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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排水系统及其排水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城市排水系统，包括：对应

雨水管且间隔设置于路边的调蓄水池，该调蓄水

池的一侧开设有通孔，且该调蓄水池中竖直设置

有一与雨水管相连通的连通管，该连通管的顶部

高于通孔；对应通孔设置且与调蓄水池相连通的

沟槽，该沟槽与城市绿地相连通；竖直开挖形成

于城市绿地中且与雨水管相连通的溢流井，所述

溢流井靠近底部的侧壁上开设有滤孔以使得城

市绿地中的雨水汇入溢流井并流入雨水管中；以

及盖设于调蓄水池、溢流井和沟槽的顶部的雨

篦，该雨篦与对应的地面平齐。本发明有效的解

决了城市内涝的问题，既能利用城市绿化来净化

雨水，又能快速排水，防止城市内涝，能够满足城

市复杂的排水要求，符合绿色环保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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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城市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系统设置于靠近城市雨水管的位置，所述

排水系统包括：

对应所述雨水管且间隔设置于路边的调蓄水池，所述调蓄水池的一侧开设有通孔，且

所述调蓄水池中竖直设置有一与所述雨水管相连通的连通管，所述连通管的顶部高于所述

通孔；

对应所述通孔设置且与所述调蓄水池相连通的沟槽，所述沟槽与城市绿地相连通；

竖直开挖形成于所述城市绿地中且与所述雨水管相连通的溢流井，所述溢流井靠近底

部的侧壁上开设有滤孔以使得所述城市绿地中的雨水汇入所述溢流井并流入所述雨水管

中；以及

盖设于所述调蓄水池、所述溢流井和所述沟槽的顶部的雨篦，所述雨篦与对应的地面

平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沟槽顶部靠近所述雨篦的位置

转动安装有若干间隔设置的挡板，通过转动所述挡板以封堵或敞开所述沟槽的顶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沟槽的底部靠近所述通孔的部

分的标高高于靠近所述城市绿地的部分的标高以形成一倾斜的斜坡。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城市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斜坡的坡度为1％。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固定安装于所述调蓄水池内

且截面呈U形的集水槽，所述集水槽的侧壁与所述调蓄水池的侧部相贴合，且所述集水槽对

应所述通孔开设有孔洞以与所述沟槽相连通，所述连通管穿过所述集水槽的底部且部分置

于所述集水槽内。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连通管的外侧壁与所述调蓄水

池的内壁之间具有设定距离。

7.如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城市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连通管靠近所述雨水管的

部分的直径小于所述连通管远离所述雨水管的部分的直径，且所述连通管的截面呈喇叭

状。

8.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排水系统的排水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在路边对应雨水管的位置开挖形成调蓄水池，于所述调蓄水池中竖直安装供与所述雨

水管相连通的连通管，并在所述调蓄水池的一侧开设通孔；

对应所述通孔开挖与城市绿地相连通的沟槽；

在城市绿地中开挖形成与雨水管相连通的溢流井，并在所述溢流井靠近底部的侧壁上

开设若干滤孔；

于所述调蓄水池、所述溢流井和所述沟槽顶部铺设雨篦。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城市排水系统的排水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若干转动安装于

所述沟槽顶部供封堵所述沟槽的顶部的挡板；

地面无积水时，转动所述挡板以封堵住所述沟槽的顶部使得雨水流入所述调蓄水池

中；

地面出现积水时，转动所述挡板以敞开所述沟槽的顶部使得雨水直接流入所述沟槽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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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排水系统及其排水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领域，特指一种城市排水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城市化发展的工程过程中，面临严峻的水环境问题，目前大多采用直接将

雨水排入市政雨水管中的方式进行排水，然而实际雨水中含有较多污染物，若直接排入雨

水管中则对环境污染较为严重，针对这种情况，出现了将雨水导入绿地中，利用绿植净化雨

水的方式排水，但若是降水量大，这种排水方式不能及时将雨水排入市政雨水管中，可能会

出现内涝的现象。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城市排水系统，解决了城市内

涝的问题，既能利用城市绿化来净化雨水，又能快速排水，防止城市内涝，能够满足城市复

杂的排水要求，符合绿色环保的理念。

[0004] 实现上述目的的技术方案是：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城市排水系统，该排水系统设置于靠近城市雨水管的位置，该

