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0426271.7

(22)申请日 2018.03.27

(73)专利权人 南京汤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211802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汤泉镇

西街

(72)发明人 朱远东　李进荣　张庆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维正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1508

代理人 杨春女

(51)Int.Cl.

C02F 9/1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建筑工地废水、雨水循环利用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建筑工地废水、雨水

循环利用系统，应用在建筑施工领域的领域中，

解决了工地污水混合排放可能带来管道堵塞的

技术问题，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包括铺设在建筑工

地内的多级水管网，所述多级水管网包括收集管

网、输送管网以及排放管网，所述收集管网和输

送管网之间通过过滤装置连接，所述输送管网和

排放管网之间设有分流装置，所述收集管网包括

雨水收集管网和生活废水收集管网，所述雨水收

集管网呈网状分布在建筑工地内，所述雨水收集

管网上设有多个雨水引流管，所述生活废水收集

管网与建筑工地内的房屋排水系统连接，具有对

工地排水的雨污分流，保障节约、排水的效果的

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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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工地废水、雨水循环利用系统，包括铺设在建筑工地内的多级水管网（1），

其特征是：所述多级水管网（1）包括收集管网（2）、输送管网（3）以及排放管网（4），所述收集

管网（2）和输送管网（3）之间通过过滤装置（5）连接，所述输送管网（3）和排放管网（4）之间

设有分流装置（6），所述收集管网（2）包括雨水收集管网（21）和生活废水收集管网（22），所

述雨水收集管网（21）呈网状分布在建筑工地内，所述雨水收集管网（21）上设有多个雨水引

流管（221），所述生活废水收集管网（22）与建筑工地内的房屋排水系统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工地废水、雨水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是：所述建筑

工地上设有与雨水引流管（221）连通的积水井（7），所述积水井（7）包括井体（71）、与井体

（71）拆卸连接的井盖（72），所述井盖（72）的四周设有滤水口（721），所述雨水引流管（221）

与积水井（7）的侧壁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工地废水、雨水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是：所述过滤

装置（5）包括连接在雨水收集管网（21）和输送管网（3）之间的沉淀池（51）、连接在生活废水

收集管网（22）和输送管网（3）之间的净化池（52），所述净化池（52）包括生化降解池（521）和

过滤除污池（522），所述净化池（52）上还设有与外界连通的抽泵管道（52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工地废水、雨水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是：所述分流

装置（6）包括加压泵室（61）和泄流井（62），所述输送管网（3）包括与加压泵室（61）连通的循

环水管道（31）和与泄流井（62）连通的泄流管道（32），所述泄流管道（32）与市政污水管道联

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建筑工地废水、雨水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是：所述建筑

工地上设有与循环水管道（31）连通的分流管路（311），所述分流管路（311）通过水流监控装

置（312）与地面的消防水路、绿化用水管路、工业用水管路连通，所述水流监控装置（312）内

设有水压分析仪（313）和水质监控仪（31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工地废水、雨水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是：所述雨水

收集管网（21）还包括设置在绿化带、洗车台区域的再生水体收集管网（23）。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建筑工地废水、雨水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是：所述雨水

引流管（221）位于积水井（7）的一端设有竖直引水器（73）。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工地废水、雨水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是：所述多级

水管网（1）外均包覆有防冻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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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工地废水、雨水循环利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施工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建筑工地废水、雨水循环利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建筑工地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在一块区域内的施工活动相对独立和封闭，施

工围挡范围内会产生大量生活用水的浪费、以及自然雨水的堆积排通不畅。

[0003] 公告号为CN201520219097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建筑工地废水、雨水收集系统，

它包括总沉淀池和分沉淀池，分别分为三级沉淀，总沉淀池设有抽水泵和增压泵，总沉淀池

与生活水箱、施工水箱、消防水箱分别连接；房屋建筑地下室的顶板设有后浇带，后浇带内

分别设有水管网，水管网接入沉淀池的总沉淀池；房屋建筑的外墙设有防火管网，对建筑脚

手架和防护网防火进行防火喷淋，防火管网与消防水箱连接。

[0004] 这种建筑工地废水、雨水循环利用系统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对工地范围内水资

源的节约保护，但实际状况下，由于工地环境较差，雨水中混杂太多的污泥，会出现雨污分

流不及时可能带来的水管网堵塞。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建筑工地废水、雨水循环利用系统，其优点是能够

实现对工地排水的雨污分流，保障节约、稳定排水的效果。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建筑工地废

水、雨水循环利用系统，包括铺设在建筑工地内的多级水管网，所述多级水管网包括收集管

网、输送管网以及排放管网，所述收集管网和输送管网之间通过过滤装置连接，所述输送管

网和排放管网之间设有分流装置，所述收集管网包括雨水收集管网和生活废水收集管网，

所述雨水收集管网呈网状分布在建筑工地内，所述雨水收集管网上设有多个雨水引流管，

所述生活废水收集管网与建筑工地内的房屋排水系统连接。

[0007]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建筑工地的水资源循环收集利用过程中，通过设置的收集管

