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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城市雨水生态处理及利用的系统及方

法，包括依次通过管路连通的集水井、垂直型生

态过滤池和蓄水池。集水井，用于对收集的雨水

进行沉淀预处理，去除部分悬浮颗粒物；在集水

井和所述的垂直型生态过滤池的连通管路上设

有用于去除雨水中不易于沉淀的悬浮物质的格

栅；垂直型生态过滤池，包括池体；在所述的池体

内自下而上依次设有承托层、陶粒层、沸石层和

砾石层，所述沸石层和砾石层的两侧设有砾石

区，所述沸石层种植有水生植物，所述池体的上

方设有布水器，所述池体的底部设有排水管；蓄

水池，包括蓄水池体，所述的蓄水池体上设有一

个与所述排水管连通的入水口，在所述的蓄水池

体内设有曝气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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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城市雨水生态处理及利用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通过管路连通的集水

井、垂直型生态过滤池和蓄水池；

所述的集水井，用于对收集的雨水进行沉淀预处理，去除部分悬浮颗粒物；

在所述的集水井和所述的垂直型生态过滤池的连通管路上设有用于去除雨水中不易

于沉淀的悬浮物质的格栅；

所述的垂直型生态过滤池，包括池体；在所述的池体内自下而上依次设有承托层、陶粒

层、沸石层和砾石层，所述沸石层和砾石层的两侧设有砾石区，所述沸石层种植有水生植

物，所述池体的上方设有布水器，所述池体的底部设有排水管；

所述的蓄水池，包括蓄水池体，所述的蓄水池体上设有一个与所述排水管连通的入水

口，在所述的蓄水池体内设有曝气装置；所述的蓄水池体的岸边设有植物种植区，蓄水池体

的底部放置有鹅卵石，其顶部有生态浮床；所述的生态浮床由种植模块拼接而成，种植模块

采用椰子草编织而成，种植模块上有预留孔，方便栽种植物的横向发展繁殖；

所述承托层由鹅卵石构成，所述承托层厚度为10～15cm，占整个滤池体积的3～5％，所

述鹅卵石的平均粒径为5～8cm；

所述陶粒层的厚度为45～60cm，占整个滤池体积的45～55％，所述陶粒层的陶粒平均

粒径为4～6mm；

所述沸石层的厚度为35～50cm，占整个滤池体积的25～35％，所述沸石层的沸石的平

均粒径为3～5mm；

所述砾石层的厚度为5～8cm，占整个滤池体积的3～5％，所述砾石层由粗砾石构成，所

述粗砾石的平均直径为15～25mm；

所述砾石区的体积占整个滤池体积的1～2％，所述砾石区由细砾石构成，所述细砾石

的平均粒径为2～5mm。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雨水生态处理及利用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生植物为

旱伞草和梭鱼草其中的一种或者两种的组合；所述旱伞草和梭鱼草的种植区域比例为6：4。

3.利用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城市雨水生态处理及利用的系统对雨水处理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经过管道收集的城市雨水进入集水井，进行预处理，沉淀其中的部分悬浮

颗粒物，然后经过格栅，去除绝大部分悬浮物质，之后经过垂直型生态过滤池的布水器，自

上而下，依次经过水生植物、砾石层、沸石层和陶粒层，最终进入承托层的排水区；经过垂直

型过滤池后处理后的雨水进入蓄水池储存，蓄水池可利于雨水下渗，补充地下水，同时可储

备水源；同时，蓄水池中的生态浮床及曝气装置可强化污染物质的去除，经过一段时间的停

留后，水质达到绿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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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城市雨水生态处理及利用的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污水的处理技术和方法，具体涉及一种城市雨水生态处理及利用

的系统及方法，属于环保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降雨是地面径流的主要来源，是城市生态系统中水循环的重要环节，对调节、补充

