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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楼房小区雨水排水的集中收集净化系

统

(57)摘要

一种楼房小区雨水排水的集中收集净化系

统，小区路面一侧设置至少两个路面收集雨水

池，小区楼房顶部与路面收集雨水池之间设置楼

房雨水收集管道，路面收集雨水池与小区雨水收

集净化池之间设置小区路面收集雨水管道；小区

路面一端设置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市政规划地

块的地面下方设置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与小区

雨水收集净化池底部之间设置小区雨水净化排

水管道；路面收集雨水池、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

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的落水坡度设置为依次向

下的台阶型；本实用新型在楼房小区能够收集大

量的雨水，预防暴雨；通过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

收集、再利用，净化雨水用于绿化浇灌、施工、工

业、消防、洗车的用水，减少小区雨季排水，提高

用水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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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楼房小区雨水排水的集中收集净化系统，所述的楼房小区雨水排水的集中收集

净化系统，是由小区楼房(1)、小区路面(2)、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3)、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

(4)、路面收集雨水池(5)、小区绿化供水装置(6)、小区雨水过滤净化池(7)、楼房雨水收集

管道(8)、小区路面收集雨水管道(9)、小区雨水净化排水管道(10)、雨水集中过滤净化池

(11)、泵房(12)、净化雨水供水装置(13)、净化雨水供水管道(14)、小区雨水沉淀过滤隔板

(15)、市政雨水沉淀过滤隔板(16)、潜水泵(17)、地面(18)、净水剂投放装置(19)构成；其特

征在于：至少一个小区中设置至少一栋小区楼房(1)，至少一栋小区楼房(1)一侧设置小区

路面(2)，小区路面(2)两侧分别设置路面收集雨水池(5)，小区路面(2)一侧设置至少两个

路面收集雨水池(5)，至少两个路面收集雨水池(5)之间设置小区路面收集雨水管道(9)；小

区楼房(1)顶部预留雨水下水口，雨水下水口与路面收集雨水池(5)之间设置楼房雨水收集

管道(8)，路面收集雨水池(5)与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4)之间设置小区路面收集雨水管道

(9)；至少一条小区路面(2)一端或至少两条小区路面(2)的交叉端的地面(18)下方集中或

分别设置至少一个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4)，市政规划地块的地面(18)下方设置市政集中

雨水收集池(3)，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3)口部与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4)底部之间设置小

区雨水净化排水管道(10)；小区的地面(18)上设置小区绿化供水装置(6)，小区绿化供水装

置(6)与小区雨水净化排水管道(10)之间设置连接管道；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3)上口的地

面(18)上方设置泵房(12)，泵房(12)中设置净化雨水供水装置(13)；路面收集雨水池(5)、

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4)、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3)的落水坡度设置为依次向下的台阶型。

2.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楼房小区雨水排水的集中收集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

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4)中的小区路面收集雨水管道(9)入口分别设置小区雨水过滤净化

池(7)，小区雨水过滤净化池(7)与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4)之间设置小区雨水沉淀过滤隔

板(15)，小区雨水沉淀过滤隔板(15)下部设置为封闭隔板，小区雨水沉淀过滤隔板(15)上

部设置为过滤网，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4)的底部中心预留排水口，排水口中设置小区雨水

净化排水管道(10)进水口，进水口设置为高出小区雨水净化排水管道(10)底面的溢水口。

3.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楼房小区雨水排水的集中收集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

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3)中对应小区雨水净化排水管道(10)的排水口分别设置雨水集中过

滤净化池(11)，雨水集中过滤净化池(11)与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3)之间设置市政雨水沉

淀过滤隔板(16)，市政雨水沉淀过滤隔板(16)下部设置为封闭隔板，市政雨水沉淀过滤隔

板(16)上部设置为过滤网；泵房(12)的净化雨水供水装置(13)一侧设置净水剂投放装置

(19)，净水剂投放装置(19)与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3)中部之间设置净水剂投放管道，市政

集中雨水收集池(3)底部设置潜水泵(17)，潜水泵(17)与净化雨水供水装置(13)之间设置

抽水管道，净化雨水供水装置(13)一侧设置净化雨水供水管道(14)，净化雨水供水管道

(14)口部至少分别对应建筑、工业、消防、绿化设置用水的分管道，分管道口分别设置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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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楼房小区雨水排水的集中收集净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楼房小区雨水排水的集中收集再利用系统，尤其是一种楼房小区

雨水排水的集中收集净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的人均水资源拥有量较低的国家，我国自来水的水资源匮乏，

