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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雨水收集渗透缓释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雨水收集渗透缓释

系统，包括：截污挂篮，其设置有第一进水口和第

一出水口，截污挂篮的第一进水口与城市雨水管

网连接；第一雨水池，其底部设置有第二进水口，

第二进水口与截污挂篮的第一出水口连接，且第

一雨水池的顶部开设有第一溢流口；第二雨水

池，其顶部与第一溢流口连通，且第二雨水池与

第一雨水池通过虹吸装置进行连接；以及蓄水

池，其与第二雨水池通过过滤装置进行连接，蓄

水池的侧壁上设置有渗透层，且渗透层的顶部设

置有第二溢流口。采用本实用新型的收集渗透缓

释系统能够定量收集雨水，调蓄城市雨水，通过

渗透作用长时间向四周缓慢释放蓄积雨水，回渗

地下，起到补充地下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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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雨水收集渗透缓释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截污挂篮，其设置有第一进水口和第一出水口，该截污挂篮的所述第一进水口与城市

雨水管网连接，用于拦截雨水中的固体漂浮物；

第一雨水池，其底部设置有第二进水口，所述第二进水口与所述截污挂篮的所述第一

出水口连接，且该第一雨水池的顶部开设有第一溢流口；

第二雨水池，其顶部与所述第一溢流口连通，且该第二雨水池与所述第一雨水池通过

虹吸装置进行连接；以及

蓄水池，其与所述第二雨水池通过过滤装置进行连接，该蓄水池的侧壁上设置有渗透

层，且所述渗透层的顶部设置有第二溢流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雨水收集渗透缓释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雨水池内设置

有沉沙室，且所述第二进水口与所述沉沙室连通，所述沉沙室的侧壁为隔离网结构，且所述

隔离网的高度低于所述第一雨水池的顶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雨水收集渗透缓释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沙室在位于第二

进水口的一侧的底部设置有弃流口，且在位于所述弃流口的上方设置有浮筒阀，常态下，所

述浮筒阀堵住所述弃流口，当所述浮筒阀所受浮力大于其重力时，所述浮筒阀向上浮起，打

开所述弃流口。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雨水收集渗透缓释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浮筒阀包括：

浮筒，其以能够上下移动的方式设置于所述第一雨水池的上部；

第一提手，其安装于所述浮筒的顶部且位于所述第一雨水池的上方；以及

阀门，其以能够上下移动的方式的设置于所述弃流口内，该阀门的顶部与所述浮筒的

底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雨水收集渗透缓释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截污挂篮包括：

截污室，其左侧壁设置有所述第一进水口，右侧壁设置有所述第一出水口；

提篮，其以能够上下移动的方式安装于所述截污室的左侧，且该提篮与所述第一进水

口对应设置；

第二提手，其底部与所述提篮连接；以及

过滤网，其设置于所述提篮的右侧，该过滤网的底部与所述提篮的右侧连接，该过滤网

的前端以能够上下移动的方式与所述截污室的前侧壁连接，且该过滤网的后端以能够上下

移动的方式与所述截污室的后侧壁连接；该过滤网的顶部高于所述第一进水口和所述第一

出水口。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雨水收集渗透缓释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提篮由不锈钢网制

成，且所述不锈钢网内布设有无纺布。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雨水收集渗透缓释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虹吸装置包括虹吸

管，所述虹吸管呈倒置的U形状，且所述虹吸管内充满雨水，所述虹吸管的两端均呈倒置的

喇叭状结构，且所述虹吸管的两端固定有水槽，其中，所述虹吸管的一端为第一端口，另一

端为第二端口，所述第一端口设置于所述第一雨水池内，所述第二端口设置于所述第二雨

水池内，且所述第一端口的高度高于所述第二端口的高度。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雨水收集渗透缓释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装置从所述第

二雨水池往所述蓄水池的方向依次包括第一过滤层、第二过滤层以及第三过滤层，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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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滤层填充的滤料粒径大于所述第二过滤层的滤料粒径，所述第二过滤层的滤料粒径大

于所述第三过滤层的滤料粒径。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雨水收集渗透缓释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渗透层上设置有若

干个均匀设置的溢流孔，且所述渗透层的外侧铺设有土工布。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雨水收集渗透缓释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池内设置有

水泵，所述水泵的进水口与所述蓄水池内的雨水连通，出水口与排水管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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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雨水收集渗透缓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雨水收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雨水收集渗透缓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建设造成了大量的不透水地面、屋面、混凝土和沥青路面。一方面雨水不能再

