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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生物滞留带式雨水回

收装置，属于雨水收集与利用领域，包括滞留池

本体，所述滞留池本体包括滞留池侧壁和滞留池

底壁，所述滞留池底壁上由下至上依次设置有种

植土层和园艺装饰层，所述滞留池底壁中插设有

收集管，所述种植土层内设置有与收集管连通的

溢流管，溢流管包括溢流口，所述溢流口处设置

有过滤网，所述园艺装饰层上设置有用于包覆溢

流口的砾石过滤层。砾石过滤层将体积较大的树

叶以及生活垃圾阻挡在溢流口外，而过滤网进一

步将细小的垃圾过滤，从而有效地防止树叶和生

活垃圾进入溢流管内，防止溢流管的堵塞，在起

到雨水滞留的前提下，提高雨水的排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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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物滞留带式雨水回收装置，包括滞留池本体(1)，所述滞留池本体(1)包括滞

留池侧壁(11)和滞留池底壁(12)，其特征在于：所述滞留池底壁(12)上由下至上依次设置

有种植土层(2)和园艺装饰层(3)，所述滞留池底壁(12)中插设有收集管(5)，所述种植土层

(2)内设置有与收集管(5)连通的溢流管(6)，溢流管(6)包括溢流口(61)，且溢流口(61)高

于园艺装饰层(3)，所述溢流口(61)处设置有过滤网(7)，所述园艺装饰层(3)上设置有用于

包覆溢流口(61)的砾石过滤层(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滞留带式雨水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溢流管

(6)上固定设置有支撑网架(9)，支撑网架(9)位于过滤网(7)与砾石过滤层(8)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生物滞留带式雨水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滞留池底

壁(12)的上表面和下表面均敷设有第一土工布层，所述滞留池侧壁(11)上敷设有第二土工

布层。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生物滞留带式雨水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清水池

(101)，所述滞留池底壁(12)为砾石排水层，所述砾石排水层的下部为素土层(102)，所述清

水池(101)与砾石排水层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生物滞留带式雨水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砾石排水

层向清水池(101)处倾斜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生物滞留带式雨水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水池

(101)包括清水池(101)侧壁，清水池(101)侧壁高于地面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生物滞留带式雨水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园艺装饰

层(3)为松鳞层。

8.根据权利要求1或7所述的一种生物滞留带式雨水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

土层(2)上种植有地被植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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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物滞留带式雨水回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雨水收集与利用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生物滞留带式雨水回收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城市雨水管理及内涝防治往往通过大规模的市政基础设施与管网建设来

实现，但这种传统方式的弊端日渐暴露。随着城市对雨水管理要求的逐步提高，一种新型的

雨水管理方式逐渐赢得人们关注，该种雨水渗透方式将城市雨水防止工程和城市景观进行

完美结合，给雨水的收集过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0003] 授权公告号为CN206956910U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生物滞留带式雨水回收装置，

包括滞留池本体，所述滞留池本体包括滞留池侧壁和滞留池底壁，所述滞留池底壁的上表

面和下表面分别敷设有上部土工布层和下部土工布层，所述上部土工布层上由下至上依次

设有改良种植土层、园艺装饰层和雨水滞留层，在所述雨水滞留层上设有溢流式雨水口，所

述溢流式雨水口与溢流管相连，在所述滞留池底壁中插置有穿孔收集管，所述溢流式雨水

口的出水经溢流管接入穿孔收集管。雨水在滞留池本体内蓄积，而过量的雨水从溢流式雨

水口经溢流管排放到穿孔收集管内，从而排入市政雨水管道。

[0004] 其不足之处在于，因该溢流式雨水口高于园艺装饰层，当雨水滞留层的雨水过量

时，过量的雨水将直接通过溢流式雨水口进入溢流管，而通常雨水中含有大量的生活垃圾、

树叶以及泥沙等，在雨水进入该溢流式雨水口的同时，将带入这些生活垃圾、树叶以及泥

沙，容易导致溢流管的堵塞，从而不利于雨水排放。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生物滞留带式雨水回收装置，具有可防止溢流管

