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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园林用雨水收集及利用

装置，属于雨水回收利用装置领域，其技术方案

要点是包括建筑雨水收集装置、地面雨水收集装

置和雨水处理装置，建筑雨水收集装置包括设置

在建筑顶部的人工绿地，人工绿地包括格栅板，

格栅板铺设在屋顶上，屋顶的边缘设置有排水

道，排水道通过泄水管与雨水处理装置相连；地

面雨水收集装置包括景观植物种植区，景观植物

种植区中设置有生态水池和路边沟，景观植物种

植区的边缘设置人行道，人行道包括多节雨水汇

聚箱，雨水汇聚箱呈镂空设置并且雨水汇聚箱埋

于地下，雨水汇聚箱的顶部设置有网格板；雨水

处理装置包括沉淀水箱、过滤箱和集水箱；本发

明的优点在于雨水回收利用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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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园林用雨水收集及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建筑雨水收集装置(1)、地面雨

水收集装置(2)和雨水处理装置(3)，所述建筑雨水收集装置(1)和地面雨水收集装置(2)相

互独立，并且建筑雨水收集装置(1)和地面雨水收集装置(2)都和雨水处理装置(3)相连，

所述建筑雨水收集装置(1)包括设置在建筑顶部的人工绿地(11)，所述人工绿地(11)

包括用于种植植物的格栅板(12)，所述格栅板(12)铺设在屋顶上，屋顶的边缘设置有排水

道，所述排水道通过泄水管(131)与雨水处理装置(3)相连；

所述地面雨水收集装置(2)包括景观植物种植区(21)，所述景观植物种植区(21)中设

置有生态水池(211)和路边沟(23)，所述景观植物种植区(21)的边缘设置人行道(22)，所述

人行道(22)包括多节雨水汇聚箱(222)，所述雨水汇聚箱(222)呈镂空设置并且所述雨水汇

聚箱(222)埋于地下，所述雨水汇聚箱(222)的顶部设置有网格板(221)，所述雨水汇聚箱

(222)的底部通过管道与雨水处理装置(3)相连；

所述雨水处理装置(3)包括沉淀水箱(31)、过滤箱(32)和集水箱(33)，所述沉淀水箱

(31)、过滤箱(32)和集水箱(33)依次连接，所述沉淀水箱(31)的进水端通过管道分别和地

面雨水收集装置(2)与建筑雨水收集装置(1)连接；所述集水箱(33)的出水端通过循环管道

与景观植物种植区(21)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用雨水收集及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水箱

(31)埋于地面以下，所述沉淀水箱(31)的中设置有过滤挂篮(311)，所述过滤挂篮(311)的

侧面使用不锈钢过滤网(312)制成，所述不锈钢过滤网(312)与沉淀水箱(31)的内壁贴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园林用雨水收集及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水箱

(31)的顶部铰接有盖板(314)，所述盖板(314)关闭的时候，所述盖板(314)与地面处于同一

个水平面中，所述过滤挂篮(311)的顶部铰接有提手(31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用雨水收集及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箱

(32)中包括一次过滤区(321)、絮凝区(323)和二次过滤区(324)，所述一次过滤区(321)、絮

凝区(323)和二次过滤区(324)沿雨水流向依次布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园林用雨水收集及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一次过滤

区(321)中设置有过滤网板(322)若干，所述过滤网板(322)沿过滤箱(32)的长度方向依次

布置，并且过滤网板(322)的网孔尺寸逐步变小。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园林用雨水收集及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次过滤

区(324)中填充有吸附过滤填料(325)，所述吸附过滤填料(325)包括活性炭和煤渣。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用雨水收集及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箱

(33)的内壁上安装有水位感应器(332)，所述水位感应器(332)位于靠近集水箱(33)顶面的

位置上，所述集水箱(33)的底部设置有应急管(35)，所述应急管(35)与集水箱(33)的连接

处设置有电控闸门(35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用雨水收集及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循环管路

