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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废水回收利用系

统，包括：沉砂池、第一水管、第一储水仓、净水设

备、储水装置和出水管；沉砂池与外部的废水进

水管连接，用于对废水进水管排出的废水进行沉

砂过滤，第一水管的一端与沉砂池连接，另一端

与第一储水仓连接，用于将沉砂过滤后的废水输

送至第一储水仓；第一储水仓连接净水设备的进

水端，净水设备的出水端连接储水装置，储水装

置密封设置于第一储水仓内，出水管的一端连接

储水装置，另一端接入用水系统。本发明实施例

有效回收利用了建筑物所产生的污水以及建筑

物附近降落的雨水，节省了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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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水回收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建造于基坑的外侧壁和地下结构的

外墙之间的空隙，包括：沉砂池、第一水管、第一储水仓、净水设备、储水装置和出水管；

所述沉砂池与外部的废水进水管连接，用于对所述废水进水管排出的废水进行沉砂过

滤，所述第一水管的一端与所述沉砂池连接，另一端与所述第一储水仓连接，用于将沉砂过

滤后的废水输送至所述第一储水仓；

所述第一储水仓连接所述净水设备的进水端，所述净水设备的出水端连接所述储水装

置，所述储水装置密封设置于所述第一储水仓内，所述出水管的一端连接所述储水装置，另

一端接入用水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水回收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净水设备包括一级净水

设备和二级净水设备，所述储水装置包括第一储水装置和第二储水装置，所述第一储水仓

与所述一级净水设备的进水端连接，所述一级净水设备的出水端与所述第一储水装置连

接，用于将所述第一储水仓内的废水过滤为生活用水并储存于所述第一储水装置内；

所述系统还包括有第二储水仓，所述第一储水装置与所述第二储水仓连通，所述第二

储水仓内设置有所述第二储水装置；

所述二级净水设备的进水端连接有所述第一储水仓和/或第二储水仓和/或所述第一

储水装置，所述二级净水设备的出水端连接所述第二储水装置，用于将废水和/或生活用水

过滤为饮用水并储存于所述第二储水装置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废水回收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装置为储水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水回收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多层所述第一储水仓分别设

置于不同深度的竖直平面上，每一层平行设置有多个第一储水仓，相邻层之间的第一储水

仓通过第二水管连接，所述第二水管的一端设置于上层的第一储水仓的顶部，另一端设置

于下层的第一储水仓的顶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水回收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储水仓的底部从高

到低依次设置有网板、网板支撑架和沉淀槽，所述储水装置设置于所述网板上，所述沉淀槽

上还连接有沉淀排污管的一端，所述沉淀排污管的另一端连接到所述沉砂池并与外部的废

水进水管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水回收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沉砂井，所述沉砂池

的底部设置有沉砂槽，所述沉砂井的高度低于所述沉砂槽的高度，且所述沉砂井的顶部与

所述沉砂槽连接，所述沉砂池内沉淀的泥砂经所述沉砂槽排至所述沉砂井。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废水回收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沉砂井的底部设置有出

砂口和渗水口，所述渗水口上接有渗水管的一端，所述渗水管的另一端连接到所述沉砂池。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废水回收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沉砂池与所述沉砂槽之

间设置有升降门，所述沉砂槽上设置有螺旋推杆，所述螺旋推杆由控制电机通过传动装置

驱动，用于旋转带动所述沉砂槽内的沉砂排至所述沉砂井；

或，

所述沉砂池与所述沉砂槽之间设置有升降门，所述沉砂槽上设置有竖直的推板，所述

推板固定于横向设置的推杆上，所述推杆经曲柄连杆机构连接有旋转电机，用于在所述旋

转电机的带动下驱动所述推板升降来回推动所述沉砂槽内的沉砂排至所述沉砂井。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水回收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沉砂池内倾斜设置有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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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排水软管，所述排水软管的一端连接有所述第一水管，所述排水软管的另一端被配置