入渗地下补充地下水，加上地下水的超采，使得城市周围的水环境和生态环境恶化；另一方

面大雨时，径流迅速汇集易造成地面积水和城市局部洪灾，加大了城市排水设施的负担并

增加了城市雨水洪涝灾害的概率。如果在城市建设中，注意发展雨水收集和利用工程，把原

来被排走雨水留下来利用，既增加了水资源，也是节约自来水的好措施。同时，通过雨水收

集利用的广泛开展，由于雨水被留住或回渗地下，减少了排水量，减轻了城市洪水灾害威

胁，因此，地下水得以回补，水环境得以改善，生态环境得以修复。可以说，通过雨水的合理

收集与利用，补充地下水源，削减城市洪峰流量，有效控制地面水体的污染，对改善城市的

生态环境、缓解水资源紧张的局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0003] 目前国内大多数产品都只能满足雨水收集、雨水渗透或雨水调蓄的单一的功能产

品，造成施工周期长，施工难度大，施工复杂，不同功能的产品没有有效的无缝衔接，属于拼

凑成型，没有形成海绵城市一个整体效果，且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因此，本实用新型提供了

一种雨水收集渗透缓释系统，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实现对雨水的定量收集、

弃流、过滤、调蓄、利用等目的。

[0004] 公开于该背景技术部分的信息仅仅旨在增加对本实用新型的总体背景的理解，而

不应当被视为承认或以任何形式暗示该信息构成已为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所公知的现有

技术。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雨水收集渗透缓释系统，从而克服现有的雨水收

集装置只能满足雨水收集、雨水渗透或雨水调蓄等单一的功能的缺点。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雨水收集渗透缓释系统，包括：截污挂

篮，其设置有第一进水口和第一出水口，该截污挂篮的所述第一进水口与城市雨水管网连

接，用于拦截雨水中的固体漂浮物；第一雨水池，其底部设置有第二进水口，所述第二进水

口与所述截污挂篮的所述第一出水口连接，且该第一雨水池的顶部开设有第一溢流口；第

二雨水池，其顶部与所述第一溢流口连通，且该第二雨水池与所述第一雨水池通过虹吸装

置进行连接；以及蓄水池，其与所述第二雨水池通过过滤装置进行连接，该蓄水池的侧壁上

设置有渗透层，且所述渗透层的顶部设置有第二溢流口。

[0007]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一雨水池内设置有沉沙室，且所述第二进水口与

所述沉沙室连通，所述沉沙室的侧壁为隔离网结构，且所述隔离网的高度低于所述第一雨

水池的顶部。

[0008]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沉沙室在位于第二进水口的一侧的底部设置有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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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口，且在位于所述弃流口的上方设置有浮筒阀，常态下，所述浮筒阀堵住所述弃流口，当

所述浮筒阀所受浮力大于其重力时，所述浮筒阀向上浮起，打开所述弃流口。

[0009]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浮筒阀包括：浮筒，其以能够上下移动的方式设置

于所述第一雨水池的上部；第一提手，其安装于所述浮筒的顶部且位于所述第一雨水池的

上方；以及阀门，其以能够上下移动的方式的设置于所述弃流口内，该阀门的顶部与所述浮

筒的底部连接。

[0010]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截污挂篮包括：截污室，其左侧壁设置有所述第一

进水口，右侧壁设置有所述第一出水口；提篮，其以能够上下移动的方式安装于所述截污室

的左侧，且该提篮与所述第一进水口对应设置；第二提手，其底部与所述提篮连接；以及过

滤网，其设置于所述提篮的右侧，该过滤网的底部与所述提篮的右侧连接，该过滤网的前端

以能够上下移动的方式与所述截污室的前侧壁连接，且该过滤网的后端以能够上下移动的

方式与所述截污室的后侧壁连接；该过滤网的顶部高于所述第一进水口和所述第一出水

口。

[0011]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提篮由不锈钢网制成，且所述不锈钢网内布设有无

纺布。

[0012]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虹吸装置包括虹吸管，所述虹吸管呈倒置的U形状，

且所述虹吸管内充满雨水，所述虹吸管的两端均呈倒置的喇叭状结构，且所述虹吸管的两

端固定有水槽，其中，所述虹吸管的一端为第一端口，另一端为第二端口，所述第一端口设

置于所述第一雨水池内，所述第二端口设置于所述第二雨水池内，且所述第一端口的高度

高于所述第二端口的高度。

[0013]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过滤装置从所述第二雨水池往所述蓄水池的方向

依次包括第一过滤层、第二过滤层以及第三过滤层，所述第一过滤层填充的滤料粒径大于

所述第二过滤层的滤料粒径，所述第二过滤层的滤料粒径大于所述第三过滤层的滤料粒

径。

[0014]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渗透层上设置有若干个均匀设置的溢流孔，且所述