(34)与集水箱(33)的连接处安装有提升泵(331)。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用雨水收集及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格栅板

(12)的网格中填充有有机土(121)，所述格栅板(12)的底部设置有挡土网板(122)。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用雨水收集及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汇

聚箱(222)的内壁上覆盖有半透膜(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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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园林用雨水收集及利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雨水回收利用装置，特别涉及一种园林用雨水收集及利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雨水收集，完整的说应该叫做“雨水收集与利用系统”，是指收集、利用建筑物屋顶

及道路、广场等硬化地表汇集的降雨径流，经收集——输水  ——净水——储存等渠道积

蓄、雨水收为绿化、景观水体、洗涤及地下水源提供雨水补给，以达到综合利用雨水资源和

节约用水的目的。具有减缓城区雨水洪涝和地下水位下降、控制雨水径流污染、改善城市生

态环境等广泛的意义。

[0003] 公告号为CN207348196U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用于园林节水的雨水收集过滤装

置，包括开设在园林雨水汇集区域开口向上的蓄水池，蓄水池的开口处设置有网孔状盖板，

蓄水池的内侧壁设置有环形固定板，环形固定板上设置有呈袋状的滤网，滤网与环形固定

板之间设置有用于固定滤网的固定组件；固定组件包括安装环板和设置在安装环板下端的

支撑板；滤网套设在安装环板内，安装环板和支撑板上均设置有若干个通孔；支撑板上设置

有提拉绳，蓄水池内侧壁顶部设置有固定扣，提拉绳远离支撑板的一端与固定扣连接。

[0004] 这种园林用雨水收集及利用装置虽然完成雨水收集的工作，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

中，雨水仅仅可以通过蓄水池的顶部进入到蓄水池中完成回收，无法收集绝大数的雨水，回

收利用率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园林用雨水收集及利用装置，其优点在于雨水回收利用

率高。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园林用雨水收集及利用装置，包括建筑雨水收集装置、地面雨水收集装置和雨水

处理装置，所述建筑雨水收集装置和地面雨水收集装置相互独立，并且建筑雨水收集装置

和地面雨水收集装置都和雨水处理装置相连，所述建筑雨水收集装置包括设置在建筑顶部

的人工绿地，所述人工绿地包括用于种植植物的格栅板，所述格栅板铺设在屋顶上，屋顶的

边缘设置有排水道，所述排水道通过泄水管与雨水处理装置相连；所述地面雨水收集装置

包括景观植物种植区，所述景观植物种植区中设置有生态水池和路边沟，所述景观植物种

植区的边缘设置人行道，所述人行道包括多节雨水汇聚箱，所述雨水汇聚箱呈镂空设置并

且所述雨水汇聚箱埋于地下，所述雨水汇聚箱的顶部设置有网格板，所述雨水汇聚箱的底

部通过管道与雨水处理装置相连；所述雨水处理装置包括沉淀水箱、过滤箱和集水箱，所述

沉淀水箱、过滤箱和集水箱依次连接，所述沉淀水箱的进水端通过管道分别和地面雨水收

集装置与建筑雨水收集装置连接；所述集水箱的出水端通过循环管道与景观植物种植区相

连。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建筑雨水收集装置主要用于承担收集建筑雨水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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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的时候，格栅板铺设在建筑物的屋顶上，格栅板中种植有植物起到美化建筑的作用

并且可以吸收部分雨水，多余的雨水汇集到排水道，之后通过泄水管排入到雨水处理装置

中；景观植物种植区中的雨水会渗透到土壤中，土壤会吸收一定量的雨水供植物生长使用，

剩余的雨水会渗漏到雨水汇聚箱中，同时雨水直接落下在网格板上会穿过网格板落入到雨

水汇聚箱中，最后雨水通过管道离开雨水汇聚箱进入到雨水处理装置中，同时生态水池和

路边沟也能存储雨水，提高景观植物种植区的储水量；雨水进入到雨水处理装置，雨水首先

经过沉淀水箱中去除雨水中土壤颗粒，雨水之后进入到过滤箱中去除其中的杂质，最后洁

净的雨水中临时储存在集水箱中等待回收利用，提高雨水的回收利用率。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沉淀水箱埋于地面以下，所述沉淀水箱的中设置有过滤挂篮，所述

