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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城市合流制管网雨天溢

流污染控制系统，包括截水屋顶和建筑物，建筑

物顶部设有截水屋顶，建筑物内的污水经污水管

排出，截水屋顶的侧面设有溢流口，溢流口内插

有雨落管，雨落管和污水管共同连接至雨污合流

管，所述雨污合流管与截流井连接，截流井将一

部分污水截流至污水处理厂，另一部分污水溢流

至地下调蓄池，地下调蓄池将一部分污水输送至

污水处理厂，另一部分输送至分离器，分离器将

处理后的污水输送至斜板沉淀池，斜板沉淀池将

处理后的污水输送至消毒池，超过斜板沉淀池处

理负荷的污水输送至人工湿地。本发明利用自动

截流井，通过浮球、转动轴和挡水板与水位关系

自动控制截流污水量，减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负

荷，提高处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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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城市合流制管网雨天溢流污染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截水屋顶(1)和建筑

物(2)，所述的建筑物(2)顶部设有截水屋顶(1)，建筑物(2)内的污水经污水管(13)排出，所

述截水屋顶(1)的侧面设有溢流口(3)，溢流口(3)内插有雨落管(16)，所述的雨落管(16)和

污水管(13)共同连接至雨污合流管(14)，所述的雨污合流管(14)与截流井(6)连接，截流井

(6)将一部分污水截流至污水处理厂(12)，另一部分污水溢流至地下调蓄池(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合流制管网雨天溢流污染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截流井(6)一侧通过进水口(22)与雨污合流管(14)连接，另一侧通过溢流管道(28)与

地下调蓄池(7)连接，截流井(6)内部设有截污管(29)和限流装置，所述的限流装置用于控

制截污管(29)的截污横截面大小，所述的截污管(29)与污水处理厂(12)连接，限流装置的

一旁设有溢流堰(27)，当水位高于溢流堰(27)后，污水进入溢流管道(28)。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城市合流制管网雨天溢流污染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限流装置包括固定连接在一起的浮球(24)、转动轴(25)和挡水板(26)，通过挡水板

(26)高度的变化控制截污管(29)的截污横截面大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合流制管网雨天溢流污染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地下蓄水池(7)包括沉淀池(31)和蓄水池(32)，沉定池(31)和蓄水池(32)之间设有调

蓄板(35)，沉淀池(31)和蓄水池(32)内部各设有一个存水槽(39)，存水槽(39)内均放置有

潜污泵，所述的沉淀池(31)和蓄水池(32)内均设有出水管。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城市合流制管网雨天溢流污染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出水管包括第一出水管(37)和第二出水管(38)，所述第一出水管(37)的一端与沉淀池

(31)连接，另一端与分离器(8)连接；所述第二出水管(38)的一端与蓄水池(32)连接，另一

端与污水处理厂(12)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一种城市合流制管网雨天溢流污染控制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地下调蓄池(7)将一部分污水输送至污水处理厂(12)，另一部分输送至分离器

(8)，分离器(8)将处理后的污水输送至斜板沉淀池(9)，斜板沉淀池(9)将处理后的污水输

送至消毒池(10)，超过斜板沉淀池(9)处理负荷的污水输送至人工湿地(11)。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城市合流制管网雨天溢流污染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人工湿地(11)、消毒池(10)、污水处理厂(12)均将处理后的尾水通过排水管(41)排入

河道。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合流制管网雨天溢流污染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雨污合流管(14)穿过透水铺砖(4)与位于地下的截流井(6)连接，透水铺砖(4)内种植

有截水绿地(5)。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合流制管网雨天溢流污染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截水屋顶(1)自下而上依次包括建筑屋顶(21)、防水层(20)、蓄排水层(19)、种植层

(18)和截水植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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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城市合流制管网雨天溢流污染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市政排水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城市合流制管网雨天溢流污染控制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城市采用合流制排水系统，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污水产