网、输送管网和排放管网实现了对雨水、废水的系统输送和处理，收集管网包括雨水收集管

网和生活废水收集管网，雨水管网通过设置的多个雨水引流管从建筑工地的多个区域进行

雨水采集，实现对自然雨水、积水的处理，生活废水收集网连接建筑工地房屋内的排水系

统，对各种生活废水进行输送，使得雨水和生活废水独立输送，同时在收集管网和输送管网

间设有过滤装置，能够实现对水流的初步滤除，在输送管网和排放管网间的分流装置又能

够实现对分滤完成的污水进行分步排放，整个收集系统能够对不同类型的废水进行独立输

送，经处理后分步排出，实现了雨污分流的效果，高效节省水资源的同时保障了排放的效

果。

[000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建筑工地上设有与雨水引流管连通的积水井，所

述积水井包括井体、与井体拆卸连接的井盖，所述井盖的四周设有滤水口，所述雨水引流管

与积水井的侧壁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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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由于建筑工地多尘土，雨水中多掺杂大量泥沙，为了减少泥沙

成分对管路的堵塞，雨水引流管进水口一端设有积水井，通过水流从积水井井盖部分的滤

水口流入，经自然沉淀后再从雨水引流管流出，同时将雨水引流管开设在积水井的侧壁也

保障了最终只有在积水井内水位达到一定高度后才能流出，减少了水流直接进入井体内就

排出的现象，进一步减少了泥沙等杂质的混入。

[001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过滤装置包括连接在雨水收集管网和输送管网之

间的沉淀池、连接在生活废水收集管网和输送管网之间的净化池，所述净化池包括生化降

解池和过滤除污池，所述净化池上还设有与外界连通的抽泵管道。

[0011]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由于雨水污水和生活废水中的污染物和杂质成分不同，需要

针对性的进行去污操作，雨水收集管网中的雨污泥水进入沉淀池，由于积水井部分已经进

行了初步过滤，因而沉淀池能够实现对少量泥沙等进一步沉淀。

[001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分流装置包括加压泵室和泄流井，所述输送管道

包括与加压泵室连通的循环水管道和与泄流井连通的泄流管道，所述泄流管道与市政污水

管道联通。

[0013]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经净化处理完毕的水流分为可循环用水以及不可循环用水，

可循环用水在加压泵室的作用下经循环水管道向地面输送，方便再次利用，同时不满足循

环使用的废水流入泄流井内，经泄流井沉淀后从泄流管道汇流入市政污水管道，实现污水

的排放。

[001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建筑工地上设有与循环水管道连通的分流管路，

所述分流管路通过水流监控装置与地面的消防水路、绿化用水管路、工业用水管路连通，所

述水流监控装置内设有水压分析仪和水质监控仪。

[0015]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循环水管路中的可利用水资源会被循环利用在消防水路、绿

化用水、工业用水部分，节约正常水资源的使用，同时水流监控装置还能够对水路中的水流

进行监控，实现对水质的监控以及整个水流回路中水压的状况，方便施工人员及时了解地

下管网的状况。

[001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雨水收集管网还包括设置在绿化带、洗车台区域

的再生水体收集管网。

[0017]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由于绿化、洗车台区域的水流使用较频繁，且水体受污染程度

不高，该系统中在相应区域设有再生水体收集管网，能够对较为纯净的水流迅速回收至雨

水收集管网中，实现再次循环，提高水资源节约和高效的使用。

[001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雨水引流管位于积水井的一端设有竖直引水器。

[0019]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竖直引水器减少了泥沙顺着井壁流下时直接进入到雨水引流

管内，同时满足积水井内的水体需沉淀至一定高度水位时才能从竖直引水器流出。

[002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多级水管网外均包覆有防冻膜。

[0021]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建筑工地的生产环境较为恶劣，埋设的水管网受低温环境会

影响到正常的水流循环，通过包覆的防冻膜提高了输水管网的环境适应能力，保障正常的

使用。

[0022]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1、通过对建筑工地上的废水以及雨水进行分流处理，实现对水资源的高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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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混合处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堵塞等现象，使得水循环的利用率得到提高；

[0024] 2、再生水体收集管网能够对循环利用中受污染较小的水体再次回收，实现二次利

用。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用于展现实施例中系统关系示意图；

[0026] 图2是用于展现实施例中多级水管网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图2中A的放大图；

[0028] 图4是用于展现实施例的防冻膜的位置示意图。

[0029] 附图标记：1、多级水管网；2、收集管网；21、雨水收集管网；221、雨水引流管；22、生

活废水收集管网；23、再生水体收集管网；3、输送管网；31、循环水管道；311、分流管路；312、

水流监控装置；313、水压分析仪；314、水质监控仪；32、泄流管道；4、排放管网；5、过滤装置；

51、沉淀池；52、净化池；521、生物降解池；522、过滤除污池；523、抽泵管道；6、分流装置；61、

加压泵室；62、泄流井；7、积水井；71、井体；72、井盖；721、滤水口；73、竖直引水器；8、防冻

膜。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1] 实施例：一种建筑工地废水、雨水循环利用系统，如图1所示，包括铺设在建筑工地

