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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建筑屋面雨水有压回补地下水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建筑屋面雨水有压

回补地下水系统，包括雨水收集装置、雨水管、雨

水净化系统，以及地下水有压回补系统；雨水收

集装置、雨水净化系统、地下水有压回补系统通

过雨水管依次相连接；建筑屋面上的雨水经雨水

收集装置收集后，进入雨水净化系统进行快速净

化处理，净化后的雨水经由雨水管进入地下水有

压回补系统中，最后回补至地下。本实用新型系

统可将建筑屋面雨水进行收集、快速净化，且利

用屋面雨水本身具有的压力水头，在不需外界能

量输入的情况下，实现雨水有压回补地下水，可

有效缓解城市地下水短缺、内涝频发的难题，并

节约雨水综合利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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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屋面雨水有压回补地下水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雨水收集装置、雨水管、

雨水净化系统，以及地下水有压回补系统；雨水收集装置、雨水净化系统、地下水有压回补

系统通过雨水管依次相连接；建筑屋面上的雨水经雨水收集装置收集后，进入雨水净化系

统进行快速净化处理，净化后的雨水经由雨水管进入地下水有压回补系统中，最后回补至

地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屋面雨水有压回补地下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净

化系统由上至下依次包括雨水过滤装置和雨水净化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建筑屋面雨水有压回补地下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净

化系统数量包括但不局限于1套，且可安装于滤水管前任意位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屋面雨水有压回补地下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地下水

有压回补系统包括井管、滤水管、过滤料，净化后的雨水经由井管传输至滤水管后，透过滤

水管表面的小孔进入过滤料中，最后回补至地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建筑屋面雨水有压回补地下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水管

上还设置有辐射井管。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建筑屋面雨水有压回补地下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辐射井

管设置为水平或向下倾斜。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建筑屋面雨水有压回补地下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地下水

有压回补系统布设于地下含水层水面以下。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屋面雨水有压回补地下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建筑屋

面上设置屋顶超高，屋顶超高处设置有溢流排水孔。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屋面雨水有压回补地下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收

集装置包括但不局限于雨水斗、集水井、雨水导流槽或水泵；雨水收集装置在建筑屋面的安

装数量包括但不局限于1套，且其可安装在建筑屋面的任意位置。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建筑屋面雨水有压回补地下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

料材料包括但不局限于卵石、砾石、过滤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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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屋面雨水有压回补地下水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雨水资源化利用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建筑屋面雨水有压回补地下

水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城市雨水利用方式有：雨水集蓄回用、人工滞留渗透技术两大方面。

[0003] 雨水集蓄回用可分为二次回用和回补地下水等，且人工滞留渗透技术可详细阐述

为透水铺装、生物滞留系统、绿色屋顶、植草沟、下凹式绿地、植物缓冲带等；此两方面中各

项方式的侧重功能不同，但总体是以渗、滞、蓄、净、用为主，从而较大程度的发挥雨水的资

源利用价值。

[0004] 但针对上述两方面技术在增加地下水含蓄量方面，均存在空间利用矛盾的问题，

其中人工滞留渗透技术(渗、滞)需布设相关措施，占据城市较大空间；雨水集蓄回用(蓄、

净、用)需修建蓄水池，占据城市用地，同样涉及空间不足问题，与城市空间利用之间存在矛

盾。而且，上述技术(除回补地下水外)原理基本为增大雨水滞留时间，使雨水自然下渗，但

这一过程时间周期长，对快速增加地下水含蓄量、有效缓解城市洪涝等问题，效果不明显。

[0005] 然而，现有的雨水回补地下水技术在快速增加地下水含蓄量方面具有优势；不过

这一途径仍存在不足，一方面目前的雨水回补地下水模式，均采用先集蓄、后净化、再回补

的方式，但在集蓄的过程中，使得降落到建筑屋面雨水的势能损失；且在集蓄中伴随的汇流

收集、长期蓄存等过程，均易使雨水水质恶化，引起雨水二次污染、更难净化的问题，增加了

雨水的利用成本。另一方面，雨水回补地下水的常用方法有地面入渗法和管井注入法两种，

但上述两种方法具有不足之处；地面入渗法以自然入渗为主，时间周期长，且对场地(渗透

性、占地面积)要求高；管井注入法，又可分为重力注入法、真空灌注发及加压灌注法；其中

有压回补为三种方式中，回补效率最高的一种，较无压回补，回补效率可提高15％-200％左

右。但有压回补需布设加压泵、储水罐等大型回补设备，且需要外界持续提供电能，使用成

本高。基于上述两方面问题，增大了雨水的综合利用成本。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建筑屋面雨水有压回补地

