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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基于传统海绵智慧的绿色屋顶雨水收

集与循环利用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于传统海绵智慧

的绿色屋顶雨水收集与循环利用系统，其包括屋

顶绿地、水泵、过滤池和蓄水池，所述屋顶绿地呈

倾斜设置，所述屋顶绿地上纵横交叉设有若干条

集水沟渠，所述集水沟渠的出水口均通过排水管

依次与所述水泵、过滤池的入水口连通，所述过

滤池的出水口通过排水管与所述蓄水池的入口

连通，所述蓄水池的出口与地面喷灌装置连通。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基于传统海绵智慧的绿色屋

顶雨水收集与循环利用系统，其可有效利用雨水

资源，减小城市自来水用量，提高水资源循环利

用率，同时增加城市绿化率，净化空气，减低噪

音，缓解城市热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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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传统海绵智慧的绿色屋顶雨水收集与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屋

顶绿地、水泵、过滤池和蓄水池，所述屋顶绿地呈倾斜设置，所述屋顶绿地上纵横交叉设有

若干条集水沟渠，所述集水沟渠的出水口均通过排水管依次与所述水泵、过滤池的入水口

连通，所述过滤池的出水口通过排水管与所述蓄水池的入口连通，所述蓄水池的出口与地

面喷灌装置连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传统海绵智慧的绿色屋顶雨水收集与循环利用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集水沟渠的出水口处设有过滤网。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传统海绵智慧的绿色屋顶雨水收集与循环利用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屋顶绿地与建筑屋顶之间设有建筑防水层。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传统海绵智慧的绿色屋顶雨水收集与循环利用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屋顶绿地倾斜的角度为5°～15°。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传统海绵智慧的绿色屋顶雨水收集与循环利用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屋顶绿地上还设有喷淋装置，所述蓄水池与所述喷淋装置之间通过循环水管

连通。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传统海绵智慧的绿色屋顶雨水收集与循环利用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喷淋装置包括沿所述集水沟渠纵横设置的喷淋管道以及设于喷淋管道上的若

干个雾化喷头，所述喷淋管道与所述循环水管连通。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传统海绵智慧的绿色屋顶雨水收集与循环利用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过滤池内依次设有相互连通的初沉室、过滤室、沉淀室，所述初沉室的进水口

连接所述水泵，所述沉淀室的出口连接所述蓄水池的入口。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于传统海绵智慧的绿色屋顶雨水收集与循环利用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初沉室内设有卵石滤层；所述过滤室内填充有生化毡、生化棉、生化藤棉、蓝藤

棉、毛刷其中一种或多种填充物；所述沉淀室内由上而下依次设有纤维棉层、活性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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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传统海绵智慧的绿色屋顶雨水收集与循环利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循环系统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传统海绵智慧的绿色屋

顶雨水收集与循环利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近些年来，逢雨必涝逐渐成为很多城市的急需解决的问题。目前许多城市都采用

快排模式，雨水落到硬化地面后只能从管道里集中快排，这种模式让城市里70％的雨水白

白流失了，如果将大部分雨水留下而不是排走，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雨水在城市区域的积

存、渗透和净化，促进雨水资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也就是说，海绵城市建设有望将原

来大量排至管渠末端的水提前通过吸收、存蓄、渗透等环节消化掉，成为破解逢雨必涝的有

效途径，而不是靠修大的排水管。

[0003] 海绵城市的国际通用语是“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即在下雨时吸水、蓄水、渗

水、净水，需要时再将储存的水释放出来并加以利用。海绵城市在确保城市排水防涝安全的

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雨水在城市区域的积存、渗透和净化，促进雨水资源的利用和生态

环境保护。如河、湖、池塘等水系，及绿地、花园、可渗透路面等城市配套设施。雨水通过这些

“海绵体”下渗、滞蓄、净化、回用，最后剩余部分通过管网、泵站外排，从而有效提高城市排

水系统标准，换件城市内涝压力。

[0004] 但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区内的非透水地面例如：水泥地面、花岗岩地面等

越来越大，雨水的下渗能力大幅度减小，造成降雨地面径流不断增大，城市排水系统受到极

大的考验，给城市的正常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威胁。同时，由于雨水下渗能力下降，地下水得

