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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海绵城市市政雨水处理系统

(57)摘要

一种海绵城市市政雨水处理系统，将城市区

域划分为初雨污染程度大的区域以及初雨污染

程度小的区域，对于不同城市中不同区域采用不

同的雨水排水处理系统，其中对于污染程度较低

的区域的初雨存储井，通过对其水位控制，使该

初雨存储井内的雨水能够周期性地输送到污水

处理厂进行处理，从而能够减低市政管路的建设

难度，降低初期雨水的污染，同时提高市政管理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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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市政雨水处理系统，包括：第一雨水收集管，其设置于第一区域，用于收集第一

区域的雨水；第一初雨存储井，其设置于所述第一雨水收集管下方，用于存储第一雨水收集

管收集的第一区域的初期雨水；污水处理管，其连接所述第一初雨存储井以及污水处理厂，

能够将第一初雨存储井内的初期雨水输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第一市政雨水管，其连

接所述第一雨水收集管，用于将第一区域的初期雨水之后的雨水通过市政雨水管路排放；

第二雨水收集管，其设置于第二区域，用于收集第二区域的雨水；第二初雨存储井，其通过

第一电磁阀与所述第二雨水收集管相连；第二初雨存储井不设置市政污水处理管路；第二

市政雨水管，其通过第二电磁阀与所述第二雨水收集管相连，能够将通过其的雨水通过市

政雨水管路排放；水位测量仪，其设置于所述第二初雨存储井，用于测量所述第二初雨存储

井的水位；加热器，其设置于所述第二初雨存储井内，在所述第二初雨存储井的水位高于第

一阈值时开启，在所述第二初雨存储井的水位低于第二阈值时关闭；抽水泵，其设置于所述

第二初雨存储井，市政管理部门间隔特定周期将第二初雨存储井内的雨水通过抽水泵抽送

到地面上的运输雨水存储容器，所述运输雨水存储容器能够将其接收到的雨水，运送到污

水处理厂进行处理；降雨计时器，其用于计算当前降雨时间与上次降雨时间的间隔；控制

器，其根据降雨计时器确定的降雨时间间隔，确定当前降雨时所述第一电磁阀以及第二电

磁阀的开关；所述控制器在降雨时间间隔大于阈值时，在降雨初期开启所述第一电磁阀，关

闭所述第二电磁阀，通过所述第二初雨存储井收集第二区域的初期雨水，然后关闭所述第

一电磁阀，开启所述第二电磁阀，将初期雨水之后的雨水通过市政雨水管路排放；在降雨时

间间隔小于阈值时，关闭所述第一电磁阀，开启所述第二电磁阀，将当前降雨的所有雨水通

过市政雨水管路排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市政雨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特定周期为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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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市政雨水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市政雨水处理系统，尤其是涉及一种海绵城市市政雨水处理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城市经济所

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在慢慢显现，国内众多省份和地区都面临着包括洪涝灾害、雨水径流污

染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同时对我国社会经济的长久稳

定发展也产生了阻碍作用。

[0003] “海绵城市”是当前国际上提出的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理念。“海绵城市”顾名思义

就是将海绵比喻成城市建设，希望在面对暴雨等强降水气候的情况下，城市能够化身为一

大块具有极强吸水能力的“海绵”，充分收集和利用大量的雨水资源，此后通过运用一系列

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实现对雨水资源的净化和“二次处理”，为城市绿化、道路清扫等提

供必要用水。因此在“海绵城市”理念之下，市政排水工程需要从以往的快速排水、就近排水

转变为集渗透功能、蓄水功能、净化功能、用水功能和排水功能等于一身的综合排水工程，

使得城市在面对强降雨等天气情况下，能够迅速展现出自身的“海绵”功能，进而有效防止

城市出现内涝和雨水径流污染等问题。

[0004] “海绵城市”的市政排水工程中，初期雨水污染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当降

雨产生时，降雨冲击地表的污染物沉积，各种沉淀物和有机废弃物的影响会使得初期雨水

中含有大量污染物，它的污染程度甚至超过城市污水，对城市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随着

降雨历时的延长，污染物浓度逐渐降低，最终维持在一个较低浓度范围。海绵城市理念的应

用能够优化城市的排水系统，使初期雨水与后续雨水进行分流处理。

[0005] 对于城市中的不同区域，其受到的污染程度是不同的，存在着污染程度较高的区

域，例如道路、桥梁、工厂、停车场、垃圾场、工业园区等区域，其受到车辆的交通活动及耗

损、汽车尾气、固体废弃物、工业污水、污染颗粒物等影响，在降雨时初期雨水存在较大的污

染；也存在污染程度较低的区域，例如公园、绿地、广场等区域，其所受的污染程度较小，在

降雨时初期雨水的污染较小。现有技术中对于初期雨水的处理，通常是将其分流到存储井

后，通过单独的污水处理管路输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然而该方法需要设置两套管路，

