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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雨水精确清污分流的控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雨水精确清污分流

的控制方法，其包括井体和控制单元，井体设置

有进水管、出水管和截污管；截污管设置有第一

截流装置；出水管或井体内设置有第二截流装

置；井体内设置有用于控制第一截流装置启闭的

水质传感器；水质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与控制单

元的控制信号输入端连接；控制单元的控制信号

输出端分别于第一截流装置和第二截流装置连

接，利用水质传感器监测井体内雨水特征污染物

的浓度，控制截污管上第一截流装置的启闭；利

用水位传感器监测井体内雨水水位实时高度，控

制调蓄池进水端的第三截流装置的启闭；当井体

内的雨水处于满溢状态，第二截流装置开启泄

洪。本发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能够在各种天气

情况下实现精确地清污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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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雨水精确清污分流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井体(1)，包括进水管(2)、出水管(3)和截污管(4)，所述截污管(4)上设置有可启闭且

可控制流量的第一截流装置(5)，所述出水管(3)或所述井体(1)内设置有第二截流装置

(6)；

调蓄池(10)，与井体(1)连通，且其进水端连接有第三截流装置(11)；

水质传感器(7)，位于所述井体(1)内且用于控制所述第一截流装置(5)的启闭；

水位传感器(12)，位于所述井体(1)内且用于控制所述第三截流装置(11)的启闭；

控制单元(8)，其控制信号输入端与所述水质传感器(7)和所述水位传感器(12)连接，

其控制信号输出端分别于所述第一截流装置(5)、所述第二截流装置(6)和第三截流装置

(11)连接；

利用水质传感器(7)监测井体(1)内雨水特征污染物的浓度，

控制截污管(4)上第一截流装置(5)的启闭；

利用水位传感器(12)监测井体(1)内雨水水位实时高度，控制调蓄池(10)进水端的第

三截流装置(11)的启闭；

当井体(1)内的雨水处于满溢状态，第二截流装置(6)开启泄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雨水精确清污分流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雨水特

征污染物包括TSS、COD、BOD、NH3-N、TN、TP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雨水精确清污分流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当水质传感器(7)检测的井体(1)内雨水污染物浓度低于标准值时，判定为清水，第二

截流装置(6)开启、第一截流装置(5)和第三截流装置(11)关闭，将井体(1)内雨水通过出水

管(3)直接排放自然水体；

当水质传感器(7)检测的井体(1)内雨水污染物浓度高于标准值，判定为污水，且水位

传感器(12)检测的井体(1)内雨水水位高度低于设定值时，第一截流装置(5)开启、第二截

流装置(6)和第三截流装置(11)关闭，将井体(1)内雨水通过截污管(4)排放污水处理厂；

当水质传感器(7)检测的井体(1)内雨水污染物浓度高于标准值且水位传感器(12)检

测的井体(1)内雨水水位高度高于设定值时，第一截流装置(5)和第三截流装置(11)开启，

第二截流装置(6)关闭，将井体(1)内雨水部分通过截污管(4)排放污水处理厂，部分进入调

蓄池(10)；

当井体(1)内的雨水处于满溢状态，第二截流装置(6)开启泄洪。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雨水精确清污分流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截流装置(5)为流量控制闸门或者流量控制堰门；所述流量控制闸门或者流量控制堰门

设置于所述截污管(4)的进水口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雨水精确清污分流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截流装置(6)为下开式堰门或者下开式闸门；所述下开式堰门或者下开式闸门设置于所

述出水管(3)的进水口处或者所述井体(1)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雨水精确清污分流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三截流装置(11)为堰门或者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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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雨水精确清污分流的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分流井清污分流的控制方法，属于分流井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用于雨水精确清污分流的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分流井、弃流井和截流井控制技术都是采用水位控制或雨量来控制的，