渗透层的外侧铺设有土工布。

[0015]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蓄水池内设置有水泵，所述水泵的进水口与所述蓄

水池内的雨水连通，出水口与排水管连通。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收集渗透缓释系统包括截污挂篮、第一雨水池、第二雨水池以及蓄

水池，以对收集的雨水进行初步过滤、沉降、再次过滤和渗透，以定量收集雨水，调蓄城市雨

水，减少排水量，能够通过渗透作用长时间向四周缓慢释放蓄积雨水，回渗地下，起到补充

地下水的作用；且蓄水池内储存的雨水可用于绿化和路面喷洒等工作，节约水资源。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根据本实用新型的雨水收集渗透缓释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图1的俯视示意图。

[0020] 图3是根据本实用新型的截污提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主要附图标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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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100-浮筒阀，101-第一雨水池，102-第二雨水池，103-蓄水池，104-沉沙室，105-阀

门，106-第二进水口，107-浮筒，108-第一提手，109-隔离网，110-虹吸管，111-第一端口，

112-第二端口，113-第一溢流口，114-第一过滤层，115-第二过滤层，116-第三过滤层，117-

渗透层，118-水泵，119-第二溢流口，120-弃流口；202-截污室，201-第一进水口，203-提篮，

204-第一出水口，205-过滤网，206-第二提手。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描述，但应当理解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受具体实施方式的限制。

[0024] 除非另有其它明确表示，否则在整个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术语“包括”或其变

换如“包含”或“包括有”等等将被理解为包括所陈述的元件或组成部分，而并未排除其它元

件或其它组成部分。

[0025] 图1至图3显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方式的一种雨水收集渗透缓释系统的

结构示意图，该收集渗透缓释系统包括截污挂篮、第一雨水池101、第二雨水池102以及蓄水

池103。参考图1至图3，截污挂篮设置有第一进水口201和第一出水口204，截污挂篮的第一

进水口201与城市雨水管网连接，用于拦截雨水中的固体漂浮物，对雨水进行初步过滤；第

一雨水池101的底部设置有第二进水口106，第二进水口106与截污挂篮的第一出水口204连

接，以对雨水进行沉降，且第一雨水池101的顶部开设有第一溢流口113；第二雨水池102的

顶部与第一溢流口113连通，且第二雨水池102与第一雨水池101通过虹吸装置进行连接，以

将第一雨水池101内的雨水缓慢的输送至第二雨水池102内，当第一雨水池101内的雨水的

水位高于第一溢流口113时，可通过第一溢流口113输送至第二雨水池102内；蓄水池103与

第二雨水池102通过过滤装置进行连接，以对雨水进行过滤，蓄水池103的侧壁上设置有渗

透层117，以长时间向四周缓慢释放蓄积雨水，回渗地下，起到补充地下水的作用，且渗透层

117的顶部设置有第二溢流口119，当雨水量较大时，即蓄水池103内的雨水的水位高于第二

溢流口119时，通过第二溢流口119排放到外界环境中。采用本实用新型的收集渗透缓释系

统能够对收集的雨水进行初步过滤、沉降、再次过滤和渗透，以定量收集雨水，调蓄城市雨

水，减少排水量，能够通过渗透作用长时间向四周缓慢释放蓄积雨水，回渗地下，起到补充

地下水的作用；且蓄水池103内储存的雨水可用于绿化和路面喷洒等工作，节约水资源。

[0026] 参考图1和图2，优选地，第一雨水池101内设置有沉沙室104，且第二进水口106与

沉沙室104连通，沉沙室104的侧壁为隔离网109结构，且隔离网109的高度低于第一雨水池

101的顶部，其中，沉沙室104由双层不锈钢网围成。经过截污挂篮拦截固体漂浮物后的雨水

首先流入沉沙室104内进行沉降，再通过不锈钢网过滤后流入第一雨水池101内进行储存。

进一步优选地，沉沙室104在位于第二进水口106的一侧的底部设置有弃流口120，弃流口

120与雨水管网连接，且在位于弃流口120的上方设置有浮筒阀100，常态下，浮筒阀100堵住

弃流口120，当浮筒阀100所受浮力大于其重力时，浮筒阀100向上浮起，打开弃流口120，以

使沉沙室104内的雨水通过弃流口120流至雨水管网内，当水位下降后，即浮筒阀100所受浮

力小于重力时，浮筒阀100向下移动关闭弃流口120。其中，浮筒阀100包括浮筒107、第一提

手108以及阀门105，浮筒107以能够上下移动的方式设置于第一雨水池101的上部；第一提

手108安装于浮筒107的顶部且位于第一雨水池101的上方；阀门105以能够上下移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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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置于弃流口120内，阀门105的顶部与浮筒107的底部连接，当雨水过量时浮筒107因浮