为在所述沉砂池沉淀的过程中浮于水面上以及在所述沉砂池排水的过程中浸于所述沉砂

池的废水内；

所述排水软管上连接有由控制器驱动的升降杆，所述升降杆用于在所述控制器的控制

驱动下带动所述排水软管的另一端升高或降低；

或，

所述排水软管的另一端的背面设置有浮球，所述浮球通过可伸缩的气管连接有气泵，

所述气泵用于充气至所述浮球内或吸取所述浮球内的气体，以使得所述浮球膨胀浮于水面

并顶起所述排水软管或收缩沉入废水中。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水回收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沉砂池的顶部还设置

有废水进水口，所述废水进水口上设置有汇流罩，所述废水进水管接到所述汇流罩上；

所述汇流罩的底部设有连接有传送带过滤网，所述传送带过滤网用于过滤废水中的垃

圾并将所述垃圾传送至垃圾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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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废水回收利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实施例涉及废水处理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废水回收利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60多座

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110多座严重缺水；在32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多

个长期受缺水困扰；在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有9个严重缺水。缺水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城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瓶颈因素。

[0003] 除了缺水外，我国的部分城市还面临着严重的水患，在降雨充沛、台风暴雨频繁的

城市中，其不仅面临着缺水的难题，在雨季还面临着洪涝灾害的隐患。

[0004] 目前，无论是商业建筑物还是小区居民建筑物都受容积率的限制，因建筑面积紧

张，无法将建筑物内所产生的生活污水以及建筑物附近降落的雨水等废水集中回收利用，

造成大量的水资源流失的同时也难以缓解雨季洪涝带来的灾害。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废水回收利用系统，所述系统建造于基坑的外侧壁和地

下结构的外墙之间的空隙，包括：沉砂池、第一水管、第一储水仓、净水设备、储水装置和出

水管；

[0006] 所述沉砂池与外部的废水进水管连接，用于对所述废水进水管排出的废水进行沉

砂过滤，所述第一水管的一端与所述沉砂池连接，另一端与所述第一储水仓连接，用于将沉

砂过滤后的废水输送至所述第一储水仓；

[0007] 所述第一储水仓连接所述净水设备的进水端，所述净水设备的出水端连接所述储

水装置，所述储水装置密封设置于所述第一储水仓内，所述出水管的一端连接所述储水装

置，另一端接入用水系统。

[0008] 本发明实施例中通过设置沉砂池以及净水设备，对收集并储存于第一储水仓内的

废水进行沉砂以及过滤后，获得可供人们使用的净水并储存于储水装置中，最终经出水管

进入到建筑物内供人们使用，有效回收利用了建筑物所产生的污水以及建筑物附近降落的

雨水，节省了水资源。

附图说明

[0009]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作进一步说明，附图中：

[001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废水回收利用系统的剖面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废水回收利用系统建造于小区内的结构示意图

图；

[0012]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废水回收利用系统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废水回收利用系统的第一储水仓的底部立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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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

[0014]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沉砂井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螺旋推杆清理沉砂的剖面示意图

[0016]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推板清理沉砂的剖面示意图

[0017]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控制器驱动升降杆带动排水软管升降的示意图；

[0018]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浮球带动排水软管升降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对本发明的技术特征、目的和效果有更加清楚的理解，现对照附图详细说明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固定于”或“设置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元件

上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当一个元件被称为是“连接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是直接

连接到另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还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左、

右、上、下等方位用语，仅是互为相对概念或是以产品的正常使用状态为参考的，而不应该

认为是具有限制性的。

[0021] 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60多座

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110多座严重缺水；在32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多

个长期受缺水困扰；在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有9个严重缺水。这个数字无疑是十分惊人的，

中国目前的水利工程面临严峻的挑战，洪涝灾害、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已成为主要的问题。

此外，有专家预测，当我国人口增至16亿时，人均水资源将下降到1750立方米，接近国际公

认的水资源紧张标准。

[0022] 除了缺水外，我国的部分城市还面临着严重的水患，以某市为例：由于地理条件比

较特殊，境内无大江大河大湖大库，蓄滞洪能力差，本地水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七成以上的

