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678615.2

(22)申请日 2019.07.25

(71)申请人 天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456550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桂林镇

行政街1号

(72)发明人 秦向东　刘海霞　齐合战　常君涛　

李蒙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维正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1508

代理人 朱佳明

(51)Int.Cl.

E03F 1/00(2006.01)

E03F 5/10(2006.01)

E03F 3/02(2006.01)

E03F 5/14(2006.01)

A01G 25/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市政雨水收集建筑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雨水回收循环领域，特别涉及一

种市政雨水收集建筑结构，包括住宅区、绿化区

和水域，住宅区、绿化区和水域依次相邻并且所

在位置的地面高度依次降低，住宅区收集的雨水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雨水通过管道汇聚至水域

内，另一部分雨水通过第二沟渠灌溉至绿化区。

在本发明中，在遇到阴雨天的时候，住宅区收集

到的雨水一部分能够直接灌溉至绿化区，另一部

分雨水能够通过管道排放至小区内的水域进行

收集，实现了在小区内部雨水的收集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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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市政雨水收集建筑结构，包括住宅区（1）、绿化区（2）和水域（3），其特征在于，住

宅区（1）、绿化区（2）和水域（3）依次相邻并且所在位置的地面高度依次降低，住宅区（1）收

集的雨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雨水通过管道（13）汇聚至水域（3）内，另一部分雨水通过第二

沟渠（12）灌溉至绿化区（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雨水收集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住宅区（1）汇聚至

水域（3）内的雨水通过第一沟渠（11）收集之后利用管道（13）排放至水域（3），第一沟渠（11）

与管道（13）之间设置有第一过滤栅板（1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雨水收集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水域（3）分为互相

连通的观赏区（31）和净化区（32），管道（13）与净化区（32）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市政雨水收集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净化区（32）包括沉

降池（321）和溢流池（322），管道（13）与沉降池（321）连通，沉降池（321）内的水溢流进入溢

流池（322）内，溢流池（322）与观赏区（31）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雨水收集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绿化区（2）的下层

铺设有防渗层（21），防渗层（21）上方填土，之后种植绿化植物。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市政雨水收集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防渗层（21）呈弧形

设置，防渗层（21）最低端位于防渗层（21）的中间部位。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市政雨水收集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防渗层（21）上方的

土壤从下往上依次为黏质土层（22）、沙土层（23）和壤土层（24）。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雨水收集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水域（3）的边沿位

置设置有喜水植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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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市政雨水收集建筑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雨水回收循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市政雨水收集建筑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雨水是城市水循环和区域水循环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在大多数的城市系统中，雨

水系统大多注重排放，而不会综合考虑到循环利用，导致大多数的雨水资源不能充分利用

起来，特别是针对雨水较为充沛的沿海及南部地区。在小区的规划设计中，基本上也是仅仅

考虑到雨水的排放，很难实现雨水的循环利用，而实际上小区内的水域、植物灌溉都需要消

耗大量的水资源，很多住宅小区也经常性因为水域景观水资源补充量大以及维护成本高而

停止运营。因此小区内的雨水收集能够节省大量的灌溉水资源以及水域景观的水消耗。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了一种市政雨水收集建筑结构，实现了小区内雨水资源的循

环利用。

[0004]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市政雨水收集建筑结构，包括住宅区、绿化区和水域，住宅区、绿化区和水域依次

相邻并且所在位置的地面高度依次降低，住宅区收集的雨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雨水通过

管道汇聚至水域内，另一部分雨水通过第二沟渠灌溉至绿化区。

[000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遇到阴雨天的时候，住宅区收集到的雨水一部分能够

直接灌溉至绿化区，另一部分雨水能够通过管道排放至小区内的水域进行收集，实现了在

小区内部雨水的收集循环利用。

[0006]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住宅区汇聚至水域内的雨水通过第一沟渠收集之后利用管

道排放至水域，第一沟渠与管道之间设置有第一过滤栅板。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沟渠来汇聚不同住宅区的雨水，能够优化管道的布

置，提升收集的效率，节约施工成本，另外在利用第一过滤栅板对第一沟渠收集的雨水进过

滤，能够提升雨水的清洁度，避免堵塞管道。

[000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水域分为互相连通的观赏区和净化区，管道与净化区连通。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净化区来净化收集的雨水，提升雨水的清洁度，从而

提升观赏区的水质，有利于观赏区水生生物的健康。

[001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净化区包括沉降池和溢流池，管道与沉降池连通，沉降池内

的水溢流进入溢流池内，溢流池与观赏区连通。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住宅区排放至水域的雨水首先能够通过沉降池进行沉