生量剧增的同时，硬质地面比例的不断提高导致大量雨水混入污水管网，不仅造成污水处

理设施损害、影响污水处理效果，还会带来污水溢流和城市内涝问题，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

降低环境质量，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0003] 新建管网或进行雨污分流改造是目前城市排水系统建设的主要方法，但由于历史

问题，城市地下空间狭窄且复杂，施工难度大，新建管网投资巨大，工程建设往往达不到较

好的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从源头进行雨洪控制的同时对末端进行截

污处理的城市合流制管网雨天溢流污染控制系统。

[0005] 技术方案：本发明包括截水屋顶和建筑物，所述的建筑物顶部设有截水屋顶，建筑

物内的污水经污水管排出，所述截水屋顶的侧面设有溢流口，溢流口内插有雨落管，所述的

雨落管和污水管共同连接至雨污合流管，所述的雨污合流管与截流井连接，截流井将一部

分污水截流至污水处理厂，另一部分污水溢流至地下调蓄池。

[0006] 所述的截流井一侧通过进水口与雨污合流管连接，另一侧通过溢流管道与地下调

蓄池连接，截流井内部设有截污管和限流装置，所述的限流装置用于控制截污管的截污横

截面大小，所述的截污管与污水处理厂连接，限流装置的一旁设有溢流堰，当水位高于溢流

堰后，污水进入溢流管道。

[0007] 所述的限流装置包括固定连接在一起的浮球、转动轴和挡水板，通过挡水板高度

的变化控制截污管的截污横截面大小。

[0008] 所述的地下蓄水池包括沉淀池和蓄水池，沉定池和蓄水池之间设有调蓄板，沉淀

池和蓄水池内部各设有一个存水槽，存水槽内均放置有潜污泵，沉淀池和蓄水池内均设有

出水管。

[0009] 所述的出水管包括第一出水管和第二出水管，所述第一出水管的一端与沉淀池连

接，另一端与分离器连接；所述第二出水管的一端与蓄水池连接，另一端与污水处理厂连

接。

[0010] 所述的地下调蓄池将一部分污水输送至污水处理厂，另一部分输送至分离器，分

离器将处理后的污水输送至斜板沉淀池，斜板沉淀池将处理后的污水输送至消毒池，超过

斜板沉淀池处理负荷的污水输送至人工湿地。

[0011] 所述的人工湿地、消毒池、污水处理厂均将处理后的尾水通过排水管排入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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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的雨污合流管穿过透水铺砖与位于地下的截流井连接，透水铺砖内种植有截

水绿地。

[0013] 所述的截水屋顶自下而上依次包括建筑屋顶、防水层、蓄排水层、种植层和截水植

物。

[0014] 有益效果：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5] (1)充分利用了城市空间，通过截水屋顶、截水绿地和透水铺砖对初期雨水进行收

集和净化，充分利用雨水资源，降低城市雨水径流系数，不仅减少城市面源污染，而且能有

效降低城市内涝频率；

[0016] (2)通过对完全混合式合流制管网改造成截流式合流制管网，能够进行有效污水

截污，降低污水处理系统负荷，提升水环境质量，耗资少，符合我国城市建设管理实际情况；

[0017] (3)自动截流井通过浮球、转动轴和挡水板与水位关系自动控制截流污水量，减轻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负荷，提高处理效率；

[0018] (4)地下调蓄池占用城市建设空间小，并具有沉淀和调蓄功能，有效降低溢流污水

量，提升城市水环境质量；

[0019] (5)复合式旋流分离器具有高效泥水分离、去除污染物功能，处理能力大，耗能低。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的截水屋顶纵剖面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的自动截流井纵剖面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的地下调蓄池纵剖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5] 如图1所示，本发明包括截水屋顶1和建筑物2，建筑物2包括生活小区、办公楼和工

