、且位于过滤网下方，雨水管的底部插入储水

罐内，排水管安装在储水罐的底部，滴灌管通过

滴灌电磁阀与排水管连接，排水电磁阀装在排水

管上，且排水电磁阀在排水管上的安装位置位于

滴灌管连接处下方，储水罐与排水管通过连通管

相通。本实用新型提高雨水利用效率，节省蓄水

罐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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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垂直绿化建筑的无动力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屋顶弃流兼

过滤模块以及储水兼自冲洗模块，屋顶弃流兼过滤模块包括有格栅、卵石过滤槽、过滤网、

雨水管、电磁阀，储水兼自冲洗模块包括有雨水管、储水罐、滴灌电磁阀、排水电磁阀、排水

管、连通管、滴灌管，格栅位于卵石过滤槽的上方，与屋面齐平，过滤网位于卵石过滤槽的底

部，过滤网插入雨水管中，电磁阀安装在雨水管上、且位于过滤网的下方，雨水管的底部插

入储水罐内，排水管安装在储水罐的底部，滴灌管通过滴灌电磁阀与排水管连接，排水电磁

阀安装在排水管上，且排水电磁阀在排水管上的安装位置位于滴灌管连接处的下方，储水

罐与排水管之间通过连通管相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垂直绿化建筑的无动力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

储水罐的顶部设有排气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垂直绿化建筑的无动力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

储水罐为漏斗形，包括有圆柱体及圆锥体两部分，储水罐所设圆锥体的底部出水口与排水

管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垂直绿化建筑的无动力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

储水罐所设圆锥体的圆锥角度θ1为45～60°。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垂直绿化建筑的无动力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

雨水管的底部通过自冲洗连接件安装有自冲洗旋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垂直绿化建筑的无动力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

自冲洗旋钮至储水罐的圆柱体与圆锥体的交接位置的距离H1为40～80mm；连通管与储水罐

连通位置与储水罐底部的距离H2为300～500mm。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垂直绿化建筑的无动力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

自冲洗旋钮所设斜面与水平面的夹角θ2为15～3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垂直绿化建筑的无动力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

电磁阀还连接有雨量传感器，雨量传感器与电磁阀进行联动控制。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垂直绿化建筑的无动力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

格栅与屋面雨水槽齐平；过滤网的外径尺寸与排水管的内径尺寸相同。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9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垂直绿化建筑的无动力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其特征在于滴灌管与排水管连接处向下倾斜，滴灌管的轴向几何中心线与水平面的夹角θ3

为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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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垂直绿化建筑的无动力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用于垂直绿化建筑的无动力雨水收集利用系统，特别涉及一种

用于垂直绿化灌溉同时具有自冲洗功能的无动力屋面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属于用于垂直绿

化建筑的无动力雨水收集利用系统的创新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面上屋面雨水直接通过雨水立管进入场区雨水管网，排入市政雨水管。由

于绿色建筑发展，部分区域设置了雨水回收利用系统，对场地雨水进行集中收集、处理，运

用到杂用水用水点。现有设计有以下几点弊端：

[0003] 1 .建筑屋面一般较为平整，且无树植、泥土等污染物，雨水水质较好，简单过滤后

基本满足使用需求，而与地面水质较差雨水汇合进入集中雨水处理系统，水质被恶化，相当

于雨水处理系统对屋面过渡净化了，雨水净化系统能耗及药剂造成了浪费；

[0004] 2.对于设置垂直绿化建筑，灌溉水源需要由地面泵送至建筑各层进行灌溉。尤其

是雨水回用系统设置与地面的建筑，屋面雨水先由屋顶流至地面，再由地面采用送水泵输

送至建筑立面进行灌溉，既浪费了雨水势能，又浪费了泵的能耗；

[0005] 3.部分设计直接利用雨水进行灌溉或存储使用，均没有考虑到两点问题：a屋面雨

水水质较好是相对概念，初期降雨会粘附空气中灰尘、其他杂质等，对于初期降雨未考虑弃

流的话，水质难以保证，b部分设计利用小型蓄水罐蓄水，但是由于位置、空间限制，无法清

洗，利用一段时间，储水罐底部就会形成污垢，影响水质，同时影响使用寿命，c雨水为开发

性水源，内部有很多微生物，长时间不用，会产生发黑、发臭等问题，影响水质。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考虑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用于垂直绿化建筑的无动力雨