降，将沉降类杂质进行静置，之后溢流至溢流池内进入观赏区，保证进入观赏区的雨水的清

洁度。

[001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绿化区的下层铺设有防渗层，防渗层上方填土，之后种植绿

化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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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绿化区的下方铺设防渗层之后，能够在绿化区内进行

保湿，避免绿化区内的水分逐步下渗至地下，绿化区内吸收不了的水分也能够因水平上的

高度原因而流向水域，提升流经绿化区的水资源的利用率。

[001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防渗层呈弧形设置，防渗层最低端位于防渗层的中间部位。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弧形的防渗层更加容易在底部聚集水分，有助于在绿化

区内储存水分，保证绿化区内水分的充裕，多余的水分会从防渗层靠近水域的一段逐渐渗

出，同时也保证绿化区土壤含水量不会太高。

[0016]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防渗层上方的土壤从下往上依次为黏质土层、沙土层和壤

土层。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黏质土层的保水性较好、通气性较差，铺设在最下层能够

尽可能多地将绿化区内下渗的水分保留下来，水分不会因为透气性较好的原因而流失过

快；沙土层的保水能力较差但通气性较好，当水分过多的情况下，多余的水分能够及时从沙

土层渗透流出绿化区进入水域；而壤土层的保水性、保肥性和透气性都不错，非常适合植物

生长。

[001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水域的边沿位置设置有喜水植物区。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吸水植物区内能够种植亲水性植物，提升小区内绿化的

环境以及多样性。

[0020]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技术效果：

1、通过将小区内的住宅区、绿化区和水域依次从高向低设置，将住宅区收集的雨水分

流至水域或者绿化区，提升对小区内雨水的循环利用率；

2、通过将水域分为净化区和观赏区，雨水先经过净化区进行净化，之后再流入观赏区，

能够提升观赏区内水质的清洁程度；

3、通过在绿化区的下层铺设防渗层，能够避免绿化区内的水分渗入地下，提升进入绿

化区内的水资源的利用率；

4、通过将绿化区内的土壤从下往上依次设置为黏质土层、沙土层和壤土层，能够提升

绿化区土壤的各种性能，适于植物生长。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1、住宅区；11、第一沟渠；12、第二沟渠；13、管道；14、第一过滤栅板；2、绿化

区；21、防渗层；22、黏质土层；23、沙土层；24、壤土层；25、排水沟渠；3、水域；31、观赏区；32、

净化区；321、沉降池；322、溢流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所示，本发明介绍了一种市政雨水收集建筑结构，包括住宅区1、绿化区2和

水域3，住宅区1、绿化区2和水域3依次相邻并且所在位置的地面高度依次降低，在下雨时小

区内的住宅区1、绿化区2和水域3均能收集雨水，住宅区1收集的雨水一部分流入水域3内，

另一部分灌溉至绿化区2内，绿化区2内多余的水分也能够渗透或者流淌至水域3内，从而将

整个小区内收集的雨水充分利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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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住宅区1雨水的收集主要是通过沟渠，住宅区1收集的雨水流入住宅区的地面上，

最终进入沟渠内，能够优化水流流道的布置，提升收集的效率，节约施工成本。如图1所示，

沟渠包括第一沟渠11和第二沟渠12，第一沟渠11通过管道13与水域3连通，第一沟渠11与管

道13的连接处固定设置有第一过滤栅板14，第二沟渠12位于绿化区2的上端。进入第一沟渠

11内的雨水，首先经过第一过滤栅板14的粗过滤之后，将大块的杂质进行过滤，降低管道13

堵塞的风险，同时提升雨水的水质；进入第二沟渠12内的雨水，通过渗透的方式渗透进入绿

化区2的土壤中，在绿化区2的土壤中进行储存，提升绿化区灌溉的效果和效率，当雨势较大

时，多余的水分能够从第二沟渠12上溢出，进入到绿化区2的上表面，顺着绿化区2的上表面

流至水域3内。

[0025] 如图1所示，水域3可分为观赏区31和净化区32，净化区32可分为沉降池321和溢流

池322，管道13与沉降池321连通，沉降池321内的水溢流进入溢流池322内，溢流池322与观

赏区31连通。观赏区31内一般会放养一些鱼类或者藻类生物，对水质的要求较高，住宅区1

排放至水域3的雨水首先能够通过沉降池321进行沉降，将沉降类杂质进行静置，之后溢流

至溢流池322内进入观赏区31，保证进入观赏区31的雨水的清洁度。还可以在沉降池321末

端或者溢流池322内放置一些活性炭等具有吸附性能的物质，去进一步净化雨水。

[0026] 如图1所示，其中净化区32可以设置在小区的地面下方，小区其他地区的场面水也

可以排放至净化区32内，净化区32的布置以及设备也不仅限于上文所采用的方案，能够实

现净化水质的方案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0027] 如图1所示，本发明对绿化区2的结构也有所改进，在绿化区2的下层铺设一层防渗