用水需从市外的江河引入，因此成为全国严重缺水城市之一。与此同时，该市又是一个降雨

充沛、台风暴雨频繁的城市，多年平均径流深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数值。据统计，该市年降水

日数平均值140多天，暴雨日近10天，年降水量为30多亿立方米，而水库、河流等多年年平均

蓄水利用量却只有5亿立方米，大量降水白白流走。因此，该市不仅面临着缺水的难题，在雨

季还面临着洪涝灾害的隐患。建立雨水回收利用系统以及修建水库、塘坝等蓄水工程虽然

可以取得较为不错的成效，但是由于前期投入大且需要大面积动土开工，占用城市土地空

间资源，因此，雨水回收利用系统以及水库、塘坝等蓄水工程往往难以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

推广建造。

[0023] 经发明人研究发现，在现代建筑物的建造过程中，为便于基础施工(如地下结构、

地下室等)以及为地基的建造提供空间，往往需要在开建前开挖基坑。基坑具体为在批地范

围内，先建立基坑支护体系，基坑支护体系是为保证地下结构施工及基坑周边环境的安全，

而对基坑侧壁及周边环境采用的支挡、加固与保护措施，确保邻近建筑物及市政设施正常

使用；然后按设计图纸尺寸及基坑底部标高开挖土坑。由于基坑支护体系的存在，基坑的外

侧壁上往往与所建造建筑物的地基或地下室等主体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隙，在建筑物的

地下结构工程施工完毕后，需要回填土方至基坑的外侧壁和地下结构的外墙之间的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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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的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建筑物开发对地下空间的应用也越来越高，需求越来越

大，建设多层地下室、地下商业街等各种地下建筑也越来越常见。当需要建造多层地下室或

地下商业街等对地下空间利用较大的建筑物时，需要回填的基坑的外侧壁和地下结构的外

墙之间的空隙也相应的较深，若将空隙利用起来，还降低了回填土方的成本。

[0024] 有鉴于此，本发明中提供一种建造于基坑的外侧壁和地下结构的外墙之间的空隙

的废水回收利用系统，通过收集雨水(如小区内的雨水、市政道路上的雨水)、生活排放污水

(如厨房污水、卫生间污水、空调排水)等废水，将废水经过多级沉砂、微生物处理、消毒杀

菌、过滤，并储存于废水回收利用系统的储水空间内，最后用于可供居民使用的生活用水或

饮用水，实现废水的回收利用，节省了水资源的同时，有效节省了建设海绵城市的建造成

本；同时，由于废水回收利用系统建造于基坑的外侧壁和地下结构的外墙之间的空隙，不占

据地面空间，不占用建筑面积，实用且值得推广应用。

[0025] 如图1和图2所示，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废水回收利用系统的剖面示意

图，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废水回收利用系统建造于小区内的结构示意图。本发明

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废水回收利用系统，包括：

[0026] 沉砂池1、第一水管2、第一储水仓3、净水设备4、储水装置5和出水管6；所述沉砂池

1与外部的废水进水管7连接，用于对所述废水进水管7排出的废水进行沉砂过滤，所述第一

水管2的一端与所述沉砂池1连接，另一端与所述第一储水仓3连接，用于将沉砂、沉淀后的

废水输送至所述第一储水仓3；所述第一储水仓3连接所述净水设备4的进水端，所述净水设

备4的出水端连接所述储水装置5，所述储水装置5密封设置于所述第一储水仓3内，所述出

水管6的一端连接所述储水装置5，另一端接入用水系统。由于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一种

