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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建筑小区海绵城市雨水收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雨水收集装置领域，涉及海

绵城市，尤其是一种建筑小区海绵城市雨水收集

系统,包括住宅楼进出口，与住宅楼进出口相对

的位置间隔布设有集水花坛，集水花坛和住宅楼

进出口之间布设有内部道路，该内部道路具有导

流作用用于将积水引导至集水花坛，所述内部道

路包括基层和面层，面层采用透水砖铺设；所述

集水花坛为封闭形状，其外侧采用一圈侧石与内

部道路相隔离，所述侧石下端制有通孔，积水可

经通孔流入集水花坛内，所述侧石内部由外至内

分别布设有导水层和集水井，导水层和集水井之

间布设有导水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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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小区海绵城市雨水收集系统，包括住宅楼进出口，其特征在于：与住宅楼进

出口相对的位置间隔布设有集水花坛，集水花坛和住宅楼进出口之间布设有内部道路，该

内部道路具有导流作用用于将积水引导至集水花坛，所述内部道路包括基层和面层，面层

采用透水砖铺设；所述集水花坛为封闭形状，其外侧采用一圈侧石与内部道路相隔离，所述

侧石下端制有通孔，积水可经通孔流入集水花坛内，所述侧石内部由外至内分别布设有导

水层和集水井，导水层和集水井之间布设有导水流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小区海绵城市雨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每块所述

的侧石下端均制有多个通孔，各通孔均匀间隔设置，每个通孔均位于同一水平高度，所述侧

石与内部道路的基层相垂直，通孔的低位位置不高于同侧的基层上端面的水平高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建筑小区海绵城市雨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导水层紧邻侧石内侧布置，其由下至上分别为透水砖和土层，所述透水砖上端面不高于通

孔的低位位置，土层厚度不低于300毫米。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建筑小区海绵城市雨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位于相邻

两住宅楼进出口中部相对应的导水层位置设置为区域高点，以该区域高点为中心向两侧延

伸的导水层逐渐降低形成坡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小区海绵城市雨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

花坛内在每个住宅楼进出口相对的位置均布设有一集水井，每个集水井与导水层之间均布

设有至少一条导水流道，所述导水流道由导水层一侧至集水井一侧逐渐降低形成坡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一种建筑小区海绵城市雨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导水流道采用透水砖铺设而成。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建筑小区海绵城市雨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每条导水

流道与导水层之间的区域均填充有土层，相邻的导水流道之间的区域也采用土层进行填

充，土层内用于种植植物。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建筑小区海绵城市雨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

井的井口安装有一结构盖板，在结构盖板上方铺设有透水砖层，透水砖层的上端面安装有

一井篦子，所述井口的位置不高于导水流道最下一层透水砖的水平高度，所述透水砖层掩

埋在土层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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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小区海绵城市雨水收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雨水收集装置领域，涉及海绵城市，尤其是一种建筑小区海绵城

市雨水收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是人口聚集度高、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也是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矛盾最

为突出的地方。近些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及环境承载能力变弱的原因，导致“逢雨必涝、雨后

即旱”。尤其在一些排水设施较为老旧的小区，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存在极大的安

全隐患。

[0003] 近年来的几次暴雨造成的城市内涝，也使得加强雨洪利用、排涝蓄水成为了社会

关注的话题。“海绵城市”的概念应运而生，“海绵城市”旨在建设好城市的垂直系统，让城市

能自由呼吸吐纳，蓄水与排水结合，让水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其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

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

加以利用。

[0004] 现设计一种运用“海绵城市”的理念，在降雨时可快速疏导，储存，有效防止积水；

降雨后，可将存水进行有效利用，应用于景观植物灌溉的雨水收集系统。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快速苏疏导，引流，储存，

有效防止路面积水，对于存水合理利用的一种建筑小区海绵城市雨水收集系统。

[0006] 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建筑小区海绵城市雨水收集系统，包括住宅楼进出口，其特征在于：与住宅楼

