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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小区雨水收集系统，涉及

雨水收集技术领域，其包括屋顶面、道路、绿地以

及蓄水池，绿地内布设有蓄水槽，蓄水槽宽度方

向的两侧壁的材料为渗水材料，绿地的下侧铺设

有吸水砂层，吸水砂层靠近蓄水槽的一侧与蓄水

槽侧壁的下侧紧挨，屋顶面通过水管将屋顶面的

雨水引入蓄水槽中，道路宽度方向至少一侧设置

有连通水槽，连通水槽与蓄水槽连通；绿地不高

于道路，绿地的中部设置有下沉部，下沉部中设

置有雨水口，雨水口连通设置有雨水通道，雨水

通道接入蓄水池。本发明具有有助于实现对绿地

的自动化供水作业，减少工作人员对蓄水池中水

液的取用作业，降低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的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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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小区雨水收集系统，包括屋顶面（1）、道路（2）、绿地（3）以及蓄水池（4），其特征

在于，所述绿地（3）内布设有蓄水槽（31），所述蓄水槽（31）宽度方向的两侧壁的材料为渗水

材料，所述绿地（3）的下侧铺设有吸水砂层（32），所述吸水砂层（32）靠近蓄水槽（31）的一侧

与蓄水槽（31）侧壁的下侧紧挨，所述屋顶面（1）通过水管将屋顶面（1）的雨水引入蓄水槽

（31）中，所述道路（2）宽度方向至少一侧设置有连通水槽（21），所述连通水槽（21）与蓄水槽

（31）连通；

所述绿地（3）不高于道路（2），所述绿地（3）的中部设置有下沉部（33），所述下沉部（33）

中设置有雨水口（331），所述雨水口（331）连通设置有雨水通道（5），所述雨水通道（5）接入

蓄水池（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区雨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槽（31）和连通

水槽（21）上侧均封闭搭设有漏水砖（6），所述漏水砖（6）均竖直开设有漏水孔（61），且所述

漏水砖（6）的上侧面不高于道路（2）路面和绿地（3）地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小区雨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漏水砖（6）上均铺

设有第一种植草毯（6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区雨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沉部（33）的地面

呈波浪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小区雨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沉部（33）的地面

上铺设有第二种植草毯（33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区雨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沉部（33）与绿地

（3）连接处呈阶梯状设置，且所述下沉部（33）与绿地（3）连接处种植草类植物。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区雨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通道（5）包括

缓冲段（51）和连通段（52），所述缓冲段（51）呈竖直设置，所述缓冲段（51）的上端与雨水口

（331）连通，所述连通段（52）的一端与缓冲段（51）的中部连通，连通段（52）的另一端通入蓄

水池（4）。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区雨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屋顶面（1）连通设

置有竖直水管（11），所述竖直水管（11）的下侧靠近地面，地面位于竖直水管（11）下侧位置

设置有缓冲水槽（13），所述缓冲水槽（13）中填充有碎石块（14），所述连通水槽（21）的一侧

向缓冲水槽（13）延伸并与缓冲水槽（13）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区雨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绿地（3）在下沉部

（33）周侧位置设置有路缘石（35），所述路缘石（35）呈若干块紧挨环绕在下沉部（33）周侧，

且所述路缘石（35）的下侧开均设有连通水孔（351）。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区雨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口（331）为溢

流式结构，所述雨水口（331）高于下沉部（33）地面，所述雨水口（331）处固定有过滤架（7），

所述过滤架（7）开设有下水槽（71），所述下水槽（71）在过滤架（7）上开设有若干个，且所述

下水槽（71）均与雨水口（331）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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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区雨水收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雨水收集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小区雨水收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海绵城市，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是指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

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也可称之为“水弹性城市”。国际通用术语为“低影

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

用。

[0003] 现有公告号为CN201317952的中国专利，其公开了一种城镇小区雨水集蓄利用系

统，包括雨水立管、道路或人行道、小区绿地及雨水管，所述小区绿地设计为下凹式绿地，在

小区道路、人行道与绿地交界处设置雨水进口，从雨水进口穿过绿地另一侧的道路、人行道

与绿地交界处设置雨水出口，雨水出口连通雨水管，雨水管接入小区景观调蓄水池。

[0004] 采用上述方案，落在道路和人行道上的雨水以及绿地上超量的雨水将经雨水进口

和雨水管流入蓄水池，并积蓄在蓄水池中。然而，当雨水过大时，将道路、人行道以及绿地上

的雨水直接流入蓄水池中，将严重提升蓄水池的蓄水压力；且当晴天情况下，工作人员需要

取用蓄水池中的水液对绿地进行灌溉，严重增加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存在待改进之处。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小区雨水收集系统，通过蓄水槽积