水收集利用系统，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提高雨水利用效率，减少雨水输送能耗，是一种实

现节能减排以及节水效果的用于垂直绿化建筑的无动力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0007]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本实用新型是一种用于垂直绿化建筑的无动力雨水收

集利用系统，包括有屋顶弃流兼过滤模块以及储水兼自冲洗模块，屋顶弃流兼过滤模块包

括有格栅、卵石过滤槽、过滤网、雨水管、电磁阀，储水兼自冲洗模块包括有雨水管、储水罐、

滴灌电磁阀、排水电磁阀、排水管、连通管、滴灌管，格栅位于卵石过滤槽的上方，与屋面齐

平，过滤网位于卵石过滤槽的底部，过滤网插入雨水管中，电磁阀安装在雨水管上、且位于

过滤网的下方，雨水管的底部插入储水罐内，排水管安装在储水罐的底部，滴灌管通过滴灌

电磁阀与排水管连接，排水电磁阀安装在排水管上，且排水电磁阀在排水管上的安装位置

位于滴灌管连接处的下方，储水罐与排水管之间通过连通管相通。

[0008] 本实用新型包括有屋顶弃流兼过滤模块以及储水兼自冲洗模块，根据屋面水质特

征将弃流与过滤结合，且利用进水方式将输水与冲洗相结合，靠近垂直绿化设计，直接灌

溉。利用格栅、卵石过滤槽、过滤网组合成雨水净化装置，利用雨计时器与电磁阀形成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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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流装置，利用储水罐内部进行储水，并结合滴灌电磁阀和排水电磁阀进行灌溉及排水控

制。利用安装在雨水管底部的自冲洗旋钮将下降的水冲刷储水罐侧壁及底部，组成自冲洗

装置。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提高雨水利用效率，减少雨水输送能耗，是一种实现节能减排

以及节水效果的用于垂直绿化建筑的无动力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图；

[001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屋顶弃流兼过滤模块示意图；

[001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储水兼自冲洗模块示意图；

[0012] 图4为本实用新型自冲洗旋钮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13] 图5为本实用新型滴灌管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实施例：

[0015] 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图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的用于垂直绿化建筑的无动力雨水

收集利用系统，包括有屋顶弃流兼过滤模块以及储水兼自冲洗模块，屋顶弃流兼过滤模块

包括有格栅1、卵石过滤槽2、过滤网3、雨水管4、电磁阀5，储水兼自冲洗模块包括有雨水管

4、储水罐8、滴灌电磁阀9、排水电磁阀10、排水管11、连通管12、滴灌管16，格栅1位于卵石过

滤槽2的上方，与屋面齐平，过滤网3位于卵石过滤槽2的底部，过滤网3插入雨水管4中，电磁

阀5安装在雨水管4上、且位于过滤网3的下方，雨水管4的底部插入储水罐8内，排水管11安

装在储水罐8的底部，滴灌管16通过滴灌电磁阀9与排水管11连接，排水电磁阀10安装在排

水管11上，且排水电磁阀10在排水管11上的安装位置位于滴灌管16连接处的下方，储水罐8

与排水管11之间通过连通管12相通。上述电磁阀5、滴灌电磁阀9、排水电磁阀10与控制装置

电连接，控制装置控制电磁阀5、滴灌电磁阀9、排水电磁阀10的动作。

[0016] 本实施例中，上述储水罐8的顶部设有排气管13。排气管13采用DN10的PVC管材。

[0017] 本实施例中，上述储水罐8为漏斗形，包括有圆柱体及圆锥体两部分，储水罐8所设

圆锥体的底部出水口与排水管11相连.

[0018] 上述储水罐8所设圆锥体的圆锥角度θ1为45～60°。本实施例中，圆锥角度θ1为

45°。

[0019] 本实施例中，上述雨水管4的底部通过自冲洗连接件14安装有自冲洗旋钮15。自冲

洗旋钮15利用螺纹与自冲洗连接件14连接，自冲洗连接件14与雨水管4采用胶水相连。

[0020] 上述自冲洗旋钮15至储水罐8的圆柱体与圆锥体的交接位置的距离H1为40～

80mm；连通管12与储水罐8连通位置与储水罐8底部的距离H2为300～500mm。本实施例中，连

通管12与储水罐8连通位置与储水罐8底部的距离H2为370mm。

[0021] 上述自冲洗旋钮15所设斜面与水平面的夹角θ2为15～30°。自冲洗旋钮15所设斜

面是水流出的方向，斜面使出水方向形成足够的冲刷力度。本实施例中，夹角θ2为30°，自冲

洗旋钮15至储水罐8的圆柱体与圆锥体的交接位置的距离H1为76mm，下落雨水刚刚能够冲

刷下层储水罐侧壁及底部。

[0022] 上述电磁阀5还连接有雨量传感器6，雨量传感器6与电磁阀5进行联动控制。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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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6的信号输出端与控制装置电连接，控制装置与电磁阀5电连接。