地区水资源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年来城市建筑面积的扩大，

致使地表硬化面积不断增加，从而使雨水下渗形成土壤水和地下水的机会大大减小，绝大

部分雨水都直接汇集形成地表径流，引起城市雨水径流流速、流量和径流峰值的增大，给城

市的防洪排涝带来极大的压力。同时，由于大气淋洗及地表冲刷作用，雨水径流中携带了大

量的氮磷及有机物等污染物质，后经人工兴建的排水管道进入河流、湖泊等水环境中，造成

水体污染加剧。

[0003] 城市雨水处理及利用是缓解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水资源短缺、排水系统和河道防洪

压力增大等问题的重要措施。因此，开发及发展适合我国城市雨水处理及利用的技术具有

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发明专利公布了《一种雨水利用系统及其使用方法》(公告号：

CN104196179A)，提供了一种雨水利用系统，包括雨水收集储存系统、雨水处理系统和雨水

回用系统，所述屋顶绿化系统包括土壤和植物，所述植物种植在所述土壤中，所述屋顶景观

水池内种植有水生植物。该雨水利用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屋顶绿化的用水需求，具有

节省土地资源、处理成本低等优点，但“植物+土壤”系统对雨水处理负荷量小，并且设施在

屋顶，遇到恶劣暴风雨天气系统容易受到影响，对城市大部分的居民区和商业区而言并不

适合广泛推广应用。

[0004] 中国发明专利《小区绿化雨水利用装置》(公开号：CN104452874A)，公开了小区绿

化雨水利用装置，包括连接至小区房屋屋顶的雨水引导管，所述雨水引导管连接有地下引

流管，所述地下引流管连接有多支绿地管道，所述绿地管道设有多个分支的雨水下渗管。中

国发明专利《一种雨水利用生态池》(公开号：CN102561452A)，公开了一种雨水利用生态池，

包括沉淀井、渗水井和储水井，该发明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市政排水压力。以上两个公开专

利针对雨水收集和利用均提出了一定的解决办法，但均未提到对雨水的处理设施和方法，

收集的雨水的利用受到限制。

[0005] 目前，我国城市雨水的利用处于探索阶段，雨水收集和成熟的处理技术存在较大

的缺口。本发明涉及的城市雨水生态处理及利用的系统及方法可有效弥补现有技术的空

缺，建设和运营成本低，并且具有较强的景观性。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上的不足，提供一种城市雨水生态处理及利用

的系统及方法，通过该系统及方法的实施，可以将收集的雨水通过生态方法强化处理，实现

了城市雨水的高效净化，处理后的雨水可用于景观绿化和冲厕等方面，节约了大量的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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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城市雨水生态处理及利用的系统，包括依次

通过管路连通的集水井、垂直型生态过滤池和蓄水池。

[0008] 所述的集水井，用于对收集的雨水进行沉淀预处理，去除部分悬浮颗粒物；

[0009] 在所述的集水井和所述的垂直型生态过滤池的连通管路上设有用于去除雨水中

不易于沉淀的悬浮物质的格栅；

[0010] 所述的垂直型生态过滤池，包括池体；在所述的池体内自下而上依次设有承托层、

陶粒层、沸石层和砾石层，所述沸石层和砾石层的两侧设有砾石区，所述沸石层种植有水生

植物，所述池体的上方设有布水器，所述池体的底部设有排水管；

[0011] 所述的蓄水池，包括蓄水池体，所述的蓄水池体上设有一个与所述排水管连通的

入水口，在所述的蓄水池体内设有曝气装置。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承托层由鹅卵石构成，所述承托层厚度为10～15cm，占整个滤池体

积的3～5％，所述鹅卵石的平均粒径为5～8cm。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轻质陶粒层的厚度为45～60cm，占整个滤池体积的45～55％，所述

轻质陶粒层的陶粒平均粒径为4～6mm。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沸石层的厚度为35～50cm，占整个滤池体积的25～35％，所述沸石

层的沸石的平均粒径为3～5mm。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砾石层的厚度为5～8cm，占整个滤池体积的3～5％，所述砾石层由

粗砾石构成，所述粗砾石的平均直径为15～25mm。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砾石区的体积占整个滤池体积的1～2％，所述砾石区由细砾石构

成，所述细砾石的平均粒径为2～5mm。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水生植物为旱伞草和梭鱼草其中的一种或者两种的组合；所述旱