进出口相对的位置间隔布设有集水花坛，集水花坛和住宅楼进出口之间布设有内部道路，

该内部道路具有导流作用用于将积水引导至集水花坛，所述内部道路包括基层和面层，面

层采用透水砖铺设；所述集水花坛为封闭形状，其外侧采用一圈侧石与内部道路相隔离，所

述侧石下端制有通孔，积水可经通孔流入集水花坛内，所述侧石内部由外至内分别布设有

导水层和集水井，导水层和集水井之间布设有导水流道。

[0008] 而且，每块所述的侧石下端均制有多个通孔，各通孔均匀间隔设置，每个通孔均位

于同一水平高度，所述侧石与内部道路的基层相垂直，通孔的低位位置不高于同侧的基层

上端面的水平高度。

[0009] 而且，所述导水层紧邻侧石内侧布置，其由下至上分别为透水砖和土层，所述透水

砖上端面不高于通孔的低位位置，土层厚度不低于300毫米。

[0010] 而且，位于相邻两住宅楼进出口中部相对应的导水层位置设置为区域高点，以该

区域高点为中心向两侧延伸的导水层逐渐降低形成坡度。

[0011] 而且，所述集水花坛内在每个住宅楼进出口相对的位置均布设有一集水井，每个

集水井与导水层之间均布设有至少一条导水流道，所述导水流道由导水层一侧至集水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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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逐渐降低形成坡度。

[0012] 而且，所述导水流道采用透水砖铺设而成。

[0013] 而且，每条导水流道与导水层之间的区域均填充有土层，相邻的导水流道之间的

区域也采用土层进行填充，土层内用于种植植物。

[0014] 而且，所述集水井的井口安装有一结构盖板，在结构盖板上方铺设有透水砖层，透

水砖层的上端面安装有一井篦子，所述井口的位置不高于导水流道最下一层透水砖的水平

高度，所述透水砖层掩埋在土层内部。

[0015]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

[0016] 现有小区的路面一般铺设水泥板材或沥青作为面层，这两种材料的透水性能较

低，当暴雨等极端天气来临时，其内部道路极容易产生积水。其中与住宅楼进出口相连的内

部道路是居民出入户的必经之路，因此，该部分积水对住户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明显。

[0017] 本实用新型中，针对上述问题进行设计，在住宅楼进出口相对应的位置布设集水

花坛，用于存储降水，与此同时对于内部道路的结构和材料进行改进，采用透水砖作为面层

可加快雨水的下渗，使得路面不会产生积水，而下渗的雨水在面层内部进行循环，导流至集

水花坛内，集水花坛内部通过导水层、土层、导水流道对于雨水逐级疏散，一部分存于土层

中用于种植的植物的灌溉，另一部分沿导水层和导水流道进行下渗和导流，并汇集在集水

井内进行存储，在没有降雨时可用于植物的灌溉或二次利用。

[0018] 本实用新型中，侧石用于将集水花坛和外部环境进行隔离，侧石制出的通孔用于

将内部道路疏导的水分导流至集水花坛内，土层的设置用于减缓进入集水花坛水流的流

速，使水分位于导水层上方的时间更长，具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下渗。

[0019] 本实用新型中，将两住宅楼进出口之间的中部位置设置为区域高点，一该区域高

点向两侧形成坡度，实现水分在导水层内的导流，汇集在其与导水流道的连接位置，之后沿

导水流道的坡度汇集至相应的集水井内。

[0020] 本实用新型中，由于水流在导水层和导水流道的流动过程中是向各个方向扩散

的，因此，在相邻导水流道之间，以及导水流道与导水层之间填充土层，可对外溢的水分进

行吸收，当相邻土层吸附的水分过多时，也会反向控制水分外溢，使得更多水分累积在导水

流道和导水层位置。

[0021] 本实用新型中，集水井的结构由下至上依次布置有井口、结构盖板、透水砖层和井

篦子，结构盖板为悬空的井口提供结构强度，使其表面可安装透水砖层，透水砖层和导水流

道相连均采用透水砖，实现对水流引导的连续性，井篦子则用于提高集水井的安全性，防止

居民或饲养的宠物掉落在集水井内。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图1中侧石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图1中A-A部的局部剖视图；

[0025] 图4为图1中B-B部的局部剖视图；

[0026] 图5为图1中C-C部的局部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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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下述实施例是说明性的，不是限定性

的，不能以下述实施例来限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0028] 一种建筑小区海绵城市雨水收集系统，包括住宅楼进出口4，本实用新型的创新在