[0023] 本实施例中，上述格栅1与屋面雨水槽7齐平，一方面保护屋面人行行走，避免磕

绊，另一方面便于雨水收集。过滤网3的外径尺寸与排水管4的内径尺寸相同。

[0024] 上述滴灌管16与排水管11连接处向下倾斜，滴灌管16的轴向几何中心线与水平面

的夹角θ3为5～10°。本实施例中，θ3约7°，滴灌管16向下倾斜是为了使水流向下，重力势能

满足滴灌水压要求，实现无动力灌溉，便于对垂直绿化进行灌溉。

[0025] 经过科学研究，降雨初期水质一般雨水带有空气中灰尘、杂质等，不适于收集。本

实用新型设置弃流装置，由时间进行控制，前5分钟降雨均不进行收集，由其他雨水管排走。

而且本实用新型过滤系统位于系统顶端，利用雨水冲刷可以把前次过滤杂质冲刷带走，清

洗了过滤介质。降雨初期，所有阀门均关闭，降雨一定时间后，由雨量传感器6反馈降雨5分

钟之后，控制装置控制电磁阀5打开，其他阀门关闭，雨水会经过格栅1、卵石过滤槽2、过滤

网3，雨水中杂质基本清除，可以用于灌溉。雨水先由雨水管4进入储水罐8内，控制装置控制

滴灌电磁阀9以及排水电磁阀10均关闭，形成储水效果，直至水位到达连通管12，流至下一

层储水罐，各储水罐均蓄满水之后，雨水由最底层的雨水管井进入市政管网。利用储水罐内

雨水进行灌溉时，控制装置控制排水电磁阀10关闭，滴灌电磁阀9打开，利用水位自身的重

力作用，可以满足滴灌水压，实现对垂直绿化的灌溉。本实用新型设计储水由下向上置换，

每次均对最新雨水进行储存，排出上部残存雨水，可以保持水质良好。考虑雨水长期储存会

变质，产生发臭发黑等现象，不适宜使用，本实用新型设计当雨量传感器6反馈无降雨3天以

上时，控制装置控制滴灌电磁阀9关闭，排水电磁阀10全部打开，由于排水管11与场区雨水

管井相连，雨水由排水管11逐级排走。当系统使用一段时间，储水罐8底部会产生部分污垢，

控制装置控制电磁阀5及排水电磁阀10打开，关闭滴灌电磁阀9，在顶部倒入少量清水，清水

由雨水管4顶端自冲洗旋钮将水均匀的冲刷储水罐8侧壁和底部，经过势能加速后，水流冲

刷力度合理，可以有效清洗储水罐内部，无需人员逐个清洗，方便有效。

[0026] 根据计算，每层安装一个储水槽8，设计为墙壁侧方形，外侧圆柱形，尺寸300*300*

400mm。本实用新型雨水管采用DN50管材，本实用新型设计一次储水，刚好可以使用三天，三

天后水量未使用完的直接排放，保证储水罐的清洁。

[0027] 本实用新型屋面雨水收集利用系统针对设置垂直绿化建筑进行设计，解决了建筑

立面复杂灌溉管布置问题。屋面雨水属于城市内水质较好的一类水源，经过格栅、粒径不同

的卵石、过滤网等处理后可直接用于绿化灌溉；同时自冲洗旋钮可以对储水池侧壁及底部

污垢进行冲洗；结合垂直绿化位置设置储水罐一方面充分利用立面空间，另一方面避免滴

管压力过高浪费水源。本实用新型适用于设置垂直绿化建筑，提高了雨水利用效率，节省了

蓄水罐尺寸。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提高雨水利用效率，减少雨水输送能耗，是一种实现节

能减排以及节水效果的用于垂直绿化建筑的无动力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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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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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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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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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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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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