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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地表径流初雨控制

结构，可用于收集初期雨水，包括初雨收集槽和

自动隔水装置，初雨收集槽包括进水口和渗透铺

装结构，雨水通过进水口进入初雨收集槽，并能

通过渗透铺装结构向地下入渗；初雨收集槽在进

水口设置有自动隔水装置，其在初雨收集槽满水

状态下可自动关闭，并在关闭状态下具有连续的

小流量补水通道，补水通道的补水流量和初雨收

集槽的入渗水量能保持动态平衡。具有对雨水径

流中含有的悬浮物等污染物进行预处理的功能；

尤其是透水铺装、活动式浮板的综合作用，无需

机械设备、无需添加化学药剂、无能耗、无二次污

染、占地面积小、后期清理方便快捷；具备改造投

入低，运行成本低的特点。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209384340 U

2019.09.13

CN
 2
09
38
43
40
 U



1.一种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可用于收集初期雨水，其特征在于：包括初雨收集槽和

自动隔水装置，初雨收集槽包括进水口和渗透铺装结构，雨水通过进水口进入初雨收集槽，

并能通过渗透铺装结构向地下入渗；初雨收集槽在进水口设置有自动隔水装置，其在初雨

收集槽满水状态下可自动关闭，并在关闭状态下具有连续的小流量补水通道，补水通道的

补水流量和初雨收集槽的入渗水量能保持动态平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初雨收集槽的进水

口设在雨排水沟的下游，并与雨排水沟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初雨收集槽的进水

口设置在雨排水沟的底部，所述隔水装置为设置在进水口处可上下旋转的浮板。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其特征在于：浮板轮廓与进水口的轮

廓一致，并设置有转轴，浮板在初雨收集槽无水时保持自然下垂，随着初雨收集槽水位的上

升被顶托向上连续旋转，并在雨排水沟的水位不低于浮板水平时的下表面时一直保持水平

状态；水平的浮板覆盖进水口，并使得雨排水沟的后续雨水从浮板顶部流向下游。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浮板的转轴设置在

其横向中线的下游半段，进水口设置有供转轴安装的第一转轴卡槽。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排水沟的两侧设

置有与第一转轴卡槽垂直连通的第二转轴卡槽。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口下还设置有

浮板支柱，使得浮板在自然下垂时具有朝向上游的倾斜度。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浮板底部还设置有

辅助浮力体，可辅助顶托浮板。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初雨控制结构还包

括制动装置，可控制浮板向上转动的极限位置即为水平位置。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口下游的口

沿处设置有下凹部，转轴后端的浮板在水平状态时搭在所述下凹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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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雨水地表径流控制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新型的地表径流初雨控制

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针对地表初期雨水调蓄的方式多设计为敞口式水泥沉淀池或者景观式“雨

水花园”，敞口式水泥沉沙池沉砂效果明显，但是受流动水体的搅动大，所流出的水体悬浮

物多，且该装置内的蓄水只能通过蒸发缓慢释放难以应对我国夏季频繁的暴雨期，“雨水花

园”式初期雨水调蓄池对地表径流的调控功能明显，但是后期泥沙堵塞后清理非常费力费

时且清理成本昂贵，并且在特大暴雨中也无法达到排水与沉砂两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地表径流初雨控

制结构，同时具备初雨收集和初雨入渗的功能，并可有效防止进入初雨收集槽内的雨水与

外部水流进行二次交换，进一步降低了初雨面源污染。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可用于收集初期

雨水，包括初雨收集槽和自动隔水装置，初雨收集槽包括进水口和渗透铺装结构，雨水通过

进水口进入初雨收集槽，并能通过渗透铺装结构向地下入渗；初雨收集槽在进水口设置有

自动隔水装置，其在初雨收集槽满水状态下可自动关闭，并在关闭状态下具有连续的小流

量补水通道，补水通道的补水流量和初雨收集槽的入渗水量能保持动态平衡。

[0005] 本发明所述的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所述初雨收集槽的进水口设在雨排水沟的

下游，并与雨排水沟连通。

[0006] 本发明所述的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所述初雨收集槽的进水口设置在雨排水沟