过滤挂篮的侧面使用不锈钢过滤网制成，所述不锈钢过滤网与沉淀水箱的内壁贴合。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雨水流入到沉淀水箱中，雨水直进入到过滤挂篮中，雨水

会经过不锈钢过滤网流入到沉淀水箱中，但是雨水的土壤颗粒会受到不锈钢过滤网的阻

挡，土壤颗粒会残留在过滤挂篮中，去除雨水的中不溶性颗粒，提升雨水的纯净度。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沉淀水箱的顶部铰接有盖板，所述盖板关闭的时候，所述盖板与地

面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中，所述过滤挂篮的顶部铰接有提手。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每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工作人员可以打开盖板，通过提手

将过滤挂篮从沉淀水箱中取出，然后工作人员清理过滤挂篮的土壤固体，保证过滤挂篮具

有良好的过滤性能。

[0012] 进一步的，所述过滤箱中包括一次过滤区、絮凝区和二次过滤区，所述一次过滤

区、絮凝区和二次过滤区沿雨水流向依次布置。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雨水首先在一次过滤区中进行物理过滤，主要用于去除

雨水中残留有的固体杂质；之后雨水中进入到絮凝区中，絮凝区只能给添加有絮凝剂，絮凝

剂可以雨水中的杂质结合形成胶体，之后雨水进入到二次过滤区中将雨水中的胶体去除，

完成雨水的净化。

[0014] 进一步的，所述一次过滤区中设置有过滤网板若干，所述过滤网板沿过滤箱的长

度方向依次布置，并且过滤网板的网孔尺寸逐步变小。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过滤网板主要用于进一步过滤雨水中的固体杂质，并且

使用过个网孔大小不同的过滤网板进行过程，保证雨水中不同粒径大小的固体颗粒都可以

被过滤干净。

[0016] 进一步的，所述二次过滤区中填充有吸附过滤填料，所述吸附过滤填料包括活性

炭和煤渣。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活性炭和煤渣本身都具有多孔结构，具有良好的吸附性

能，能有效地将雨水中凝结的胶体吸附，完成净化雨水的工作，并且煤渣是废弃的建筑原

料，废物再利用。

[0018] 进一步的，所述集水箱的内壁上安装有水位感应器，所述水位感应器位于靠近集

水箱顶面的位置上，所述集水箱的底部设置有应急管，所述应急管与集水箱的连接处设置

有电控闸门。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水位感应器主要用于检测集水箱中存水量是否达到了紧

密排水的水位，当液面与水位感应器接触，水位感应器向电控闸门传递信号，电控闸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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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雨水可以排出到应急管中，避免出现在遇到暴雨的时候，集水箱存水超出承载极限的情

况。

[0020] 进一步的，所述循环管路与集水箱的连接处安装有提升泵。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提升泵将集水箱的雨水抽取到循环管路，通过循环管路。

[0022] 进一步的，所述格栅板的网格中填充有有机土，所述格栅板的底部设置有挡土网

板。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有机土主要用于提供植物生长所需的养分，挡土网板可

以阻挡有机土，避免雨水渗流导致有机土流失的情况。

[0024] 进一步的，所述雨水汇聚箱的内壁上覆盖有半透膜。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半透膜只允许离子和小分子物质通过，而大分子物质不

能自由通过半透膜，避免土壤大颗粒随雨水一同进入到雨水汇聚箱中。

[0026]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 建筑雨水收集装置主要用于承担收集建筑雨水的任务，在使用的时候，格栅板铺设

