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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山体海绵城市三段式雨水收集净化利

用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山地海绵城市三段式雨

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包括雨水收集系统、雨水

净化系统和雨水利用系统，所述雨水收集系统包

括沿山顶至山腰依次设置若干绿化槽、若干沉沙

池和若干集水罐；所述雨水净化系统由若干初次

净化槽和若干二次净化槽沿着山体向下呈阶梯

状相互排列而成，所述初次净化槽由上往下依次

设置有防冲刷层、土壤层、粗沙层和净化层；所述

二次净化槽由上往下依次设置有土壤层和过滤

层；所述雨水利用系统包括上部景观池和下部蓄

水池，所述景观池与蓄水池之间设置有混凝土隔

板。本发明不仅能绿化美化山体环境，具有很好

的景观效果，而且能够吸收雨水中的污染物净化

水体，特别适用于水资源短缺的山地海绵城市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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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山体海绵城市三段式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包括雨水收集系统、雨水净化系

统和雨水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收集系统包括沿山顶至山腰依次设置若干绿化

槽、若干沉沙池和若干集水罐，所述绿化槽由上往下依次设置有防冲刷层、土壤层、粗沙层

和卵石层，所述粗沙层与卵石层之间设置有透水土工布，所述卵石层内设置有集水管，所述

绿化槽内种植有常绿树木；所述沉沙池底部距离出水孔3/4处设置有高度为沉沙池1/2的挡

板；所述雨水净化系统设置在山腰，由若干初次净化槽和若干二次净化槽沿着山体向下呈

阶梯状相互排列而成，所述初次净化槽设置二次净化槽之前，所述初次净化槽由上往下依

次设置有防冲刷层、土壤层、粗沙层和净化层，所述净化层一侧延伸至槽表面，横剖面成L

形，与防冲刷层、土壤层和粗沙层接触部位设置有透水土工布；所述二次净化槽由上往下依

次设置有土壤层和过滤层，所述土壤层和过滤层之间设置有透水土工布，所述初次净化槽

和所述二次净化槽内种植有根系发达的耐水植物；所述雨水利用系统设置在山下，包括上

部景观池和下部蓄水池，所述景观池与蓄水池之间设置有混凝土隔板，所述景观池底部设

置有淤泥质土壤，种植有耐水景观植物，所述蓄水池中部设置有滤网，底部设置有抽水水

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山体海绵城市三段式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绿化槽的上表面呈凹形，槽的外侧高于内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山体海绵城市三段式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绿化槽、沉沙池、集水罐、初次净化槽、二次净化槽、景观池和蓄水池通过输水管相

互连接成整体，所述输水管入口处设置有拦污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山体海绵城市三段式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其特征在

于：在雨水收集系统、雨水净化系统与雨水利用系统之间的输水管设置有止水阀。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山体海绵城市三段式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沉沙池、集水罐、净化层、过滤层、景观池和蓄水池的一侧上部设置有入水孔，与入

水孔相对的另一侧下部设置有出水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山体海绵城市三段式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沉沙池和集水罐的顶部设置有检修盖板。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山体海绵城市三段式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集水罐及蓄水池内部用水泥砂浆抹面，并做防渗漏处理，所述集水罐设置有溢水

孔，所述溢水孔与市政排水管相连。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山体海绵城市三段式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防冲刷层为鹅卵石或防冲刷土工布，所述过滤层由生物活性碳制成。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山体海绵城市三段式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景观池四周设置景观道路，在景观池入水孔处设置有堆石，所述景观道路的外侧设

置有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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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山体海绵城市三段式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海绵城市建设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山体海绵城市三段式雨水收集净化

利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

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海绵城市

建设应遵循生态优先等原则，将自然途径与人工措施相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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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 虽然水资源的高效利用问题受到越来越多重视，但是在通常情况下，绝大部分地

区的天然雨水，直接沿着地表或坡面流失，造成水资源浪费，也容易造成水灾，尤其是暴雨

季节，坡面径流容易形成强大的水流，冲毁植被甚至土地，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若能天然

雨水通过集中收集，将雨水中含有的大量污染物去除后，回收利用于绿地灌溉、景观用水、

消防用水等，将极大的提高雨水利用效率，产生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

[0004] 目前常见的海绵城市雨水收集净化措施通常只适用于平原地区，对于坡度较大的

山地城市并不适用。由于山体城市自然坡度大，在夏季暴雨季节，大量的山体坡面被暴雨冲

刷，有时候大量的山石被冲下来，山上的松树也被冲刷倒地，有的甚至被连根拔起，影响山

体附近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有必要结合生态、经济和景观各方面的要求，开发出一种