的底部，所述隔水装置为设置在进水口处可上下旋转的浮板。

[0007] 本发明所述的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所述浮板设置有转轴，浮板轮廓与进水口

的轮廓一致，浮板在初雨收集槽无水时保持自然下垂，随着初雨收集槽水位的上升被顶托

向上连续旋转，并在雨排水沟的水位不低于浮板水平时的下表面时一直保持水平状态；水

平的浮板覆盖进水口，并使得雨排水沟的后续雨水从浮板顶部流向下游。

[0008] 本发明所述的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所述浮板的转轴设置在其横向中线的下游

半段，进水口设置有供转轴安装的第一转轴卡槽。

[0009] 本发明所述的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所述雨排水沟的两侧设置有与第一转轴卡

槽垂直连通的第二转轴卡槽。

[0010] 本发明所述的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所述进水口下还设置有浮板支柱，使得浮

板在自然下垂时具有朝向上游的倾斜度。

[0011] 本发明所述的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所述浮板底部还设置有辅助浮力体，可辅

助顶托浮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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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本发明所述的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所述初雨控制结构还包括制动装置，可控

制浮板向上转动的极限位置即为水平位置。

[0013] 本发明所述的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所述进水口下游的口沿处设置有下凹部，

转轴后端的浮板在水平状态时搭在所述下凹部上。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的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具有对雨水径流中含有

的悬浮物等污染物进行预处理的功能。尤其是透水铺装、活动式浮板的综合作用，无需机械

设备、无需添加化学药剂、无能耗、无二次污染、占地面积小、后期清理方便快捷；具备改造

投入低，运行成本低的特点。

[0015] 该结构建设完成后不额外占用土地，不破坏原有景观和外在视觉效果，同时由于

底部拥有硬质透水材料所以后期沉淀的泥沙也非常好清理。

[0016] 初雨收集槽砌体采用透水砖，渗水快捷，可以补充地下水，起到渗、滞、储、排相应

功能，而传统类似功能的沉沙池采用水泥砌筑无法透水。

[0017] 初雨收集槽采用可拆卸活动浮板，在初雨收集满之后可以自动关闭浮板，避免径

流对初雨泥沙的搅动，径流悬浮物控制效果好于传统无盖板收集池；

[0018] 透水砖砌筑在地面以下，受气候等影响较小，同时受行人、车辆等破坏小，材料使

用周期比使用在地面上长；

[0019] 预设翻板支撑桩，防止翻板垂直翻起后与浮力垂直向上力重合后无法翻起。

附图说明

[0020] 图1本发明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的立体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的纵向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技术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

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3] 如图所示，地表径流初雨控制结构，可用于收集初期雨水，包括初雨收集槽1和自

动隔水装置，初雨收集槽包括进水口11和渗透铺装结构，雨水通过进水口进入初雨收集槽

1，并能通过渗透铺装结构向地下入渗；初雨收集槽在进水口设置有自动隔水装置，其在初

雨收集槽满水状态下可自动关闭，并在关闭状态下具有连续的小流量补水通道，补水通道

的补水流量和初雨收集槽的入渗水量能保持动态平衡。

[0024] 具体的，所述初雨收集槽1的进水口11设在雨排水沟2的下游，并与雨排水沟2连

通，并进一步的设置在雨排水沟2的底部，所述隔水装置为设置在进水口处可上下旋转的浮

板3。所述浮板3设置有转轴31，浮板31的轮廓与进水口11的轮廓一致，浮板3在初雨收集槽1

无水时保持自然下垂，随着初雨收集槽1水位的上升被顶托向上连续旋转，并在雨排水沟2

的水位不低于浮板3水平时的下表面时一直保持水平状态；水平的浮板3全面覆盖进水口

11，并使得雨排水沟2的后续雨水从浮板3顶部流向下游。这样浮板3在水平位置时，起到了

很好的隔绝雨排水沟2和初雨收集槽1的作用，有效的避免了初雨收集槽1内已经收集满的

污染最严重的初雨再与雨排水沟2内的后续低污染度的雨水进行交换，也就避免了对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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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形成二次污染，同时还具有对初雨收集槽1内的雨水形成稳流的作用，避免了雨排水沟