层21，防渗层21上方填土，之后再种植绿化植物，防渗层21的设置能够避免绿化区2内的水

分逐步下渗至地下，对绿化区2内的水分进行保湿作业，而绿化区2吸收不了的水分也能够

因水平上的高度原因而流向水域3，提升流经绿化区2的水资源的利用率。

[0028] 如图1所示，防渗层21的设置，最好呈向下凹陷的弧形，防渗层21最低端位于防渗

层21的中间部位，弧形的防渗层21更加容易在底部聚集水分，有助于在绿化区2内储存水

分，保证绿化区2内水分的充裕，多余的水分会从防渗层21靠近水域3的一段逐渐渗出，同时

也保证绿化区2土壤含水量不会太高。

[0029] 如图1所示，防渗层21上方的土壤铺设也有相应的改进，常用的土壤有三种，黏质

土层22、沙土层23和壤土层24，黏质土层22的保水性最佳而透气性最差，沙土层23的保水性

最差而透气性最佳，壤土层24的保水性和透气性都不错，并且具有良好的保肥性。因此壤土

层24最适合最为绿化区2的最上层土壤，而将黏质土层22作为最下方的土层，用来最大限度

地保持绿化区2内的水分，将沙土层23作为中间层，当水分过多的情况下，多余的水分能够

及时从沙土层23渗透流出绿化区2进入水域3。采用该种土壤结构之后，绿化区2内的植物在

种植初期，能够从壤土层24内充分吸收水分和养分，在这个阶段一定要保持壤土层24的含

水量，当植物长大之后，能够将根茎扎入黏质土层22，此时就能够充分地从黏质土层22内吸

收水分，可以适当减少对壤土层24的灌溉水量，也能达到节水的目的，并且一次性自然雨水

灌溉能够保证长时间的自给自足。

[0030] 靠近水域3的土壤本身的水分含量就比较高，可以在水域3的边沿位置设置喜水植

物区，在喜水植物区内种植对含水量要求较高的植物，提升小区内绿化的环境以及多样性。

[0031] 水域3同样与小区外部的排水系统连通，当雨势较大，超出水域3收集承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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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以通过排水系统将水域3内多余的雨水排到市政下水管道。但是通过水域3排放雨水

并不是最佳的途径，水域3内最好仅仅用于排放水域3内收集的多余的雨水，住宅区1和绿化

区2以及其他区域的场面水最好通过其他的方式排放出去。如图1所示，可以在净化区32的

上游设置排水沟渠25，小区场面水以及住宅区1和绿化区2流下的雨水均进入排水沟渠25

内，排水沟渠25与下水道以及净化区32均连通，排水沟渠25与下水道和净化区32的连通处

均设置有闸阀，在雨势较小的时候，将排水沟渠25与净化区32连通，进行雨水的收集，当雨

势较大的时候，将排水沟渠25与下水道连通，及时将雨水通过下水道排放，避免进入水域3

的雨水过多，而使得净化区32不能及时净化水质导致水域3内水质变差。

[0032] 水域3内还应及时观测水质变化，及时对水域3内的水资源进行净化和调整PH。水

域3内的水还可以通过输水泵输送至绿化区2内进行灌溉，降低灌溉水资源的消耗。

[003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

当下雨时，住宅区1收集的雨水进入第一沟渠11和第二沟渠12内，第一沟渠11内的雨水

通过管道13直接排放至排水渠道25；进入第二沟渠12的雨水会逐步渗入绿化区2，保证绿化

区2内的土壤充分吸收水分，节省后期灌溉的时间，绿化区2内多余的水分会从绿化区2内逐

步渗出流至地面，进入排水渠道25内。当观赏区31内的水位较低时，进入排水渠道25内的雨

水将排送至沉降池321，在沉降池321内流动沉降，将固态杂质通过沉降的方法去除，上清液

流入溢流池322，在溢流池322内进行再次过滤后排放至水域3内，对水域3内的水分进行补

充；当观赏区31内的水位较高时，排水渠道25内的水直接排放至市政下水道，避免雨水在小

区内集聚。

[0034]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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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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