废水回收利用系统(以下简称本系统)为绕着建筑物的地下结构外墙进行建造的，因此本系

统实际上为建造于建筑物的四周，为了便于收集废水，可以在本系统的顶部设置用于收集

废水的废水进水管7(即废水进水管7)，建筑物中所产生的生活污水、建筑物附近的雨水管

道内的雨水，道路上的市政雨水管道内的雨水等均可以引流至废水进水管7中，成为本系统

回收利用的废水。在此基础上，在本系统的顶层，可以建造一个或多个并列设置的沉砂池1，

在采用建造多个沉砂池1时，多个沉砂池1之间可以形成多级沉砂池1，每级沉砂池1之间可

以采用隔墙13分隔开，有利于沉砂池1进行砂石的沉淀，避免在只设置一个沉砂池1时，废水

进水管7内落下的废水对沉砂池1内正在进行的静置沉淀作用产生影响。

[0027] 在本系统的顶层设置多级沉砂池1可以对收集得到的废水进行初步的沉砂过滤，

以便于将废水携带的颗粒较大的砂石沉淀过滤掉。在多级沉砂池1的下层，可以相应的设置

多个横向排列的用于储存废水的第一储水仓3，利用第一水管2可以将沉砂池1内经过沉砂

过滤后的废水导流至第一储水仓3中。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避免第一水管2直接通入到沉砂

池1进行废水导流时容易吸入沉砂池1底部的砂石而将砂石一并导流至第一储水仓3中，可

以设置一个排水室14，先将沉砂池1内的废水经沉砂池1底部的硬管排入到排水室14中，再

由连接到排水室14内的第一水管2将排水室14内的废水导流至下层的第一储水仓3中。

[0028] 如图3和图4所示，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废水回收利用系统的立体结构

示意图；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废水回收利用系统的第一储水仓的底部立体结构

示意图。在本系统中，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多个第一储水仓3，不同深度的竖直平面上分

层设置多层所述第一储水仓3，每一层还可以平行设置有多个第一储水仓3，相邻上下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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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第一储水仓3通过第二水管31连接，所述第二水管31的一端设置于上层的第一储水仓3