不管采用水位控制还是雨量控制，对彻底清污分流的效果控制都不是很好，要么大量初雨

排入了自然水体，要么大量后期雨水通过截污管进入了污水处理厂。为了实现清污分流，现

有技术中提出了在分流井安装水质传感器通过监控水质来实现清污分流。

[0003] 如在中国实用新型专利CN205804474U的说明书中公开了一种雨水安全分流弃流

器，包括雨水安全分流筒体、与雨水安全分流筒体相连通的雨水收集管、弃流管及多根进水

管，进水管连接在雨水安全分流筒体底端，雨水收集管连接在雨水安全分流筒体顶端，弃流

管连接在雨水安全分流筒体侧面，雨水安全分流筒体内设有格栅，格栅相互交错形成网状

结构，雨水收集管上设有电动阀，电动阀通过控制线路连接PLC弃流控制柜；进水管上设有

水流传感器，雨水收集管上设有水质传感器，水流传感器、水质传感器分别通过控制线路与

PLC弃流控制柜相连。该种分流弃流器通过在雨水收集管上设置电动阀可以实现雨水的初

步清污分流，其存在的问题是控制方法单一，无法满足连续长时间大降雨的清污分流情况。

[0004] 同样，在中国发明专利CN103850331A的说明书中公开了一种分流制管网截流井系

统及其控制方法，该系统包括井体和控制单元，井体侧壁上从左至右设初雨截流管，拦渣浮

筒及多级可调溢流板，初雨截流管设在井体侧壁底部，其上设电动截流止回阀，拦渣浮筒和

多级可调溢流板设在井体的流道上，多级可调溢流板左侧井体内设有液位传感器和水质传

感器，液位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及水质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分别与控制单元的控制信号输

入端连接，控制单元的控制信号输出端分别与电动截流止回阀及多级可调溢流板连接；该

控制方法从初雨径流量的角度对初雨范围进行了切实定义，控制单元利用截流井内液位信

号和雨水水质信号控制初雨截流管上阀门的启闭，从而在分流制管网截流井中有效实现了

初雨的精确截流。其存在的问题是控制方法单一，无法满足连续长时间大降雨的清污分流

情况。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上述背景技术的不足，

提供一种用于雨水精确清污分流的控制方法，其不仅结构简单，而且能够实际降雨情况合

理控制井体内各个雨水管道的启闭，从而实现各种天气情况下雨水的精确清污分流。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了这样一种用于雨水精确清污分流的控制方

法，其包括井体，包括进水管、出水管和截污管，截污管上设置有第一截流装置，出水管或井

体内设置有第二截流装置；调蓄池，与井体连通且其进水端连接有第三截流装置；水质传感

器，位于井体内且用于控制第一截流装置的启闭；水位传感器，位于井体内且用于控制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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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流装置的启闭；控制单元，其控制信号输入端与水质传感器和水位传感器连接，其控制信

号输出端分别与第一截流装置、第二截流装置和第三截流装置连接；利用水质传感器监测

井体内雨水特征污染物的浓度，控制截污管上第一截流装置的启闭；利用水位传感器监测

井体内雨水水位实时高度，控制调蓄池进水端的第三截流装置的启闭；当井体内的雨水处

于满溢状态，第二截流装置开启泄洪。

[0007] 在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案中，雨水特征污染物包括TSS、COD、BOD、NH3-N、TN、

TP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

[0008] 在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案中，当水质传感器检测的井体内雨水污染物浓度低

于标准值时，判定为清水，第二截流装置开启、第一截流装置和第三截流装置关闭，将井体

内雨水通过出水管直接排放自然水体；当水质传感器检测的井体内雨水污染物浓度高于标

准值，判定为污水，且水位传感器检测的井体内雨水水位高度低于设定值时，第一截流装置

开启、第二截流装置和第三截流装置关闭，将井体内雨水通过截污管排放污水处理厂；当水

质传感器检测的井体内雨水污染物浓度高于标准值且水位传感器检测的井体内雨水水位

高度高于设定值时，第一截流装置和第三截流装置开启，第二截流装置关闭，将井体内雨水

部分通过截污管排放污水处理厂，部分进入调蓄池；当井体内的雨水处于满溢状态，第二截

流装置开启泄洪。

[0009] 在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案中，第一截流装置为流量控制闸门或者流量控制堰

门；流量控制闸门或者流量控制堰门设置于截污管的进水口处。

[0010] 在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案中，第二截流装置为下开式堰门或者下开式闸门；