在建筑物的屋顶上，格栅板中种植有植物起到美化建筑的作用并且可以吸收部分雨水，多

余的雨水汇集到排水道，之后通过泄水管排入到雨水处理装置中；景观植物种植区中的雨

水会渗透到土壤中，土壤会吸收一定量的雨水供植物生长使用，剩余的雨水会渗漏到雨水

汇聚箱中，同时雨水直接落下在网格板上会穿过网格板落入到雨水汇聚箱中，最后雨水通

过管道离开雨水汇聚箱进入到雨水处理装置中，同时生态水池和路边沟也能存储雨水，提

高景观植物种植区的储水量；雨水进入到雨水处理装置，雨水首先经过沉淀水箱中去除雨

水中土壤颗粒，雨水之后进入到过滤箱中去除其中的杂质，最后洁净的雨水中临时储存在

集水箱中等待回收利用，提高雨水的回收利用率；

2.  雨水首先在一次过滤区中进行物理过滤，主要用于去除雨水中残留有的固体杂质；

之后雨水中进入到絮凝区中，絮凝区只能给添加有絮凝剂，絮凝剂可以雨水中的杂质结合

形成胶体，之后雨水进入到二次过滤区中将雨水中的胶体去除，完成雨水的净化；

3. 活性炭和煤渣本身都具有多孔结构，具有良好的吸附性能，能有效地将雨水中凝结

的胶体吸附，完成净化雨水的人工，并且煤渣是废弃的建筑原料，废物再利用。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园林用雨水收集及利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园林用雨水收集及利用装置中用于体现地面雨水收集装置和雨水处理装置的结

构示意图；

图3是园林用雨水收集及利用装置中用于体现循环管路的结构示意图；

图4是建筑雨水收集装置的爆炸结构示意图；

图5是雨水处理装置用于体现内部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6是雨水汇聚箱的爆炸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1、建筑雨水收集装置；11、人工绿地；12、格栅板；121、有机土；122、挡土网

板；13、排水道；131、泄水管；2、地面雨水收集装置；21、景观植物种植区；211、生态水池；22、

人行道；221、网格板；222、雨水汇聚箱；223、半透膜；23、路边沟；231、渗水井；3、雨水处理装

置；31、沉淀水箱；311、过滤挂篮；312、不锈钢过滤网；313、提手；314、盖板；32、过滤箱；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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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过滤区；322、过滤网板；323、絮凝区；324、二次过滤区；325、吸附过滤填料；33、集水箱；

331、提升泵；332、水位感应器；34、循环管路；35、应急管；351、电控闸门。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0] 实施例：一种园林用雨水收集及利用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建筑雨水收集装置1、