的顶部，另一端设置于下层的第一储水仓3的顶部。如此一来，上层的第一储水仓3在储存满

废水后，可以由顶部的第二水管31将废水直接导流至下层的第一储水仓3中。为了便于工作

人员后期对第一储水仓3的维护，可以在多层第一储水仓3的外侧设置有供工作人员爬动的

爬梯32，以及方便工作人员穿过的人孔33，用于通风透气的通气孔34，工作人员在维护第一

储水仓3时可以通过爬梯32在多层第一储水仓3之间通行。

[0029] 值得注意的是，本系统中将用于储存经净水设备4过滤净化的净水的储水装置5密

封设置于第一储水仓3内，在第一储水仓3储存有废水后，废水经净水设备4进行过滤净化后

进入到设置于第一储水仓3内的储水装置5中，此时，第一储水仓3内的废水逐渐减少，而储

水装置5内的净水则逐渐增多，此消彼增之下，第一储水仓3实际上储存的水的容积不变，此

外，由于储水装置5为密封设置于第一储水仓3内，因此储水装置5外的废水不会对储水装置

5内的净水产生影响。本系统中将储水装置5设置于第一储水仓3的这种设置方式，大大节省

了空间，提高了废水的容纳量，在暴雨时期或生活污水排放量较大的时期，可以腾出所有的

第一储水仓3先将废水进行储存，然后再通过净水设备4对废水进行过滤净化，最后再将过

滤净化后获得的净水充至储水装置5内，实际上储水装置5内所储存的净水总量则为第一储

水仓3储存的废水总量。通过在第一储水仓3内设置可以将废水和净水分隔开的储水装置5，

可以使得第一储水仓3可以同时作为储存废水以及净水的物理空间，提高了本系统的容水

量。

[0030] 此外，考虑到居民生活中需要用到的水大致可以分为生活用水和饮用水两种，即

用于进行日常洗漱或冲洗等净化程度一般的日常生活用水以及用于饮用的净化程度要求

较高的饮用净化水。因此，本系统中还可以分级设置净水设备4，即所述净水设备4可以包括

一级净水设备41和二级净水设备42，所述储水装置5包括第一储水装置51和第二储水装置

52，所述第一储水仓3与所述一级净水设备41的进水端连接，所述一级净水设备41的出水端

与所述第一储水装置51连接，用于将所述第一储水仓3内的废水过滤为生活用水并储存于

所述第一储水装置51内；所述二级净水设备42的进水端连接有所述第一储水仓3和/或所述

第一储水装置51，所述二级净水设备42的出水端连接所述第二储水装置52，用于将废水和/

或生活用水过滤为饮用水并储存于所述第二储水装置52内。其中，一级净水设备41主要将

废水过滤为生活用水，并由第一储水装置51进行生活用水的单独储存；过滤级别较高的二

级净水设备42主要将废水或第一储水装置51内的生活用水过滤净化为可供居民直接饮用

的饮用水，并由第二储水装置52进行饮用水的单独储存。可以理解的是，为了减轻二级净水

设备42的负担，并提高二级净水设备42的效率，可以将二级净水设备42的进水端连接到第

一储水装置51，即二级净水设备42主要负责将经一级净水设备41过滤得到的生活用水过滤

为饮用水。

[0031] 因此，在二级净水设备42主要负责过滤生活用水的基础上，还可以单独设置第二

储水仓8，例如，在上层的第一储水仓3的下层设置第二储水仓8，将第一储水仓3内的第一储

水装置51与所述第二储水仓8连通，在所述第二储水仓8内设置有所述第二储水装置52，第

二储水仓8可以直接连接二级净水设备42，由二级净水设备42将第二储水仓8内的生活用水

进行过滤后排入至第二储水装置52中进行储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居民的饮用水需求量

通常远小于居民生活用水需求量，因此第二储水仓8的数量可以设置为远小于第一储水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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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相应的，第二储水装置52的数量也可以设置为远小于第一储水装置51的数量。

[0032]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系统的第一储水装置51和第二储水装置52上均可以安装有水

压报警装置，预先根据第一储水装置51和第二储水装置52的容积设置相应的水压阈值，在

一级净水设备41或二级净水设备42不断进行过滤，并输入生活用水至第一储水装置51中以

及输入饮用水至第二储水装置52中时，当水压报警装置感应到第一储水装置51或第二储水

装置52上的水压达到预设的水压阈值时，可以判定为储水已满，可以发出信号至一级净水

设备41或二级净水设备42中，以使得一级净水设备41或二级净水设备42停止充入净水，防

止储水压力过大而将第一储水装置51或第二储水装置52撑爆。而经过供水后，第一储水装

置51或第二储水装置52的水压逐渐降低，水压报警装置可以解除报警信号，从而启动一级

净水设备41或二级净水设备42重新启动开始工作，并充入过滤后的净水。

[0033] 具体地，为了将储水装置5稳定可靠地放置于第一储水仓3内，所述第一储水仓3的

底部从高到低依次设置有网板35、网板支撑架36和沉淀槽37，所述储水装置5可以设置于所

述网板35上，由网板35实现对储水装置5的支撑作用，网板支撑架36实现对网板35的固定作

用。此外，由于网板35上具有网格，第一储水仓3内的废水经过静置后，还会有一部分的砂石

沉淀到网板35底部的沉淀槽37中。所述沉淀槽37上还连接有沉淀排污管38的一端，所述沉

淀排污管38的另一端连接到连接到沉砂池1，沉淀排污管38可以将沉淀槽37中的砂石排出

到沉砂池1中。

[0034] 如图5所示，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沉砂井的结构示意图。为了对沉砂池1