蓄雨水，并通过吸水砂层供给到绿地中，从而降低蓄水池的蓄水压力，并有助于实现对绿地

的自动化供水作业，减少工作人员对蓄水池中水液的取用作业，降低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小区雨水收集系统，包括屋顶面、道路、绿地以及蓄水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绿地内

布设有蓄水槽，所述蓄水槽宽度方向的两侧壁的材料为渗水材料，所述绿地的下侧铺设有

吸水砂层，所述吸水砂层靠近蓄水槽的一侧与蓄水槽侧壁的下侧紧挨，所述屋顶面通过水

管将屋顶面的雨水引入蓄水槽中，所述道路宽度方向至少一侧设置有连通水槽，所述连通

水槽与蓄水槽连通；所述绿地的中部设置有下沉部，所述下沉部中设置有雨水口，所述雨水

口连通设置有雨水通道，所述雨水通道接入蓄水池。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雨水天气下，屋顶面的雨水将通过管道引入到蓄水槽中，

道路上的雨水将通过连通水槽引入蓄水槽，部分雨水将积蓄在蓄水槽中；当雨水较多时，小

区内的雨水将流入下沉部，并通过雨水口进入雨水通道，流入蓄水池中；当晴天天气下，蓄

水槽中的水液将通过能够渗水的两侧壁将水液渗入至绿地下侧的吸水砂层中，从而对绿地

的植物进行补水。通过这种方式，降低蓄水池的蓄水压力，并有助于实现对绿地的自动化供

水作业，减少工作人员对蓄水池中水液的取用作业，降低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000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蓄水槽和连通水槽上侧均搭设封闭有漏水砖，所述漏

水砖均竖直开设有漏水孔，且所述漏水砖的上侧面不高于道路路面和绿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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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蓄水槽和连通水槽上侧均搭设封闭有漏水砖，能够保

证雨水正常的流入蓄水槽和连通水槽，降低蓄水槽和连通水槽中雨水的蒸发，减少外界杂

物落入蓄水槽和连通水槽的情况发生，并减少人们失足滑入蓄水槽和连通水槽的情况发

生。

[001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漏水砖上铺设有第一种植草毯。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漏水砖上铺设第一种植草毯，种植草毯具有良好的透

水性，从而能够保证雨水正常的流入蓄水槽和连通水槽，降低蓄水槽和连通水槽中雨水的

蒸发，减少外界杂物落入蓄水槽和连通水槽的情况发生，并有助于保证绿地的整体性和美

观性。

[001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下沉部的地面呈波浪状。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下沉部的地面设置为波浪状，雨水在下沉部流入雨水

口时，波浪状的地面能够一定程度上阻拦水土流失，降低雨水冲刷水土流失的量。

[001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下沉部的地面上铺设有第二种植草毯。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下沉部的地面上铺设第二种植草毯，从而实现对下沉

部土壤的固化，进一步降低雨水冲刷水土流失的量。

[0016]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下沉部与绿地连接处呈阶梯状设置，且所述下沉部与

绿地连接处种植草类植物。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雨水天气下，雨水经阶梯状土地和草类植物缓冲，有助于

避免雨水对土壤的冲刷，降低雨水冲刷水土流失的量。

[001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雨水通道包括缓冲段和连通段，所述缓冲段呈竖直设

置，所述缓冲段的上端与雨水口连通，所述连通段的一端与缓冲段的中部连通，连通段的另

一端通入蓄水池。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实际建筑中，雨水通道多采用混泥土浇筑的方式修建。雨

水天气下，雨水进入雨水通道中，雨水将在缓冲端的底部积蓄缓冲水层，持续落入雨水通道

中的雨水将冲击在缓冲水层上；当缓冲水层的高度到达连通段与缓冲段连接处的高度时，

雨水将进入连通段并流向蓄水池中。从而减少进入雨水通道中的雨水冲刷缓冲段底部的情

况发生，减少长时间雨水冲刷致使雨水通道连通段损坏的情况发生，并减少雨水渗透至地

下车库等室内的情况发生。

[002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屋顶面连通设置有竖直水管，所述竖直水管的下侧靠

近地面，地面位于竖直水管下侧位置设置有缓冲水槽，所述缓冲水槽中填充有碎石块，所述

连通水槽的一侧向缓冲水槽延伸并与缓冲水槽连通。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雨水天气下，屋顶面的雨水将经过竖直水管引向缓冲水

槽，并由碎石块承受下流雨水的冲击力，再经连通水槽引入蓄水槽中，减少雨水冲刷并至损

缓冲水槽的情况发生，并进一步实现对屋顶面雨水向蓄水槽中的引入作业。

[002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绿地在下沉部周侧位置设置有路缘石，且所述路缘石

呈若干块紧挨环绕在下沉部周侧，且所述路缘石的下侧开均设有连通水孔。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雨水天气下，雨水经过连通水孔流入到下沉部中，有助于

