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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车库顶板虹吸排水收集

系统，包括排水槽，所述排水槽安装在车库顶板

的上部，所述排水槽内水平设有隔板，所述隔板

将所述排水槽分隔成地面导流腔与地下导流腔，

所述排水槽的上部设有导流管，所述导流管延伸

至地面，所述排水槽的下部两侧安装有若干排水

板，所述排水板与所述地下导流腔相连通，所述

排水槽的一端连通有虹吸组件，所述虹吸组件远

离所述排水槽的一端安装有收集组件，本发明通

过隔板将排水槽分隔成地面导流腔与地下导流

腔，有利于雨水的快速排出，减少了车库顶板上

雨水的聚积，减轻了车库顶板的负荷，进而减少

了长时间大量积水会给防水层造成隐患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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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库顶板虹吸排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排水槽，所述排水槽安装在车库

顶板的上部，所述排水槽内水平设有隔板，所述隔板将所述排水槽分隔成地面导流腔与地

下导流腔，所述排水槽的上部设有导流管，所述导流管延伸至地面，所述排水槽的下部两侧

安装有若干排水板，所述排水板与所述地下导流腔相连通，所述排水槽的一端连通有虹吸

组件，所述虹吸组件远离所述排水槽的一端安装有收集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库顶板虹吸排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槽为方形

管状结构，所述排水槽的上部开设有通孔，所述导流管与所述通孔相连通，所述排水槽两侧

的侧壁的下部开设有若干个通水孔，所述排水槽两侧的侧壁的下端外翻凸设有搭扣，所述

排水板与所述搭扣相扣合，所述搭扣设有缺口，所述缺口与所述通水孔的位置平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库顶板虹吸排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虹吸组件包括

虹吸管，所述虹吸管的一端与所述排水槽相连通，所述虹吸管的另一端连接有沉淀井，所述

沉淀井的开口延伸至地面。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车库顶板虹吸排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井的开口

处开设有透气防尘盖。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库顶板虹吸排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管包括U

型弯管，所述U型弯管的一端延伸至地面，所述U型弯管的另一端与所述排水槽相连通，所述

U型弯管延伸至地面的一端设有过滤网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库顶板虹吸排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组件包括

过滤池，所述过滤池与所述虹吸组件相连接，所述过滤池的另一端连接有集水池，所述集水

池内安装有净水组件，所述集水池的上部连接有抽水组件。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车库顶板虹吸排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池的上部

倾斜设置有过滤板，所述过滤池靠近所述过滤板低端的一侧开设有排污口，所述过滤板上

滑动安装有刮板，所述过滤池的底部放置有活性炭过滤层与砂石沉淀室，所述过滤池的底

部开设有清淤口。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车库顶板虹吸排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净水组件包括

电机，所述电机安装在所述集水池的上部，所述电机的输出端沿竖直方向安装有搅拌轴，所

述搅拌轴的表面凸设有搅拌叶片，所述集水池的上部的一侧安装有加药箱，所述加药箱内

添加有消毒液。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车库顶板虹吸排水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抽水组件包括

抽水泵，所述抽水泵的抽水管延伸至所述集水池内，所述抽水泵的出水管延伸出地面，所述

抽水管上套装有浮标，所述浮标用于检测所述集水池内的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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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库顶板虹吸排水收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排水系统技术领域，特别是指一种车库顶板虹吸排水收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地下车库是指建筑在地下用来停放各种大小机动车辆的建筑物，主要由停车间、

通道、坡道或机械提升间、出入口、调车场地等组成；其中单建式停车场一般建于城市广场、

公园、道路、绿地或空地之下，主要特点是不论规模大小，对地面上的城市空间和建筑物基

本没有影响，除少量出入口和通风口外，顶部覆土后可以为城市保留开敞空间；而目前大型

地下室种植顶板有时因降水形成滞水，导致土壤中的含水量往往超过植物的需要，不但增

加了建筑的负荷，引起结构渗水，长时间大量积水会给防水层造成严重隐患。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车库顶板虹吸排水收集系统，用以解决上

述问题的之一或全部。

[0004] 基于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车库顶板虹吸排水收集系统，包括排水槽，所述