堵塞，使过量的雨水能够顺利排放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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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7] 一种生物滞留带式雨水回收装置，包括滞留池本体，所述滞留池本体包括滞留池

侧壁和滞留池底壁，所述滞留池底壁上由下至上依次设置有种植土层和园艺装饰层，所述

滞留池底壁中插设有收集管，所述种植土层内设置有与收集管连通的溢流管，溢流管包括

溢流口，且溢流口高于园艺装饰层，所述溢流口处设置有过滤网，所述园艺装饰层上设置有

用于包覆溢流口的砾石过滤层。

[0008]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当滞留池内的雨水水位高于溢流口时，雨水透过砾石过滤层

和过滤网经过溢流口进入溢流管内，并排放到收集管内，使过量的雨水迅速排放，砾石过滤

层将体积较大的树叶以及生活垃圾阻挡在溢流口外，而过滤网进一步将细小的垃圾过滤，

从而有效地防止树叶和生活垃圾进入溢流管内，防止溢流管的堵塞，在起到雨水滞留的前

提下，提高雨水的排放效率。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溢流管上固定设置有支撑网架，支撑网架位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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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网与砾石过滤层之间。

[0010]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支撑网架起到支撑砾石过滤层的目的，防止砾石过滤层对过

滤网的压力而导致过滤网向溢流管内凹陷，有效地防止过滤网失效。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滞留池底壁的上表面和下表面均敷设有第一土工

布层，所述滞留池侧壁上敷设有第二土工布层。

[0012]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第一土工布层和第二土工布层的设置，起到防止滞留池周围

的原土侵入。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清水池，所述滞留池底壁为砾石排水层，所述砾

石排水层的下部为素土层，所述清水池与砾石排水层连通。

[0014]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滞留池内的雨水渗透过种植土层，进入砾石排水层，砾石排水

层具有良好的排水性能，有利于雨水进入清水池，而清水池内的雨水经过种植土层和砾石

排水层的过滤，有效地提高了雨水的水质，从而便于雨水的回收再利用。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砾石排水层向清水池处倾斜设置。

[0016]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因雨水在砾石排水层的流动性和渗透性大于素土层，将砾石

排水层向清水池处倾斜，有利于雨水向清水池内汇聚。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清水池包括清水池侧壁，清水池侧壁高于地面设

置。

[0018]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将清水池侧壁高于地面设置，可有效地防止地面未经过净化

的地表径流直接流入清水池内，污染清水池内的雨水。

[001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园艺装饰层为松鳞层。

[0020]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松鳞层的设置，起到装饰种植土层的作用，且有利于雨水的渗

透。

[002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种植土层上种植有地被植物。

[0022]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在种植土层上种植地被植物，可有效地净化吸收种植土层内

的有机物，提高对雨水的净化效果。

[002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对比于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为：

[0024] 一、当滞留池内的雨水水位高于溢流口时，雨水透过砾石过滤层和过滤网经过溢

流口进入溢流管内，并排放到收集管内，使过量的雨水迅速排放，砾石过滤层将体积较大的

树叶以及生活垃圾阻挡在溢流口外，而过滤网进一步将细小的垃圾过滤，从而有效地防止

树叶和生活垃圾进入溢流管内，防止溢流管的堵塞，在起到雨水滞留的前提下，提高雨水的

排放效率；

[0025] 二、支撑网架起到支撑砾石过滤层的目的，防止砾石过滤层对过滤网的压力而导

致过滤网向溢流管内凹陷，有效地防止过滤网失效；

[0026] 三、滞留池内的雨水渗透过种植土层，进入砾石排水层，砾石排水层具有良好的排

水性能，有利于雨水进入清水池，而清水池内的雨水经过种植土层和砾石排水层的过滤，有

效地提高了雨水的水质，从而便于雨水的回收再利用。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实用新型整体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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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2是图1中的A部放大图。