厂。建筑物2的顶部设有截水屋顶1，屋顶的边缘开设有溢流口3，溢流口3距离墙面10cm，呈

圆柱状，圆柱直径为15cm，其上部开口，溢流口3内插有雨落管16，建筑物2内的生活生产污

水通过污水管13收集。污水管13与雨落管16混接，共同将污水和雨水输送至雨污合流管14。

雨落管16采用PPR管材，管径均为50mm，所有转弯处均采用相同材质及管径的90°弯头进行

热熔连接。污水管13采用PVC排水管，管径均为100mm。雨污合流管14采用双壁波纹管，管径

均为1000mm，所有转弯处均采用相同材质及管径的90°弯头并进行热熔承插连接。

[0026] 雨污合流管14穿过透水铺砖4与位于地下的截流井6连接，透水铺砖4内种植有截

水绿地5，截水绿地5包括罗汉松、海棠、红枫、金边黄杨、苏铁中的一种或多种。透水铺砖4的

孔隙率为15％～20％，抗压强度≥30MPa，抗折强度≥3.0MPa，透水系数≥1.0mm·s-1，劈裂

抗拉强度≥3.0MPa，透水铺砖4以建筑垃圾为原料制作而成，通过骨料嵌挤作用形成多孔并

实现透水功能。透水铺砖4吸收一部分雨水至土壤中；截水绿地5收集、净化和截流一部分雨

水，剩余雨水通过截水绿地5中的雨水口进入雨污合流管14中。截流井6截流晴天污水和雨

天初期雨污水，经截流管15流至污水处理厂12，截流管15采用双壁波纹管，管径均为

1000mm，所有转弯处均采用相同材质及管径的90°弯头并进行热熔承插连接。截流井6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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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污水则进入地下调蓄池7。地下调蓄池7将一部分污水输送至污水处理厂12，另一部分