于，与住宅楼进出口相对的位置间隔布设有集水花坛，集水花坛和住宅楼进出口之间布设

有内部道3路，该内部道路具有导流作用用于将积水引导至集水花坛，所述内部道路包括由

下至上上报地面33，基层32和面层31，面层采用透水砖铺设；所述集水花坛为封闭形状，其

外侧采用一圈侧石与内部道路相隔离，所述侧石1下端制有通孔，积水可经通孔8流入集水

花坛内，所述侧石内部由外至内分别布设有导水层2和集水井，导水层和集水井6之间布设

有导水流道5。

[0029] 本实施例中，每块所述的侧石下端均制有多个通孔，各通孔均匀间隔设置，每个通

孔均位于同一水平高度，所述侧石与内部道路的基层相垂直，通孔的低位位置不高于同侧

的基层上端面的水平高度。

[0030] 本实施例中，所述导水层紧邻侧石内侧布置，其由下至上分别为透水砖和土层，所

述透水砖上端面不高于通孔的低位位置，土层厚度不低于300毫米。

[0031] 本实施例中，位于相邻两住宅楼进出口中部相对应的导水层位置设置为区域高

点，以该区域高点为中心向两侧延伸的导水层逐渐降低形成坡度。

[0032] 本实施例中，所述集水花坛内在每个住宅楼进出口相对的位置均布设有一集水

井，每个集水井与导水层之间均布设有至少一条导水流道，所述导水流道由导水层一侧至

集水井一侧逐渐降低形成坡度。

[0033] 本实施例中，由导水层的区域高点向两侧，以及导水流道由两侧向集水井形成的

坡度均为1-4‰。

[0034] 本实施例中，所述导水流道采用透水砖铺设而成。

[0035] 本实施例中，每条导水流道与导水层之间的区域均填充有土层7，相邻的导水流道

之间的区域也采用土层进行填充，土层内用于种植植物。

[0036] 本实施例中，所述集水井的井口64安装有一结构盖板63，在结构盖板上方铺设有

透水砖层62，透水砖层的上端面安装有一井篦子61，所述井口的位置不高于导水流道最下

一层透水砖的水平高度，所述透水砖层掩埋在土层内部。

[0037] 本实施例中，导水层，内部道路面层和导水流道所布置的透水砖均采用双层垒制，

两层砖的厚度在15cm至20cm之间。

[0038]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是：

[0039] 本实用新型使用时，降水降落在内部道路之后会由面层快速下渗，当水分下渗至

基层之后由于基层透水率低，因此会向集水花坛一侧导流，并沿侧石制出的通孔进入集水

花坛，之后沿导水层导流扩散，待扩散至导水流道后汇集至集水井内。

[0040] 本实用新型中，针对上述问题进行设计，在住宅楼进出口相对应的位置布设集水

花坛，用于存储降水，与此同时对于内部道路的结构和材料进行改进，采用透水砖作为面层

可加快雨水的下渗，使得路面不会产生积水，而下渗的雨水在面层内部进行循环，导流至集

水花坛内，集水花坛内部通过导水层、土层、导水流道对于雨水逐级疏散，一部分存于土层

中用于种植的植物的灌溉，另一部分沿导水层和导水流道进行下渗和导流，并汇集在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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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内进行存储，在没有降雨时可用于植物的灌溉或二次利用。

[0041] 本实用新型中，侧石用于将集水花坛和外部环境进行隔离，侧石制出的通孔用于

将内部道路疏导的水分导流至集水花坛内，土层的设置用于减缓进入集水花坛水流的流

速，使水分位于导水层上方的时间更长，具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下渗。

[0042] 本实用新型中，将两住宅楼进出口之间的中部位置设置为区域高点，一该区域高

点向两侧形成坡度，实现水分在导水层内的导流，汇集在其与导水流道的连接位置，之后沿

导水流道的坡度汇集至相应的集水井内。

[0043] 本实用新型中，由于水流在导水层和导水流道的流动过程中是向各个方向扩散

的，因此，在相邻导水流道之间，以及导水流道与导水层之间填充土层，可对外溢的水分进

行吸收，当相邻土层吸附的水分过多时，也会反向控制水分外溢，使得更多水分累积在导水

流道和导水层位置。

[0044] 本实用新型中，集水井的结构由下至上依次布置有井口、结构盖板、透水砖层和井

篦子，结构盖板为悬空的井口提供结构强度，使其表面可安装透水砖层，透水砖层和导水流

道相连均采用透水砖，实现对水流引导的连续性，井篦子则用于提高集水井的安全性，防止

居民或饲养的宠物掉落在集水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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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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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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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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