排水系统包括：

[0006] 对应雨水管且间隔设置于路边的调蓄水池，该调蓄水池的一侧开设有通孔，且该

调蓄水池中竖直设置有一与雨水管相连通的连通管，该连通管的顶部高于通孔；

[0007] 对应通孔设置且与调蓄水池相连通的沟槽，该沟槽与城市绿地相连通；

[0008] 竖直开挖形成于城市绿地中且与雨水管相连通的溢流井，所述溢流井靠近底部的

侧壁上开设有滤孔以使得城市绿地中的雨水汇入溢流井并流入雨水管中；以及

[0009] 盖设于调蓄水池、溢流井和沟槽的顶部的雨篦，该雨篦与对应的地面平齐。

[0010] 本发明采用城市排水系统对塔吊和建筑主体之间进行连接，通过设置调蓄水池，

当降水量较小时，路边的雨水流入调蓄水池中并通过通孔经沟槽流入城市绿地中，由城市

绿地中的植物净化过滤雨水中的杂质后，汇入溢流井中并通过雨水管排入市政排水系统，

当降水量较大时，调蓄水池中雨水的水位上升，使得雨水从连通管顶部开口处流入，直接通

入雨水管进而流入市政排水系统中，防止城市绿地滤水速度过慢而发生城市内涝的现象，

该排水系统能够灵活适用于不同降水情况，解决了城市内涝的问题，既能利用城市绿化来

净化雨水，又能快速排水，防止城市内涝，能够满足城市复杂的排水要求，符合绿色环保的

理念。

[0011] 本发明城市排水系统的进一步改进在于，该沟槽顶部靠近雨篦的位置转动安装有

若干间隔设置的挡板，通过转动挡板以封堵或敞开沟槽的顶部。

[0012] 本发明城市排水系统的进一步改进在于，该沟槽的底部靠近通孔的部分的标高高

于靠近城市绿地的部分的标高以形成一倾斜的斜坡。

[0013] 本发明城市排水系统的进一步改进在于，该斜坡的坡度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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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本发明城市排水系统的进一步改进在于，还包括固定安装于调蓄水池内且截面呈

U形的集水槽，该集水槽的侧壁与调蓄水池的侧部相贴合，且集水槽对应通孔开设有孔洞以

与沟槽相连通，该连通管穿过集水槽的底部且部分置于集水槽内。

[0015] 本发明城市排水系统的进一步改进在于，该连通管的外侧壁与调蓄水池的内壁之

间具有设定距离。

[0016] 本发明城市排水系统的进一步改进在于，该连通管靠近雨水管的部分的直径小于

连通管远离雨水管的部分的直径，且该连通管的截面呈喇叭状。

[001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城市排水系统的排水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8] 在路边对应雨水管的位置开挖形成调蓄水池，于调蓄水池中竖直安装供与雨水管

相连通的连通管，并在调蓄水池的一侧开设通孔；

[0019] 对应通孔开挖与城市绿地相连通的沟槽；

[0020] 在城市绿地中开挖形成与雨水管相连通的溢流井，并在溢流井靠近底部的侧壁上

开设若干滤孔；

[0021] 于调蓄水池、溢流井和沟槽顶部铺设雨篦。

[0022] 本发明城市排水系统的排水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在于，还包括若干转动安装于沟槽

顶部供封堵沟槽的顶部的挡板；

[0023] 地面无积水时，转动挡板以封堵住沟槽的顶部使得雨水流入调蓄水池中；

[0024] 地面出现积水时，转动挡板以敞开沟槽的顶部使得雨水直接流入沟槽中。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城市排水系统的整体结构俯视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城市排水系统的正面剖视图，其中省略了溢流井部分。

[0027] 图3为本发明城市排水系统中调蓄水池部分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9] 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城市排水系统，通过设置调蓄水池，当降水量较小时，

路边的雨水流入调蓄水池中并通过通孔经沟槽流入城市绿地中，由城市绿地中的植物净化

过滤雨水中的杂质后，汇入溢流井中并通过雨水管排入市政排水系统，当降水量较大时，调

蓄水池中雨水的水位上升，使得雨水从连通管顶部开口处流入，直接通入雨水管进而流入

市政排水系统中，防止城市绿地滤水速度过慢而发生城市内涝的现象，该排水系统能够灵

活适用于不同降水情况，解决了城市内涝的问题，既能利用城市绿化来净化雨水，又能快速

排水，防止城市内涝，能够满足城市复杂的排水要求，符合绿色环保的理念。下面结合附图

对本发明城市排水系统进行说明。

[0030] 参阅图1，图1为本发明城市排水系统的整体结构俯视图。下面结合图1，对本发明

城市排水系统进行说明。

[0031]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城市排水系统，该排水系统设置于靠近城市雨水管21的

位置，该排水系统包括：

[0032] 对应雨水管21且间隔设置于路边的调蓄水池11，该调蓄水池11的一侧开设有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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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且该调蓄水池11中竖直设置有一与雨水管21相连通的连通管111，该连通管111的顶部