内沉淀的砂石进行处理，本系统中还包括有：沉砂井9，所述沉砂池1的底部设置有沉砂槽

11，所述沉砂井9的高度低于所述沉砂槽11的高度，且所述沉砂井9的顶部与所述沉砂槽11

连接，所述沉砂池1内沉淀的泥砂经所述沉砂槽11排至所述沉砂井9。废水进入到沉砂池1

后，废水中的砂石经过静置沉淀到沉砂池1底部的沉砂槽11上，在沉砂池1静置沉淀完毕后，

可以将沉砂池1中静置沉淀后的废水经排水软管12排到第一储水仓3中，此时，沉砂槽11上

的砂石可以排入到沉砂井9中储存起来，以避免沉砂池1内累积过多的砂石，而影响正常的

沉砂。其中，所述沉砂井9的底部可以设置有出砂口91和渗水口92，为了储存较多的砂石，沉

砂井9的高度可以设置得较深，并且，沉砂井9的出砂口91的位置可以设置于地下一层或地

下二层等楼层的地下室外墙墙壁上，在清理沉砂井9的砂石时，只需要将卡车倒车至出砂口

91底部，打开出砂口91，便可将沉砂井9中的砂石卸到卡车上。沉砂井9底部的渗水口92上接

有渗水管93的一端，所述渗水管93的另一端连接到沉砂池1。

[0035] 如图6所示，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螺旋推杆清理沉砂的剖面示意图。为

了实现沉砂槽11上的砂石的自动清理，所述沉砂池1与所述沉砂槽11之间可以设置有升降

门111。其中，由隔墙13将多个沉砂池1分隔开，升降门111设置在隔墙13上，废水进入沉砂池

1时升降门111下落隔断各个沉砂池1之间相通的沉沙槽11，废水由隔墙13上方的缺口处流

过，避免废水在沉沙槽11和升降门111处流过，一起把沉沙冲走进入储水仓3中；当废水沉淀

后升降门111提起，沉沙槽11贯通，便于排沙。所述沉砂槽11上设置有螺旋推杆112，所述螺

旋推杆112由控制电机113通过传动装置114驱动，用于旋转带动所述沉砂槽11内的沉砂排

至所述沉砂井9。在需要进行清理砂石时，升起升降门111，使得多级沉砂槽11可以连通起

来，控制电机113带动传动装置114转动，传动装置114进而带动螺旋推杆112螺旋旋转，由螺

旋推杆112上的螺旋桨叶带动沉砂槽11上的砂石流至沉砂井9中。其中，传动装置114与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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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杆112之间的配合可以为蜗杆之间的配合，以实现垂直平面上的动能转换。

[0036] 此外，如图7所示，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推板清理沉砂的剖面示意图。在

另外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沉砂池1与所述沉砂槽11之间设置有升降门111，所述沉砂槽

11上设置有竖直的推板115，所述推板115固定于横向设置的推杆116上，所述推杆116经曲

柄连杆机构117连接有旋转电机118，用于在所述旋转电机118的带动下驱动所述推板115升

降来回推动所述沉砂槽11内的沉砂排至所述沉砂井9。在曲柄连杆机构117的作用下，推板

115的运动方向为：向左运动-往上升起-向右运动-往下降落-向左运动，形成在竖直平面上

的类似四边形的运动方式，从而逐步将沉砂槽11内的沉砂推至沉砂井9中。

[0037] 另外，除了以上的提供的两种实施方式，还可以将沉砂槽11设置为倾斜的斜坡，通

过清水的冲力作用可以将沉砂槽11内的沉砂冲至沉砂井9中。

[0038] 具体地，为实现沉砂池1内的排水，所述沉砂池1内倾斜设置有L型的排水软管12，

所述排水软管12的一端连接有所述第一水管2，所述排水软管12的另一端被配置为在所述

沉砂池1内的废水经过的过程和废水沉淀的过程中浮于水面上以及在所述沉砂池1排水的

过程中浸于所述沉砂池1的废水内。由于沉砂池1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静置沉砂，因此，本系

