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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城市道路雨水收集

净化利用系统，城市道路旁设有生物滞留带，该

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包括设在城市

道路路面下方的蓄水池、设置在生物滞留带下方

的沉淀池和抽水装置，所述蓄水池与沉淀池连

通，所述生物滞留带中设有溢流井，所述生物滞

留带的内部、溢流井分别通过渗管与沉淀池连

接，所述溢流井与沉淀池连通；所述抽水装置的

进水口与蓄水池连接。采用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

案，实现对城市道路雨水削峰除污，增强了海绵

型城市道路蓄水功能，对于减轻城市内涝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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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城市道路旁设有生物滞留带，其特征在于：所

述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包括设在城市道路路面下方的蓄水池、设置在生物滞留

带下方的沉淀池和抽水装置，所述蓄水池与沉淀池连通，所述生物滞留带中设有溢流井，所

述生物滞留带的内部、溢流井分别通过渗管与沉淀池连接，所述溢流井与沉淀池连通；所述

抽水装置的进水口与蓄水池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池的

底部包括带坡度的集泥斗，所述蓄水池与沉淀池通过过水孔连通，所述蓄水池的底部、集泥

斗的底面均位于过水孔的下方。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其包括排泥装

置，所述排泥装置伸入到集泥斗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滞留

带在位于沉淀池的上方设有检查井，所述检查井与沉淀池连通，所述排泥装置通过检查井

伸入集泥斗上，所述沉淀池的侧壁设有踏步。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泥斗的

坡度为30°~4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滞留

带在位于与城市道路的连接处设有初期雨水弃流池，所述溢流井位于初期雨水弃流池的一

侧、并位于生物滞留带的中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城市道路

与生物滞留带连接处设有开孔的路缘石，所述路缘石的开孔朝着初期雨水弃流池。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初期雨水

弃流池设有竖立的挡板，所述挡板高于初期雨水弃流池的表面；所述生物滞留带从上往下

依次设有隔离过滤层、蓄排水层、防水层和承托层，所述蓄排水层通过汇水槽与渗管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意一项所述的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蓄水池内设有浮球水位感应器，所述抽水装置包括水泵，所述水泵的进水管伸入到蓄水

池内。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其包括控制

模块、太阳能储能装置和灌溉装置，所述生物滞留带设有土壤湿度计，所述土壤湿度计、太

阳能储能装置、灌溉装置、浮球水位感应器、水泵分别与控制模块连接，所述太阳能储能装

置、灌溉装置与水泵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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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雨水净化回收利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

化利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为减轻城市内涝及雨水径流污染问题，合理利用雨水资源，我国提出了海绵城市

理念，即在确保城市排水防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雨水在城市区域的积存、渗透

和净化，促进雨水资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海绵城市需要合理地控制降在我们城

市下垫面上的雨水径流，使雨水就地消纳和吸收利用，做到雨水“渗”、“滞”、“蓄”、“净”、

“用”、“排”，即通过土壤来渗透雨水，涵养地下水，延缓短时间内形成的雨水径流量，实现雨

水错峰和调蓄，净化和利用雨水，减轻内涝及水体黑臭。低影响开发是海绵城市实施过程中

的有效手段，它是指在场地开发过程中采用源头、分散式措施维持场地开发前的水文特征，

也称为低影响设计或低影响城市设计和开发。其核心是通过源头、分散式的措施实现城市

径流污染和总量管理，维持场地开发前后水文特征不变，包括径流总量、峰值流量、峰现时

间等。

[0003] 现状城市道路低影响开发手段主要包括生物滞留带、透水铺装、植草沟、生态树池

等，这些手段虽然可以使城市道路雨水渗入土壤进入地下水、短暂滞留雨水以及部分去除

初期雨水污染，但是在雨水存蓄利用以及流域错峰排水等方面还存在不足。由于城市道路

地势较低，雨水通过支管汇集到道路干管，如遇暴雨，排水口极易出现水位顶托现象，增强

海绵型城市道路蓄水功能，对于减轻城市内涝具有重要意义。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将

绿色与灰色设施相结合，在路面以及生物滞留带以下空间增设蓄水池，通过将生物滞留带

与地下蓄水装置连通，实现对城市道路雨水削峰除污，同时设置绿化带自动抽水装置，实现

雨水循环利用。

[0005] 对此，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城市道路旁设有生物滞留带，其包括设在