力作用提起阀门105，从而弃流过量雨水，同时排出沉沙室104的泥沙。第一提手108用于检

修冲洗时提起阀门105排出池底积水。其中，阀门105为表面包裹着密封橡胶的铁球，且铁球

的大小与弃流口120的大小相对应。

[0027] 参考图3，优选地，截污挂篮包括截污室202、提篮203、第二提手206以及过滤网

205。截污室202的左侧壁设置有第一进水口201，右侧壁设置有第一出水口204；提篮203以

能够上下移动的方式安装于截污室202的左侧，且提篮203与第一进水口201对应设置，以使

从第一进水口201进来的雨水能够流进提篮203内，进行过滤；第二提手206的底部与提篮

203连接；过滤网205设置于提篮203的右侧，过滤网205的底部与提篮203的右侧连接，过滤

网205的前端以能够上下移动的方式与截污室202的前侧壁连接，且过滤网205的后端以能

够上下移动的方式与截污室202的后侧壁连接；过滤网205的顶部高于第一进水口201和第

一出水口204，以使在提篮203和过滤网205相互作用下，能够将从第一进水口201进来的雨

水进行过滤和拦截，拦截雨水中的固体漂浮物，当提篮203装满固体漂浮物后，通过第二提

手206将提篮203向上提起，清理物体漂浮物。其中，提篮203由不锈钢网制成，且不锈钢网内

布设有无纺布。

[0028] 参考图1和图2，优选地，虹吸装置包括虹吸管110，虹吸管110呈倒置的U形状，且虹

吸管110内充满雨水，虹吸管110的两端均呈倒置的喇叭状结构，且虹吸管110的两端固定有

水槽，以保证虹吸管110内始终充满水，其中，虹吸管110的一端为第一端口111，另一端为第

二端口112，第一端口110设置于第一雨水池101内，第二端口112设置于第二雨水池102内，

且111第一端口的高度高于第二端口112的高度，以将第一雨水池101内的雨水缓慢输送至

第二雨水池102内，提高后续的渗透作用。

[0029] 参考图1和图2，优选地，过滤装置从第二雨水池102往蓄水池103的方向依次包括

第一过滤层114、第二过滤层115以及第三过滤层116，第一过滤层114填充的滤料粒径大于

第二过滤层115的滤料粒径，第二过滤层115的滤料粒径大于第三过滤层116的滤料粒径，以

提高雨水的过滤功能，其中，第一过滤层114的滤料粒径为8～10㎜，第二过滤层115的滤料

粒径为5～8㎜，第三过滤层116的滤料粒径为2～4㎜，且每个过滤层填充的滤料可以是，但

不限于矿石或陶粒。

[0030] 参考图1和图2，优选地，渗透层117上设置有若干个均匀设置的溢流孔，且渗透层

117的外侧铺设有土工布，防止外部泥沙进入渗透层117。且蓄水池103内设置有水泵118，水

泵118的进水口与蓄水池103内的雨水连通，出水口与排水管连通，当需要采用蓄水池103内

储存的雨水进行绿化和喷洒地面时，通过水泵118将蓄水池103内的雨水抽吸至用水设备内

即可。

[0031] 使用时，雨水经过截污挂篮处理，通过管道进入第一雨水池101的沉沙室104，经过

沉沙室104初步沉降、过滤后进入第一雨水池101，当雨水漫过第一雨水池101的虹吸管110

的端部时，雨水缓慢的通过虹吸作用进入到第二雨水池102内；当雨量足够大时主要通过第

一雨水池101的第一溢流口113进入第二雨水池102，雨水在第二雨水池102中经过过滤装置

过滤后进入蓄水池103中，在蓄水池103内的雨水通过渗滤作用缓慢释放到四周的土壤中，

当蓄水池103内的雨水的水位达到一定高度后，雨水则会通过蓄水池103的第二溢流口119

排放到外界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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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采用本实用新型的收集渗透缓释系统可以定量收集雨水，调蓄城市雨水，减少排

水量，在实际运行中，整个系统可以通过渗透作用长时间向四周缓慢释放蓄积雨水，回渗地

下，起到补充地下水的作用；且蓄水池103内储存的雨水可用于绿化和路面喷洒等工作，节

约水资源。

[0033] 前述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示例性实施方案的描述是为了说明和例证的目的。这些

描述并非想将本实用新型限定为所公开的精确形式，并且很显然，根据上述教导，可以进行

很多改变和变化。对示例性实施例进行选择和描述的目的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的特定原理

及其实际应用，从而使得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并利用本实用新型的各种不同的示例

性实施方案以及各种不同的选择和改变。本实用新型的范围意在由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形

式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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