输送至复合式旋流分离器8，复合式旋流分离器8进行固液分离处理后将处理污水输送至斜

板沉淀池9，斜板沉淀池9将一部分污水输送至消毒池10，另一部分污水输送至人工湿地11。

人工湿地11、消毒池10、污水处理厂12处理后的尾水均通过排水管41排入河道。

[0027] 如图2所示，截水屋顶1自下而上依次为建筑屋顶21、防水层20、蓄排水层19、种植

层18和截水植物17。截水植物17能吸附尘土、消除污染、能耐一定的干旱和短期水湿环境

等，由地毯草、扁竹根、凤尾蕨、垂盆草、萱草等植物混合而成，截水植物17收集、净化和截流

雨水后将雨水输送至溢流口3，并通过溢流口3进入雨落管16。种植层18由多孔页岩、多孔黏

土、细沙和腐殖质组成，厚度8cm；蓄排水层19由直径2～3cm的块石和卵石组成，厚度10cm；

防水层20由两层防水材料组成，厚度4cm；防水材料由有机乳液和无机粉料复合而成。

[0028] 如图3所示，截流井6包括进水口22、限流装置、溢流堰27、溢流管道28、截污管29和

水位30。其中，限流装置由浮球24、转动轴25和挡水板26组成，且浮球24、转动轴25和挡水板

26依次固定在一起，形成一个固定角度，如图3中三者之间的夹角取为145°，浮球24的自重

大于挡水板26的自重。将限流装置的转动轴25固定在固定板23上，固定板23固定在截流井6

内壁上。雨污合流管14输送污水从进水口22进入截流井6，当输送污水流量较小时，水位30

较低，此时，浮球24受到的浮力较小或没有浮力，但由于自重，浮球24处于较低位置，同时，

限流装置的角度固定，使挡水板26高度升高，截污管29截污横截面较大，截流至污水处理厂

12的污水较多；当污水量变大时，水位30升高，浮球24随着水位增高逐渐往上运动，挡水板

26通过转动轴25逐渐往下运动，截污管29截污横截面变小，截流至污水处理厂12的污水变

少，此时，污水量水位持续升高，直至高于溢流堰27，污水进入溢流管道28，由溢流管道28流

入地下蓄水池7中。截流井6深度为3m，雨污合流管14的管底距离截流井6井底10cm；溢流管

道28管底标高距离截流井6井底20cm；溢流堰27的顶部距离截流井6井底220cm；挡水板26为

圆形，直径为1100mm。

[0029] 如图4所示，地下调蓄池7包括沉淀池31、蓄水池32、第一潜污泵33、第二潜污泵34、

调蓄板35、入孔36、第一出水管37、第二出水管38、存水槽39和进水管40，其中，沉淀池31和

蓄水池32的顶部均设置入孔36和出水管，入孔36为直径1m的圆形孔，方便工作人员通过入

孔36进入地下水调蓄池7进行检查维修工作。地下调蓄池7长8m，宽4m，深3m，沉淀池31和蓄

水池32内均设有存水槽39，存水槽39深80cm，沉淀池31和蓄水池32之间设有调蓄板35，调蓄

板35的顶部距离存水槽39底部2.5m，距离蓄水池32顶部50cm。潜污泵的型号为50QW25-32-

5.5，分别置于沉淀池31和蓄水池32内的存水槽39中，其中，第一潜污泵33置于沉淀池31中，

第二潜污泵34置于蓄水池32中。沉淀池31内设有第一出水管37，蓄水池32内设有第二出水

管38。污水通过进水管40进入沉淀池31，水位增长超过调蓄板35后，污水进入蓄水池32，当

蓄水池32水位达到一定高度时，第二潜污泵34将蓄水池32中的污水通过第二出水管38输送

至污水处理厂12；若蓄水池32水位依然较高，则启动第一潜污泵33，将污水通过第一出水管

37输送至复合式旋流分离器8。

[0030] 本发明的具体流程为：

[0031] 雨水降落至截水屋顶1、透水铺砖4、截水绿地5，透水铺砖4吸收一部分雨水至土壤

中，截水绿地5收集、净化和截流一部分雨水，剩余雨水通过截水绿地5中的雨水口进入雨污

合流管14中；截水屋顶1上的雨水经过截水植物17收集、净化和截流后，流至溢流口3，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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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雨落管16，污水管13收集生活生产污水，并与雨落管16混接，共同将污水和雨水输送至雨

污合流管14。

[0032] 雨污合流管14进一步输送污水从进水口22进入截流井6，晴天或降雨初期时，截流

井6中的流量较小，浮球24水位较低，挡水板26高度较高，此时截污管29截污横截面较大，截

流至污水处理厂12的污水较多；当降雨量逐渐增大，进入管道的雨水增多，雨污合流管14中

流量增大，截流井6中的水位变高，浮球24随着水位增高逐渐往上运动，挡水板26通过转动

轴25逐渐往下运动，截污管29截污横截面变小，截流至污水处理厂12的污水变小，此时污水

量水位持续升高，直至高于溢流堰27，污水从溢流管道28溢流并流向地下调蓄池7。

[0033] 污水通过进水管40进入地下调蓄池7中的沉淀池31，并进行沉淀，当水量持续增

大，当水位超过调蓄板35高度后，污水进入蓄水池32，当蓄水池32水位达到一定高度时，第

二潜污泵34将蓄水池32中的污水通过第二出水管38输送至污水处理厂12；若蓄水池32水位

依然较高，第一潜污泵33开始运行，将污水通过第一出水管37输送至复合式旋流分离器8。

[0034] 复合式旋流分离器8进行固液分离处理后将污水输送至斜板沉淀池9，斜板沉淀池

9进行污水沉淀后将污水输送至消毒池10处理，超斜板沉淀池9处理负荷的污水输送至人工

湿地11，人工湿地11、消毒池10、污水处理厂12处理后的尾水均通过排水管41排入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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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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