适用于山体海绵城市建设的具有复合功能的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背景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提供一种山体海绵城市三段式雨水收集净

化利用系统，它不仅能绿化美化山体环境，具有很好的景观效果，而且能够吸收雨水中的污

染物净化水体，特别适用于水资源短缺的山体海绵城市。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一种山体海绵城市三段式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

采用的技术方案：包括雨水收集系统、雨水净化系统和雨水利用系统，所述雨水收集系统包

括沿山顶至山腰依次设置若干绿化槽、若干沉沙池和若干集水罐，所述绿化槽由上往下依

次设置有防冲刷层、土壤层、粗沙层和卵石层，所述粗沙层与卵石层之间设置有透水土工

布，所述卵石层内设置有集水管，所述绿化槽内种植有常绿树木；所述沉沙池底部距离出水

孔3/4处设置有高度为沉沙池1/2的挡板；所述雨水净化系统设置在山腰，由若干初次净化

槽和若干二次净化槽沿着山体向下呈阶梯状相互排列而成，所述初次净化槽设置二次净化

槽之前，所述初次净化槽由上往下依次设置有防冲刷层、土壤层、粗沙层和净化层，所述净

化层一侧延伸至槽表面，横剖面成L形，与防冲刷层、土壤层和粗沙层接触部位设置有透水

土工布；所述二次净化槽由上往下依次设置有土壤层和过滤层，所述土壤层和过滤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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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透水土工布，所述初次净化槽和所述二次净化槽内种植有根系发达的耐水植物；所

述雨水利用系统设置在山下，包括上部景观池和下部蓄水池，所述景观池与蓄水池之间设

置有混凝土隔板，所述景观池底部设置有淤泥质土壤，种植有耐水景观植物，所述蓄水池中

部设置有滤网，底部设置有抽水水泵。

[0007] 优选地，所述绿化槽的上表面呈凹形，槽的外侧高于内侧。

[0008] 优选地，所述绿化槽、沉沙池、集水罐、初次净化槽、二次净化槽、景观池和蓄水池

通过输水管相互连接成整体，所述输水管入口处设置有拦污栅。

[0009] 优选地，在雨水收集系统、雨水净化系统与雨水利用系统之间的输水管设置有止

水阀。

[0010] 优选地，所述沉沙池、集水罐、净化层、过滤层、景观池和蓄水池的一侧上部设置有

入水孔，与入水孔相对的另一侧下部设置有出水孔。

[0011] 优选地，所述沉沙池和集水罐的顶部设置有检修盖板。

[0012] 优选地，所述集水罐及蓄水池内部用水泥砂浆抹面，并做防渗漏处理。

[0013] 优选地，所述集水罐设置有溢水孔，所述溢水孔与市政排水管相连。

[0014] 优选地，所述抽水水泵与市政消防或灌溉管相连。

[0015] 优选地，所述防冲刷层为鹅卵石或防冲刷土工布。

[0016] 优选地，所述净化层由卵石、陶粒和活性炭混合组成。

[0017] 优选地，所述过滤层由生物活性碳制成。

[0018] 优选地，所述景观池四周设置景观道路，所述景观道路的外侧设置有围栏。

[0019] 优选地，在景观池入水孔处设置有堆石。

[0020] 优选地，景观池出水孔也与市政排水管相连。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通过在山顶设置的雨水收集系统、山腰设置

雨水净化系统和山底设置雨水利用系统，充分发挥出了山体城市地形优势，构建了三段式

的立体山体景观，体现了海绵城市建设的生态性，同时良好的景观增加了人们休闲去处，给

人们的视觉给人以美的享受；设置在山顶的雨水收集系统同时考虑了景观和生态的效果，

在保证山体优美景观的同时，实现了雨水的广泛收集；设置在山腰的初次净化槽和二次净

化槽采用曲折净化路径的吸附污染方式进行雨水净化，若雨水在第一个净化槽内呈下降状

态，那么在第二个净化槽内就呈上升状态，通过水流的曲折性，增加净化路径，实现雨水与

净化材料的较长时间的接触，极大的提高了雨水的净化效果；设置在山底的雨水利用系统

将净化后的雨水一部分用于景观池，另一部分存蓄在蓄水池，通过水泵可以将净化后的水

用于市政灌溉或消防用水，实现雨水的生态循环利用。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整体结构俯视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绿化槽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沉沙池结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是本发明初次净化槽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是本发明二次净化槽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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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7是本发明雨水净化系统水流流向俯视图；