下水系统，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城市地下水短缺、内涝频发、雨水综合利用成本高的问题。

[0007]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

[0008] 一种建筑屋面雨水有压回补地下水系统，包括雨水收集装置、雨水管、雨水净化系

统，以及地下水有压回补系统；雨水收集装置、雨水净化系统、地下水有压回补系统通过雨

水管依次相连接；建筑屋面上的雨水经雨水收集装置收集后，进入雨水净化系统进行快速

净化处理，净化后的雨水经由雨水管进入地下水有压回补系统中，最后回补至地下。

[0009] 所述雨水净化系统由上至下依次包括雨水过滤装置和雨水净化装置。所述雨水净

化系统数量包括但不局限于1套，且可安装于滤水管前任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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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地下水有压回补系统包括井管、滤水管、过滤料，净化后的雨水经由井管传输

至滤水管后，透过滤水管表面的小孔进入过滤料中，最后回补至地下。

[0011] 所述滤水管上还设置有辐射井管。所述辐射井管设置为水平或向下倾斜。

[0012] 所述地下水有压回补系统布设于地下含水层水面以下。

[0013] 所述建筑屋面上设置屋顶超高，屋顶超高处设置有溢流排水孔。

[0014] 所述雨水收集装置包括但不局限于雨水斗、集水井、雨水导流槽或水泵；雨水收集

装置在建筑屋面的安装数量包括但不局限于1套，且其可安装在建筑屋面的任意位置。

[0015] 所述过滤料材料包括但不局限于卵石、砾石、过滤膜。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7] 1、本实用新型可以实现城市建筑屋面雨水的有压回补至地下水。在对建筑物屋面

雨水收集、快速净化处理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了建筑物屋面雨水自身具有的水头压力，在不

借助外界措施和能量的前提下，有压回补至地下水，可有效提高雨水利用效率，缓解城市地

下水短缺、内涝频发的难题；

[0018] 2、本实用新型在对城市建筑屋面雨水进行就地有压回补至地下水时，不需在地表

设置其他工程措置，不占据多余空间，可有效节约雨水综合利用成本。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建筑屋面雨水有压回补地下水技术流程图；

[0020] 图2为建筑屋面雨水有压回补地下水技术整体示意图；

[0021] 图3为雨水净化系统装置示意图；

[0022] 图4为地下水有压回补系统装置示意图；

[0023] 图5为地下水有压回补系统并增设辐射井管装置示意图；(a)辐射井管水平设置

(b)辐射井管向下倾斜设置；

[0024] 图中标号：1建筑屋面，2雨水收集装置，3雨水管，4雨水净化系统，5地下水有压回

补系统，6雨水过滤装置，7雨水净化装置，8井管，9滤水管，10过滤料，11辐射井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详细介绍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

[0026] 如图1所示，降落至建筑屋面1的雨水经由雨水收集装置2收集后进入雨水净化系

统4进行快速净化，经过快速净化后的洁净雨水通过雨水管3输送至地下水有压回补系统5

进行地下水有压回补，从而补给地下水资源。

[0027] 如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一种建筑屋面雨水有压回补地下水系统，包括雨水收集装

置2、雨水管3、雨水净化系统4、地下水有压回补系统5。在实际运行中，本系统在单个建筑屋

面的安装数量包括但不局限于1套。

[0028] 如图3所示，雨水净化系统4包括雨水过滤装置6和雨水净化装置7。雨水通过雨水

管3进入雨水过滤设备6进行过滤，之后进入雨水净化装置进行进一步净化，得到水质达标

的洁净雨水。在实际运行中，雨水净化系统4在本系统技术中的数量包括但不局限于1套，且

可安装于滤水管9前任意位置。

[0029] 如图4所示，地下水有压回补系统5包括井管8、滤水管9及过滤料10。净化后的雨水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10194738 U