2内的雨水对初雨收集槽1内的雨水形成剧烈的搅动，进而避免了初雨收集槽1内已经沉淀

的污染物被再次翻起，影响沉淀效果。

[0025] 所述浮板3的转轴31设置在其横向中线的下游半段，进水口11设置有供转轴31安

装的第一转轴卡槽21；进一步的，所述雨排水沟2的两侧沟壁设置有与第一转轴卡槽21垂直

连通的第二转轴卡槽22。

[0026] 所述进水口11下还设置有浮板支柱4，使得浮板3在自然下垂时具有朝向上游的倾

斜度。避免了浮板一直保持完全的垂直状态而被卡死，或者随着水位的上涨造成反向转动

而被卡死，进而不能顺利的向上转动直至水平覆盖进水口11。

[0027] 所述浮板3底部还设置有辅助浮力体6，可辅助顶托浮板3。优选的，浮板3的材质密

度小于水的密度为好。

[0028] 所述初雨控制结构还包括制动装置，可控制浮板向上转动的极限位置即为水平位

置。具体的，所述进水口11下游的口沿处设置有下凹部11a，转轴31后端的浮板3在水平状态

时搭在所述下凹部11a上，这样浮板3转动到水平位置时，即可被反向锁死，以保持水平。

[0029] 所述雨排水沟2位于初雨收集槽的上游设置有格栅7，可有效的阻挡较大的漂浮物

或悬浮物进入初雨收集槽1或水体内。

[0030] 所述补水通道即为浮板3水平时与进水口11四壁之间的缝隙，可在浮板3保持水平

状态时小流量接纳雨排水沟2内的雨水，使得在下雨期间，能始终保持初雨收集槽1内的水

位得到有效的补充，维持补充水量和入渗水量的动态的平衡。所述缝隙总面积为浮板3表面

积的95％-99％。

[0031] 进水口11的宽度与雨排水沟2的宽度相同，所述雨排水沟2的沟壁与进水口11的连

接处设置有挡轴5，使得浮板3顶面水平时刚好与挡轴5接触，以阻挡浮板3继续旋转超出水

平位置的趋势。

[0032] 本实施例的初雨收集槽1的形成方式为，直接在雨排水沟2的底部进行开挖形成，

即初雨收集槽1的水平尺寸与进水口11的水平尺寸相同，初雨收集槽1整体位于雨排水沟2

之下，而其深度尺寸可根据实际设定。初雨收集槽1在空置时，除通过进水口11与空气连通

外，其余均为密闭的地下式结构。在其它一些实施例中，初雨收集槽1还可以向雨排水沟2的

外侧延展，延展出的部分整体位于地表以下，也可为敞口式结构。

[0033] 本发明在市政道路两侧排水沟以及其它水土流失严重地区有明显集水沟、冲沟区

域适用。在沟槽下游区域设置本结构，初雨收集槽1的开挖深度及开口大小根据设置地点所

需收集的初雨量及降雨量而确定，开口宽度根据现场排水沟渠宽度而定，初雨收集槽1砌体

采用渗水材料砌筑或者浇筑，浮板3采用PVC板材制作，浮板3的转轴31为金属材质，转轴31

从第二卡槽22进入到第一卡槽21中，以完成安装，卡槽为先期预制在水泥沟槽壁上。

[0034] 本发明对初期雨水形成的地表径流有良好的控制效果，系统因采用渗水材料，比

传统水泥调节池增加了在线向地下入渗的功能，初雨收集槽1的槽壁和槽底从邻近泥土侧

向槽内侧依次铺设碎石层1c、粗砂层1b和透水砖1a，可达到的良好的透水入渗效果，并且具

有不易堵塞的特点。且由于本结构的进水口11顶部有浮板3，在初雨收集槽1收集了足够的

高污染的初雨后可以自动关闭浮板3，后期低污染度的雨水可以顺着浮板3顺流而下，从而

可有效减少下游水体特别是泥沙悬浮物造成的污染，起到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避免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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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污染。

[00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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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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