城市道路路面下方的蓄水池、设置在生物滞留带下方的沉淀池、抽水装置，所述蓄水池与沉

淀池连通，所述生物滞留带中设有溢流井，所述生物滞留带的内部、溢流井分别通过渗管与

沉淀池连通，所述溢流井与沉淀池连通；所述抽水装置的进水口与蓄水池连接。

[0007] 采用此技术方案，在下雨时，城市道路上的积水通过生物滞留带进行下渗、滞留、

净化，然后流入沉淀池内，下大雨时，来不及渗透的雨水流入溢流井内，部分通过渗管流入

生物滞留带的内部进行过滤和净化，部分通过溢流井直接流入沉淀池内，流入到沉淀池内

的水进行沉淀，然后流入到蓄水池进行储存，这样实现对城市道路雨水削峰除污；使得流入

沉淀池的雨水更加干净。当需要用水时，可以通过抽水装置抽取蓄水池中的水进行灌溉，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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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了雨水，实现雨水循环利用。

[0008] 南方雨量较大的地区可以根据年降雨量雨量及路面宽度布设蓄水池的大小和位

置。北方雨量较少的地区根据当地年降雨量，考虑道路侧蓄水池体积横向缩小。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沉淀池的底面高于蓄水池的底面。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沉淀池的底部包括带坡度的集泥斗，所述蓄

水池与沉淀池通过过水孔连通，所述蓄水池的底部、集泥斗的底面均位于过水孔的下方。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包括排泥装

置，所述排泥装置伸入到集泥斗上。采用此技术方案，可以及时对雨水中带的泥沙进行清

理，避免影响系统的蓄水功能。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生物滞留带在位于沉淀池的上方设有检查

井，所述检查井与沉淀池连通，所述排泥装置通过检查井伸入集泥斗上，所述沉淀池的侧壁

设有踏步。采用此技术方案，方便对沉淀池、蓄水池等内部进行检测。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集泥斗的坡度为30°~45°。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生物滞留带在位于与城市道路的连接处设有

初期雨水弃流池，所述溢流井位于初期雨水弃流池的一侧，并位于生物滞留带的中部。采用

此技术方案，对雨水进行初步的过滤，去除大颗粒沉积物以及部分油脂，之后水溢流进入生

物滞留带，在此过程中雨水下渗、滞留、净化。

[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城市道路与生物滞留带连接处设有开孔的路

缘石，所述路缘石的开孔处朝着初期雨水弃流池。采用此技术方案，路面积水通过路缘石的

开孔流入初期雨水弃流池，可以将大块垃圾过滤。

[0016] 进一步的，所述初期雨水弃流池设有竖立的挡板，所述挡板高于初期雨水弃流池

的表面。采用此技术方案，方便阻挡大块垃圾，避免随水流入到溢流井中，造成溢流井堵塞。

[0017] 进一步的，所述生物滞留带从上往下依次设有隔离过滤层、蓄排水层、防水层和承

托层，所述蓄排水层通过汇水槽与渗管连接。然后通过渗管与沉淀池连接，这样，水经过生

物滞留带过滤后通过汇水槽汇集，然后通过渗管流入到沉淀池内，使得水质更加干净，便于

循环利用。

[001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蓄水池内设有浮球水位感应器，所述抽水装

置包括水泵，所述水泵的进水管伸入到蓄水池内。采用此技术方案，可以了解蓄水池内的水

位情况。

[001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包括控制模

块、太阳能储能装置和灌溉装置，所述生物滞留带设有土壤湿度计，所述土壤湿度计、太阳

能储能装置、灌溉装置、浮球水位感应器、水泵分别与控制模块连接，所述太阳能储能装置、

灌溉装置与水泵电连接。采用此技术方案，通过土壤湿度计反馈土壤湿度，当土壤湿度低的

时候，控制模块可以启动水泵和灌溉装置进行灌溉。另外，采用太阳能储能装置可以充分利

用太阳能，不需要额外再接入市电或其它能源。当水位下降到不足以提供灌溉用水时，系统

停止工作，改为人工灌溉。另外，还可以抽取蓄水池内的水用于其它用途，如冲洗路面等等。

[0020] 进一步的，所述太阳能储能装置包括太阳能电池板。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

[0022]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将绿色与灰色设施相结合，在路面以及生物滞留带以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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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增设蓄水池，通过将生物滞留带与地下蓄水装置连通，实现对城市道路雨水削峰除污。道

路一侧的蓄水池一部分体积可以用于储存道路绿化用水，一部分体积可以用于夏季雨洪削

峰，增强了海绵型城市道路蓄水功能，对于减轻城市内涝具有重要意义。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的横断面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的纵断面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的生物滞留带底部结构示

意图。

[0026]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的初期雨水弃流池的结构

示意图。

[0027] 附图标记包括：1-道路路面，2-蓄水池，3-沉淀池，4-生物滞留带；5-水泵，6-溢流

井，7-渗管，8-初期雨水弃流池，9-浮球水位感应器，10-排气孔，11-路缘石，12-挡板，13-集

泥斗，14-过水孔，15-排泥装置，16-检查井，17-踏步，18-汇水槽，19-控制器，20-太阳能储

能装置，21-土壤湿度计，22-滴灌装置；41-隔离过滤层，42-蓄排水层，43-防水层，44-承托

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较优的实施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9]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城市道路旁设有生物滞