地面雨水收集装置2和雨水处理装置3，所述建筑雨水收集装置1和地面雨水收集装置2相互

独立，并且建筑雨水收集装置1和地面雨水收集装置2都和雨水处理装置3相连，建筑雨水收

集装置1、地面雨水收集装置2和雨水处理装置3配合作用完成从建筑和地面回收利用雨水

的工作。

[0031] 结合图2和图4所示，建筑雨水收集装置1包括人工绿地11，人工绿地11设置在建筑

的屋顶上，人工绿地11主要用于承担收集雨水和美化建筑的工作。人工绿地11包括格栅板

12，格栅板12的网格中填充有有机土121，植株种植在有机土121中。有机土121中混合有一

定量的花泥，花泥与土壤的质量比为2:1，由于花泥具有良好的吸水能力，可以吸吸收一定

量的雨水供植株生长需要。

[0032] 结合图2和图4所示，格栅板12的底部设置有挡土网板122，在使用的时候，不可避

免雨水在渗漏的过程中会携带一定量的有利土，挡土网板122可以阻挡大部分的有机土

121，雨水穿过挡土网板122的圆孔。

[0033] 结合图2和图4所示，屋顶的边缘设置沿水平布置的排水道13，排水道13的槽面呈

弧形设置，排水道13的底部竖直设置有若干泄水管131，相邻的泄水管131间距范围是50到

70cm，泄水管131与雨水处理装置3连接。在使用的时候，雨水穿过挡土网板122后，雨水沿屋

顶的斜面流入到排水道13中，然后雨水通过泄水管131流入到雨水处理装置3中。

[0034] 结合图2和图3所示，地面雨水收集装置2包括景观植物种植区21，景观植物种植区

21中种植有景观树木，起到美化景观园林景观的作用。景观植物种植区21中设置有生态水

池211，生态水池211可以用于收集雨水。

[0035] 结合图2和图3所示，景观植物种植区21的边缘设置人行道22，游客可以在人行道

22上围绕景观植物种植区21行走同时景观植物。

[0036] 结合图2和图6所示，人行道22包括多节雨水汇聚箱222，雨水汇聚箱222首尾相连，

雨水汇聚箱222埋于地面以下，并且雨水汇聚箱222呈镂空设置，雨水汇聚箱222内壁贴合有

一层半透膜223。雨水汇聚箱222的顶部设置有网格板221，网格板221与地面同一个水平面

上。雨水汇聚箱222的底部设置有设置和雨水处理装置3的连接的管道。在使用的时候，雨水

会经过土壤渗漏到雨水汇聚箱222中，水分子可以穿过半透膜223，避免土壤大颗粒随雨水

一同进入到雨水汇聚箱222中；直接落在网格板221上的雨水会直接向下落入到雨水汇聚箱

222中，汇集在雨水汇聚箱222中的雨水通过管道进入到雨水处理装置3中；在夏天的时候，

气温较高，雨水汇聚箱222临时储存的雨水蒸发，水蒸气会上升通过网格扩散在人行道22的

上方，增加空气的湿度，提高行人的舒适度。

[0037] 结合图1和图3所示，人行道22旁设置有路边沟23，路边沟23主要用于紧急排水用。

路边沟23的底部设置有埋入地下的渗水井231，渗水井231与城市排水管网相连，雨水可以

通过渗水井231排出到城市排水管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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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结合图2和图5所示，雨水处理装置3包括沉淀水箱31、过滤箱32和集水箱33，沉淀

水箱31、过滤箱32和集水箱33通过管道依次连接，并且沉淀水箱31、过滤箱32和集水箱33都

埋在地面以下。沉淀水箱31的进水端通过管道分别和地面雨水收集装置2与建筑雨水收集

装置1连接，集水箱33的出水端通过循环管道与景观植物种植区21相连。在工作的时候，地

面雨水收集装置2和建筑雨水收集装置1收集的雨水进入到沉淀水箱31中，之后依次经过过

滤箱32和集水箱33，完成雨水的净化工作。

[0039] 结合图2和图5所示，沉淀水箱31呈圆柱形设置，并且沉淀水箱31竖直布置。沉淀水

箱31的顶部铰接盖板314，盖板314封闭的时候，盖板314与地面处于同一个水平面。

[0040] 结合图2和图5所示，沉淀水箱31中设置有过滤挂篮311，过滤挂篮311的侧面为不

锈钢过滤网312，并且不锈钢过滤网312与沉淀水箱31的内壁贴合。过滤挂篮311上转动连接

有圆弧形的提手313。雨水流入到沉淀水箱31中，雨水直进入到过滤挂篮311中，雨水会经过

不锈钢过滤网312流入到沉淀水箱31中，但是雨水的土壤颗粒会受到不锈钢过滤网312的阻

挡，土壤颗粒会残留在过滤挂篮311中，去除雨水的中不溶性颗粒，提升雨水的纯净度；并且

每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工作人员可以打开盖板314，通过提手313将过滤挂篮311从沉淀水箱