伞草和梭鱼草的种植区域比例为6：4。

[0018] 进一步的，所述的蓄水池体的岸边设有植物种植区，蓄水池体的底部放置有鹅卵

石，其顶部有生态浮床

[0019] 所述的生态浮床由种植模块拼接而成，种植模块采用椰子草编织而成，种植模块

为正方形构造，单边长为1～1.5m，种植模块上有预留孔，方便栽种植物的横向发展繁殖，浮

床植物为美人蕉，梭鱼草，旱伞草中的一种或多种组成。

[0020] 所述的鹅卵石的平均粒径为3～8cm，厚度为5～10cm。所述的曝气装置为潜水喷流

式曝气机，具体功率可根据池深而定。

[0021] 本发明专利提供的城市雨水生态处理及利用的系统处理方法，如下：

[0022] 经过管道收集的城市雨水进入集水井，进行预处理，沉淀其中的部分悬浮颗粒物，

然后经过格栅，去除绝大部分悬浮物质，之后经过垂直型生态过滤池的布水器，自上而下，

依次经过水生植物、砾石层、沸石层和轻质陶粒层，最终进入承托层的排水区；经过垂直型

过滤池后处理后的雨水进入微型蓄水池储存，蓄水区可利于雨水下渗，补充地下水，同时可

储备水源；同时，蓄水池中的生态浮床及曝气装置可强化污染物质的去除，经过一段时间的

停留后，水质达到绿化的要求。

[0023] 其中，水生植物可直接吸收尾水中的氮磷等物质，并且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为微生

物的生长提供便利的条件，构建了众多微环境，利于污染物的降解，植物的根系可深入沸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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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甚至可进入轻质陶粒层；同时，滤池中不同粒径的砾石、沸石和轻质陶粒填料对污染物

质具有吸附和截污作用，并且不同填料的粗糙表面也利于微生物的附着，在污染物的降解

中起到重要作用。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城市雨水生态处理及利用的系统及方法与

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0025] 1、采用本专利提供的城市雨水生态处理及利用的系统和方法，建筑成本低，占地

面积小，并且，经过处理后的雨水可用于道路洒水、绿化灌溉、车辆清洗等用途，节约了宝贵

的水资。

[0026] 2、本发明专利对雨水污染物的处理运行成本低，并且可操作性强，市场价值高，同

时美化了周围环境，对于解决我国淡水不足的难题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27] 图1城市雨水生态处理及利用的系统流程图；

[0028] 图2垂直型生态过滤池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微型蓄水池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  池体；2  布水器；3  水生植物；4  砾石区；5  砾石层；6  沸石层；7 陶粒层；8 

承托层；9  排水管，10  入水口；11  蓄水池体；12  鹅卵石；13 曝气装置；14  岸边植物；15  生

态浮床；16 浮床植物。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案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要点，应理解这些实施案例仅用于说

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在阅读了本发明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各

种等价形式的修改均落后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0032] 如图1所示，一种城市雨水生态处理及利用的系统及方法包括集水井、格栅、垂直

型生态过滤池和微型储水池。其中，所述的格栅采用铁质材料制成，孔径为0.5～1.5cm。

[0033] 如图2所示，为垂直型生态过滤池，包括滤池池体1；布水器2；水生植物3；砾石区4；

砾石层5；沸石层6；陶粒层7；承托层8；排水管9。

[0034] 如图3为微型储水池，包括入水口10；蓄水池体11；鹅卵石12；曝气装置13；岸边植

物14；生态浮床15；浮床植物16。

[0035] 城市雨水生态处理系统的具体结构如下：包括依次通过管路连通的集水井、垂直

型生态过滤池和蓄水池；

[0036] 集水井，可以对收集的雨水进行沉淀预处理，去除部分悬浮颗粒物；

[0037] 格栅采用铁质材料制成，孔径为0.5～1.5cm，主要用于去除雨水中不易于沉淀的

悬浮物质。

[0038] 垂直型生态过滤池，包括池体1；在池体1内自下而上依次设有承托层8、陶粒层7、

沸石层6和砾石层5，所述沸石层6和砾石层5的两侧设有砾石区4，所述沸石层种植有水生植

物3，所述池体的上方设有布水器2，所述池体的底部设有排水管9；

[0039] 布水器为均压旋转布水器，由一个封闭腔体进行均压处理，出水口语圆锥形腔体

的轴线同轴，保证封闭腔体内水压力的均匀性；水生植物由旱伞草和梭鱼草中的一种或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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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组成；所述的砾石区选用的砾石为细砾石，平均粒径为2～5mm，砾石区的体积占整个滤池