留带4，系统包括设在城市道路路面1下方的蓄水池2、设置在生物滞留带4下方的沉淀池3和

抽水装置，所述蓄水池2与沉淀池3连通，所述生物滞留带4中设有溢流井6，所述生物滞留带

4的内部、溢流井6分别通过渗管7与沉淀池3连接，所述溢流井6与沉淀池3连通；所述抽水装

置的进水口与蓄水池2连接。所述生物滞留带4在位于与城市道路的连接处设有初期雨水弃

流池8，所述溢流井6位于初期雨水弃流池8的一侧，并位于生物滞留带4的中间位置。所述蓄

水池2内设有浮球水位感应器9，所述抽水装置包括水泵5，所述水泵5的进水管伸入到蓄水

池2内。所述溢流井6设有排气孔10。

[0030] 如图4所示，所述城市道路与生物滞留带4连接处设有开孔的路缘石11，所述路缘

石11的开孔朝着初期雨水弃流池8。所述初期雨水弃流池8设有竖立的挡板12，所述挡板12

高于初期雨水弃流池8的表面。

[0031] 所述沉淀池3的底部包括带坡度的集泥斗13，所述蓄水池2与沉淀池3通过过水孔

14连通，所述蓄水池2的底部、集泥斗13的底面均位于过水孔14的下方。所述城市道路雨水

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包括排泥装置15，所述生物滞留带4在位于沉淀池3的上方设有检查井

16，所述检查井16与沉淀池3连通，所述排泥装置15通过检查井16伸入集泥斗13上，所述沉

淀池3的侧壁设有踏步17，方面进行检修和维护。进一步的，所述集泥斗13的坡度为30°~
45°。

[0032] 如图3所示，所述生物滞留带4从上往下依次设有隔离过滤层41、蓄排水层42、防水

层43和承托层44，所述蓄排水层42通过汇水槽18与渗管7连接。

[0033] 进一步的，所述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包括控制器19、太阳能储能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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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和滴灌装置22，所述生物滞留带4设有土壤湿度计21，所述土壤湿度计21、太阳能储能装

置20、滴灌装置22、浮球水位感应器9、水泵5分别与控制器19连接，所述太阳能储能装置20、

滴灌装置22与水泵5电连接。所述太阳能储能装置20包括太阳能电池板。

[0034] 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具有以下特点：

[0035] （1）  渗蓄水功能强化，在市政道路路面1以下设置蓄水池2，在生物滞留带4以下设

置沉淀池3，用于收集储存更多雨水。路面雨水径流由开孔路缘石11进入初期雨水弃流池8，

去除大颗粒沉积物以及部分油脂，之后水溢流进入生物滞留带4，在此过程中雨水下渗、滞

留、净化，汇入生物滞留带4底部汇水槽18，由渗管7进入沉淀池3。生物滞留带4表面滞留雨

水会通过溢流井6进入渗管7，雨水在渗管7中进一步入渗土壤，径流排入沉淀池3。在蓄水池

2中，雨水先经过沉淀进一步去除污泥，污泥定期通过排泥设施排除。雨量较小时，清洁雨水

通过过水孔14进入蓄水池2，雨水在蓄水池2下半部分蓄存，留作生物滞留带4植物浇灌用

水。雨量较大时，沉淀池3中水位迅速升高，蓄水池2和沉淀池3形成连通器，蓄水池2蓄存大

量雨水，用于削减洪峰。南方雨量较大的地区可以根据年降雨量雨量及路面宽度加宽布设

蓄水池2。北方雨量较少的地区根据当地年降雨量，考虑道路侧蓄水池2体积横向缩小。

[0036] （2）  雨水原位回收利用功能强化，蓄水池2中的水可用作绿化养护或冲洗路面。控

制器19可以对气温、土壤湿度、光照强度等条件进行综合分析，选择最佳的时间段灌溉生物

滞留带4，一旦灌溉条件符合要求，控制器19启动太阳能水泵5从蓄水池2抽水，浇灌生物滞

留带4植物。蓄水池2中装有浮球水位感应器9，当水位下降到不足以提供灌溉用水时，系统

停止工作，改为人工灌溉。整个过程为自动控制，由太阳能电池板提供动力。

[0037] 以上所述之具体实施方式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方式，并非以此限定本实用新

型的具体实施范围，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包括并不限于本具体实施方式，凡依照本实用新型

之形状、结构所作的等效变化均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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