4



经由井管传输至滤水管后，透过滤水管表面的小孔进入过滤料中，最后回补至地下。地下水

回补系统5位于地下，其可设置在地下任意位置，具体布设情况依据使用条件而定，考虑到

回补效率的影响，最好将其布设于地下含水层水面以下。为提高回补下效率，可在地下水有

压回补系统前任意位置加设加压水泵，以增加回补压力，从而增加回补量。

[0030] 如图5所示，地下水有压回补系统5也可包括井管8、滤水管9、辐射井管11及过滤料

10。净化后的雨水经由井管传输至滤水管后，透过滤水管表面的小孔、辐射井管的小孔进入

过滤料，最后回补至地下。如图中(a)、(b)所示，辐射井管11可设置为水平或向下倾斜，通过

加设辐射井管增大了雨水的透水面积，可提高回补效率。

[0031] 建筑屋面1为各类建筑物的屋面，用于充当雨水降落的下垫面。在进行雨水有压回

补地下水时，为提高回补效率，可建筑屋面1上设置屋顶超高，实现雨水在建筑屋面的暂存，

即将建筑屋面作为小型雨水储存库，进而拉长回补时间，有效增加回补率；当降雨量过大

时，建筑屋面的小型雨水储存库的含蓄量和有压回补量的总和，无法含纳实时降雨量时，可

在屋顶超高处设置溢流排水孔，将多余降雨量排出。

[0032] 雨水收集装置2用于收集降落至建筑屋面的雨水，包括但不局限于雨水斗、集水井

或雨水导流槽等，也可通过水泵抽取收集；在实际运行中，雨水收集装置在建筑屋面的安装

数量包括但不局限于1套，且其可安装在建筑屋面的任意位置。

[0033] 雨水管3用于在建筑屋面雨水有压回补地下水过程中的雨水传输，可为钢管、不锈

钢管、塑料管、铸铁管等任意自制或市售管道。

[0034] 雨水过滤装置6用于对雨水管3输送来的雨水进行过滤，包括但不局限于微孔过

滤、膜过滤以及自动过滤器等。在实际运行中，雨水过滤装置6的数量包括但不局限于1套。

[0035] 雨水净化装置7用于对雨水过滤装置6过滤后的雨水进行净化，包括但不局限于物

理净化(包括但不局限于活性炭净化、火山灰净化、陶粒净化或各种方法的组合)、化学净

化、生物净化或上述净化方式的组合。在实际运行中，雨水净化装置7的数量包括但不局限

于1套。

[0036] 井管8用于连接雨水管3与滤水管9，可为钢管、不锈钢管、塑料管、铸铁管等任意自

制或市售管道。

[0037] 滤水管9用于将井管8输送来的雨水回补至地下，可为钢管、不锈钢管、铸铁管等任

意自制或市售管道；其表面开孔，开孔排列形式包括但不局限于梅花形、横排形等，开孔形

状包括但不局限圆形、正方形、菱形等，可使水透过滤水管进入地下。

[0038] 过滤料10用于将井外土壤或杂物与洁净雨水分隔开，并保持井外回补通道的畅

通，其材料包括但不局限于卵石、砾石、过滤膜等。

[0039] 辐射井管11设置在滤水管上，设置形式可为水平或向下倾斜，用于将井管8输送来

的雨水回补至地下，通过加设辐射井管增大了雨水的透水面积，提高回补效率，辐射井管可

为钢管、不锈钢管、铸铁管等任意自制或市售管道；其表面开孔，开孔排列形式包括但不局

限于梅花形、横排形等，开孔形状包括但不局限圆形、正方形、菱形等，可使水透过辐射井管

进入地下，辐射井管11的数量包括但不局限于1根。

[0040] 上述各类装置中所用的方法或布置形式，不仅局限于某种方法或形式，其他任何

可应用本实用新型原理或在本实用新型的基础上更改其中各类装置中所用方法或布置形

式的技术，均属本系统技术范畴，均在本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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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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