排水槽安装在车库顶板的上部，所述排水槽内水平设有隔板，所述隔板将所述排水槽分隔

成地面导流腔与地下导流腔，所述排水槽的上部设有导流管，所述导流管延伸至地面，所述

排水槽的下部两侧安装有若干排水板，所述排水板与所述地下导流腔相连通，所述排水槽

的一端连通有虹吸组件，所述虹吸组件远离所述排水槽的一端安装有收集组件。

[0005] 可选的，所述排水槽为方形管状结构，所述排水槽的上部开设有通孔，所述导流管

与所述通孔相连通，所述排水槽两侧的侧壁的下部开设有若干个通水孔，所述排水槽侧壁

的下端外翻凸设有搭扣，所述排水板与所述搭扣相扣合，所述搭扣设有缺口，所述缺口与所

述通水孔的位置平齐。

[0006] 可选的，所述虹吸组件包括虹吸管，所述虹吸管的一端与所述排水槽相连通，所述

虹吸管的另一端连接有沉淀井，所述沉淀井的开口延伸至地面。

[0007] 可选的，所述沉淀井的开口处开设有透气防尘盖。

[0008] 可选的，所述导流管包括U型弯管，所述U型弯管的一端延伸至地面，所述U型弯管

的另一端与所述排水槽相连通，所述U型弯管延伸至地面的一端设有过滤网板。

[0009] 可选的，所述收集组件包括过滤池，所述过滤池与所述虹吸组件相连接，所述过滤

池的另一端连接有集水池，所述集水池内安装有净水组件，所述集水池的上部连接有抽水

组件。

[0010] 可选的，所述过滤池的上部倾斜设置有过滤板，所述过滤池靠近所述过滤板低端

的一侧开设有排污口，所述过滤板上滑动安装有刮板，所述过滤池的底部放置有活性炭过

滤层与砂石沉淀室，所述过滤池的底部开设有清淤口。

[0011] 可选的，所述净水组件包括电机，所述电机安装在所述集水池的上部，所述电机的

输出端沿竖直方向安装有搅拌轴，所述搅拌轴的表面凸设有搅拌叶片，所述集水池的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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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侧安装有加药箱，所述加药箱内添加有消毒液。

[0012] 可选的，所述抽水组件包括抽水泵，所述抽水泵的抽水管延伸至所述集水池内，所

述抽水泵的出水管延伸出地面，所述抽水管上套装有浮标，所述浮标用于检测所述集水池

内的水位。

[0013]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本发明提出的车库顶板虹吸排水收集系统，通过隔板将排

水槽分隔成地面导流腔与地下导流腔，有利于雨水的快速排出，减少了车库顶板上雨水的

聚积，减轻了车库顶板的负荷，进而减少了长时间大量积水会给防水层造成隐患的风险。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车库顶板虹吸排水收集系统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排水槽与排水板的连接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收集组件的示意图；

[0017] 在附图中，排水槽1、隔板11、地面导流腔12、地下导流腔13、通孔14、通水孔15、搭

扣16、车库顶板2、导流管3、U型弯管31、过滤网板32、排水板4、虹吸组件5、虹吸管51、沉淀井

52、收集组件6、过滤池61、集水池62、过滤板63、排污口64、活性炭过滤层65、砂石沉淀室66、

清淤口67、电机68、搅拌轴69、搅拌叶片610、加药箱611、抽水泵612、浮标613。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并参照

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9] 基于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车库顶板虹吸排水收集系统，作为一种实施方式，

如图1和图2所示，包括排水槽1，所述排水槽1安装在车库顶板2的上部，所述排水槽1内水平

设有隔板11，所述隔板11将所述排水槽1分隔成地面导流腔12与地下导流腔13，所述排水槽

1的上部设有导流管3，所述导流管3延伸至地面，所述排水槽1的下部两侧安装有若干排水

板4，所述排水板4与所述地下导流腔13相连通，所述排水槽1的一端连通有虹吸组件5，所述

虹吸组件5远离所述排水槽1的一端安装有收集组件6。其中，排水槽1为多个，铺设在车库顶

板2的上部，排水槽1与车库顶板2之间设有防水层，下雨时，大流量的水由导流管3导流至地

面导流腔12，渗透至地面内的水由排水板4导流至地下导流腔13内，地面导流腔12与地下导

流腔13内的水通过虹吸组件5流至收集组件6进行回收利用，通过隔板11将排水槽1分隔成

地面导流腔12与地下导流腔13，有利于雨水的快速排出，减少了车库顶板2上雨水的聚积，

减轻了车库顶板2的负荷，进而减少了长时间大量积水会给防水层造成隐患的风险。

[0020]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排水槽1为方形管状结构，所述排水槽1的上部开设有通

孔14，所述导流管3与所述通孔14相连通，所述排水槽1两侧的侧壁的下部开设有若干个通

水孔15，所述排水槽1侧壁的下端外翻凸设有搭扣16，所述排水板4与所述搭扣16扣合连接，

增加了排水板4与排水槽1连接的密封性，所述搭扣16设有缺口，所述缺口与所述通水孔15

的位置平齐。其中，渗透至地面下的水由排水板4通过缺口导流至通水孔15内，进入地下导

流腔13内，搭扣16的设置同时也阻挡了地下导流腔13内的水向外流出。

[0021]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虹吸组件5包括虹吸管51，所述虹吸管51的一端与所述排

水槽1相连通，所述虹吸管51的另一端连接有沉淀井52，所述沉淀井52的开口延伸至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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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采用虹吸原理进行排水，提到排水的速度，沉淀井52的设置使雨水经过初步过滤再进