高于通孔113；

[0033] 对应通孔113设置且与调蓄水池11相连通的沟槽12，该沟槽12与城市绿地22相连

通；

[0034] 竖直开挖形成于城市绿地22中且与雨水管21相连通的溢流井13，该溢流井13靠近

底部的侧壁上开设有滤孔以使得城市绿地22中的雨水汇入溢流井13并流入雨水管21中；以

及

[0035] 盖设于调蓄水池11、溢流井13和沟槽12的顶部的雨篦14，该雨篦14与对应的地面

平齐。

[0036] 具体的，该沟槽12的底部靠近通孔113的部分的标高高于靠近城市绿地22的部分

的标高以形成一倾斜的斜坡，使得雨水能够顺利进入城市绿地22。

[0037] 较佳地，该斜坡的坡度为1％。

[0038] 作为本发明的一较佳实施方式，结合图2所示，该沟槽12顶部靠近雨篦14的位置转

动安装有若干间隔设置的挡板121，通过转动挡板121以封堵或敞开沟槽12的顶部，在降水

量较小时封堵住沟槽12的顶部以达到美观的效果，也防止垃圾冲入沟槽12中堵塞沟槽12。

[0039] 进一步的，还包括固定安装于调蓄水池11内且截面呈U形的集水槽112，该集水槽

112的侧壁与调蓄水池11的侧部相贴合，且集水槽112对应通孔113开设有孔洞以与沟槽12

相连通，该连通管111穿过集水槽112的底部且部分置于集水槽112内。

[0040] 较佳地，该连通管111的外侧壁与调蓄水池11的内壁之间具有设定距离，在降水量

较小时，雨水顺着调蓄水池11的侧壁流入，不会直接流入连通管111中。

[0041] 又佳地，该连通管111靠近雨水管21的部分的直径小于连通管111远离雨水管21的

部分的直径，且该连通管111的截面呈喇叭状，当降水量较大时，能够方便雨水进入连通管

111，达到快速排水的目的。

[0042]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如下：

[0043] 转动挡板121封堵住沟槽12的顶部，当降水量较小时，雨水沿着调蓄水池11的侧壁

流入集水槽112中，进而通过孔洞和通孔113流入沟槽12中，顺着沟槽12流入城市绿地22中，

城市绿地22中的植物和泥土净化过滤雨水并吸收部分雨水，进而雨水汇入溢流井13中，并

通过与溢流井13连通的雨水管21流入市政排水系统中；

[0044] 若降水量较大，路面出现积水，转动挡板121敞开沟槽12的顶部，使得雨水能够直

接进入沟槽12中，及时排除路面的积水，当城市绿地22逐渐饱和，沟槽12中的水位不断上

升，调蓄水池11中的水位也上升，从而雨水从连通管111直接排入雨水管21中，雨水不再经

过城市绿地22直接排入市政排水系统中，防止排水过慢而导致的城市内涝，减小对道路的

影响，并加快排水。

[004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城市排水系统的排水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6] 在路边对应雨水管21的位置开挖形成调蓄水池11，于调蓄水池11中竖直安装供与

雨水管21相连通的连通管111，并在调蓄水池11的一侧开设通孔113；

[0047] 对应通孔113开挖与城市绿地22相连通的沟槽12；

[0048] 在城市绿地22中开挖形成于雨水管21相连通的溢流井13，并在溢流井13靠近底部

的侧壁上开设若干滤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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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于调蓄水池11、溢流井13和沟槽12顶部铺设雨篦14。

[0050] 进一步的，还包括若干转动安装于沟槽12顶部供封堵沟槽12的顶部的挡板121；地

面无积水时，转动挡板121以封堵住沟槽12的顶部使得雨水流入调蓄水池11中；地面出现积

水时，转动挡板121以敞开沟槽12的顶部使得雨水直接流入沟槽12中。

[0051] 本发明提供的排水方法实际实施的具体操作方式如下：

[0052] 转动挡板121封堵住沟槽12的顶部，当降水量较小时，雨水沿着调蓄水池11的侧壁

流入集水槽112中，进而通过孔洞和通孔113流入沟槽12中，顺着沟槽12流入城市绿地22中，

城市绿地22中的植物和泥土净化过滤雨水并吸收部分雨水，进而雨水汇入溢流井13中，并

通过与溢流井13连通的雨水管21流入市政排水系统中；

[0053] 若降水量较大，路面出现积水，转动挡板121敞开沟槽12的顶部，使得雨水能够直

接进入沟槽12中，及时排除路面的积水，当城市绿地22逐渐饱和，沟槽12中的水位不断上

升，调蓄水池11中的水位也上升，从而雨水从连通管111直接排入雨水管21中，雨水不再经

过城市绿地22直接排入市政排水系统中，防止排水过慢而导致的城市内涝，减小对道路的

影响，并加快排水。

[0054] 以上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中普通技术人员可根据上

述说明对本发明做出种种变化例。因而，实施例中的某些细节不应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定，本

发明将以所附权利要求书界定的范围作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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