近些年由于我国经过长期的住房优化，各地的楼高林立，用于绿化浇灌、施工、工业、消防、

洗车的用水使用大量自来水。雨季时，小区中的雨水一般通过地面的排入市政的下水道管

道网后排出，但雨水量大时，市政的下水道管道网不能满足雨水大量的排出，容易造成小区

道路积水，造成人们出行困难，特别在雨季突降暴雨时，大多数的小区中没有雨水收集蓄水

设施，由于雨水不能及时排出，甚至雨水造成倒灌地下车库，小区中现有的雨水排水设施，

不能排出雨季突降暴雨时的大量雨水，雨季时，小区雨水积水现象时有发生，鉴于上述原

因，现提出一种楼房小区雨水排水的集中收集净化系统。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克服我国自来水的水资源匮乏，用于绿化浇灌、施工、工

业、消防、洗车的用水使用大量自来水；楼房小区雨季时，小区中的雨水一般通过地面的排

入市政的下水道管道网后排出，但雨水量大时，市政的下水道管道网不能满足雨水大量的

排出，容易造成小区道路积水，造成人们出行困难，特别在雨季突降暴雨时，大多数的小区

中没有雨水收集蓄水设施，由于雨水不能及时排出，甚至雨水造成倒灌地下车库，小区中现

有的雨水排水设施，不能排出雨季突降暴雨时的大量雨水，雨季时，小区雨水积水现象时有

发生，通过合理的设计，提供一种楼房小区雨水排水的集中收集净化系统，本实用新型在楼

房小区地下设置集中收集雨水的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能够收集大量的雨水，预防雨季突

降暴雨时，雨水不能及时排出；小区收集的雨水通过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进行初级净化后

的雨水通过小区雨水净化排水管道排入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中，通过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

的雨水集中收集，通过二次净化达标后的净化雨水能够再利用，净化雨水用于绿化浇灌、施

工、工业、消防、洗车的用水，净化雨水能够再利用，减少小区雨季突降暴雨时排出大量雨

水，雨季时，小区雨水积水现象时有发生；简单易行，使用范围大，能够大量节约水资源，减

少污水的排放以及污水处理厂的开支费用，缓解我国的水资源匮乏，提高用水的利用率。

[0004] 本实用新型为了实现上述目的，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楼房小区雨水排水的集

中收集净化系统，是由：小区楼房、小区路面、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

路面收集雨水池、小区路面、小区雨水过滤净化池、楼房雨水收集管道、小区路面收集雨水

管道、小区雨水净化排水管道、雨水集中过滤净化池、泵房、净化雨水供水装置、净化雨水供

水管道、小区雨水沉淀过滤隔板、市政雨水沉淀过滤隔板、潜水泵、地面、净水剂投放装置、

小区绿化供水装置构成；至少一个小区中设置至少一栋小区楼房，至少一栋小区楼房一侧

设置小区路面，小区路面两侧分别设置路面收集雨水池，小区路面一侧设置至少两个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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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雨水池，至少两个路面收集雨水池之间设置小区路面收集雨水管道；小区楼房顶部预

留雨水下水口，雨水下水口与路面收集雨水池之间设置楼房雨水收集管道，路面收集雨水

池与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之间设置小区路面收集雨水管道；至少一条小区路面一端或至少

两条小区路面的交叉端的地面下方集中或分别设置至少一个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市政规

划地块的地面下方设置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口部与小区雨水收集净

化池底部之间设置小区雨水净化排水管道；小区的地面上设置小区绿化供水装置，小区绿

化供水装置与小区雨水净化排水管道之间设置连接管道；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上口的地面

上方设置泵房，泵房中设置净化雨水供水装置；路面收集雨水池、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市

政集中雨水收集池的落水坡度设置为依次向下的台阶型；

[0005] 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中的小区路面收集雨水管道入口分别设置小区雨水过滤净

化池，小区雨水过滤净化池与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之间设置小区雨水沉淀过滤隔板，小区

雨水沉淀过滤隔板下部设置为封闭隔板，小区雨水沉淀过滤隔板上部设置为过滤网，小区

雨水收集净化池的底部中心预留排水口，排水口中设置小区雨水净化排水管道进水口，进

水口设置为高出小区雨水净化排水管道底面的溢水口；

[0006] 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中对应小区雨水净化排水管道的排水口分别设置雨水集中

过滤净化池，雨水集中过滤净化池与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之间设置市政雨水沉淀过滤隔

板，市政雨水沉淀过滤隔板下部设置为封闭隔板，市政雨水沉淀过滤隔板上部设置为过滤

网；泵房的净化雨水供水装置一侧设置净水剂投放装置，净水剂投放装置与市政集中雨水

收集池中部之间设置净水剂投放管道，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底部设置潜水泵，潜水泵与净

化雨水供水装置之间设置抽水管道，净化雨水供水装置一侧设置净化雨水供水管道，净化

雨水供水管道口部至少分别对应建筑、工业、消防、绿化设置用水的分管道，分管道口分别

设置阀门。

[0007] 工作原理：在雨季经常下雨、雨水量大时，小区中的小区楼房顶部、小区路面的雨

水分别进入通过路面收集雨水池中进行收集、沉淀，雨水通过收集、沉淀后通过小区路面收

集雨水管道进入小区雨水过滤净化池中。

[0008] 雨水进入小区雨水过滤净化池后，通过小区雨水沉淀过滤隔板下部的封闭隔板进

行封闭沉淀、上部的过滤网进行过滤后进入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中部为初级净化；初级净