下开式堰门或者下开式闸门设置于出水管的进水口处或者井体内。

[0011] 在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案中，第三截流装置为堰门或者闸门。

[0012] 在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案中，出水管连通自然水体。

[0013] 在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案中，截污管连通污水处理厂。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能够在各种天气情况下实现精

确地清污分流；本发明通过在分流井的各个管道上设置单独的闸门同时配合水质传感器和

控制单元实现了对初期雨水的精确清污分流，同时本发明还通过将分流井连通调蓄池并配

合水位传感器，实现了连续将雨水时中后期雨水的合理清污分流；最后当连续长时间强降

雨时，为了防止雨水无法及时排出倒灌造成洪涝灾害，控制单元控制下开式堰门开启强排

分流井内的所有雨水。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种用于雨水精确清污分流的控制方法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种用于雨水精确清污分流的控制方法的A-A剖视图；

[0017] 图中：1-井体，2-进水管，3-出水管，4-截污管，5-第一截流装置，6-第二截流装置，

7-水质传感器，8-控制单元，9-调蓄管，10-调蓄池，11-第三截流装置，12-水位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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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9] 由说明书附图所示的一种用于雨水精确清污分流的控制方法的结构示意图可知，

本发明包括井体1和控制单元8，井体1上设置有进水管2、出水管3和截污管4；进水管2与合

流制或混流制城市干管连通；出水管3连通自然水体；截污管4连通污水处理厂；截污管4设

置有第一截流装置5；出水管3或井体1内设置有第二截流装置6；井体1内设置有用于控制第

一截流装置5启闭的水质传感器7，水质传感器7实时监控井内水的特征污染物浓度，特征污

染物可以是其中一种，也可以是几种；水质传感器7的信号输出端与控制单元8的控制信号

输入端连接；控制单元8的控制信号输出端分别于第一截流装置5和第二截流装置6连接；进

水管2和出水管3同轴布置；截污管4的中心轴线与进水管2的中心轴线相互垂直；第一截流

装置5为流量控制闸门或者流量控制堰门；流量控制闸门或者流量控制堰门设置于截污管4

的进水口处；第二截流装置6为下开式堰门或者下开式闸门；下开式堰门或者下开式闸门设

置于出水管3的进水口处或者井体1内；井体1通过调蓄管9与调蓄池10连通；调蓄管9设置有

第三截流装置11；第三截流装置11为堰门或者闸门；井体1内设置有用于控制第三截流装置

11启闭的水位传感器12；水位传感器12的信号输出端与控制单元8的控制信号输入端连接；

控制单元8的控制信号输出端与第三截流装置11连接。

[0020] 使用本发明时，当初期雨水通过进水管2进入井体1时，水质传感器7实时监控井内

水的特征污染物浓度；

[0021] 当检测的水中污染物浓度低于标准值时，判定为清水，此时截污管4上的第一截流

装置5关闭，调蓄池9进口处的第三截流装置11关闭，通向自然水体出水管3上的第二截流装

置6开启，雨水直接排到自然水体；

[0022] 当检测的水中污染物浓度高于标准值时，判定为污水，此时截污管4上的第一截流

装置5开启，脏水以设定的流量流向污水处理厂，通向自然水体出水管3上的第二截流装置6

保持关闭；当降雨持续，由于截污管4流量有限，位于井体1的雨水会不断上升，此时调蓄池9

进口处的第三截流装置11的启闭状态由井内的水位传感器12测定的液位高度来决定，当井

内的液位高度没有超过设定的高度时，第三截流装置11保持关闭状态，即调蓄池9不进水，

当井内的液位高度超过设定的高度时，第三截流装置11开启，调蓄池进水；当降雨持续时间

过长、或者降雨量过大造成井体1水位告急则需启动防洪程序，此时截污管4上的第一截流

装置5关闭，调蓄池9进口处的第三截流装置11关闭，通向自然水体出水管3上的第二截流装

置6开启，雨水直接排到自然水体。

[0023] 本专利中的控制单元8可以是中国专利CN103850331A中所公开使用的控制单元，

也可以是中国专利CN205804474U所公开的PLC控制柜，只要控制单元8的输入端可以接收水

质传感器7和水位传感器12的信号，并经过分析处理后输出用于控制各个截流装置的启闭

即可。

[0024] 应当理解的是，以上，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所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

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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