阻挡外界较大杂物进入下沉部的情况发生，并能够增多雨水流入下沉部的路径，减少雨水

集中性冲刷地面并形成水洼的情况发生。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10173037 A

4



[002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雨水口为溢流式结构，所述雨水口高于下沉部地面，所

述雨水口处固定有过滤架，所述过滤架开设有下水槽，所述下水槽在过滤架上开设有若干

个，且所述下水槽均与雨水口连通。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一方面，将雨水口设置为溢流式结构，雨水流入下沉部

后，将会在下沉部中积蓄并沉淀，当水液高度到达雨水口高度后，雨水将溢流进入雨水口，

从而进一步减少水土流失量；另一方面，在雨水口处设置过滤架，从而减少较大物体进入雨

水通道的情况发生。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1）通过蓄水槽积蓄雨水，并通过吸水砂层供给到绿地中，从而降低蓄水池的蓄水压

力，并有助于实现对绿地的自动化供水作业，减少工作人员对蓄水池中水液的取用作业，降

低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2）通过在蓄水槽和连通水槽上设置漏水砖，以及在漏水砖上设种植草毯，大大降低蓄

水槽和连通水槽中雨水的蒸发，加大减少外界杂物落入蓄水槽和连通水槽的情况发生，并

减少人们失足滑入蓄水槽和连通水槽的情况发生。

[0027] （3）综合利用将下沉部的地面呈波浪状设置，在下沉部的地面上铺设种植草毯，将

下沉部与绿地连接处呈阶梯状设置，并将下沉部周侧设置开设有连通水孔的路缘石，以及

将雨水口设置为溢流式结构，从而大大提升下沉部土壤的稳定性，大大降低雨水冲刷造成

的水土流失量，并有助于保证该小区雨水系统长时间的正常运行；

（4）借助在下沉部周侧设置开设有连通水孔的路缘石，以及在雨水口的上侧固定设置

过滤架，从而大大减少较大物体进入雨水通道的情况发生，减少较大杂物进入蓄水池并沉

积变质污染雨水的情况发生。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实施例主要体现小区雨水收集系统整体结构的系统框图；

图2为本实施例主要体现绿地和道路结构的示意图；

图3为本实施例主要体现蓄水槽结构的剖视示意图；

图4为本实施例主要体现绿地下沉部结构的截面示意图；

图5为本实施例主要体现缓冲水槽和连通水槽结构的剖视示意图。

[0029] 附图标记：1、屋顶面；11、竖直水管；12、女墙；13、缓冲水槽；14、碎石块；2、道路；

21、连通水槽；3、绿地；31、蓄水槽；32、吸水砂层；33、下沉部；331、雨水口；332、第二种植草

毯；34、防渗膜；35、路缘石；351、连通水孔；4、蓄水池；5、雨水通道；51、缓冲段；52、连通段；

6、漏水砖；61、漏水孔；62、第一种植草毯；7、过滤架；71、下水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仅

限于此。

[0031] 实施例:

参见图1和图2，一种小区雨水收集系统，包括屋顶面1、道路2、绿地3以及蓄水池4，绿地

3内布设有蓄水槽31，蓄水槽31宽度方向的两侧壁的材料为渗水材料，透水材料可以包括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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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砖，绿地3的下侧铺设有吸水砂层32（参见图3），吸水砂层32靠近蓄水槽31的一侧与蓄水