内的多级水管网1，多级水管网1包括了收集管网2、输送管网3以及排放管网4，通过收集管

网2对不同类型的污水进行分类收集，由输送管网3进行输送，最终到达排放管网4部分，在

多级水管网1外均包覆有防冻膜8（如图4所示），提高了整个循环利用系统在恶劣环境下的

适应能力，减少因为低温等环境可能造成的管道破裂。

[0032] 如图1和图2所示，由于在建筑工地的环境中，雨水等冲刷地面会伴有大量杂质，同

时建筑施工房屋内的生活污水排放也需及时处理，该循环利用系统中的收集管网2包括了

雨水收集管网21和生活废水收集管网22，能够实现对不同类型水体的独立收集，实现雨水

和污水的分流。

[0033] 如图1和图3所示，雨水收集管网21呈网状分布在建筑工地内，在雨水收集管网21

上设有多个雨水引流管221，能够实现对不同区域的雨水采集工作，在建筑工地内设有与雨

水引流管221连通的积水井7，积水井7包括了井体71和与井体71拆卸连接的井盖72。由于建

筑工地中雨水冲刷下来的大量泥渍混杂在雨水中，通过在井盖72上设置的滤水口721，能够

对进入井体71内的雨水进行过滤，并且随着雨水不断涌入积水井7的井体71内，通过泥沙沉

淀能够减少最终排出雨水中的杂质，在积水井7侧壁上设置雨水引流管221的进水口，满足

只有在雨水沉淀至一定高度后才能进入到雨水引流管221内。为了进一步减少进入到雨水

引流管221部分的泥沙杂质，在雨水引流管221位于积水井7内的一端还设有竖直引水器73，

竖直引水器73减少了雨水顺着积水井7侧壁下滑可能发生的直接进入雨水引流管221内，同

时也限定了满足井体71内一定深度的雨水后才能够实现排出，减少泥沙混入堵塞管道的现

象。

[0034] 如图1所示，生活废水收集管网222与建筑工地内的房屋排水系统连接，由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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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内建筑工人日常的生活废水相对集中，通过独立的废水收集管网2来进行独立输送，减

少混杂雨水污水输送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堵塞等，提高水源收集效率。

[0035] 如图1和图2所示，考虑到雨水收集和生活废水的收集中存在大量杂质和污染物，

在收集管网2和输送管网3之间通过过滤装置5连接，过滤装置5包括连接在雨水收集管网21

和输送管网3之间的沉淀池51、连接在生活废水收集管网22和输送管网3之间的净化池52。

由于在雨水收集过程中经历了多道过滤，雨水中泥沙等杂质含量较低，通过沉淀池51的沉

淀能够实现进一步净化。净化池52包括了生物降解池521和过滤除污池522两部分，能够实

现对生活排放废水中的杂质进行生物降解，同时进入过滤除污池522的水体经相应的净化

过滤后排入输送管网3中，对于一些无法排出的生活杂物，在净化池52的上方设有与外界连

通的抽泵管道523，通过抽泵管道523与外界泵机的配合实现对净化池52内杂质的抽除。

[0036] 如图1和图2所示，经过过滤装置5的滤出后，水流再向排放管网4进行输送，在输送

管网3和排放管网4之间设有分流装置6，能够实现对水流的分流处理。分流装置6包括加压

泵室61和泄流井62，可循环利用的水源经加压泵室61加压输送至地面部分，经处理后的不

可循环用生活废水则进入泄流井62，输送管网3包括了与加压泵室61连通的循环水管道31

和与泄流井62连通的泄流管道32。在建筑工地上设有与循环水管道31连通的分流管路311，

分流管路311通过水流监控装置312与地面的消防水路、绿化用水管路、工业用水管路连通，

从而实现对可循环利用水源的再次利用，进行消防、绿化等实用，节约日常水资源的使用。

同时水流监控装置312内设有水压分析仪313和水质监控仪314，能够实时监测排放至地面

的水源的水质，保障清洁水源的供给，同时水压分析仪313则能够辅助人员判断地下管网内

的水压状况，减小出现管道损坏造成的水压不足。泄流管道32最终与市政污水管道联通，将

不可循环的生活废水排放至市政污水管道。

[0037] 如图1和图2所示，由于循环使用的水源最终运用在绿化等区域，水体受污染程度

较小，为了减少后期管网的滤出工作压力，该循环利用系统中的雨水收集管网21还包括设

置在绿化带、洗车台等区域的再生水体收集管网2，经再生水体收集管网2收集的水体直接

能够进入到雨水收集管网21中，实现指定区域水源的再次回收循环。

[0038]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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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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