[0029] 图8是本发明雨水利用系统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例说明：1-绿化槽；2-沉沙池；2.1-沉沙池检修盖板；2.2-挡板；3-集水罐；4-初

次净化槽；  5-二次净化槽；6-雨水利用系统；6.1-景观道路；6.2-围栏；6.3-堆石；6.4-市政

排水管；6.5-淤泥质土壤；6.6-混凝土隔板；6.7-滤网；6.8-抽水水泵；6.9-市政消防或灌溉

管；7-输水管；8-集水罐检修盖板；9-溢水孔；10-入水孔；11-出水孔；12-止水阀；13-水流流

向；14-防冲刷层；15-土壤层；16-粗沙层；17-透水土工布；18-卵石层；19-集水管；20-拦污

栅；21-净化层；22-过滤层；A-山顶；B-山腰；C-山下。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参见图1-图8，本发明一种山体海绵城市三段式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系统，包括雨水

收集系统、雨水净化系统和雨水利用系统，雨水收集系统包括沿山顶A至山腰B依次设置若

干绿化槽1、若干沉沙池2和若干集水罐3，绿化槽1的上表面呈凹形，槽的外侧高于内侧，由

上往下依次设置有防冲刷层14、土壤层15、粗沙层16和卵石层18，粗沙层16与卵石层18之间

设置有透水土工布17，卵石层18内设置有集水管19，绿化槽1内种植有常绿树木；沉沙池2顶

部设置有沉沙池检修盖板2.1，底部距离出水孔3/4处设置有高度为沉沙池1/2的挡板2.2；

集水罐3顶部设置有集水罐检修盖板8；雨水净化系统设置在山腰B，由若干初次净化槽4和

若干二次净化槽5沿着山体向下呈阶梯状相互排列而成，初次净化槽4设置二次净化槽5之

前，初次净化槽4由上往下依次设置有防冲刷层14、土壤层15、粗沙层16和净化层21，防冲刷

层14为鹅卵石或防冲刷土工布，净化层21由卵石、陶粒和活性炭混合组成，净化层21一侧延

伸至槽表面，横剖面成L形，与防冲刷层14、土壤层15和粗沙层16接触部位设置有透水土工

布17；二次净化槽5由上往下依次设置有土壤层15和过滤层22，过滤层22由生物活性碳制

成，土壤层15和过滤层22之间设置有透水土工布17，初次净化槽4和二次净化槽5内种植有

根系发达的耐水植物；雨水利用系统设置在山下C，包括上部景观池和下部蓄水池，景观池

与蓄水池之间设置有混凝土隔板6.6，景观池四周设置景观道路6.1，所述景观道路6.1的外

侧设置有围栏6.2，在景观池入水孔10处设置有堆石6.3，景观池底部设置有淤泥质土壤

6.5，种植有耐水景观植物，蓄水池中部设置有滤网6.7，底部设置有抽水水泵6.8，抽水水泵

6.8与市政消防或灌溉管6.9相连。

[0033] 参见图1、图2，绿化槽1、沉沙池2、集水罐3、初次净化槽4、二次净化槽5、景观池和

蓄水池通过输水管7相互连接成整体，所述输水管7入口处设置有拦污栅20。在雨水收集系

统、雨水净化系统与雨水利用系统之间的输水管7设置有止水阀12。沉沙池2、集水罐3、净化

层4.5、过滤层5.3、景观池和蓄水池的一侧上部设置有入水孔，与入水孔10相对的另一侧下

部设置有出水孔11。集水罐3设置有溢水孔9，溢水孔9与市政排水管相连。集水罐3及蓄水池

内部用水泥砂浆抹面，并做防渗漏处理。

[0034] 参见图1、图2，本发明的雨水收集净化利用过程：首先，在雨水季节，设置于山顶A

的若干绿化槽1将入渗后雨水收集后，通过下部卵石层18中的输水管7输送到沉沙池2，经过

沉沙池2的分流沉沙后，雨水进入集水罐3等待净化；然后，设置于山腰B的雨水净化系统通

过输水管7将集水罐3中收集的雨水，经过多级净化槽实现雨水净化，若雨水在第一个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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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内呈下降状态，那么在第二个净化槽内就呈上升状态，通过水流的曲折性，增加净化路

径，实现雨水与净化层21和过滤层22的较长时间的接触，极大的提高了雨水的净化效果；最

后，设置于山下C的雨水利用系统将净化后的雨水一部分用于景观池，另一部分存蓄在蓄水

池，通过抽水水泵6.8可以将净化后的水用于市政灌溉或消防用水，实现雨水的生态循环利

用。

[0035]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

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宗旨

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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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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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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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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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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