[0029] 附图标记：1、滞留池本体；11、滞留池侧壁；12、滞留池底壁；2、种植土层；3、园艺装

饰层；4、地被植物；5、收集管；6、溢流管；61、溢流口；7、过滤网；8、砾石过滤层；9、支撑网架；

101、清水池；1011、清水池侧壁；102、素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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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1所示，一种生物滞留带式雨水回收装置，包括滞留池本体1，滞留池本体1包

括滞留池侧壁11和滞留池底壁12，滞留池底壁12上由下至上依次设置有种植土层2和园艺

装饰层3，园艺装饰层3为松鳞层。种植土层2的土壤配比为：砂土、表土、腐殖质的质量比为

1:1:1。种植土层2上种植有地被植物4，地被植物4以矮生波斯菊、白穗狼尾草、孔雀草等多

年生且耐候性较强的草本植物为主；以有效地净化吸收种植土层2内的有机物，提高对雨水

的净化效果。

[0032] 如图1、2所示，滞留池底壁12中插设有收集管5，收集管5接入市政雨水管道，种植

土层2内设置有与收集管5连通的溢流管6，溢流管6包括溢流口61，且溢流口61高于园艺装

饰层3，溢流口61与园艺装饰层3之间的距离为15cm。本实用新型雨水回收装置间隔设置在

城市道路的边上，并相互串联起来，组成蓄水系统，结合城市道路绿化带的用水，这样就可

以方便的收集和取用雨水。

[0033] 如图1、2所示，溢流口61处设置有过滤网7，过滤网7采用合成纤维编制合成，园艺

装饰层3上设置有用于包覆溢流口61的砾石过滤层8，溢流管6上固定设置有支撑网架9，支

撑网架9位于过滤网7与砾石过滤层8之间，支撑网架9为不锈钢网架。支撑网架9起到支撑砾

石过滤层8的目的，防止砾石过滤层8对过滤网7的压力而导致过滤网7向溢流管6内凹陷，有

效地防止过滤网7失效。

[0034] 如图1所示，滞留池底壁12的上表面和下表面均敷设有第一土工布层（图中未标

示），滞留池侧壁11上敷设有第二土工布层（图中未标示），第一土工布层和第二土工布层均

由合成纤维通过针刺或编织而成；第一土工布层和第二土工布层的设置，起到防止滞留池

周围的原土侵入。

[0035] 如图1所示，该生物滞留带式雨水回收装置还包括清水池101，清水池101包括清水

池侧壁1011，滞留池底壁12为砾石排水层，砾石排水层向清水池101处倾斜设置。砾石排水

层的下部为素土层102，清水池101与砾石排水层连通。

[0036] 如图1所示，滞留池内的雨水渗透过种植土层2，进入砾石排水层，砾石排水层具有

良好的排水性能，有利于雨水进入清水池101，而清水池101内的雨水经过种植土层2和砾石

排水层的过滤，有效地提高了雨水的水质，从而便于雨水的回收再利用。因雨水在砾石排水

层的流动性和渗透性大于素土层102，将砾石排水层向清水池101处倾斜，有利于雨水向清

水池101内汇聚。

[0037] 为了防止地面未经过净化的地表径流直接流入清水池101内，污染清水池101内的

雨水，将清水池101侧壁高于地面设置，清水池101的侧壁的顶部离地面的距离为10cm。

[0038] 工作过程：当滞留池内的雨水水位高于溢流口61时，雨水透过砾石过滤层8和过滤

网7经过溢流口61进入溢流管6内，并排放到收集管5内，使过量的雨水迅速排放，砾石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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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8将体积较大的树叶以及生活垃圾阻挡在溢流口61外，而过滤网7进一步将细小的垃圾过

滤，从而有效地防止树叶和生活垃圾进入溢流管6内，防止溢流管6的堵塞，在起到雨水滞留

的前提下，提高雨水的排放效率。

[0039]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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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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