体积的1～2％；所述的砾石层为粗砾石，平均直径为15～25mm，砾石层的厚度为5～8cm，占

整个滤池体积的3～5％；所述的沸石层，沸石的平均粒径为3～5mm，沸石层的厚度为35～

50cm，占整个滤池体积的25～35％；陶粒层为轻质陶粒层，平均粒径为4～6mm，陶粒层的厚

度为45～60cm，占整个滤池体积的45～55％；承托层由鹅卵石构成，鹅卵石的平均粒径为5

～8cm，厚度为10～15cm，占整个滤池体积的3～5％。

[0040] 微型蓄水池，包括蓄水池体11，岸边植物14种植区，生态浮床15，鹅卵石12和曝气

装置13。所述的蓄水池体11外形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可为椭圆形或长方形，池深为1～2m。

所述的岸边植物可选择香蒲、美人蕉、梭鱼草和芦苇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其入水口10与排

水管9连通，生态浮床由种植模块拼接而成，种植模块采用椰子草编织而成，种植模块为正

方形构造，单边长为1～1.5m，种植模块上有预留孔，方便栽种植物的横向发展繁殖，浮床植

物为美人蕉，梭鱼草，旱伞草中的一种或多种组成。所述的鹅卵石的平均粒径为3～8cm，厚

度为5～10cm。

[0041] 曝气装置为潜水喷流式曝气机，具体功率可根据池深而定。

[0042] 应用本发明的城市雨水生态处理系统，包括以下处理步骤：

[0043] 1)雨水预处理

[0044] 首先，集水井可以对收集的雨水进行沉淀预处理，去除部分悬浮颗粒物；其次，格

栅去除绝大部分悬浮物质便于下一步净化。

[0045] 2)雨水的生态过滤

[0046] 垂直型生态过滤池的水生植物可直接吸收尾水中的氮磷等物质，并且植物发达的

根系可为微生物的生长提供便利的条件，构建了众多微环境，利于污染物的降解，植物的根

系可深入沸石层，甚至可进入轻质陶粒层；同时，滤池中不同粒径的砾石、沸石和轻质陶粒

填料对污染物质具有吸附和截污作用，并且不同填料的粗糙表面也利于微生物的附着，在

污染物的降解中起到重要作用。

[0047] 3)雨水的强化处理

[0048] 蓄水池中的生态浮床及曝气装置可强化污染物质的去除。

[0049] 4)达标使用

[0050] 经过2-4天的停留后，水质达标，可用于道路洒水、绿化灌溉、车辆清洗等。

[0051] 实施例1

[0052] 某商区采用本发明专利进行商区内收集雨水的处理及利用，包括集水井、格栅、垂

直型过滤池和微型蓄水池。其中，系统的部分设计参数如下：

[0053] 垂直型过滤池，砾石区选用的砾石为细砾石，平均粒径为4mm，砾石区的体积占整

个滤池体积的1.2％；所述的砾石层为粗砾石，平均直径为15～20mm，砾石层的厚度为6cm，

占整个滤池体积的5％；所述的沸石层，沸石的平均粒径为3～5mm，沸石层的厚度为40cm，占

整个滤池体积的30％。微型蓄水池，池体外形为椭圆形，池深为1.5m。所述的岸边植物为香

蒲和美人蕉。浮床植物为美人蕉，梭鱼草和旱伞草中。

[0054] 通过本专利技术的实施，雨水收集后进行了强化处理，污染物得到的高效的去除

和降解(如表1)，微型水库的储备水源达到冲厕用水标准，实现了雨水收集后的零排放，同

时，改善了商业区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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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表1  污染物去除情况

[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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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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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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