建设难度高，同时将污染程度较低区域的初期雨水输送到污水处理厂中也会增加污水处理

厂的处理负担。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现有技术中提出了改进的市政雨水处理系统，其仅在污

染程度较高的区域设置污水处理管路，将该区域的初期雨水通过污水处理管路输送到污水

处理厂，而对于污染程度较低的区域不设置污水处理管路，将该区域所有雨水都通过市政

排水管路排放到河流或者存储后用于绿地灌溉，从而降低了管路建设难度以及污水处理厂

的负担。然而，污染程度较低的区域的初雨污染也可能出现较高的情况，例如下雨周期间隔

较长时间时，区域内污染物沉积浓度升高，导致污染程度较低的区域的初雨污染程度升高，

而将这样的初雨排放到河流或者用于灌溉，会对于对城市生态环境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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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一种海绵城市市政雨水处理系统，其在污染程度较低的

区域设置第二初雨存储井，在其初雨污染升高时，将初期雨水存储到第二初雨存储井中，在

第二初雨存储井中的水位达到阈值时，将其抽取出后运送到污水处理厂处理。然而，该技术

方案中，水位到达阈值的时间不确定，市政管理部门难以确定何时处理第二初雨存储井中

存储的初雨，导致管理困难。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作为现有技术的进一步改进，提供一种海绵城市市政雨水处理系统，其能

够使市政管理部门以一定的周期对于第二区域内的第二初雨存储井的初雨进行统一处理，

从而提高管理效率。

[0008]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市政雨水处理系统，包括：第一雨水收集管，其设置

于第一区域，用于收集第一区域的雨水；第一初雨存储井，其设置于所述第一雨水收集管下

方，用于存储第一雨水收集管收集的第一区域的初期雨水；污水处理管，其连接所述第一初

雨存储井以及污水处理厂，能够将第一初雨存储井内的初期雨水输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

理；第一市政雨水管，其连接所述第一雨水收集管，用于将第一区域的初期雨水之后的雨水

通过市政雨水管路排放；第二雨水收集管，其设置于第二区域，用于收集第二区域的雨水；

第二初雨存储井，其通过第一电磁阀与所述第二雨水收集管相连；第二市政雨水管，其通过

第二电磁阀与所述第二雨水收集管相连，能够将通过其的雨水通过市政雨水管路排放；水

位测量仪，其设置于所述第二初雨存储井，用于测量所述第二初雨存储井的水位；加热器，

其设置于所述第二初雨存储井内，在所述第二初雨存储井的水位高于第一阈值时开启，在

所述第二初雨存储井的水位低于第二阈值时关闭。

[0009] 优选的，还包括抽水泵，其设置于所述第二初雨存储井，市政管理部门间隔特定周

期将第二初雨存储井内的雨水通过抽水泵抽送到地面上的运输雨水存储容器，所述运输雨

水存储容器能够将其接收到的雨水，运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0010] 优选的，所述特定周期为半年。

[0011] 优选的，还包括降雨计时器，其用于计算当前降雨时间与上次降雨时间的间隔；控

制器，其根据降雨计时器确定的降雨时间间隔，确定当前降雨时所述第一电磁阀以及第二

电磁阀的开关；所述控制器在降雨时间间隔大于阈值时，在降雨初期开启所述第一电磁阀，

关闭所述第二电磁阀，通过所述第二初雨存储井收集第二区域的初期雨水，然后关闭所述

第一电磁阀，开启所述第二电磁阀，将初期雨水之后的雨水通过市政雨水管路排放；在降雨

时间间隔小于阈值时，关闭所述第一电磁阀，开启所述第二电磁阀，将当前降雨的所有雨水

通过市政雨水管路排放。

[0012] 优选的，所述第一区域包括污染程度较高的区域，包括道路、桥梁、工厂、停车场、

垃圾场、工业园区等区域；所述第二区域包括污染程度较低的区域，包括公园、绿地、广场等

区域。

[0013] 优选的，所述第一雨水收集管与所述第一初雨存储井之间设置浮动阀，其在第一

初雨存储井收集完毕初雨后，关闭第一雨水收集管与第一初雨存储井之间的管路。

[0014] 优选的，所述时间间隔的阈值根据所述第二区域的污染程度确定。

[0015] 优选的，所述时间间隔的阈值设置为30天、40天或者5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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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优选的，所述市政雨水管路将雨水排出到河道或者收集后用于灌溉绿化带。

[0017] 优选的，所述运输雨水存储容器为设置有水存储容器的车辆。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海绵城市市政雨水处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将使用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简单地介