槽31侧壁的下侧紧挨，屋顶面1连通设置有竖直水管11（参见图5），竖直水管11将屋顶面1的

雨水引入蓄水槽31中，道路2宽度方向至少一侧设置有连通水槽21，连通水槽21与蓄水槽31

连通；绿地3低于道路2和一般地面，绿地3的中部设置有下沉部33，下沉部33中设置有雨水

口331，雨水口331连通设置有雨水通道5，雨水通道5接入蓄水池4。

[0032] 雨水天气下，屋顶面1的雨水将通过竖直水管11引入到蓄水槽31中，道路2上的雨

水将通过连通水槽21引入蓄水槽31，部分雨水将积蓄在蓄水槽31中；当雨水较多时，小区内

的雨水将流入下沉部33，并通过雨水口331进入雨水通道5，流入蓄水池4中；当晴朗天气下，

蓄水槽31中的水液将通过能够渗水的两侧壁将水液渗入至绿地3下侧的吸水砂层32中，从

而对绿地3的植物进行补水。

[0033] 参见图2和图3，绿地3的下层铺设有防渗膜34，吸水砂层32位于防渗膜34的上侧，

蓄水槽31在绿地3中呈纵横交错设置第一有若干条。参见图5，连通水槽21的两侧由混凝土

砌筑，蓄水槽31和连通水槽21上侧均封闭搭设有漏水砖6，漏水砖6均竖直开设有漏水孔61，

漏水砖6的上侧面不高于道路2路面和绿地3地面，且漏水砖6上均铺设有第一种植草毯62。

雨水天气下，种植草毯具有良好的透水性，雨水能够正常通过第一种植草毯62和漏水砖6流

入蓄水槽31和连通水槽21，并减少外界杂物落入蓄水槽31和连通水槽21的情况发生，有助

于保证绿地3的整体性和美观性；在晴朗天气下，第一种植草毯62和漏水砖6能够降低蓄水

槽31和连通水槽21中雨水的蒸发。

[0034] 参见附图4，下沉部33的地面呈波浪状，下沉部33的地面上铺设有第二种植草毯

332，下沉部33可以种植耐水湿植物；下沉部33与绿地3连接处呈阶梯状设置，且下沉部33与

绿地3连接处种植草类植物，绿地3在下沉部33周侧位置设置有路缘石35，路缘石35呈若干

块紧挨环绕在下沉部33周侧，且路缘石35的下侧开均设有连通水孔351。并且，雨水口331呈

溢流式结构，雨水口331高于下沉部33地面，且雨水口331的高度高于下沉部33地面10mm-

20mm。雨水天气下，雨水经过连通水孔351拆分为若干条路径流向下沉部33，减少雨水集中

性冲刷地面并形成水洼的情况发生；将下沉部33的地面设置为波浪状，并在下沉部33的地

面上铺设第二种植草毯332，实现对下沉部33土壤的固化；将雨水口331设置为溢流式结构，

雨水流入下沉部33后，将会在下沉部33中积蓄并沉淀，当水液高度到达雨水口331高度后，

雨水将溢流进入雨水口331，从而进一步减少水土流失量。

[0035] 雨水口331上固定有过滤架7，过滤架7呈锥形设置，过滤架7的周侧开设有下水槽

71，下水槽71绕过滤架7轴线均匀设置有若干个，且下水槽71均与雨水口331连通。雨水通道

5包括缓冲段51和连通段52，缓冲段51呈竖直设置，缓冲段51的上端与雨水口331连通，缓冲

段51的下端呈封闭设置，连通段52的一端与缓冲段51的中部连通，连通段52的另一端通入

蓄水池4。雨水天气下，下沉部33的雨水将经过滤架7溢流入雨水口331，并阻拦较大杂物进

入雨水口331；然后，雨水进入雨水通道5中，雨水将在缓冲端的底部积蓄形成缓冲水层，持

续落入雨水通道5中的雨水将冲击在缓冲水层上；当缓冲水层的高度到达连通段52与缓冲

段51连接处的高度时，雨水将进入连通段52并流向蓄水池4中，减少进入雨水通道5中的雨

水冲刷缓冲段51底部的情况发生。

[0036] 参见附图5，屋顶面1的周侧设置有女墙12，竖直水管11的上端经弯折穿设女墙12

的下侧并与屋顶面1连通，竖直水管11的下端向地面延伸并靠近地面。地面位于竖直水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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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端位置处挖设有缓冲水槽13，缓冲水槽13中填充有碎石块14，连通水槽21的一侧向缓冲

水槽13延伸并与缓冲水槽13连通。雨水天气下，屋顶面1上的雨水将经竖直水管11引入缓冲

水槽13，并由碎石块14承受下流雨水的冲击力，再经连通水槽21引入蓄水槽31中。

[0037] 下面结合具体动作对本实施例作进一步阐述：雨水天气下，屋顶面1上的雨水将经

竖直水管11引入缓冲水槽13，并由碎石块14承受下流雨水的冲击力，再经连通水槽21引入

蓄水槽31中；道路2上的雨水将流向道路2的两侧，通过第一种植草毯62和漏水砖6流入到连

通水槽21中，再流入蓄水槽31中，绿地3上多余的雨水将通过第一种植草毯62和漏水砖6流

入到蓄水槽31中；然后，雨水将积蓄在蓄水槽31中，当晴朗天气下，蓄水槽31中的水液将通

过能够渗水的两侧壁将水液渗入至绿地3下侧的吸水砂层32中，从而对绿地3的植物进行补

水。

[0038] 当雨水较大时，雨水将经路缘石35上的连通水孔351流入下沉部33，雨水流入下沉

部33后，将会在下沉部33中积蓄并沉淀，当水液高度到达雨水口331高度后，雨水将溢流进

入雨水口331，并经过滤架7过滤，阻拦较大杂物进入到雨水通道5中；雨水进入雨水通道5

中，雨水将在缓冲端的底部积蓄形成缓冲水层，持续落入雨水通道5中的雨水将冲击在缓冲

水层上；当缓冲水层的高度到达连通段52与缓冲段51连接处的高度时，雨水将进入连通段

52并流向蓄水池4中，并积蓄在蓄水池4中。

[0039] 以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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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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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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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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