31中取出，清理过滤挂篮311。

[0041] 结合图2和图5所示，过滤箱32呈矩形设置。过滤箱32中包括一次过滤区321、絮凝

区323和二次过滤区324，一次过滤区321、絮凝区323和二次过滤区324沿雨水流向依次布

置。

[0042] 结合图2和图5所示，一次过滤区321中设置有若干过滤网板322，所有滤网板沿过

滤箱32的长度方向均匀布置。并且每个过滤网板322的网孔尺寸不同，沿雨水流过的方向网

孔尺寸逐步减小。雨水在沉淀水箱31中完成沉淀的过程，但是不可避免雨水中还是会残留

土壤颗粒，通过滤网板322进一步过滤雨水中土壤之类的固定杂质。

[0043] 结合图2和图5所示，絮凝区323中设置用于加入絮凝剂的管道，絮凝剂添加在雨水

中，絮凝剂可以和溶解在雨水中的杂质结合形成胶体，从而去除可溶性的杂质。絮凝剂优选

聚合硫酸铝，由于分子结构庞大，吸附能力强，投入雨水后形成的絮凝体大，沉淀速度快，对

于雨水的净化效果好。

[0044] 结合图2和图5所示，二次过滤区324中填充有吸附过滤填料325，吸附过滤填料325

包括活性炭和煤渣，因为活性炭和煤渣本身都具有多孔结构，具有良好的吸附性能，能有效

地将雨水中凝结的胶体吸附，完成雨水的净化工作。并且煤渣是一种建筑废料，煤渣中含有

大量具有多孔结构的炭，煤渣经过无害化处理之后，将煤渣和活性炭混合使用，保证吸附净

化效果，同时废物再利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降低原料成本。

[0045] 结合图3和图5所示，集水箱33的侧壁上连接有循环管路34，循环管路34与集水箱

33的连接处安装有起到抽水作用的提升泵331。循环管路34远离集水箱33的一端分为两支，

其中一支布置在景观植物种植区21中，发挥灌溉的作用，另一支布置在生态水池211的侧壁

上向其中供水，驱使生态水池211中的水体流动。

[0046] 结合图2和图5所示，集水箱33的内壁上安装有水位感应器332，水位感应器332设

置在靠近集水箱33顶部的位置上，水位感应器332主要用于检测集水箱33中水位是否达到

警戒位置。

[0047] 结合图2和图5所示，集水箱33的底部连接有竖直布置的应急管35，应急管35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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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排水管网连接。应急管35与集水箱33连接处设置有电控闸门351，电控闸门351与水位感

应器332通过导线连接。当液面与水位感应器332接触，水位感应器332向电控闸门351传递

信号，电控闸门351打开，雨水可以排出到应急管35中，避免出现在遇到暴雨的时候，集水箱

33存水超出承载极限的情况。

[0048] 具体实施过程：建筑雨水收集装置1主要用于承担收集建筑雨水的任务，在使用的

时候，格栅板12铺设在建筑物的屋顶上，格栅板12中种植有植物起到美化建筑的作用并且

可以吸收部分雨水，多余的雨水汇集到排水道，之后通过泄水管1311排入到雨水处理装置3

中；景观植物种植区21中的雨水会渗透到土壤中，土壤会吸收一定量的雨水供植物生长使

用，剩余的雨水会渗漏到雨水汇聚箱222中，同时雨水直接落下在网格板221上会穿过网格

板221落入到雨水汇聚箱222中，最后雨水通过管道离开雨水汇聚箱222进入到雨水处理装

置3中，同时生态水池211和路边沟23也能存储雨水，提高景观植物种植区21的储水量；雨水

进入到雨水处理装置3，雨水首先经过沉淀水箱31中去除雨水中土壤颗粒，雨水之后进入到

过滤箱32中去除其中的杂质，最后洁净的雨水中临时储存在集水箱33中等待回收利用，提

高雨水的回收利用率。

[0049]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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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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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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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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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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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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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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