统中通过控制L型的排水软管12弯曲来实现沉砂池1的排水，在排水软管12伸直非弯曲的状

态下，排水软管12的另一端的端口浮于水面上且探出于沉砂池1外，沉砂池1内的废水无法

进入排水软管12内；在排水软管12向下弯曲的状态下，排水软管12的另一端的端口浸于废

水中，废水从端口进入并流至第一水管2，最终流入第一储水仓3。

[0039] 如图8所示，所述排水软管12上连接有由控制器151驱动的升降杆152，所述升降杆

152用于在所述控制器151的控制驱动下带动所述排水软管12的另一端升高或降低。

[0040] 或者，如图9所示，所述排水软管12的另一端的背面可以设置有浮球161，所述浮球

161通过可伸缩的气管162连接有气泵，所述气泵用于充气至所述浮球161内或吸取所述浮

球161内的气体，以使得所述浮球161膨胀浮于水面并顶起所述排水软管12或收缩沉入废水

中，需要说明的是，当浮球161收缩后浮球161所提供的浮力不足以撑起排水软管12，排水软

管12在自身的重力作用下沉入沉砂池1中。

[0041] 当所有的第一储水仓3水满后，关闭废水进水管7的进水阀门，沉砂池1以及第一储

水仓3内的废水同时进入沉淀状态，静置一定时间后第一储水仓3内的废水开始进行过滤。

当通过水位传感器感应到第一储水仓3内的废水过滤接近完毕后，排水软管12被降低至废

水中，沉砂池1内经沉淀后的废水流入排水软管12中并通过第一水管2流至第一储水仓3。当

沉砂池1内的废水流完后，沉砂池1底部的水位传感器感受到水位的变化，则发出升起信号，

排水软管12在升降杆152的作用下被升起或在浮球161的顶起作用下被顶起。

[0042] 进一步地，可以参阅图3，为了方便将废水进行汇流并过滤废水中所携带的一些垃

圾(如树叶、纸屑等)所述沉砂池1的顶部还设置有废水进水口，所述废水进水口上设置有汇

流罩17，所述废水进水管7接到所述汇流罩17上；所述汇流罩17的底部设有连接有传送带过

滤网18，所述传送带过滤网18用于过滤废水中的垃圾并将所述垃圾传送至垃圾池19。在图3

中，废水经汇流罩17汇流后，穿过传送带过滤网18后直接流至沉砂池1内。

[0043] 进一步地，所述净水设备4还内置有自清洗模块，所述净水设备4连接有自清洗排

污管43的一端，所述自清洗排污管43的另一端连接到所述沉砂池1，用于将所述自清洗模块

清洗所述净水设备4后的污水排至所述沉砂池1。可以理解的是，一级净水设备41和二级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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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设备42上具有自清洗功能，通过水流量的监测，达到预警值(即水流总量达到一定值)后，

开始自动清洗过滤芯，清洗时自动关闭进水口，并将过滤后的水倒流进入净水设备4内进行

清洗，最后将清洗后的污水通过排污管口排出，并经自清洗排污管43排至外部的废水进水

管7。

[0044] 针对本系统，可以采取人工进行管理或互联网智能控制管理，人工管理具体为：根

据天气预报降雨的地区、范围、大小，管理人员提前将废水进水管7内的污水适量排入市政

水管道，让该系统各个第一储水仓3空出足够的空间，吸收降雨时的地面雨水及市政管道所

收集的雨水，减轻大雨及暴雨时雨水对市政水管道的巨大压力，避免市政排污管道无法及

时排除积水时，造成水淹现象的发生。

[0045] 互联网智能控制管理具体为：本系统通过设置智能后台管理模块，根据天气预报

降雨的地区、范围、大小，由智能后台管理模块通过控制废水进水管7等管道的控制阀提前

将废水进水管7内的污水适量排入市政水管道，让该系统各个第一储水仓3空出足够的空

间，吸收降雨时的地面雨水及市政管道所收集的雨水，减轻大雨及暴雨时雨水对市政水管

道的巨大压力，避免市政排污管道无法及时排除积水时，造成水淹现象的发生。

[0046] 在小区内建造本系统后，可节约开发商建设雨水收集池的成本投入，增加建筑面

积的空间利用率，且本系统投入使用后，可提供循环供水，降低居民用水的费用，并且提供

高质量的饮用水；另外，本系统还可以减轻市政供水压力，不再担心水库低水位时用水紧张

问题，且本系统可以解决降雨后水淹的现象，减少国家和地方在水淹方面较大的经济投入，

减少国家及公司、个人因水淹造成的经济损失。

[0047]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了描述，但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的具体

实施方式，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示意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在本发明的启示下，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和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情况下，还可做出很多

形式，这些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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