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

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实施例获取其他的技术方案，也属于

本发明的公开范围。

[0020] 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海绵城市的市政雨水处理系统，参见图1，包括第一雨水收集

管，第一初雨存储井，污水处理管，第一市政雨水管，第二雨水收集管，第二初雨存储井，第

一电磁阀，第二市政雨水管，第二电磁阀，降雨计时器，控制器，水位测量仪，加热器，抽水泵

以及运输雨水存储容器。

[0021] 第一雨水收集管设置于第一区域，用于收集第一区域的雨水。第一区域包括污染

程度较高的区域，包括道路、桥梁、工厂、停车场、垃圾场、工业园区等区域，这些区域受到车

辆的交通活动及耗损、汽车尾气、固体废弃物、工业污水、污染颗粒物等影响，在降雨时初期

雨水存在较大的污染，即使两次降雨间隔较短，初期雨水中包含的污染物浓度也较大，需要

将初期雨水收集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0022] 第一初雨储存井，其设置于第一雨水收集管下方，用于存储第一雨水收集管收集

的第一区域的初期雨水。可以在第一雨水收集管与第一初雨存储井之间设置浮动阀，在第

一初雨存储井达到初雨收集量之后，浮动阀关闭第一雨水收集管与第一初雨存储井之间的

管路，使初期雨水之后的雨水不再通过第一初雨存储井。第一初雨储存井通过污水处理管

连接污水处理厂，能够将第一初雨存储井内的初期雨水输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0023] 第一市政雨水管，其连接第一雨水收集管，用于将第一区域的初期雨水之后的雨

水通过市政雨水管路排放，可以通过阀门控制第一雨水收集管以及第一市政雨水管的连通

与关闭。市政雨水管路可以将没有污染的非初雨的雨水排出到河道或者收集后用于灌溉绿

化带。

[0024] 第二雨水收集管设置于第二区域，用于收集第二区域的雨水。所述第二区域包括

污染程度较低的区域，包括公园、绿地、广场等区域，其污染沉积时间较短时所受的污染程

度较小，在降雨时初期雨水的污染较小；在两次降雨间隔较长时间时，污染沉积时间较长，

此时初雨雨水的污染程度加重。

[0025] 第二初雨存储井，其通过第一电磁阀与所述第二雨水收集管相连，其能够根据第

二区域的雨水污染情况收集第二区域的雨水。第二初雨存储井不设置市政污水处理管路。

第二市政雨水管，其通过第二电磁阀与所述第二雨水收集管相连，能够将通过其的雨水通

过市政雨水管路排放。降雨计时器，其在降雨时记录当前降雨时间，用于计算当前降雨时间

与上次降雨时间的间隔。降雨计时器可以包括独立的用于检测降雨的传感器，也可以不设

置传感器，通过与气象部门的网络数据通讯，确定当前以及上次降雨的时间间隔。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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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根据降雨计时器确定的降雨时间间隔，确定当前降雨的初期雨水是否需要存储，从而确

定所述第一电磁阀以及第二电磁阀的开关。具体的，控制器在降雨时间间隔大于阈值时，其

表示当前降雨的初期雨水的污染程度较高，在降雨初期开启第一电磁阀，关闭第二电磁阀，

通过第二初雨存储井收集第二区域的初期雨水；在初期雨水收集完毕后，关闭第一电磁阀，

开启第二电磁阀，将初期雨水之后的雨水通过市政雨水管路排放；控制器在降雨时间间隔

小于阈值时，其表示当前降雨的初期雨水的污染程度较低，关闭第一电磁阀，开启第二电磁

阀，将当前降雨的所有雨水通过市政雨水管路排放。其中，降雨时间间隔的阈值可以根据所

述第二区域的污染程度确定，例如可以将时间间隔的阈值设置为30天、40天或者50天。

[0026] 第二初雨存储井内设置水位测量仪，水位测量仪用于测量第二初雨存储井的水

位。加热器设置于所述第二初雨存储井内，能够对于第二初雨存储井内的雨水进行加热。在

降雨停止后，第二初雨存储井的水位高于第一阈值时开启加热器，使第二初雨存储井内的

雨水蒸发而降低第二初雨存储井的水位，在第二初雨存储井的水位低于第二阈值时关闭。

[0027] 市政管理部门间隔特定周期例如半年，派遣运输雨水存储容器到第二区域，通过

抽水泵将第二初雨存储井内的雨水运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雨水存储容器可以是设置

有水存储容器的车辆。抽水泵可以设置于第二初雨存储井内，也可以设置于雨水存储容器，

在需要抽水时将其放置到第二初雨存储井内。

[0028]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例，

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应视为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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