入收集组件6，减少了雨水中大颗粒的杂物对收集组件6的影响在沉淀井52的开口处开设有

透气防尘盖，防止排水系统形成负压影响排水的正常进行。

[0022]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导流管3包括U型弯管31，所述U型弯管31的一端延伸至地

面，所述U型弯管31的另一端与所述排水槽1相连通，所述U型弯管31延伸至地面的一端设有

过滤网板32。其中，导流管3设置成U型弯管31，利用虹吸原理进行上部的水流入排水槽1内，

减少了排水槽1内长时间使用后产生的气味跑出地面以上，减少了气味对地面上行人的影

响。

[0023]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如图3所示，所述收集组件6包括过滤池61，所述过滤池61与所

述虹吸组件5相连接，所述过滤池61的另一端连接有集水池62，所述集水池62内安装有净水

组件，所述集水池62的上部连接有抽水组件。其中，雨水先进入过滤池61内进行过滤，再进

入集水池62内，净水组件对集水池62内的水进行净化处理，抽水组件将集水池62内的水抽

出利用，使雨水能够再次利用，节约了水资源。

[0024]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过滤池61的上部倾斜设置有过滤板63，所述过滤池61靠

近所述过滤板63低端的一侧开设有排污口64，所述过滤板63上滑动安装有刮板，所述过滤

池61的底部放置有活性炭过滤层65与砂石沉淀室66，所述过滤池61的底部开设有清淤口

67。其中，雨水先经过过滤板63的过滤再进入过滤池61内，雨水上部漂浮的杂质经过过滤板

63的过滤留在过滤板63上，定期实用刮板将过滤板63上的杂质刮除，以提高过滤的效率，经

过过滤的雨水进入过滤池61内，通过活性炭过滤层65与砂石沉淀室66对雨水中的泥沙进行

进一步的过滤和沉淀，并定期通过清淤口67对沉淀的泥沙进行清理。

[0025]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净水组件包括电机68，所述电机68安装在所述集水池62

的上部，所述电机68的输出端沿竖直方向安装有搅拌轴69，所述搅拌轴69的表面凸设有搅

拌叶片610，所述集水池62的上部的一侧安装有加药箱611，所述加药箱611内添加有消毒

液。其中，经过过滤的水流入集水池62内，通过加药箱611向集水池62内添加消毒液，电机68

带动搅拌轴69转动，搅拌轴69上的搅拌叶片610搅动集水池62内的水，使消毒液与雨水进行

充分混合，提高水处理的效率。

[0026]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抽水组件包括抽水泵612，所述抽水泵612的抽水管延伸

至所述集水池62内，所述抽水泵612的出水管延伸出地面，所述抽水管上套装有浮标613，所

述浮标613用于检测所述集水池62内的水位。消毒好的水经过抽水泵612抽出，用于城市用

水，浮标613检测集水池62内的水位，当水位过低时，抽水泵612停止工作。

[0027] 使用时，大流量的水由导流管3导流至地面导流腔12，渗透至地面内的水由排水板

4导流至地下导流腔13内，地面导流腔12与地下导流腔13内的水先流至沉淀井52内，沉淀井

52对雨水经过初步过滤，然后经过过滤板63的过滤再进入过滤池61内，雨水上部漂浮的杂

质经过过滤板63的过滤留在过滤板63上，定期实用刮板将过滤板63上的杂质刮除，以提高

过滤的效率，经过过滤的雨水进入过滤池61内，通过活性炭过滤层65与砂石沉淀室66对雨

水中的泥沙进行进一步的过滤和沉淀，经过过滤的水流入集水池62内，通过加药箱611向集

水池62内添加消毒液，电机68带动搅拌轴69转动，搅拌轴69上的搅拌叶片610搅动集水池62

内的水，使消毒液与雨水进行充分混合，消毒好的水经过抽水泵612抽出，用于城市用水，浮

标613检测集水池62内的水位，当水位过低时，抽水泵612停止工作；本发明通过隔板11将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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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槽1分隔成地面导流腔12与地下导流腔13，有利于雨水的快速排出，减少了车库顶板2上

雨水的聚积，减轻了车库顶板2的负荷，进而减少了长时间大量积水会给防水层造成隐患的

风险。

[0028] 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以上任何实施例的讨论仅为示例性的，并非

旨在暗示本公开的范围(包括权利要求)被限于这些例子；在本发明的思路下，以上实施例

或者不同实施例中的技术特征之间也可以进行组合，步骤可以以任意顺序实现，并存在如

上所述的本发明的不同方面的许多其它变化，为了简明它们没有在细节中提供。

[0029] 本发明的实施例旨在涵盖落入所附权利要求的宽泛范围之内的所有这样的替换、

修改和变型。因此，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省略、修改、等同替换、改进

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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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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