化的雨水通过溢水口进入小区雨水净化排水管道中，通过小区雨水净化排水管道输送至市

政集中雨水收集池的雨水集中过滤净化池中；小区绿化供水装置通过与小区雨水净化排水

管道之间的连接管道抽取初级净化的雨水供小区内的绿化用水。

[0009] 雨水经过雨水集中过滤净化池进行二次沉淀、过滤后进入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中

部，净水剂投放装置通过喷洒净水剂对初级净化的雨水进行分解、沉淀、过滤为二次净化，

雨水通过二次净化后通过潜水泵输送至净化雨水供水装置，净化雨水供水装置加压后通过

净化雨水供水管道为绿化浇灌、施工、工业、消防、洗车供给用水。

[0010] 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在楼房小区地下设置集中收集雨水的小区雨水收集净化

池，能够收集大量的雨水，预防雨季突降暴雨时，雨水不能及时排出；小区收集的雨水通过

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进行初级净化后的雨水通过小区雨水净化排水管道排入市政集中雨

水收集池中，通过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的雨水集中收集，通过二次净化达标后的净化雨水

能够再利用，净化雨水用于绿化浇灌、施工、工业、消防、洗车的用水，净化雨水能够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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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小区雨季突降暴雨时排出大量雨水，雨季时，小区雨水积水现象时有发生；简单易行，

使用范围大，能够大量节约水资源，减少污水的排放以及污水处理厂的开支费用，缓解我国

的水资源匮乏，提高用水的利用率。

附图说明

[001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2] 图1是总装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图1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是图1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5] 图1、2、3中：小区楼房1、小区路面2、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3、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

4、路面收集雨水池5、小区绿化供水装置6、小区雨水过滤净化池7、楼房雨水收集管道8、小

区路面收集雨水管道9、小区雨水净化排水管道10、雨水集中过滤净化池11、泵房12、净化雨

水供水装置13、净化雨水供水管道14、小区雨水沉淀过滤隔板15、市政雨水沉淀过滤隔板

16、潜水泵17、地面18、净水剂投放装置19。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7] 至少一个小区中设置至少一栋小区楼房1，至少一栋小区楼房1一侧设置小区路面

2，小区路面2两侧分别设置路面收集雨水池5，小区路面2一侧设置至少两个路面收集雨水

池5，至少两个路面收集雨水池5之间设置小区路面收集雨水管道9；小区楼房1顶部预留雨

水下水口，雨水下水口与路面收集雨水池5之间设置楼房雨水收集管道8，路面收集雨水池5

与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4之间设置小区路面收集雨水管道9；至少一条小区路面2一端或至

少两条小区路面2的交叉端的地面18下方集中或分别设置至少一个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4，

市政规划地块的地面18下方设置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3，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3口部与小区

雨水收集净化池4底部之间设置小区雨水净化排水管道10；小区的地面18上设置小区绿化

供水装置6，小区绿化供水装置6与小区雨水净化排水管道10之间设置连接管道；市政集中

雨水收集池3上口的地面18上方设置泵房12，泵房12中设置净化雨水供水装置13；路面收集

雨水池5、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4、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3的落水坡度设置为依次向下的台阶

型；

[0018] 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4中的小区路面收集雨水管道9入口分别设置小区雨水过滤

净化池7，小区雨水过滤净化池7与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4之间设置小区雨水沉淀过滤隔板

15，小区雨水沉淀过滤隔板15下部设置为封闭隔板，小区雨水沉淀过滤隔板15上部设置为

过滤网，小区雨水收集净化池4的底部中心预留排水口，排水口中设置小区雨水净化排水管

道10进水口，进水口设置为高出小区雨水净化排水管道10底面的溢水口；

[0019] 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3中对应小区雨水净化排水管道10的排水口分别设置雨水集

中过滤净化池11，雨水集中过滤净化池11与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3之间设置市政雨水沉淀

过滤隔板16，市政雨水沉淀过滤隔板16下部设置为封闭隔板，市政雨水沉淀过滤隔板16上

部设置为过滤网；泵房12的净化雨水供水装置13一侧设置净水剂投放装置19，净水剂投放

装置19与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3中部之间设置净水剂投放管道，市政集中雨水收集池3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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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潜水泵17，潜水泵17与净化雨水供水装置13之间设置抽水管道，净化雨水供水装置13

一侧设置净化雨水供水管道14，净化雨水供水管道14口部至少分别对应建筑、工业、消防、

绿化设置用水的分管道，分管道口分别设置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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