不到很好的补充，地下水位的下降不但影响地面植被的生长环境，还会引发严重的地质灾

害。

[0005] 目前，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的局面。雨水是宝贵的淡水

资源，受污染程度较轻，经过简单的处理后就可以作为绿化、洗车等杂用水源。在水资源短

缺越来越严重的形势下，雨水收集利用日益变得重要，雨水收集利用不仅可以开辟新水源，

节约城市水资源，还能减小雨水地面径流量，降低发生雨洪灾害的危险，取得显著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针对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传统海绵智慧的绿色屋顶雨

水收集与循环利用系统，其可有效利用雨水资源，减小城市自来水用量，提高水资源循环利

用率，同时增加城市绿化率，净化空气，减低噪音，缓解城市热岛效应。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一种基于传统海绵智慧的绿色屋顶雨水收

集与循环利用系统，其包括屋顶绿地、水泵、过滤池和蓄水池，所述屋顶绿地呈倾斜设置，所

述屋顶绿地上纵横交叉设有若干条集水沟渠，所述集水沟渠的出水口均通过排水管依次与

所述水泵、过滤池的入水口连通，所述过滤池的出水口通过排水管与所述蓄水池的入口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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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所述蓄水池的出口与地面喷灌装置连通。

[0008] 进一步地，所述集水沟渠的出水口处设有过滤网。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屋顶绿地与建筑屋顶之间设有建筑防水层。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屋顶绿地倾斜的角度为5°～15°。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屋顶绿地上还设有喷淋装置，所述蓄水池与所述喷淋装置之间通

过循环水管连通。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喷淋装置包括沿所述集水沟渠纵横设置的喷淋管道以及设于喷淋

管道上的若干个雾化喷头，所述喷淋管道与所述循环水管连通。

[0013] 进一步地，所述过滤池内依次设有相互连通的初沉室、过滤室、沉淀室，所述初沉

室的进水口连接所述水泵，所述沉淀室的出口连接所述蓄水池的入口。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初沉室内设有卵石滤层；所述过滤室内填充有生化毡、生化棉、生

化藤棉、蓝藤棉、毛刷其中一种或多种填充物；所述沉淀室内由上而下依次设有纤维棉层、

活性炭层。

[0015] 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一种基于传统海绵智慧的绿色屋顶雨水收集与循环利用系

统相比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技术效果：

[0016] 通过设计所述屋顶绿地呈倾斜设置，所述屋顶绿地上纵横交叉设有若干条集水沟

渠，所述集水沟渠的出水口均通过排水管依次与所述水泵、过滤池的入水口连通，所述过滤

池的出水口通过排水管与所述蓄水池的入口连通，所述蓄水池的出口与地面喷灌装置连

通；从而能够有效利用雨水、过滤池、蓄水池和地面喷灌装置形成雨水循环利用系统，开辟

非传统水源，减小城市自来水用量，进而提高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同时通过在建筑屋顶设有

屋顶绿地，能保温防热，滞留雨水同时形成空中花园，符合当今绿色建筑概念，能够增加城

市绿化率，净化空气，减低噪音，缓解城市热岛效应。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基于传统海绵智慧的绿色屋顶雨水收集与循环利用系统的结

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基于传统海绵智慧的绿色屋顶雨水收集与循环利用系统中的

屋顶绿地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其中，1、屋顶绿地，2、水泵，3、过滤池，31、初沉室，32、过滤室，33、沉淀室，4、蓄水

池，5、集水沟渠，6、建筑防水层，7、喷淋装置，71、喷淋管道，72、雾化喷头，73、循环水管，8、

地面喷灌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上”、“下”、

“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

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

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

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第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

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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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

装”、“相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

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

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

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3] 如图1及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的一种基于传统海绵智慧的绿色屋顶雨

水收集与循环利用系统，其包括屋顶绿地1、水泵2、过滤池3和蓄水池4，所述屋顶绿地1呈倾

斜设置，所述屋顶绿地1上纵横交叉设有若干条集水沟渠5，所述集水沟渠5的出水口均通过

排水管依次与所述水泵2、过滤池3的入水口连通，所述过滤池3的出水口通过排水管与所述

蓄水池4的入口连通，所述蓄水池4的出口与地面喷灌装置8连通；

[0024] 通过设计所述屋顶绿地1呈倾斜设置，所述屋顶绿地1上纵横交叉设有若干条集水

沟渠5，所述集水沟渠5的出水口均通过排水管依次与所述水泵2、过滤池3的入水口连通，所

述过滤池3的出水口通过排水管与所述蓄水池4的入口连通，所述蓄水池4的出口与地面喷

灌装置8连通；从而能够有效利用雨水、过滤池3、蓄水池4和地面喷灌装置8形成雨水循环利

用系统，开辟非传统水源，减小城市自来水用量，进而提高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同时通过在

建筑屋顶设有屋顶绿地1，能保温防热，滞留雨水同时形成空中花园，符合当今绿色建筑概

念，能够增加城市绿化率，净化空气，减低噪音，缓解城市热岛效应。

[0025] 如图2所示，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优选地，所述集水沟渠5的出水口处设有过滤

网(图中未示出)。通过在所述集水沟渠5的出水口处设有过滤网，从而将落叶、雨水中较大

的沙粒等杂质过滤，防止其堵塞排水管道。

[0026] 如图1所示，优选地，所述屋顶绿地1与建筑屋顶之间设有建筑防水层6。通过在所

述屋顶绿地1与建筑屋顶之间设有建筑防水层6，从而防止滞留在绿地中的雨水对建筑屋顶

造成破坏，提高建筑的使用寿命。

[0027]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优选地，所述屋顶绿地1倾斜的角度为5°～15°。通过设计

所述屋顶绿地1倾斜的角度为5°～15°；从而更便于雨水从设于所述屋顶绿地1上的集水沟

渠5中排入排水管道，提高雨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率。

[0028] 优选地，所述屋顶绿地1上还设有喷淋装置7，所述蓄水池4与所述喷淋装置7之间

通过循环水管73连通。通过在建筑屋顶上还设有喷淋装置7，从而在夏天天气炎热时，可开

启阀门对屋顶进行喷淋降温处理，使房间更为舒适。

[0029] 优选地，所述喷淋装置7包括沿所述集水沟渠5纵横设置的喷淋管道71以及设于喷

淋管道71上的若干个雾化喷头72，所述喷淋管道71与所述循环水管73连通；所述喷淋管道

71上还设有若干个用于控制所述雾化喷头72开启或关闭的阀门。

[0030] 如图1所示，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优选地，所述过滤池3内依次设有相互连通的

初沉室31、过滤室32、沉淀室33，所述初沉室31的进水口连接所述水泵2，所述沉淀室32的出

口连接所述蓄水池4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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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优选地，所述初沉室31内设有卵石滤层；所述过滤室32内填充有生化毡、生化棉、

生化藤棉、蓝藤棉、毛刷其中一种或多种填充物；所述沉淀室33内由上而下依次设有纤维棉

层、活性炭层。所述初沉室31、过滤室32、沉淀室33均在其上部设有进水口和出水口且相互

连通。

[0032] 综上，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基于传统海绵智慧的绿色屋顶雨水收集与循环利用系

统，通过设计所述屋顶绿地1呈倾斜设置，所述屋顶绿地1上纵横交叉设有若干条集水沟渠

5，所述集水沟渠5的出水口均通过排水管依次与所述水泵2、过滤池3的入水口连通，所述过

滤池3的出水口通过排水管与所述蓄水池4的入口连通，所述蓄水池4的出口与地面喷灌装

置8连通；从而能够有效利用雨水、过滤池3、蓄水池4和地面喷灌装置8形成雨水循环利用系

统，开辟非传统水源，减小城市自来水用量，进而提高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同时通过在建筑

屋顶设有屋顶绿地1，能保温防热，滞留雨水同时形成空中花园，符合当今绿色建筑概念，能

够增加城市绿化率，净化空气，减低噪音，缓解城市热岛效应。

[0033] 以上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替换，这些改进和

替换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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